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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譽 主 席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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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學術研討會，進行學術界與產業界的雙向交流與互動，

是本校積極推動校務的重點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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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學院主辦，

本校資訊管理系承辦，科技部工程司、台灣網路智能學會、國際工程與科技學會中華民國分會

(IET)以及本校資訊工程系及資訊與通訊系等共同協辦的「2016 第十屆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

第六屆台灣網路智能學會學術論壇」。 

本研討會訂定了「電子化企業與知識管理」、「網路通訊技術與應用」、及「資訊系統理論

與應用」三大主題，探討資訊科技的研究與應用的發展，期待三種不同的觀點能夠讓參與者有

更多的收穫。在各位先進的支持與肯定之下，共計有 186 篇論文投稿，收錄理論或實務論文共

計 137 篇，其中 118 篇為大會口頭發表(oral)論文、19 篇海報張貼(poster)論文，對資訊領域有

著重要的貢獻與影響。 

本次活動除了學術界、業界先進研究心得的發表外，尚有多家企業贊助，並協力配合研討

會之產品展示及發表，亦在此銘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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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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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竭誠歡迎大家蒞臨朝陽科技大學，參加 2016 第十屆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暨第六屆台灣網

路智能學會學術論壇（AIT˙WIC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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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商業智慧與知識管理、網路通訊技術與應用、

資訊科技理論與應用、多媒體技術與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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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C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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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到了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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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篇，海報發表論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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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德里尼赫魯大學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Delhi, India)電腦與系統科學院長 Ramesh Kumar Agrawal 教授、日

本岩手縣立大學(Iwate Prefectural University, Japan)Yoshitaka Shibata 特聘教授、台灣中央研究

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鄭文皇副研究員、台灣艾思迪諾(股)有限公司蘇海永總經理等國際知

名的專家學者蒞臨大會，擔任本研討會 Keynote Speak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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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麗華 

議程主席 曾顯文 李金鳳 

謹識 

2016 年 4 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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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一個基於反射率資料庫之影像分類器之研究 

摘要 

雖然影像分類之演進迅速，但自動化分類

法則仍有很大空間改進。本文使用一個基於反

射率資料庫之影像分類器，並且將其應用於地

表變遷。其主要利用單一之地物反射率資料

庫，不需再一次圈選訓練區便可自動化分類。

研究結果顯示，此地物反射率資料庫之建立，

必須考慮到雙向反射特性，即須正規劃。 

關鍵詞：影像分類、反射率、自動化。 

Abstract 

Although image classification has been 

fast evolving, there is still ample room to 

develop an automated classifier. This study 

proposes an image classifier based on canopy 

reflectance database, which is applied in 

change detection of land-cover. Training 

areas can be selected once to classify other 

image at different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nopy reflectance should consider it 

bidirectional effect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dependent of angles of sun and satellite. 

Keywords: image classification, reflectance, 

automation. 

1. 前言
影像分類之演進，由傳統之統計方法，如

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ier [1]，至目前之類

神經網路分類法，如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Classifier [2]–[5]；結合主成分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改進的支援向量

機 SVM (Support Vector Machine)[6]；使用基於

層 次 模 糊 關 聯 規 則 (hierarchical Fuzzy 

Association Rules) ， 執 行 語 義 圖 像 分 類

(semantic image classification)對於一個大型圖

像(image)數據庫有效及高效地進行分類[7]；，

使用一個漸進的學習方法，即多目標遺傳程序

(multiobjective genetic programming)，自動產生

域自適應全局特徵描述(domain-adaptive global 

feature descriptors)，來實現影像分類。至於自

動化程度，不論是監督式或非監督式分類法

則，都必須人工餐與選定，因此仍有很大空間

可予改進。 

地表變遷偵測一直是遙測之重要應用之

一。其重點在於影像之分類精度與自動化程

度。本研究使用一個基於反射率資料庫之影像

分 類 器 ICRD (Image Classifier by 

Reflectance-based Database)[8]將其應用於地表

變遷。 

2.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先前發展之分類器 ICRD，亦即

一個基於反射率資料庫之影像分類器[8]。其詳

細步驟分述如下： 

(1) 首 先 利 用 超 光 譜 輻 射 儀

(hyper-spectroradiometer) 實地量測不同地物

之反射率光譜 (reflectance spectrum) (或是以

空載掃瞄方式)，建立地物光譜反射率資料庫。 

(2) 依據不同感測器之反應函數，將 (1)

建立之，轉換成不同感測器各波段之地物反射

率資料庫 ICRD。 

(3) 利用大氣改正模式[9]，消除不同時

期之遙測影像之外在因素，求得波段反射率影

像。 

(4) 使 用 最 大 相 似 法  (Maximum 

Likelihood Classifier[1]，將波段反射率影像的

每一像元對對應感測器之 ICRD 作歸類，即可

求得不同時期之分類影像。 

在此使用兩個不同日期所掃描之衛星影

像：影像 A (圖一)及影像 B (圖二)。其拍攝日

期分別為 1997/11/19 和 1999/02/18 。兩張影像

均由大氣改正模式，求得地物反射率。影像 A

反射率，用以自動化分類影像 B 之影像，亦即

不需再一次圈選訓練區。 

3. 結果與分析
透過大氣改正之後，可得到合理之物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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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特性。表一為影像 A 及影像 B 兩者不同地物

在綠光、紅光和近紅外光之反射率。影像 B，

不同地物三波段反射率，很明顯地其反射率較

影像 A 小。有可能是日期不同，地物便不同，

另外也可能是太陽及觀測角不同所致。  

利用表一(及自身圈選之訓練區)中影像 A

之反射率資料庫，和最大相似法分類，可得其

分類結果(圖三)。圖四利用表一影像 B 之反射

率資料庫，以最大相似法自動化分類影像 B 分

類之結果。可以看到，多數植被均誤分類為城

市。這有可能是前述：日期不同，地物便不同，

和太陽及觀測角不同所致。從此處可以看出，

欲建立一個 ICRD 自動化分類乃至於利用其於

變遷偵測，是必須考慮其雙向反射之問題，例

如求取正規化反射率[10]。 
 

4. 結論 
    本研究使用一個基於反射率資料庫之影

像分類器 ICRD，將其應用於地表變遷。研究

中回顧了 ICRD。研究結果顯示，欲建立一個

ICRD 自動化分類乃至於利用其於變遷偵測，

是必須考慮其雙向反射之問題，例如求取正規

化反射率，諸如影像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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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地物感測器波段反射率資料庫 

波段 土壤 水體 植被 建地 

  影像 A 

綠光 0.209 0.079 0.079 0.211 

紅光 0.272 0.054 0.061 0.221 

近紅外光 0.358 0.020 0.391 0.276 

  影像 B 

綠光 0.149 0.066 0.077 0.196 

紅光 0.140 0.012 0.056 0.191 

近紅外光 0.207 0.002 0.273 0.243 

 

 

 

 

 

 

 

 

 

圖一。SPOT 衛星影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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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SPOT衛星影像 B。 
 

 

 

 

 

 

 

 

 

 

圖三。圖一之分類結果。水、裸土、植被及城

市之顏色分別為白、紅、綠及藍色。 

 

 

 

 

 

 

 

 

 

 

 

圖四。圖二之分類結果。其顏色意義如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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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影像處理系統圖形使用者介面設計之研究 

 

 

摘要 

 
對於一個專業領域軟體而言，除了功能性

要求之外，還須兼備易用圖形使用者介面。本

研究設計一使用者介面，將大氣改正處理模組

整合於衛星影像處理系統之中，以期簡化了衛

星影像處理程序。研究結果顯示，視窗化後之

系統，在衛星影像處理過程中，大幅減少眾多

輸入參數，因此提高了其易用性。由於，本系

統具備模組化優點，因此可獨立發展修改，演

算法若有改進，也可輕易更新之。 

關鍵詞：圖形使用者介面、衛星影像 

 

Abstract 
 

This paragraph describes your major 

work corresponding to the Chinese part in 

your paperA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is very 

important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its functionality. In this study, a 

user interface is designed to integrate 

atmospheric correction module to the satellite 

image processing system. Hence image 

processing procedure is simplifi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sability of the system is 

increased. Owing to its modular design, 

every module can be easily updated if the 

algorithm of atmospheric correction is 

improved. 

Keywords: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satellite 

image. 

 

1. 前言 
對於使用者操作軟體，圖形使用者介面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至為重要。每個專

業領域之軟體，均有其專業相關。了解專業領

域使用者之使用習性、操作方法，對於能否發

展一個好的該領域專業軟體，有著決定性之關

鍵[1]。多媒體系統便是一例。除了多媒體硬

體，操作系統之外，圖形用戶介面(graphical 

user interface)乃多媒體系統三個關鍵要素之一

[2]。半自動軟件高分辨率單粒子重建，也開發

了 UI (user interface)以便於使用者便利使用

[3]。虛擬多頻光譜儀 GUI開發，特別注意的是

以易用性(ease of use)，通用性(generality)和穩

健性(robustness)[4]。其可提供兩維或 3D 圖，

幫助使用者分析。使用MATLAB® 圖形用戶界

面，可以幫助管理神經血管網絡資源[5]。由此

可知，對於不同領域軟體之介面設計，相當重

要。 

 衛星影像可以應用不同領域之監測，例如

地質(包含銅礦和金礦探勘)監測[6], [7]、海洋

監測 (包含漏油 )[8]、土石流滑動監測 [9]–

[11]、農業監測[12], [13]、生態監測[14], [15]、

地下水監測[16]和空氣汙染監測[17], [18]等。

使用影像處理軟體，可以幫助使用者處理衛星

影像，迅速地達到監測地球環境之目的。目前

常用之衛星影像處理軟體，特別在影像融合部

分者，包括 ERDAS IMAGINE、ENVI、PCI 

Geomatica 和 GRASS[19]。輻射處理包含大氣

改 正 (atmospheric correction) 部 分 ， 則 有

ATCOR2/3/4[20], [21]。這些衛星影像處理軟

體，均具備專業功能性及易用性之 UI，便利使

用者處理衛星影像。 

本研究設計使用者介面，對於一個大氣改

正處理整合於衛星影像處理系統之軟體[22]，

就其介面設計加以敘述之。其主要之目的在於

提供較友善便利之使用者介面，執行大氣改正

(atmospheric correction)處理。。 

2. 研究方法 

2.1 SPOT 衛星影像 

自從 1986 年 2 月法國成功的發射第一顆

SPOT 衛星以來，已經序列發射了 SPOT 2 至

SPOT 7衛星，其中除了 SPOT 3失敗之外，其

餘均成功地為地球帶來嶄新的資源觀測工具

[23]。 

SPOT 系列衛星均載有多光譜感測器，其

具備不同之波段，包含主要三個波段分別為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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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改正前 

光段 (0.5µm– 0.59µm)，紅光段 (0.61µm–

0.68µm)與近紅外光段 (0.79µm–0.89µm)；另

外具備全色態波段，其波長範圍則在 0.50 

µm –0.73 µm 。另外，SPOT 4和 SPOT 衛星

具備短波紅外線波段 (SWIR, Short-Wave 

Infrared)，其較不受大氣之影響，因此可使得

影像上的地物地貌更加清晰。 

SPOT 系列衛星之感測器，除了多光譜波

段有所變更之外，其空間解析度更是更加精

進。由早期 SPOT 1-4 之全色態、多光譜態分

別為 10 m、20 m之外，SPOT 5 則精進至 5 m、

10m，SPOT 6-7更可到 1.5 m、6 m。另外，SPOT 

5 可利用些許時差，不同角度觀測得到地面數

位地形模型，可產生立體影像。 

2.2 衛星影像處理系統 

 本衛星影像處理系統之軟體，目的在於減

少在以往人工輸入大量參數之負擔。期待藉由

圖形操作為介面，自動化大氣改正流程[22]。

此軟體中圖形介面模組，即是扮演此角色。

BACM 處理模組則是執行大氣改正，其具備彈

性，即若大氣改正法則更新，其也可快速置換 

[23]–[26]。這便是其模組化之優點所在。 

3. 結果與分析 
本系統功能性界面皆以 Menu 方式或以

tool bar方式顯示。藉由功能名稱，使用者友善

使用其功能。在此以 SPOT 衛星影像為例(圖

一)。此影像乃位於台中烏溪附近大氣改正前之

原始 SPOT 衛星影像。拍攝日期為 1999/09/26。

功能表及工具列(圖一，紫色及綠色)，提供了

開啟檔案、放大和縮小之功能。圖一黃色部

分，即顯示衛星之名稱，如 SPOT。影像之重

要參數，則顯示於圖一藍色部分。深綠色代表

影像及自訂參數(Custom Parameters)功能之切

換。左下棕色顯示像素以及 TM 2地理座標。

大氣改正結束後之衛星影像即可顯示(圖二)。。 

4. 結論 
本研究設計使用者介面，將大氣改正處理

模組整合於衛星影像處理系統之中，簡化了衛

星影像處理程序。研究結果顯示，視窗化後之

系統，在衛星影像處理過程中，大幅減少眾多

輸入參數，因此提高了其易用性。且本系統模

組化之優點便是其可獨立發展修改，內部演算

法若有任何更動，可輕易更新。 

 

 

 

 

 

圖一。視窗化之大氣改正資訊系統中之圖形介

面。 

 

 

圖二。視窗化之大氣改正資訊系統中 BACM 模

組輸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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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Facebook 已逐漸成為人們發展個人線上

網絡的主要媒介。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為其

理論基礎，並結合自我揭露與凝聚力，藉以探

討 Facebook社群網站使用者之使用意向。本研

究以 Facebook社群網站使用者為研究對象，有

效問卷為 137份。研究結果發現，知覺有用性

與知覺易用性皆會正向影響態度。而自我揭露

會正向影響社交凝聚力。另外，態度則會正向

影響使用意向。透過本研究結果，期望能提供

社群網站服務提供商以及相關研究人員作為

參考。 

關鍵詞：臉書、社群網站、科技接受模式、自

我揭露、社交凝聚力 

Abstract 

    Facebook, a fast-developing social network 

site, ha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jor medium by 

which individuals develop their personal network 

virtually. Based o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this research takes into 

consideration of self-disclosure and social 

cohesion to explore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Facebook users. A total of 137 valid returns were 

analyzed.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have positive influence on attitude. 

Self-disclosure has influence on social cohesion 

toward the use of Facebook. Besides, attitude has 

positive influence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using Facebook. Accordingly,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discussed. 

Keywords: Facebook, social network sit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self-disclosure, 

social cohesion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根據資策會 FIND (2015)調查結果顯示，

2014 年台灣個人網際網路普及率為 75.3%，相

較於2013年台灣個人網際網路普及率75.0%，

略為上升 0.3%，並推估台灣網際網路使用者目

前約有 1,761 萬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15)

調查結果顯示，2014 年網際網路使用者最常使

用的網際網路應用服務前三名則分別為：使用

社群網站(53.5%)、使用即時通訊軟體(50.1%)

以及瀏覽網頁(47%)，相較於 2013年調查結果，

使用社群網站與使用即時通訊軟體的排名皆

有提升，而瀏覽網頁則相對下降，顯示網際網

路使用者首要目的為社交，其重要性高於獲得

資訊。隨著科技進步與快速發展，社群網站

(Social Network Sites)的崛起，是一項突破性且

嶄新的應用去改變人們溝通的方式(陳世智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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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14)。社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s)的迅

速發展，逐漸成為人們發展個人線上網絡的主

要媒體，此外，互動式的社群網站也改變了人

們獲得資訊、溝通以及生活的方式 (Chang, 

Hung, Cheng, & Wu, 2015; Lin & Lu, 2011)。社

群網站是一種網路服務，透過平台讓使用者與

群體間有了連絡，並利用此服務進行朋友之間

的搜尋、加入，擴展個人的社群網路圈，也可

透過設定，決定個人與朋友之間公開、半公開

或不公開的資訊分享(郭明煌, 廖鴻圖, 蕭麗齡, 

& 王亭雅, 2014)。 

 

    現今全球各地，有許許多多的社群網站，

致力於提供社群網站使用者各種聯繫、溝通及

分享的網路平台，其中知名社群網站包括：

Google + / Myspace / Plurk / Twitter / 

Facebook......等等。美國研究機構 Pew Research 

Center 調查結果顯示，2012 年至 2015 年間，

美國最受歡迎之社群媒體網站為 Facebook，其

中，每天都會使用 Facebook社群網站使用者有

70%(Pew Research Center, 2015a, 2015b, 2015c)。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2014)調查結果

顯示，在台灣高達 96.2%的網際網路使用者近

期曾使用過社群網站，其中又以 Facebook 

(95.8%)為最熱門之社群網站，其次依序為

Google + (24.7%)、痞客邦 PIXNET (20.7%)、

隨意窩 Xuite (12.7%)、噗浪 Plurk (8%)。近年

來，由於社群網站快速崛起，在線上(online)

進行自我揭露與線上隱私之議題漸漸受到重

視(Zlatolas, Welzer, Heričko, & Hölbl, 2015)。

Facebook社群網站發展至今，一直致力於推動

Facebook 社群網站使用者之個人資訊公開透

明化。然而，隨著 Facebook社群網站有意將使

用者之個人資訊設置趨向公開透明化的同時，

此舉動是否會影響到 Facebook 社群網站使用

者於 Facebook 社群網站中的自我揭露呢？另

外，約有 48%的 Facebook 社群網站使用者，

其社交網絡來自於 Facebook 社群網站

(Hampton, Goulet, Rainie, & Purcell, 2011)。

Hollenbaugh and Ferris (2014)指出大多數的

Facebook 社群網站使用者於線下(offline)之社

交網絡也會同時出現在Facebook社群網站中，

其包含了 Facebook社群網站使用者的朋友、鄰

居、同學、同事以及家人。綜合上述相關文獻

可從中推斷，隨著 Facebook社群網站的興起，

Facebook 社群網站使用者之自我揭露與

Facebook 社群網站成員之間的社交凝聚力將

漸漸受到關注。另外，過去在探討社群網站使

用者之使用意向的相關議題時，科技接受模式

是許多研究者採用的重要理論之一。而在研究

影響使用者接受資訊科技之因素時，知覺有用

性與知覺易用性皆是使用者首要考量之因素。

科技接受模式是以使用者的觀點，探討使用者

對於資訊科技接受的程度。此外，由於科技接

受模式在資訊科技的運用上十分廣泛，因此獲

得許多研究實證支持。基於上述原因，故興起

本研究之動機。 

 

1.2 研究目的 

 

    綜觀過去，探討使用者於資訊科技之使用

意向時，科技接受模式在資訊科技的運用上十

分廣泛且擁有不錯的解釋力。科技接受模式是

以使用者的觀點，探討使用者對於資訊科技接

受的程度。後續也有許多相關研究者針對科技

接受模式作進一步探討。然而，大多主要是以

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態度來進行探討。

因此，本研究除了採用科技接受模式為其研究

架構外，有別於過往研究，將進一步探討其他

影響使用意向之前因變項。透過本研究結果，

期望能提供社群網站服務提供商以及相關研

究人員，對於社群網站使用者之使用意向的前

置變因有更深入的瞭解，以規劃更完善的社群

網絡服務，進而提升社群網站使用者之使用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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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2.1 科技接受模式 

 

    Davis (1986) 提 出 科 技 接 受 模 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其模式

是以 Fishbein and Ajzen (1975)所提出的理性行

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為基

礎。科技接受模式發展之目的在於簡化理性行

為理論，以其建構一個有效的行為模式。其模

式主要是用來探討使用者內在的信念(beliefs)、

態度(attitudes)與意向(intentions)的關係，以解

釋及預測使用者在接受資訊科技(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時的影響因素。在科技接受模式

中包含了兩個重要信念變數，其分別為知覺有

用 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與知 覺 易用 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另外再加上態度

(attitude toward using)、使用意向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實際使用(actual system use)

與外部變數(external variables)。Davis, Bagozzi, 

and Warshaw (1989)認為使用者在接受資訊科

技時，其態度會受到知覺有用性與知覺易用性

所影響。若要讓使用者願意接受資訊科技時，

必須先讓使用者知覺到其資訊科技是有助於

提升使用者之工作績效，此外，提升使用者之

工作績效的資訊科技是容易使用的。 

 

2.2 自我揭露 

 

    自我揭露在社群網站上越來越受到矚目

(Xie & Kang, 2015)，(Cozby, 1973; Wheeless, 

1976)認為任何人透露有關於個人資訊，言語或

非 言 語 的 訊 息 都 屬 於 自 我 揭 露

(Self-disclosure)(Xie & Kang, 2015)。但是，任

何人在任何情境之下，都有可能無意間透露有

關於自我的訊息，因此 Greene, Derlega, and 

Mathews (2006)將自我揭露較嚴謹定義為，至

少應該在兩個人的情境之下，而其中一方刻意

向另一方透露有關於自我訊息的行為。然而，

人與人之間並不會隨意透露有關於自我的訊

息，而是必須經由彼此互惠的訊息交換(Park, 

Jin, & Jin, 2011)。Dindia (2000)研究中發現，自

我揭露的互惠原則是彼此之間最在乎的，至於

自我揭露的程度為何，則會隨著對方揭露的程

度而有所調整。因為，人們在自我揭露之餘，

也希望對方能有相似程度的自我揭露，不僅建

立信任感，也容易強化親密度(谷玲玲, 2013)。

在探討自我揭露之程度時，可以從自我揭露的

廣度與深度這兩個層面來觀察。自我揭露的廣

度(Breadth)是指個體透露訊息內容多樣的程度，

自我揭露的深度(Depth)則是個體透露訊息內

容親密的程度，即是個體所透露的訊息是否私

密而且是個人所重視的 (Altman & Taylor, 

1973)。根據 Altman and Taylor (1973)提出之社

會滲透理論(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將自我

揭露描述為漸進式的過程。在人際關係初期，

人際互動較無廣度與深度，個體與他人談論的

廣度會較少，談論之訊息常停留在訊息的表面，

但是隨著關係進展，人際互動的廣度與深度皆

會逐漸增加，但兩者增加的速率不盡相同，通

常廣度會比深度增加得快，當廣度增加到某個

程度時，深度將急起直追，快速增加(谷玲玲, 

2013)。 

 

2.3 社交凝聚力 

 

    凝聚力 (Cohesion)一詞緣起於拉丁文

“Cohaesus”，表示結合或黏在一起的意思(李

鳳嬌, 陳宏, & 邵文娟, 2009)。Carron (1982)認

為凝聚力意指群體內部成員之間的緊密結合。

West, Borrill, and Unsworth (1998)亦指出凝聚

力即是人與人之間吸引力之程度，群體成員彼

此喜歡以及對群體之愛好程度。凝聚力是社群

網站的資產(Hausenblas & Carron, 1998)，當凝

聚力越強大時，其群體成員之間的吸引力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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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也會越強大(Shaw, 1976)。社交凝聚力(Social 

Cohesion)意指人們積極地在群體中發展與維

持其社交關係，其包含了社交互動與價值觀

(Carless & De Paola, 2000; Carpiano, 2007)。除

此之外，社交凝聚力也能調和群體之間的社交

關係(Izumi et al., 2015)。在現今網路科技發達

之時代，線上社群網站的互動不但不比真實世

界的人際互動關係差，反而比起真實世界的人

際互動還來得更廣泛且深遠(翟本瑞, 2011)。陳

世智 et al. (2014)認為使用社群網站能夠表達

自己，建立個人連結網絡，並透過社群網站以

發展與維持社群關係。而當社群網站成員之間

的互動關係越和諧，則越會增加其向心力(王熙

哲 & 丁耀民, 2008)，也就是社交凝聚力。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假說 

 

    本研究欲探討 Facebook 社群網站使用者

之使用意向，根據前述相關文獻探討與本研究

動機、目的，故本研究發展以下假說： 

 

H1：使用者對社群網站之知覺有用性會正向影

響使用者之態度 

H2：使用者對社群網站之知覺易用性會正向影

響使用者之態度 

H3：使用者之態度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使用意

向 

H4：使用者之自我揭露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社

交凝聚力 

H5：使用者之社交凝聚力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

使用意向 

 

3.2 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瞭解 Facebook 社群網站使用者

之使用意向，但由於 Facebook社群網站使用者

之母群體龐大且樣本清冊取得不易，故本研究

採便利抽樣方法。其研究對象為擁有個人帳號

且已註冊申請成功 Facebook 社群網站之使用

者，並以問卷調查法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本

研究為取得有效樣本，故在研究問卷上設有

「是否擁有 Facebook帳號」之前置選項，待問

卷回收完畢後，便著手進行有效樣本篩選，以

符合本研究欲研究之對象。本研究問卷由知覺

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自我揭露、社交凝聚力、

態度與使用意向之量表編制而成，各量表皆採

用李克特(Likert)八點尺度，其分別由「非常不

同意」(尺度 1)至「非常同意」(尺度 8)進行測

量，受測者根據自身使用 Facebook社群網站之

經驗進行填答，填答尺度等第越高者表示受測

者對該題項同意程度越高，反之，填答尺度等

第越低者表示受測者對該題項同意程度越

低。 

 

4. 資料分析與結果 

 

4.1 樣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欲瞭解 Facebook 社群網站使用者

之使用意向，但由於 Facebook社群網站使用者

之母群體龐大且樣本清冊取得不易，故本研究

採便利抽樣方法，並以問卷調查法的方式進行

資料蒐集。本研究對象為擁有個人帳號且已註

冊申請成功 Facebook社群網站之使用者，並透

過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資料蒐集。本研究將研

究問卷放置研究者個人 Facebook 社群網站的

動態時報(Timeline)上，受測者點選網址列後，

便會進入 Google Forms 平台，接著受測者再根

據自身使用 Facebook 社群網站之經驗進行填

答，填答完畢後即可立即送出。本研究共蒐集

到137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全之無效問卷0份，

有效問卷為 13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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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表 1 組成信度與收斂效度 

Construct Mean SD CR AVE 

PU 5.12 1.567 .899 .750 

PE 5.38 1.593 .950 .864 

SD 4.62 1.438 .855 .548 

SC 4.73 1.555 .922 .712 

AT 5.23 1.508 .949 .861 

BI 5.21 1.394 .873 .700 

註：Mean 為平均數，SD為標準差 

 

    在信度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組成信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根據Marsh, Hau, 

Balla, and Grayson (1998)之建議，其 CR值應 

≥ .7。而本研究變項之 CR值皆 ≥ .7，經由分析

結果顯示，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其分

析結果如表 1所示。 

 

    在效度分析方面，本研究採用收斂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以及區別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代表測量變數能測得多少百分

比潛在變數之值，不僅可以用來評判信度，同

時亦代表收斂效度(蕭文龍, 2014)。根據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之建議，其 AVE值應 ≥ .5。

而本研究變項之 AVE 值皆 ≥ .5，經由分析結

果顯示，本研究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其

分析結果如表 1所示。 

 

    在區別效度分析方面，主要是測量不同構

面題項彼此之間的相關性(蕭文龍, 2014)。若各

構面之 √𝐴𝑉𝐸 大於自身以及其他構面之相關

係數，即表示具有區別效度(Fornell & Larcker, 

1981)。經由分析結果顯示，本研究量表具有良

好的區別效度，其分析結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區別效度 

Construct PU PE SD SC AT BI 

PU .866      

PE .464 .929     

SD .570 .386 .740    

SC .652 .394 .650 .843   

AT .638 .585 .491 .760 .927  

BI .557 .553 .461 .694 .849 .836 

註：對角線粗體為√𝐴𝑉𝐸，非對角線為各構面

間的相關係數 

 

    彭光台, 高月慈, and 林鉦棽 (2006)指出

在管理領域中，往往透過自陳式量表作為研究

工具，然而，若在同一時間點以自陳式量表進

行施測，並由單一來源(single source)的受測者

填答時，則有可能會發生共同方法變異，共同

方法變異會不當地膨脹，有可能會減弱變項間

的關係，致使增高或降低統計上的顯著性，影

響了欲檢驗之假說的成立或拒絕，從而犯了型

一錯誤(type I error)或型二錯誤(type II error)。

因此，本研究為避免發生共同方法變異之情形，

故本研究採用受訪資訊隱匿法、題項意義隱匿

法、題項文字組織法以及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

來進行事前預防與事後偵測。在事前預防方面，

本研究採用匿名填答方式，使受測者較為放心，

以減少各種個人偏誤傾向。次者，妥善設計題

項並皆以簡明易懂為原則，以減少受測者之偏

誤。再者，在不違反學術與研究倫理前提之下，

變項名稱皆不顯示在問卷上。另外，在事後偵

測方面，本研究使用哈門氏單因子測試法進行

檢測，經由分析結果顯示，其未轉軸前的第一

個因子負荷量為 47.241%，低於其判定顯著負

荷水準的 50%(彭光台 et al., 2006)，由此可知

本研究量表應無共同方法變異之疑慮。 

 

4.3 結構模型分析 

 

    本研究整體模型分析使用結構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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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利用SmartPLS 2.0 M3處理資料分析。在PLS

模型中，是以路徑係數(β)的顯著程度與模型的

解釋力 R-square(R
2
)作為檢驗依據。當路徑係數

(β)與對應之 t-value 具有顯著性時，則可判定該

假說成立，而解釋力 R-square(R
2
)則是用來檢視

模型能解釋多少依變數之變異量，其分析結果

如表 3所示。 

 

表 3 結構模型分析結果 

Hypothesis β t-value R
2
 

H1: PU → AT .467 6.512 
***

 .514 

H2: PE → AT .369 5.010 
***

  

H3: AT → BI .764 9.152 
***

 .727 

H4: SC → SD .650 12.449 
***

 .423 

H5: SD → BI .113 1.176 
n.s.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5. 研究結論與實務意涵 

 

5.1 研究結論 

 

H1：使用者對社群網站之知覺有用性會正向影

響使用者之態度 

 

    根據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使用者對社

群網站之知覺有用性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態

度，故假說 1成立。其表示當社群網站使用者

在使用社群網站的過程中，社群網站使用者會

主觀地認為使用社群網站時，其自身是否能夠

有效獲得之訊息，其訊息包括生活資訊、社交、

與他人維繫情感等。因此，社群網站服務提供

商在設計社群網站功能時，若能以提供有效的

生活資訊或提供與朋友聯繫情感服務等功能

作為其一主要訴求時，就能提升社群網站使用

者對社群網站之知覺有用性，進而正向影響社

群網站使用者之態度。 

 

H2：使用者對社群網站之知覺易用性會正向影

響使用者之態度 

 

    根據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使用者對社

群網站之知覺易用性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態

度，故假說 2成立。其表示當社群網站使用者

在使用社群網站的過程中，社群網站使用者會

主觀地認為使用社群網站時，是否為簡單操作

的。除此之外，社群網站使用者在學習使用社

群網站時，也會考慮到其自身是否能夠快速學

會社群網站的操作方式，以利與社群網站使用

者之朋友進行情感交流以及互動。因此，社群

網站服務提供商在設計社群網站功能時，若能

以容易學習與簡單操作作為其一主要訴求時，

就能提升社群網站使用者對社群網站之知覺

易用性，進而正向影響社群網站使用者之態

度。 

 

H3：使用者之態度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使用意

向 

 

    根據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使用者之態

度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使用意向，故假說 3成

立。其表示當社群網站使用者在使用社群網站

的過程中，社群網站使用者所表現出對社群網

站之好惡感受，會進而影響社群網站使用者之

使用意願。因此，社群網站服務提供商在設計

社群網站功能時，若能讓社群網站使用者，知

覺到其自身使用社群網站是有用與易用時，就

能提升社群網站使用者之正向態度，進而正向

影響社群網站使用者之使用意願。 

 

H4：使用者之自我揭露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社

交凝聚力 

 

    根據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使用者之自

我揭露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社交凝聚力，故假

說 4成立。其表示當社群網站使用者在使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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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網站時，社群網站使用者刻意將個人訊息透

露給對方之行為，會進而影響社群網站使用者

與社群網站成員之間發展與維持其社交的互

動關係。在社群網站上進行自我揭露，免除了

面對面的尷尬，可以隨時表達自己的情緒或觀

點，進而瞭解他人或讓他人瞭解自己(吳寂絹 

& 邱銘心, 2012)。由此可知，人們在社群網站

中進行自我揭露的行為，會促使人與人之間的

互動更加緊密。而當社群網站成員隨著本身投

入的程度與時間的增加，會進而產生更多社交

認同與期待(吳立偉, 林灼榮, & 李奕霖, 2013)。

當社群網站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越和諧，則越

會增加其向心力(王熙哲 & 丁耀民, 2008)，也

就是社交凝聚力。 

 

H5：使用者之社交凝聚力會正向影響使用者之

使用意向 

 

    根據本研究之實證結果顯示，使用者之社

交凝聚力對使用者之使用意向無顯著影響，故

假說 5不成立。其表示當社群網站使用者在使

用社群網站時，社群網站使用者與社群網站成

員之間積極地發展與維持其社交關係，其包含

了社交互動與價值觀(Carless & De Paola, 2000; 

Carpiano, 2007)，並不會進而影響社群網站使

用者之使用意願。故本研究推論，社群網站使

用者雖然認為使用社群網站有助於其社交凝

聚力，但是，並不會因為此因素進而影響社群

網站使用者之使用意願。 

 

5.2 實務意涵 

 

    各式各樣的社群網站如雨後春筍般蓬勃

發展，如何讓社群網站使用者在初次使用過後

還願意持續地使用社群網站，將逐漸成為社群

網站服務提供商關切的議題之一。在現今，以

人為重要的資產環境下，使用者對於新穎的資

訊科技總是充滿強烈期待的。因此，為了留住

廣大的社群網站使用者，社群網站服務提供商

在設計社群網站功能時，應逐步增強有用且易

學的平台設計，當社群網站使用者知覺到其自

身使用社群網站是有用與易用時，就能提升社

群網站使用者之正向態度，進而正向影響使用

者之使用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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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article, an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monitoring system with binary 

frequency shift-keyed (BFSK) ultrasound is 

proposed. It uses the ultrasonic measurement 

of the changes in speed of sound in the air to 

determine the temperature of bulk air. The 

changes in speed of sound are calculated by 

combining time-of-flight (TOF) and phase 

shift techniques. This method can work in a 

wider range than using phase shift alone and is 

more accurate than TOF scheme. The system 

consists of a micro-computer, two-frequency 

ultrasound generator, power amplifier, pre-

amplifier, gain-controlled amplifier, digital 

phase meter, and phase shift converter. 

 
Keywords—Time-of-flight, Phase Shift,   

Binary Frequency Shift-keyed  

1. INTRODUCTION 

The speed of sound in gas has been extensively 

explored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propagation 
sound wave are extremely sensitive to 

atmospheric changes [1, 2]. The theoretical 

expression for the speed of sound c  in an ideal 

gas is  



 P
c                 (1)                                                          

where P  is the ambient pressure ,   the gas 

density , and   the ration of the specific heat of 

gas at constant pressure to that at constant volume. 

Moreover, the term   is dependent upon the 

number of degrees of freedom of the gaseous 

molecule. The number of degrees of freedom 

depends up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molecule. 

Some standard values of   are given below: 

67.1  for monatomic molecules;  

40.1  for diatomic molecules; 

33.1  for triatomic molecules. 

Since air is composed primarily of diatomic 

molecules, the speed of sound in air is  



P
c

4.1
              (2)                                                        

The velocity of sound c  in dry air has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ally verified values: 

c = 331.45 0.05 m/s 

at 0 C  and 1 atm( 760 mm Hg) with 0.03 mol-

% of carbon dioxide. 
Substituting the equation of state of air of an 

ideal gas ( PV = RT ) and the definition of 

density 
V

M
 (mass per unit volume), Eq. (2) 

may be rewritten as  

M

RT
c

4.1
            (3)                                                                                              

where R  is the universal gas constant, T  is 

the absolute temperature, and M is the mean 

molecular weight of the gas at sea level. 
Eq. (3) reveals the temperature dependence and 

pressure independence of the speed of sound. An 

increase in pressure results in an equal increase in 

density. Therefore there is no change in velocity 
due to a change in pressure. But this is true only 

if the temperature remains constant. Temperature 

changes cause density changes which do not 
affect pressure. Thus density is not a two-way 

street. Changes in pressure affect density but not 

vice versa. Humidity also affects density, causing 

changes in the velocity of sound. Since R  

and M are constants, the speed of sound may be 

shown to have a first-order dependence on 

temperature as follows: 

 
15.273

0
T

Cc          (4)                                                                            

where T  is the temperature in kelvins and 0C  

equals the reference speed of sound under defined 

conditions. 

The speed of sound is seen to increase as the 
square root of the absolute temperature. 

Substituting centigrade conversion factors and the 

reference speed of sound g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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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3
145.331 cTc                (5)                                                                                

where cT  is the temperature in degrees Celsius. 

This is why using the speed of sound to calculate 

the average air temperature on the propagation 

path is a widely adopted measurement technique 
[3, 4]. 

Phase shift operation offers a special advantage 

by eliminating a class of attenuation problems 
that often accompany short-burst transmissions 

which go through nonlinear signal distortion 

during start up as a result of transmitting 

transducer mechanical spring coefficients 
producing audio signals with slow-onset 

envelopes. The slow onset makes the exact signal 

start time unclear to the receiver. Continuous 
wave transmission has the similar start/stop 

envelope problems. But during continuous 

operation these problems are gone. So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distances are short, a more 
accurat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can be 

produced by combing the calculations of the TOF 

and phase shift [5-7]. 
In this paper, the changes of speed of sound are 

computed from combining two variations, time-

of-flight (TOF) from a binary frequency shift-
keyed (BFSK) ultrasonic signal and phase shift 

from two frequency continuous waves (TFCW). 

This developed technique can work in a wider 

range than using phase shift alone and is more 
accurate than TOF. In our experiment, in a 

temperature-controlled chamber, we placed two 

40 kHz ultrasonic transducers face to face with a 
fixed distance in between.  

2. METHOD 

The ultrasonic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ystem is shown in Fig. 1. The ultrasonic 

transmitter is placed by the right side of the 
chamber and the receiver the left side with 100 

cm distance in between. We can measure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air in the chamber. 

2.1.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The transmitted and received signals are shown 

in Fig. 2. TS  is the transmitting signal from 

BFSK. It has 

LCD89c51
Single Chip

Microprocessor

Preamplifier and
Gain-Controlled

Amplifier

Frequency
Detector

Digital
Phase Meter

Transmitted
Signal
Source

Power
Amplifier

PC
Detection &
Calibration

Thermocouple
e Readout

TransmitterReceiver

Temperature
sensor

Temperature Control Chamber

continuous wave
40/42Khz

RS232

To PC

 
Fig. 1. Block diagram of the ultrasonic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system. 

two frequencies 1f  and 2f  as shown in Fig. 2. 

rT  is the period of TS . RS  is the received signal 

corresponding to the transmitted signal in Fig. 2.  

2.2. TOF Calculation  

In Fig. 2 , the elapsed time t , which is the 

travel time of the signal from the transmitter to 

the receiver, can be calculated as 12 ttt   

where 1t  is the time when transmitted signal 

changes frequency from 1f  and 2f , and 2t  is 

the time when the corresponding received signal 

changes frequency from 1f  to 2f . The speed of 

sound can be expressed as tdc  , where d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transducers. 

2.3. Phase Shift Detection 

Two frequency continuous wave (TFCW, also 

called the two-tone method)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that the differential phase shift of two 

simultaneously propagating waves of different 

frequencies will generate progressively larger 

phase shifts, the value of this increases being 

constant ( p1 ), as the travel time or 

corresponding distance of travel increases. By 

detecting the two signals at some distance, and 
knowing the original starting time of each or 

knowing that they both started at the sam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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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sured phase shift ( np ) can be divide by ( p1 ), 

yielding the number of wave periods which have 

occurred to generate the measured phase 
difference, and, given a constant velocity, the 

distance can then be calculated. This relation is 

summarized in Fig. 3. 

 

f1 f2

Tr

t

t

ST
ST

SR
S

R

 (a) Transimitted signals

(b) Received signals

t

t1

t2

Amplitude 

0

0

 
Fig. 2. Transmitted signals and received signals. 

1T 2T 3T 4T

1p 2p 3p 4p

The first
frequency

The second
frequency

The
difference
of phase

shift

 
Fig. 3. The description of the TFCW waveforms 

. 

The detection of the phase shift is based on 
TFCW [8,9]. The method underlying TFCW is as 

follows. The first frequency ( 1f ) continuous 

wave is transmitted from an ultrasonic transducer. 

The first phase shift ( 1 ), transmitted signal 

relative to received signal, is calculated by 

digitized phase information. The second 

frequency ( 2f ) continuous wave is transmitted, 

yielding the second phase shift ( 2 ). 

1
1

1
2













 nd          (6)                                                                                       

and 

2
2

2
2













 nd          (7)                                                                                           

Here d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receiver 

and the transmitter,   is the wavelength of the 

ultrasound, n  is an integer, and   is the phase 

shift. The expression for the difference of the 
phase shift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the 

wavelength may be derived from Eqs. (6) and (7) 

as follows: 





 2

11

21











d        (8)                                                                                         

  The integers n  have only two possible values: 

21 nn   and 121  nn . So the difference of 

the phase shifts can be defined by the following 

algorithm: 

1.   if 21   ,  21    
, 

2.   if 21   ,  21 2    ,        

From Eq. (8), the ranging distance can be 

expressed as  

 
f

c
d











2
 ( 21 fff  ).  (9) 

0 1 2 K-3 K-2 K-1 K K+1

2

0

0

d

1 2 K-2 K-1
K

K+1#
#

## ##

Lr

distance

distance(a)

(b)   
Fig.4. Relation between tcd   and                   

LrLrkd  )2()1(  . 

 
Equation (9) is similar to Eq. (6). The ranging 

distance d  can be uniquely determined by 

difference of the phase shifts, 

 ( 21  
 
) if the maximum fluctuation 

does not exceed one period of the frequency 

difference ( f ). Otherwise a phase ambiguity 

will occur. The minimum resolution and the 

maximum range are determined by the choice of 

frequencies 1f  and 2f . 

2.4. Temperature Calculation 

Temperature calculation is explained as follows. 

The distance d  can be expressed as tcd   

where t  is TOF. In Fig. 4(b), distance d  is 

divided into regions  kLrLrk ,)1(   

,...)3,2,1( k , Lr  is the wavelength of f . The 

distance d can be expressed as 

f

c
kd














2
)1(  where k  is an integer. 

The region defined by  kLrLrk ,)1(   is called 

#k region. The 1k  integer can be obtained by 

an integer operation Int( ft   ). The distance 

can then be expressed as 

 

f

c
ftIntd




 










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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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peed of sound is then 

 

f
ftInt

d
c






1

2
)( 










               (11)                                                                            

From Eq. (5) we know the temperature is 

     






















 1

45.331
15.273

2
c

T          (12)  . 

3. EXPERIMENTAL RESULTS 

Figure 5(a) shows the graph of the actual 
temperature measured by thermocouple, and logs 

the temperature data calculated by our ultrasonic 

system, from 0 C  to 60 C . The errors between 

the actual temperature from thermocouple and the 

ultrasonic measurement are shown in Fig. 5(b). 
The Standard Error of measurement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n

i
n

PPiRP
SE

2
)(

       (13)                                                                              

where RP  is  temperature of the ultrasonic 

measurement, PP  is the temperature measured 

by thermocouple, n  is the number of 

measurements. The average error is 0.19 C  and 

the standard error is 0.23 C . Through repeated 

experiments, if temperature is under 60 C , the 

difference of ultrasonic measurement and the 
actual temperature consistently remains within 

 0.3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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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a) .A logged data graph of the actual 

thermocouple temperature vs. calculated 

ultrasonic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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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b). The plot of error temperature. 

4. CONCLUSIONS 

We have presented an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monitoring system using a binary frequency shift-

keyed (BFSK) ultrasound. This system 
successfully combines the techniques of TOF and 

phase shift. It uses BFSK transmitted signal. 

Upon receiving the ultrasonic pulse, the 
approximate value of TOF is calculated by the 

time when the change between each discrete 

frequency occurs. Two phase shifts between the 

transmiting and receiving continuous wave 
signals are calculated to achieve higher accuracy. 

The phase shifts are calculated using a counter 

technique to avoid the limitation by the amplitude 
of the signal and the finite bits of the A/D 

converter. 

In our experiment,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n ultrasonic transducer and our hardware system 

can accurately measure the average air 

temperature. At low temperatures,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calculated ultrasonic temperature and 
the actual temperature from thermocouple is 

 0.3 C  with the ultrasonic measurement 

repeated at 0.1 sec intervals. The accuracy and 

speed of the ultrasonic measurement is more than 
adequate for average temperature-controlled 

system. However, the agreement begins to fail 

above 60 C


. When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60 C , the error will increase due to the 

ultrasonic transducers are less efficient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so the detected waveform 

decreases in amplitude as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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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4D(Dynamic Data-Driven Diagram)為核心內涵之

動態譜記資訊開源平台 

 

 

 

摘要 

 
數位譜記不僅是圖解元件的組合，背後更

隱含著大量數據庫，並且各個數位譜記元件之

間具有關聯性，這些關聯性是由數據流、語意

網路、開源式資料庫等數位模型組構而成。本

研究以譜記理論為基礎，觀察紀錄現代核心家

庭之人與物、物與空間、空間與時間的互動模

式，建立一套可供譜記系統化、視覺化描述現

代核心家庭朝向智慧化設計之空間計畫的方

法。並據此方法機制建構一開源式視覺化平

台，內涵 Time Line Tree、Time Arc Tree與 Time 

Radar Tree三種型態的動態譜記資訊模式，輔

助建築設計專家更有效率進行資訊提取以及

描述過去與現在事件模式的調查閱讀。 

關鍵詞：數位譜記、資訊模式、開源式資料庫、

數據分析、情境涵構。 

 

Abstract 
 

Digital diagram is not only a 

combination of pictorial elements, it 

implicates a large amount of data, and each 

digital diagram element is connected to 

others. These connection are constructed by 

digital model of data stream, semantic 

network, open source database etc. This 

study is based on diagram theories, observe 

and record interaction between man and 

objects, objects and space, and space and 

time in a modern nuclear family. Construct a 

method for diagram to systematically and 

visualized describe the space plan of a 

modern nuclear family toward a intelligent 

design. And based on these mechanism to 

construct a open source visualization 

platform which contain three dynamic 

diagram model: Time Line Tree, Time Arc 

Tree and Time Radar Tree, to assist designer 

to retrieve information and check/review 

event pattern of past and present. 

Keywords: Digital diagram, Information model, 

Open source database, Data analysis, Context 

aware. 

 

1. 前言 
近代社會的居住空間對於室內設計的需

求，從最初只提供睡眠、炊煮、祭祀等用途，

並沒有特殊的區隔或其他使用目的，直到十八

世紀，家庭才開始跟社會保持距離，隔離出維

護隱私的生活地帶。根據 Giddens(1986) 指出

富有者按照現代的形式設計房屋，增設走廊使

房間彼此獨立以維護隱私，並且在臥室之外設

置起居室，這樣的動作成為室內設計的原始想

法，建立各項生活機能的開端。隨著社會發

展，居住空間也因應現代生活的需求，演變成

具備客廳、餐廳、臥室、廚房、書房、衛浴設

備與陽台等不同功能之領域，以符合休閒、生

活、教育等家庭功能需求。 

大英百科全書網路版(Britannica Online)對

於核心家庭(Nuclear-Family)的定義，係指在社

會學與人類學上經由婚姻關係或養父母關係

組成的一群人，包含一位男性、一位女性及其

為社會承認的子女。換言之，核心家庭是由夫

婦及其子女兩代，共同組成之家庭。人類學家

George Peter Murdock設立許多基本資料庫，包

括《人類關係區域檔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 與《民族誌地圖》(Ethnographic Atlas) 

(Murdock, 1980,1981)，成為學界廣為所用的

《標準跨文化樣本》(Standard Cross-Cultural 

Sample) (Murdock,et al.1969,1970)。在他們一系

列的論述提到核心家庭是家庭組織的基本單

位，由於每一個核心家庭在每一個階段的型態

完全不同，對於住家環境的需要亦截然迥異，

必須根據實際的人口、年齡與性別結構，採取

適宜的住宅與室內設計形式，方能解決實際的

問題。若囿於家庭及社會條件的限制，至少應

根據家庭型態的轉變，將既有住宅的室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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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合宜的調整改變，盡量滿足各階段家庭成員

的不同需要。 

台灣社會隨工商業蓬勃與科技進步，家庭

生活形式也隨之轉變，從農村社會三代同堂、

親族同聚的大家庭，逐漸轉變為以兩代同堂的

核心家庭形式。再加上近年來環境感測器、資

訊通訊與網路科技的發展，創造了新的智慧環

境(Smart Environment)與生活型態。然而，建

立智慧環境以反應使用者動態的生活需求，仍

然是空間智慧化設計的重要研究課題，研究者

不僅著眼於技術的開發，更應重視發展以使用

者經驗導向為目標。換言之，「人-物-空間」是

智慧化設計的三個核心發展向度，例如發展以

使用者為導向的涵構覺察系統。然而，這些研

究焦點可能偏向其一或者其二，「人-物-空間」

的整合性思考有待多方探索。由上述趨勢觀

之，當今「人-物-空間」的整合性思考，也同

時考驗著設計者與工程師之間需要更緊密合

作與跨領域的研究，尤其面對即將到來的社會

議題，例如高齡化、少子化，家庭的物與空間

如何協同作業，以協助維持家庭的運作、家庭

成員的親情並且看護高齡者生活。因此，「人-

物-空間」的關係更不僅僅是在一個家庭中能夠

集中控制，更可能是分散各地、是無線而遠端

控制，藉著科技家庭的定義再度回到強調親情

與連繫的重要性，卻不再侷限於必需團聚在特

定地點與特定的場所。 

2. 建築與室內設計的專業思維因應

資訊時代轉變 

建築室內設計的過程中，其流程可分為資

料搜集、設計發想、細部設計與計畫案實現等

四個階段 (Jones,1992)。然而因資訊與通訊科

技的發展，建築與室內設計的專業思維也正迅

速的轉變，「譜記(Diagram)」在建築室內設計

的發展過程中，始終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譜記除了是教師與學生於設計工作室中相互

溝通與交換設計想法的重要媒介，也因為數位

設計工具的演進，產生許多前所未見的數位譜

記生產方式，雖然我們仍然沿用「Diagram」

這個慣用的術語，但是在本質上數位譜記與手

繪譜記有著差異，也可以說數位譜記產生了新

的意義與觀念 (Terzidis,2006)。有些三維電腦

輔助設計軟體的資料結構非常完整，例如

SketchUP、AutoDesk Microstation、AutoCAD、

3D Max 等等，這些專業軟體對於設計的細部

資料可以巨細靡遺的紀錄。然而，大部分的建

築系或是室內設計系的專業訓練並不是在於

訓練出繪圖員。本研究認為上述的三維電腦輔

助設計軟體較適合設計已經進行到發展階段

(Design Development)，對於初步設計階段

(Preliminary Design)而言較不適合，也不適用

於設計思考與設計方法的教育軟體。再者，將

來是以數位智能與人性互動來思考空間設

計，因此設計方法與流程也必須調整。 

基於上述，本研究著眼於資訊科技時代與

知識經濟時代，認為建築與室內設計資訊也會

面臨知識再利用與分享的課題，必須探討用來

描述設計分析之可能性，更重要的是不僅是在

繪圖而是在描述，這些分析工具的方法必須被

容納到設計本身的涵構內容。進一步而言，我

們需要的是使設計者得以應用可以加強他們

探索與表達能力的合適工具，因此本研究嘗試

在譜記理論的基礎下，提出一個以「Dynamic 

Data-Driven Diagram」為核心內涵之動態譜記

資訊開源平台，理論架構如圖 1.所示。運用有

系統的圖譜分析，藉由建構一系列關於人與

物、物與空間、空間與時間的圖解，以建立一

套可供資料記錄、描述、反應現代核心家庭之

居家活動空間計畫的方法。並以實際案例進行

實驗與討論，藉以瞭解此一方法之適用性，且

探討數位譜記如何有系統的讓設計者描述過

去與現在事件模式的調查閱讀。 

 

 

 

 

 

 

 

 

 

 

 

 

 

 

 

 

 

 

 

 

圖 1.「Dynamic Data-Driven Diagram」 

為核心內涵之動態譜記資訊開源平台 

 

3. 相關理論與技術探討 
 本節根據所提出的「Dynamic Data-Driven 

Diagram」為核心內涵之動態譜記資訊開源平

動態譜記 

Dynamic Data-Drive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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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針對目標需求探討相關的理論與技術應

用，包含有數位譜記的意義與技術、動態時間

與譜記、基於網路之互動視覺化的平台技術，

茲分述如下。 

 

3.1 動態數位譜記的意義與技術 

(一) 數位譜記之定義  

    數位譜記有別與傳統譜記，源自於下列三

項重要資訊科技的發展： 

1.電腦繪圖演算法：電腦繪圖的發展仰賴的是

複雜的幾何與圖形演算，因電腦繪圖演算法的

應用，使用者可以節省時間減輕冗長的繪圖過

程，在分析方面與呈現結果均能迅速的完成，

產生更有效的圖解，方便視覺上的溝通、修改

與詮釋。 

2.參數式設計：數位譜記不僅是圖解元件的組

合，背後更隱含著大量數據庫，並且各個數位

譜記元件之間具有關聯性，這些關聯性是由數

據流、語意網路、開源式資料庫等數位模型組

構而成。 

3.數據模型視覺化：數據的演算是電腦科學非

常重要的功能之一，然而所演算的複雜數據如

何被詮釋，必須經由圖形化與視覺化加強數據

的說明性與說服力，例如 Mathematica 軟體除

了可將數學公式、函數與幾何加以視覺化，經

濟學與社會學的模型都可以被圖像化，加強了

圖解的向度與意義。 

(二) 動態譜記資訊之視覺化 

    根據 NOX 國際設計團隊的描述，現今的

學生有著多元新興的電腦工具，可以將數據分

析的軟體、影像軟體、三維建構軟體等結合應

用，再將這些軟體所生產的二維與三維相互整

合，衍生出一系列的譜記概念圖。甚至可以更

進一步應用動態視覺模擬，例如動力系統與分

子系統，產生前所未有的設計視覺化

(Spuybroek,2010)。MVRDV建築設計事務所也

是當今國際最有影響力的先鋒建築師事務所

之一。MVRDV 設計團隊創建於 1991 年，由

偉尼‧馬斯(Winy Maas)、雅各布‧凡‧里斯(Jacob 

van Rijs)與娜莎莉‧德‧弗里斯(Nathalie de Vries) 

三位荷蘭籍建築師共同組成。MVRDV非常關

注荷蘭整體的社會發展趨勢，從都市設計、室

內與建築設計、景觀設計，他們都希望表達對

社會生活狀態的理解與關懷。在具體的實踐過

程中，他們將都市集體的使用行為與統計資料

等資訊以視覺化的概念圖形來呈現，把各種制

約因素轉化成為各種可變因子參數化，並且透

過電腦轉換處理為數據進而繪製譜記，使得建

築設計師更容易理解並處理影響建築最終產

生的各種因素，這就是所謂的「數據景觀

(Data-Scape)」的概念(MVRDV,1999a,1999b)。

MVRDV所提出的這個概念挖掘了設計中的潛

在可能性，也提供了非常新穎並且有效的數位

設計方法。另一方面，UN Studio 國際團隊也

在他們的設計過程中使用了量化與統計分析

圖，透過電腦繪圖的技術，再加上援引其它領

域的知識，例如基因工程與複雜理論，開發數

位譜記系統(UN Studio,1999)。此外，他們也透

過代數學的梅氏環(Mobius Ring)與非歐基里德

幾何形體，結合電腦繪圖轉換成可以使用的建

築空間。顯然，許多主流國際設計團隊的設計

方法都在提倡設計與研究、分析、實驗的整合

實踐。 

 

3.2動態時間與譜記  

譜記於日常生活的運用最為人們所熟知

的方為樂譜。此外，舞譜、電路圖、地圖等等，

都算是具有系統性的譜記方式。譜記也可以說

是一種工具，讓人們方便閱讀創造活動，並且

能參與、回饋並記錄過去的事件經驗(Allen, 

2000)。連續性的時間因子串聯事件經驗發生的

前後關係，兼具了時間與空間上的互動。因

此，譜記與時間因素有關，「時間」是人類社

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以個人層面而言，

我們每天的生活作息均依據時間來安排，以社

會群體而言，文化的演變、生存環境的變遷，

無一不是經由時間來記錄與表達。換言之，時

間的特性幫助我們瞭解與表達各種事物的變

化。時間具有多種特性，最常被概念化成為一

條時間軸(Timeline)，在這條時間軸上，時間永

遠只向前移動，我們稱其為「線性時間」(Linear 

Time)。然而，線性時間並非表達具有周期性的

最佳方式，例如每日與每周的作息型態。因此

「循環時間」(Cyclic Time)是另一種表達方

式。此外，在長期研究與規劃時，常有不同的

假設方案，於此情形則需「分支時間」

(Branching Time)來處理不同的區段軌跡，時間

的三種特性如圖 2.所示。 

 
(a) 線性時間(Linear Time) 

(b) 循環時間(Cyclic Time) 

(c) 分支時間(Branching Time) 

圖 2. 時間的三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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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fte (1992) 對於譜記的時空特質提出六

項歸納與論述，分別為脫離平面 (Escaping 

Flatland)、微觀與巨觀(Micro/Macro Reading)、

層次與分離(Layering and Separation)、連續變

化的小圖(Small Multiples)、顏色與資訊(Color 

and Information)、時間與空間的敘述(Narratives 

of Space and Time)。此外，人工智慧領域中，

針對以基於時間推理表示法的研究已提出了

數種的模型，其中較著名的是 Allen (1983,1984) 

提出一套「時間段代數 (Allen’s interval 

algebra)」來處理時間上的邏輯關係。根據 Allen, 

et al. (1989,1991,1994)一系列的研究指出，兩個

時間段 (Time Interval)之間可以分成七種關

係，亦即：前後(Before/After)、相遇(Meet)、

重疊 (Overlap)、同時開始 (Start)、包含於

(During)、同時結束(Finish)、同時開始與結束

(Equal)。這些時間紀錄的方式，支援本研究處

理使用者與空間的事物互動變化關係，一般而

言變化關係可以分為連續性的變化與離散性

的變化，連續性的變化例如使用者在空間的移

動，離散性的變化則屬於突然的改變，例如空

間溫度的改變。 

3.3  基於網路之互動視覺化的平台技術 

三維繪圖軟體都具備提供腳本(Script)編

撰的功能，例如：AutoCAD 的 AutoLISP， 

SketchUp 的 Ruby，MAYA 的MEL(結合UNIX

與 Java 的語法 )，3DMax 的 MaxScript 與

Rhinoceros 的 VB Script，或是為不諳程式設計

者所發展的 Grasshooper；此外 ActionScript與

Processing 亦可編撰程式產生圖形化。若是以

資料庫的結構而言，Excel 主要以「關聯式」

資料庫（Relational Database）的方式呈現；

Grasshopper 則是主要以「階層式」資料庫

（Hierarchical Database） 結合「網絡式」資料

庫（Network Database）的方式呈現。本研究並

不是以討論如何產生出複雜的造型形式為目

的，而是探討如何建立數位譜記資訊之方法，

並且如何應用此數位譜記資訊分析空間行

為。根據目的需求列舉兩種已經發展較成熟的

自由開源函式庫語言，分別為  D3 與 

Processing，以下詳述分析 D3 與 Processing 

之優劣與特點。 

(一) D3 (Data-Driven Documents)   

    網路的互動流覽器運行速度越來越快，功

能也越來越完善，資訊視覺化在近期也有了相

應的轉變，更加強調能夠整合 HTML、

JavaScript 和 CSS 代碼直接在流覽器中運行。

以往互動式的資訊一般都是以 ActionScript 來

實現，而靜態數據圖則需要儲存為圖片格式。

如今跨平台的整合協作不再只有一種選擇，一

些功能強健的工具函式庫可以幫助我們快速

創建互動式或靜態的視覺化圖形，並且提供了

大量的選項，以便針對資料進行定制。 

    D3.js (http://d3js.org/) 全名 Data-Driven 

Documents (資料驅動的文檔)，由史丹佛大學

視覺化團隊所發佈 (Bostock, et al.2011)，用於

創建資料視覺化圖形。D3 是一個開源的視覺

化函式程式庫，提供了一系列開源即用的視覺

化工具，創建幾何圖形時不會受到任何限制，

最大的優勢在於整合了 HTML、JavaScript 與

CSS (Cascading Style Sheets，層疊樣式表) 等

共同協作，並且扮演的是一個驅動程式的角

色，聯繫數據與文檔(Timms, 2013)。現今已有

非常多基於網路應用的視覺化工具，例如非常

著名的 Processing，雖然已提高視覺化效率，

但 這 些 工 具 對 DOM (Document Object 

Model，文檔物件模型)進行封裝，基於優化工

作流程，但卻也增加了學習和運行的難度。此

外，這些工具使用的方式，不能與其他工具例

如 CSS 等共同協作，使用起來非常繁瑣。因

此，針對以往的互動視覺化工具所存在的問

題，D3 具備了相容性高、動態執行時相當流

暢，且易於學習與開發(Dewar, et al.2012)。 

資訊就是結構化的資料，反映某些事實。在視

覺化程式設計的語境下，資料保存在數位化檔

案，一般是文本格式或二進位格式，並不是只

有文字與數據才算資料，圖像、資料庫、模型

等位元資料皆是 (Yau,2011)。將資料保存到

**.txt 純文字文件，或者 Excel.csv 逗號分隔值

文檔上傳，D3 就可以驅動並且視覺化。換言

之，網路的互動式視覺化通常需要同時使用多

項技術，HTML用於顯示頁面內容，CSS用於

設計樣式、JavaScript用於互動、SVG(Scalable 

Vector Graphics，可伸縮向量圖形) 用於繪製圖

形，是基於向量的圖形庫，在縮放上有自身的

優勢、DOM 以層次結構展現頁面內容，使得

這些技術能夠相互協作。然而目前的視覺化工

具對 DOM 進行了過多自主形式的封裝，導致

這些工具在可訪問性(Accessibility)與視覺化呈

現 的 多 樣 性 (Expressiveness) 普 遍 不 佳

(Murray,2013)。但是 D3 提供了 JavaScript 與 

Java 的實現版本具備跨平台的特性，其最大的

優勢在於使用者能夠更直接地使用 SVG，尤其

是在動態方面，主要原因在於只有變化的屬性

才被局部更新算圖，而不是重新繪製整個場景

(Ritchi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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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rocessing   

Processing (https://www.processing.org) 由

Ben Fry (Broad Institute) 與 Casey Reas (UCLA 

Design| Media Arts) 於 2001 年發起，並且由

MIT Media Lab的 Aesthetics and Computation 

Group 發展更新版本，主要用於藝術、影像、

影音設計與處理。Processing 最早版本發佈時

主要是提供設計師和藝術家使用，是一門適合

於設計師及數據藝術家的開源語言，較偏重視

覺思維的創造性，只需幾行腳本程式(Script)就

能創建出具有動態與互動功能的圖形。如今它

的開源函式庫已經越來越多樣化，使用者可以

採用各種函式庫來提升多樣性。Processing 的

環境是以 Java語言打造，以 Processing 撰寫的

程式會被轉譯成 Java 語言，並以 Java 程式的

型態來執行。 

然而，Processing缺點之一是必須使用 Java

應用程式，當執行電腦載入時會較緩慢，而且

並不是每位使用者都安裝了 Java，為了解決此

缺點，Processing也發佈了 JavaScript版本，對

於生手是個很好的起點，即使是毫無程式設計

經驗的使用者也能夠做出有趣的互動設計。

Processing 最大的優勢在於其獨有的圖像函式

庫和簡化的語言，若是以 Processing 開發平台

或是創建互動設計不需要先理解類別

(Classes) 、 物 件 (Objects) 、 動 畫 執 行 緒

(Animation)及雙緩衝區 (Double-Buffering) 等

高階概念，並且開放高階使用者自由地運用，

即使這些技術上的細節在 Java 程式中必須特

別去撰寫，但已被自動整合在 Processing 的環

境裡，使程式更精簡易懂(Fry, 2007)。 

承上所述，Processing 雖然具有一個非常

好 用 的 API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但是遠不如 HTML相容性高，再加

上現今硬體產品與互動設備的多樣化使得視

覺化設計工具面臨新的技術難題 (Reas, et 

al.2010)。理想情況下，視覺化工具需要支援從

桌面應用到網路應用以及多觸點移動設備，同

時還需要緊隨硬體發展的趨勢，例如多核計算

以及特殊的圖形硬體。反觀，D3 建立在標準

HTML之上，因此可以與其他技術進行整合協

作，例如使用外部的 Style Sheets做樣式，甚至

可以使用 CSS作動畫，也可以在伺服器上生成

HTML，然後使用 D3 做資料變換在用戶端上

顯示，或者與其他的 JavaScript工具一起使用。

因此，相較於 D3而言，Processing則是一個較

封閉的系統。 

4. 研究內容 
 

基於前述重要文獻探討與研究目的，本研

究進行的方法分成四大步驟，分別為：(一)擷

取個案使用者經驗、(二)建立演算機制、(三)

動態譜記資訊平台介面、(四) 資訊模式輸出供

設計者參考評估，以下詳細說明實施方法與內

容： 

(一) 擷取個案使用者經驗   

    以現代核心家庭為觀察對象，記錄家庭成

員的日常居家生活脈絡，彰化林家核心家庭作

為本研究之案例，擷取個案使用者經驗資訊，

以家庭成員互動情境狀態為例，紀錄時間序列

與空間情境狀態、人物與使用時間關係、空間

與使用時間關係，其紀錄模式如圖 3.所示。 

 

圖 3 家庭成員互動情境狀態 

 

(二) 建立演算機制  

    現實世界中時間並不獨立於各種變化之

外。換言之，時間、空間位置與產生的活動是

無法完全分離的。有了時間紀錄，就可以比較

各個事件在時間上的關係。本研究援引前述文

獻提及之三種時間特性而產生的紀錄方式

(Linear Time、Cyclic Time、Branching Time)，

提出此平台的時間分析型態分別為：Time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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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Time Arc Tree與 Time Radar Tree三種型

態，並且整合「人-物-空間」向度，其演算機

制也必須同時符合表 1.所定義時間段間之七種

邏輯關係，以使用者為導向的 Time(T) ∈ 

Event(E) 模型如式(1).所示：    

 

 

 

表 1 時間段間之七種邏輯關係 Time(T) 

 Logical relationships 

1 Event A before Event B (before), 

Event B after Event A (after) 

2 Event A meets with Event B (meet) 

3 Event A overlaps with Event B (overlap) 

4 Event A starts with Event B simultaneously 

(start) 

5 Event A happens during Event B (during) 

6 Event A finishes with Event B (finish) 

7 Event A finishes with Event B 

simultaneously (finish) 

 

(三) 動態譜記資訊平台介面 

    本研究所開發之動態譜記資訊平台介面

特色為模擬大腦思考聯想的結構概念，將資訊

予以組織串聯，形成網狀的資訊腦架構，設計

者透過滑鼠點選資訊腦架構中的資訊點，經由

視覺化機制取得所需要的資訊。將譜記資訊以

視覺化圖像關聯呈現，並且能夠讓設計者閱讀

分析資訊間隱含的關聯特性，介面設計如圖 4.

示。 

圖 4 動態譜記資訊平台介面 

(四) 資訊模式輸出供設計者參考評估  

    在評估方面透過二位不同質性專家學者

來測試其易用性與適用性，分別為室內設計師

(業界) 與設計系教授(教育界)。動態譜記資訊

輸出的模式，以圖 5.為例，可依據專家設計者

之需求，擷取某位空間使用者的某次事件前後

或是某次事件開始與結束，分別可以視覺化輸

出時間段、各個空間的私密層級關係分析、各

個空間被使用的頻率分析、各個空間被使用者

持續使用的時間比。 

 

圖 5 動態譜記資訊輸出的模式 

 

5. 結論 
整體而言，透過資訊視覺化可以將大量的

資訊內容轉換成有意義的圖型架構，相較於以

往單純的數值顯示方式，顯得更直觀且更容易

讓使用者快速瞭解及使用資訊。在新技術以及

演算法的更新之下，資訊視覺化今日所能夠呈

現的資料維度以及廣度得以更加多元且具互

動性。本研究現階段之成果，以譜記理論為基

礎，觀察紀錄現代核心家庭之人與物、物與空

間、空間與時間的互動模式，建立一套可供譜

記系統化、視覺化描述現代核心家庭朝向智慧

化設計之空間計畫的方法。並據此方法機制建

構一開源式視覺化平台，完成以視覺化模型之

優點為基底，發展演算法建構一個互動系統平

台，內涵 Time Line Tree、Time Arc Tree 與 

Time Radar Tree 三種型態的動態譜記資訊模

式，讓室內建築設計師可透過以視覺化記錄空

間使用者的互動資訊並以視覺化結果輸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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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式，輔助其以更有效率的方式進行資訊提

取以及描述過去與現在事件模式的調查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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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has brought a wider variety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Since IT can  always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human, those 

large enterprises which need to reduce cost 

and labors, and make the largest profit will 

think of what IT can do for them. Thus,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BPM) comes 

with the tide of fashion, and attracted many 

businesses’ attention. Workflow is another 

synonym for ‘business process’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MIS).  In this project, we take a 

medium scale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as an 

example, through the support of IT, we 

develop a flow management system (FMS), 

which is a basic framework for all kinds of 

forms, and integrate the related systems. This 

paper also proposes a solution of architecture 

combining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and BPM. 

 
Keywords—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Workflow, Integr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1. INTRODUC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s,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have been g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business processes—to their 

description, automation, and management. This 

interest grows out of the need to streamline 

business operations, consolidate organizations, 

and save costs, reflecting the fact that the process 

is the basic unit of business value within an 

organization. In the administration environment 

of any government institute,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and thus, more and 

more application forms are needed to assist these 

tasks. In the administrative flow, a large number 

of papers are used in the administrative 

operations. Since the price of fossil fuel was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a few years ago, the 

government began to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issues of energy, consequently, and it  urged the 

subordinate institutes to reduce papers. In fact,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 of carrying out this 

tasks is to apply  IT  and develop a flow 

management system(FMS).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flow engine products offered by 

different companies in the market to help develop 

FMS. Should we use it or develop our own flow 

framework is a critical decision. We also giv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and hope to find a good 

solution for our problems. This project  presents a 

holistic review of BPM and how the system 

works related to the concept. It also discusses 

modeling model, system flows, databases, 

developing tools, and integration issues. Finally, 

it gives us a whole picture of the demonstration 

of FMS.  

2. LITERATURE REVIEW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with a history 

of about the several decades. Many techniques 

and concepts emerg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uman. This section introduces existing IT 

concepts and gives a clear demonstration. 

2.1.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BPM) 

BPM is an old discipline that allows you to 

model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define the 

business processes, and show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5]BPM technology provides not 

only the tools and infrastructure to def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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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e, and analyze business process models, 

but also the tools to implement business 

processes. [1] BPM includes methods, techniques, 

and tools to support the design, enactment, 

management, and analysis of operational 

business processes.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n 

extension of classical Workflow Management 

(WFM) systems and approaches.[2] BPM issues 

a revolution in management which concentrates 

on business process, demanding the enterprise to 

establish a clear process system and manage it 

effectively.[3]  

2.2. Workflow 

The term ‘workflow’ is used as a synonym for 

‘business proces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role which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 can 

play and how they should applied.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s (WFM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support the design, execution and 

monitoring of business process.[11] Workflow 

management promises a new solution to an age-

old problem: controlling, monitoring, optimizing 

and supporting business processes. [8]Many 

organizations with complex business processes 

have identified the need for concepts, techniques, 

and tools to support the management of 

workflows. Based on this need the term 

workflow management was born. [9, 10] 

2.3.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 

A 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is essentially a 

collection of services. These service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e 

communication can involve either simple data 

passing or it could involve two or more services 

coordinating some activity. Some means of 

connecting services to each other is needed.[7] 

SOA is a kind of structure model which is 

composed of standard components about service 

technology. Its purpose is to provide a flexible 

and reusable  integrated interface for enterprises, 

schools or  network offering organizations.[6] 

SOA i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y of 

programming and it is a rule for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hrough SOA, the integration of 

heterogeneous system integration become easy, 

and the reusability of  codes become high. SOA 

answers for the technological problems such as 

integration and encapsulation. Architecture 

combining SOA and BPM improves the agility of 

business and the enterprise from both 

management and techniques, and makes the 

enterprise more competitive by adapting swiftly 

to the ever-changing market.[3] 

2.4. Three-tier architecture 

Most web-based management systems adopt 

three-tier architecture, and this project is the 

same. Three-tier architecture is a client–server 

architecture in which the user 

interface (presentation), functional process 

logic ("business rules"), computer data 

storage and data access are developed and 

maintained as independent modules, most often 

on separate platforms.[13] It was developed 

by John J. Donovan in Open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OEC), a tools company he founded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4] Fig. 1 

illustrates how each tier works in three-tier 

architecture: 

 

Fig. 1 Three-tiers structure 

 

(1)Presentation tier 

The presentation tier display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such services as browsing merchandise, 

purchasing and shopping cart contents. It 

communicates with other tiers by which it puts 

out the results to the browser/client tier and all 

other tiers in the network. (In simple terms it is a 

layer which users can access directly such as a 

web page, or an operating systems GUI) 

(2)Application tier (business logic, logic tier, 

or middle tier) 

The logical tier is pulled out from the 

presentation tier and, as its own layer, it controls 

an application’s functionality by performing 

detailed processing. 

(3)Data tier 

The data tier includes the data persistence 

mechanisms (database servers, file shares, etc.) 

and the data access layer that encapsulates the 

persistence mechanisms and exposes the data. 

The data access layer should provide 

an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API)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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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tier that exposes methods of 

managing the stored data without exposing or 

creating dependencies on the data storage 

mechanisms. 

3. EVALUATIONS 

3.1. Selection of Method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collect many 

kinds of application forms in a government 

institute,  analyze the administrative flow, find 

the rules, and finally build some modules to fit 

into all the flow. There are many products of 

flow engine in the market, but we decide to 

develop our own flow management system(FMS) 

instead of using the business software. There are 

some reasons about  not using the flow engine in 

the market: (1) It requires extra labor to learn and 

maintain the flow engine. Besides, it also needs 

to share some data with existing system. (2) IT 

members are more aware of their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any modification about system 

will be more flexible. (3)  We need additional 

server to install a flow engine. 

3.2. Selection of  Development Tools 

The WEB–based  development tools are used 

to build web pages and web sites with HTML, 

CSS, JavaScript and server scripting and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streams, which are java and 

ASP .NET. Each tool has its own specialties and 

it is hard to choose one of them. Finally, we 

chose ASP .Net  as the development tool.  The 

web server is IIS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enerally speaking, IIS goes with 

ASP .Net.  

4. METHODOLOGIES 

This study uses IT technologies to design a 

web-based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deal with 

requesting, getting and transaction of data. Those 

transaction needs  some tools and its 

methodologies, which are described as bellows: 

4.1. AnyLogic 

We adopt AnyLogic as an analyzing tool to  

simulate the business process . The  simulation 

approach allows us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usiness processes already 

existing in the company, to work out an 

improvement plan addressing discovered 

problems, to improve existing business processes, 

and to develop entirely new business processes 

based on simulation experiments. [14] 

4.2. ASP .Net 

A web development tool is necessary for build 

a management system. We use ASP .Net as the 

development tool not only it can support most the 

services in developing system, but also it is 

universal. Many treat ASP.NET as a language. In 

fact it is not a language, but a development platf 

also orm offered by .Net framework. [15]  

4.3. DBMS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Most management system needs database 

which is a specially designed data structure  to 

store data. Thus,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s 

(DBMSs) are also designed to allow the 

definition, creation, querying, update, and 

administration of databases. A general-purpose 

DBMS is designed to allow the definition, 

creation, querying, update, and administration of 

databases. [16] There are many well-known 

DBMS existing in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such as MySQL, PostgreSQL, Microsoft SQL 

Server, Oracle, SAP Sybase and IBM DB2.  

4.4. SQL (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SQL is a special-purpose programming 

language designed for managing data held in a 

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 

(RDBMS), or for stream processing in a 

relational data stream management system 

(RDSMS). SQL became a standard of the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 (ANSI) in 

1986, and of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in 1987.[17] Since then, 

the standard has been revised to include a larger 

set of features. Despite the existence of such 

standards, though, most SQL code is not 

completely portable among different database 

systems without adjustments.[18]  

5. ANALYSIS 

There are three major essentials in FMS. The 

first is ‘flow’. Each application procedure has 

different flow, and how to design it and make it 

fit into all kinds of application procedure is an 

important task. The second is ‘application forms’.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forms, and we have 

to design each form. The third is ‘roles’. The 

roles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five kinds and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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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pplier, promoter, budget controller, 

accountant and auditors which includes leaders, 

associate directors, directors, chief, promoter, etc.  

In the flow process, there are a series of auditing 

jobs. Some promoters play the role of auditor as 

well. The roles are summarized in fig 2. 

 

 

 

 

 

 

 

 

 

 

 

 

 

 

Fig. 2 five roles in FMS 

5.1. Flow and Simulation 

Fig. 3 illustrates the flow in FMS. In the 

auditing process, there are four conditions. Since 

each department has different hierarchical 

structure,  some may have only one auditing layer, 

others may have up to 3 auditing layers. 

Condition 1 and condition2 can demonstrate such 

a situation. Condition 3 shows that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needs expense report or not. If it is 

true, then there is a series of budget and expense 

audit procedures. A few applications need 

promoters to deal with some work  at the end. 

Condition 4 shows such a situation as well. 

 In fig. 3, the number represents the quantity in 

the flow. We simulate the flow process in a week, 

and the quantity in a week is about 2,100. Thus,  

it will near 100,000   (2100 X 52  = 109,200) in a 

year. Therefore, it can reduce papers up to 

100,000. If more application forms  applied in 

this system, the number will increase. 

 

  

Fig. 3 flow in FMS 

 

5.2. Functions & Integration 

The functions mainly consist of applying, 

undertaking, auditing, expense report, statistics & 

Query and system administration. Appliers have 

the privilege to use ‘applying’ and ‘expense 

report’ functions. If this application needs 

expense, then expense function is required in the 

beginning and expense report function is also 

needed at the end. Just few promoters need to do 

undertaking job at the end, and they also play the 

role of auditor to check the application. Auditors 

just do the auditing job, and most of them are the 

promoters, leaders, directors, and chief in each 

department. After checking the application, they 

can decide if let it keep going, or return it to 

appliers. Those applications which need expense 

have to go through  budget controller, accountant, 

and the leader, director in accounting department. 

There is a budget system to manage the budget 

and expense and it is used by budget controller 

and accountant. Thus, there is some integration in 

the project. 

6. SYSTEM IMPLEMENTATION AND 

DEMONSTRATION 

This section demonstrates the system online. 

Fig. 5 shows the applying interface. We take 

visiting application as an example, in addition to 

its main input interface, there are other input 

interfaces, as the circled region in fig. 5. Each 

application form is different since each has its 

characters. Some may be complex and need more 

interfaces to input data, others may be simple and 

just needs a minimal interface.  

Fig. 6 illustrates one example of query. 

Statistics and query give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the decision maker. Owing to the  diversity of 

each application, this lead a varied data and 

Condition 1 

Condition 2 

Condition  3 

Condi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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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ram. In this example, it needs 3 different 

kinds of statistics, as circled in Fig. 6. 

Fig. 4 Functions in FMS and Integration 

 

 

 

 

 

 

 

 

 

 

Fig. 5 applying interface in FMS  

 

 

 

 

 

 

 

 

 

 

 

 

Fig. 6 Statistics and Query interface in FMS  

7. CONCLUSION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echniques of capturing, 

organizing, and analyzing existing administrative 

application forms in a government institute. The 

FMS presents a flexible and extensible 

framework and it can also be integrated with 

other system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First, 

The application will be more efficiently because 

the system put the application forms together and 

it is easy to find. Finally, it indeed reduces the 

papers and thus achieves the goal the 

government’s expectation. Since there are many 

application forms are needed to run in a 

government institute, and some forms are used in 

a great number every day. Thus, we believe FMS 

can satisfy our needs, and attain the goal of 

“Energy conserved  and papers reduced ”.  

In fact, in MIS environment, some systems 

have to  share data with the other systems, and 

some control points are involved with each other. 

Therefore, integration is very important in MIS. 

Some applications need money in this system; 

thus,  integration with the existing budget system 

is necessary. Because it needs the organization 

hierarchical structure, human sources and 

projects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Hence, more 

systems  and more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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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以以資訊系統共構建資訊系統共構建資訊系統共構建資訊系統共構建置文化宣導型置文化宣導型置文化宣導型置文化宣導型政府網站政府網站政府網站政府網站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之探討 

————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為例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為例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為例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為例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資訊系統共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避免系

統重複開發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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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官網

為例，探討文化宣導型政府網站在資訊系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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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宣導

型政府網站。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information system 

consolidation is to avoid repetitive system 

development and to lighten the heavy burden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 so that 

resources can be shared and the overall 

operating costs can be reduced. However, 

this study takes the cultural propaganda 

oriented government website of the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Orchestra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process 

of introducing information systems as well as 

their solutions. Information system 

consolidation can actually solve the problems 

of repetitive system development and 

inadequate resources sharing. 

Keywords: Information System 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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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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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共構」，即表示

並非專為機關(構)進行「客製化」設計，功能

需求不能無限上綱，亦必須有所取捨，甚或是

改變現有業務流程[7]。 

在我國的「政府組織改造」計畫中，將「資

訊資源集中整併至部會」定位為既定的資訊政

策[9]。因此，不論是從年度預算上逐年刪減所

屬機關(構)的資訊經費，或是從行政命令中要

求各機關(構)配合辦理「資訊共構」政策，凡

與前述議題相關的資料，多為從上到下的報

告，罕見從下而上、針對「政府資訊系統共構

政策對機關(構)的影響」進行討論研究。 

由於從屬關係的上下級機關(構)所持的立

場以及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就極不相同，過去以

此為議題的研究與論述，大多由部會的高度進

行探討[8]。在本研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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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本研究將以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官網為例，從下級單位的角度與面向，觀

察「文化宣導型政府網站資訊系統共構政策」

的做法，透過實際驗證的結果，將所獲得的分

析資料提供給上級部會做為未來資訊發展的

參考，並做為其他附屬機關(構)導入共構資訊

系統時的經驗分享。 

本研究的內容共分為 6 節。第 1 節為前

言，說明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第 2 節為文獻

探討，分別說明機房共構與資訊系統共構、及

機關現況。第 3 節說明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資訊

系統現況，針對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共構官網系

統架構、及官網系統接口情形進行說明。第 4

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步驟。第 5 節說明

本研究的資料彙整與研究結果分析。結論則陳

述於第 6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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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本節中將說明機房共構與資訊系統共

構、及本研究所探討的案例之機關現況。 

2.1 機房共構與資訊系統共構機房共構與資訊系統共構機房共構與資訊系統共構機房共構與資訊系統共構 

寬頻網路的發展使得遠距存取就如同本

地存取一般，不僅改變了組織的資訊運作模

式，也使得建置集中式的共構機房成為趨勢。

所 謂 的 「 共 構」 是 透 過 所 有 資 訊科 技

(Information Technology，簡稱 IT)資源的整合，

打造一個靈活的資訊架構，朝向公用服務

(Utility Computing)的方向邁進，如實體機房共

構、資訊設備整併、備援機房規劃、網際網路

出入口統一、環境監控管理及處理程序…等。

透過共構除了可節省資訊設備以及管理維護

成本的支出之外，也打造一個蒐集特定類別資

料的資料中心(Data Center)，讓政府能夠善用

這些資源、提升整體競爭力[9]。 

資訊化的程度越深，累積的資料量就越

多。對所有機關(構)而言，「資料」是最重要的

核心資產，尤其在機房共構之後，資料的保

護、異常處理、備份與災難還原機制，事涉所

有參與「共構」的附屬機關(構)。因此，不論

是系統故障、服務中斷、或是災難發生，其回

應及系統復原時間的處理責任相對重要。除此

之外，基於安全性的考量，亦必須規範所有終

端設備進行一致性的安全設定，並套用政府組

態基準(Government Configuration Baseline，簡

稱 GCB)，以提高資訊安全管理規模。在機房

共構之後，資訊系統才能開始進行整併與共

構。 

在預算經費足夠的狀況下建構一個穩定

的資訊基礎環境並不困難，但是要有效整併各

附屬機關(構)的資訊機房，並符合所有附屬機

關(構)的期望與需求並不容易。文化部是政府

組織改造第一波整併的部會之一，對機房的整

併與網路的整合作業相當積極，其概念是將所

有 附 屬 機 關 ( 構 ) 的 網 路 透 過 GSN 

VPN(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Virtual 

Private Network)網路整併連結在一起，形成一

個大內網，再透過文化部的共構機房連結到外

部網路。文化部共構機房網路規劃架構如圖 1

所示。 

 

 

 

 
圖 1、共構機房網路規劃架構圖 

 

文化部目前已在臺灣北中南各擇定一適 當館所(北區：文化部；中區：國立臺灣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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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做為共構機房，除

提供全年無休的網路服務之外，亦讓資源更有

效的利用；各附屬機關(構)保留簡易資訊設

備，如 File Server、備份設備、儲存設備、無

線網路設備、VOD(Video On Demand)、防火

牆 、 DHCP(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頻寬管理器、Switch 等。另外，也

透過資訊系統與應用程式的整併，以及資訊設

備的整合，達到資訊服務共享的概念。 

整體而言，在政府機關(構)資訊預算年年

刪減的情況下，要維持高規格的資訊服務與品

質，採行「共構政策」由部級機關(二級機關)

進行全面整體評估，讓現有資源發揮最高效

能、進而提升服務品質，無疑是最適切的做

法。而資訊專業人員亦必須跳脫過去技術支援

的思維，進入到與業務結合的理念進行服務。 

2.2 機關現況機關現況機關現況機關現況 

文化部是國家管理文化事務的最高主管

機關，肩負國家文化發展策略擬定以及國際文

化交流行銷的重責大任。「文化雲(iCulture)計

畫」正是利用資訊科技技術整合豐沛的文化資

源與元素，提供民眾有感的整合性雲端服務

[6]。 

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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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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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題性網

站，琳瑯滿目，如考古學習網、孫學研究資訊

網、文創資源網、臺灣史料集成、數位藝術方

舟、亞洲藝術雙年展、創意設計大賽…等。其

中，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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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經人事(機關(構)業務承辦人以及

廠商)更迭，前述專題網站可能面臨無人維護窘

況。 

為擴展使用不同載具或因應不同瀏覽年

齡層人口，除了多語言版本網站之外，機關(構)

在經費預算足夠之情況下，亦多同時委託製做

行動版(早期為 PDA 版)或是兒童版。以國立臺

灣交響樂團為例，分別在 2007 年、2009 年兩

度進行官網委託製做，因網站規模不同，動支

經費分別為新臺幣 69 萬、新臺幣 170 萬元。

資訊科技技術一日千里，以 2 年為頻率進行網

站版更的機關(構)，不在少數。但是，針對國

立臺灣交響樂團網站前後臺架構進行評估之

後發現，排除網站主視覺的呈現效果因素，網

站資料庫的設計與功能維運並不會影響系統

共構結構，因此，於 2011 年加入文化部資訊處

統籌辦理之官網共構計畫。在機關(構)資訊預

算經費逐年降低之情況下，期望透過眾人智慧

知識的集結以及專業資訊團隊的協同努力，讓

官方網站改變提升到不同階段，對機關(構)而

言，無疑是較佳選項。 

目前，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的官方網站，除

了共構版官網之外，主要介接的共構資訊系統

為「藝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該資訊系統

自 2013 年開發以來，已導入 14 個文化部所屬

機關(構)，此為「文化雲計畫(iCulture)」重要

核心系統之一。在系統需求訪談時，除了藝文

活動訊息露出、一稿多發、報名系統資訊化的

需求之外，各附屬機關(構)分別提出以往活動

報名瞬間大量湧入報名人口之經驗、以及線上

金流(多種付款機制)、影音瀏覽…之業務執行

需求，因此，在服務不中斷以及不占用原有網

路頻寬…等因素的考量下，採雲端架構開發，

將資訊系統建置在雲端機房的虛擬主機內，資

料庫則由文化部另外購置實體設備。程式系統

只有一套，內含各導入附屬機關(構)所需之功

能模組，各導入機關(構)可選用任何適用功

能，除了資訊共享、知識分享、系統維護較為

容易之外，各導入該共構系統之附屬機關

(構)，亦同時享受了雲端機房高擴充彈性以及

高效能的特色，達成快速佈建系統的效果。 

總而言之，資訊系統共構的目的是為了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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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

中，將不論述機房共構相關議題，僅針對資訊

系統共構進行探討。文化部資訊系統共構示意

圖如圖 2 所示。 

3.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資訊系統現況資訊系統現況資訊系統現況資訊系統現況 

在本節中將針對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共構

官網系統架構及官網系統接口情形進行說明。 

3.1 共構官網共構官網共構官網共構官網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加入文化部共構官網第一期資訊系統之

所屬機關(構)共有 9 個(含國立臺灣交響樂

團)，前置作業係依據各機關(構)所提之功能需

求，多次進行座談。由於文化活動之經營須貼

近民眾日常生活，因此各機關(構)多發行活動

電子報，且為訊息廣布，有一稿多發之需求；

此外，部分館所亦透過影音短片資料豐富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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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評估後建置之構官網系統硬體架構如圖

3 所示。 

 

 

圖 2、文化部資訊系統共構示意圖 

 

 

圖 3、硬體架構圖 

3.2 資訊系統介接資訊系統介接資訊系統介接資訊系統介接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官網目前主要介接「藝

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其中音樂會資訊、

活動訊息、講座報名等連結之相關資料，如海

報圖像、演出資訊、音樂家介紹、購票連結(兩

廳院)…等，均由「藝文活動管理暨報名系統」

進行上稿動作，再利用 Web service 跨接兩個

不同資訊平臺，配合官網版面架構呈現相關訊

息[2-5]。此外，透過 API 的串聯，擴大服務範

圍，包含活動報名、金流機制、場地租借、預

約導覽、問卷調查…等系統功能。 

前述資訊系統建置在雲端機房內，硬體設

備可快速擴充，系統功能亦具備快速布建、資

料平行分散處理特色，各附屬機關(構)均可獨

立運作，無須擔心資料大量處理之頻寬流量問

題。在功能模組的選用上，即便是同一模組，

亦可能略有差異。舉例而言，部分機關要求民

眾在活動報名前需先「加入會員」，俾便日後

進行行銷經營與維護管理，也簡化民眾重複輸

入資料的困擾；部分機關則因為活動屬性以及

承辦經驗，選擇不需與「加入會員」掛勾。專

業資訊團隊均能依據各導入機關(構)的需要，

進行微調，符合使用需求。 

4. 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是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共構網站

為例，研究文化宣導型政府網站資訊系統共構

政策對機關(構)的影響，故將針對前述資訊系

統 進 行 實 證 研 究 (Positivist Research 或

Empirical Research)。研究中將透過問卷調查的

方式進行分析，進一步瞭解政府資訊系統共構

政策對導入機關(構)的整體影響，再將分析資

訊提供給部級資訊管理單位，做為資訊系統實

施效益的依據，以及未來資訊系統品質以及計

畫改善的參考；而其績效結果亦可做為知識分

享以及學習回饋的來源。以下將針對研究架構

與方法、研究構面與操作型定義、研究範圍與

樣本結構分別進行說明。 

4.1 研究架構與研究架構與研究架構與研究架構與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一個資訊系統導入的成敗，除了事前妥善

的分析規劃之外，重要的是，導入後能否滿足

使用者的需求。尤其，系統的推動可能會直接

衝擊或改變機關(構)原有的業務流程。 

在本研究中，將從「系統品質」、「服務品

質」、「知識管理」與「政令宣導」四大構面

(Construct)進行評估，並將使用者依據管理權

責大致分為三種(1)一般使用者、(2)機關(構)資

訊人員、及(3)系統管理者，利用問卷調查法的

方式，進行使用者普查、並取得樣本資料。由

於不同層級的使用者對於各項構面的認定必

然具有程度上的差異，因此透過客觀的評估分

析機制，掌握各級使用者的功能需求，並了解

認知上的差距，如此才能發揮一個資訊系統應

有的成效。 

4.2 研究構面與操作型研究構面與操作型研究構面與操作型研究構面與操作型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本研究包含「系統品質」、「服務品質」、「知

識管理」以及「政令宣導」等四大構面，各構

面之操作型定義分別敘述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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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構面之操作型定義 

構面構面構面構面 操作型操作型操作型操作型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系統品質 
指資訊系統(共構版官網系統)介面功能之一致性、易用性、回應時間、可靠性、

存取便利性、系統整合性、功能有用性、操作彈性、運作穩定性之程度。 

服務品質 
使用者感受資訊系統(共構版官網系統)負責人員的專業性、執行力、可信賴程

度、服務態度、回應速度、問題處理能力。 

知識管理 
指資訊系統(共構版官網系統)是否具備業務流程標準化並可內化為組織知識的

功能。 

政令宣導 
使用者是否了解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的目的、範圍、限制以及想要達成的目

標。 

 
 

本研究所採用的研究構面之產生，係為國

立臺灣交響樂團共構版官網導入上線後，與具

有系統後臺使用權限之一般使用者、系統承做

廠商、及文化部資訊處系統管理人員往來情形

歸納所得。 

4.3 研究範圍與研究範圍與研究範圍與研究範圍與樣本結構樣本結構樣本結構樣本結構 

問卷之設計需要仰賴研究人員之經驗及

技巧，勃德(H.Boyd，Jr)及韋斯特弗(Rr.Westfall)

曾提出問卷設計之十個步驟來協助研究人員

做好問卷設計的工作，這十個步驟分別為：(1)

決定所要收集之資訊，(2)決定問卷之類型，(3)

決定問題之內容，(4)制定問題之型式，(5)決定

問題之用語，(6)決定問題之先後順序，(7)預先

編碼(Precoding)，(8)設計問卷版面，(9)問卷前

測，及(10)修訂及定稿[1]。 

因此，在本研究中首先針對國立臺灣交響

樂團共構版官網的不同使用者分析所提供的

服務，分別設計成對應的問卷。考量問卷題項

的設計能夠清楚無誤的表達語意，俾使問卷內

容夠被使用者完全了解。因此，發放 15 份預

試問卷，委請數位資訊專長以及管理領域的專

家潤筆修飾、合併重複類似的題目並適度修改

題意後，產生正式 A、B 兩份問卷內容，並將

三份問卷分別發給(1)一般使用者、(2)機關(構)

資訊人員、及(3)系統管理者，以期透過問卷結

果交互比較的方式，能客觀的找出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共構版官網的「系統品質」、「服務品

質」、「知識管理」及「政令宣導」等構面，對

不同的使用者所造成的不同影響與作用。 

A、B 兩份問卷的設計，包含(1)系統品質、

(2)服務品質、(3)知識管理、(4)政令宣導以及(5)

個人背景資料五大部份，前四個部分採用李克

特尺度(Likert Scale)五點量表，做為測量尺

度。其中，「5」代表「非常同意」，「4」代表

「同意」，「3」代表「無意見」，「2」代表「不

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由被測者依

據實際經驗或體認，評估對各項問卷題目內容

的認同程度，並在該題目下進行勾選。除個人

背景資料外，問卷Ａ包含「系統品質」6 題問

項、「服務品質」6 題問項、「知識管理」8 題

問項及「政令宣導」6 題問項，發送給「一般

使用者」填答；問卷 B 包含「系統品質」11

題問項、「服務品質」8 題問項、「知識管理」4

題問項及「政令宣導」7 題問項，發送給「機

關(構)資訊人員」及「系統管理者」填答。 

由於本研究鎖定之研究範圍為國立臺灣

交響樂團共構版官網，因此針對以下受訪對象

進行普查。「一般使用者」限制在國立臺灣交

響樂團行政人員(含約聘僱人員及技工友等)中

具有使用共構版官網後臺權限者，共發出 18

份問卷、回收 17 份問卷(其中 1 份為無效問

卷)；「機關(構)資訊人員」限制在加入共構版

官網的文化部附屬機關(構)編制內的資訊人

員，共發出 15 份問卷、回收 14 份問卷，均為

有效問卷；「系統管理者」限制在文化部資訊

處負責共構版官網的人員，共發出 2 份問卷、

回收 2 份問卷。問卷發放暨回收情形如表 2 所

示。 

5.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在本節中將針對本研究的結果進行分

析，包括資料的彙整與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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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問卷發放暨回收情形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回收情形回收情形回收情形回收情形 回收率回收率回收率回收率 

一般使用者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18 17 94.4% 

機關(構) 

資訊人員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2 

14 93.3%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 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國光劇團 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國樂團 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音樂館 1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臺灣豫劇團 1 

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 1 

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 1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 1 

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1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1 

國立臺灣文學館 1 

國立臺灣美術館 1 

系統管理者 文化部資訊處 2 2 100% 

 

5.1 資料彙整資料彙整資料彙整資料彙整 

本研究假設所有的受訪者對於問題的內

容與陳述，均是毫無保留且誠實的回答。利用

統計分析套裝軟體進行有效問卷之處理後，

「年齡」變項分佈情形如表 3、「年資」變項分

佈情形如表 4。下列將依據受訪對象之不同進

行說明。 

一般使用者：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的共構系

統使用者年齡層坐落在 21~50 歲間、年資則以

5 年以下者為多數。在四大構面上的分析結果

並未因為「年齡」或是「年資」而在數據上呈

現顯著的差異。在「系統品質」、「服務品質」

兩大構面上，共構系統的開發大致能符合使用

者的使用需求，惟數據顯示使用者仍期待系統

功能的強化；在「知識管理」、「政令宣導」兩

大構面上的數據分析，顯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

使用者支持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四大研究

構面之分析結果依據變項之不同分列如表 5、6

所示。 

 

 

表 3、「年齡」變項分佈情形 

身分年齡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 歲以上 

一般使用者 5 4 4 3 0 

機關(構)資訊人員 2 7 3 2 0 

系統管理者 0 1 1 0 0 

 

表 4、「年資」變項分佈情形 

身分年資 5 年以下 5-10 年 10-15 年 15 年以上 

一般使用者 10 4 0 2 

機關(構)資訊人員 7 4 1 2 

系統管理者 2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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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一般使用者--依「年齡」分析 

構面 因 子 年 齡 21-30 31-40 41-50 51-60 >61

系
統
品
質

共構資訊系統提供的功能已經符合我工

作業務上的需求。 
3.40 3.75 4.25 4.00 - 

針對我所負責維護及上傳資料(上稿)的

系統管理介面是容易操作的。 
3.20 4.00 3.75 3.33 - 

共構資訊系統有依據我負責的業務提供

專屬權限的操作畫面，讓我比較容易找

到必須維護的項目。 

3.40 4.00 4.00 4.00 - 

我知道共構資訊系統有權限設定，所以

我不擔心我維護的資料被別的同仁不小

心刪除。 

3.80 4.00 4.00 4.00 - 

我知道共構資訊系統的後台有提供「預

覽」的功能，讓我在編輯之後可以看到

前台顯示的畫面。 

4.00 4.00 4.00 3.67 - 

我認為目前的共構資訊系統還有很大的

改善空間。 
3.60 3.25 3.25 3.33 - 

服
務
品
質

我認為機關內的資訊維護人員比文化部

資訊處更了解我的業務流程。 
3.20 4.00 4.00 4.00 - 

我認為機關內的資訊維護人員能擔任文

化部資訊處開發共構資訊系統的溝通橋

梁。 

3.80 4.25 4.00 4.00 - 

當我發生系統操作問題時，我知道應該

向誰反映。 
4.40 3.50 4.25 4.33 - 

當我反映資訊系統問題時，機關內的資

訊維護人員能夠協助我解決問題。 
4.00 4.25 4.00 4.33 - 

我認為現有共構資訊系統的功能沒有符

合我全部的需求。 
3.20 2.50 3.00 3.33 - 

我認為資訊系統已經由文化部資訊處共

構開發，機關內資訊人員的工作項目應

該有減輕。 

3.60 3.25 3.00 2.67 - 

知
識
管
理

我願意配合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將

我的業務流程標準化。 
3.80 3.75 4.25 4.00 - 

我認為資訊系統能協助我處理我的業

務。 
4.00 3.75 4.25 4.00 - 

我願意依照共構資訊系統的設計，調整

我的業務流程。 
3.40 3.75 4.25 3.33 - 

我認為我的業務不是資訊系統能夠協助

處理的。 
2.80 2.75 3.50 3.00 - 

我的業務量多到讓我沒有時間詳細了解

資訊系統功能。 
2.20 3.25 3.25 2.67 - 

我願意將我所知的業務流程，回饋給文

化部資訊處，讓他們開發出更好用的共

構資訊系統。 

3.40 3.50 4.25 3.33 - 

我擔心業務知識被資訊化之後，會被重

新指派其他業務。 
2.40 2.75 3.00 3.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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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因 子      年 齡 21-30 31-40 41-50 51-60 >61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提供機會讓我審視

自己的工作流程。 
3.40 3.50 4.00 3.67 - 

政
令
宣
導 

我知道資訊系統共構政策是政府「資訊

向上集中」的資訊政策之一。 
4.00 3.50 4.25 4.00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開發確實可以節省

國家整體經費(不需要每個機關都花錢

開發功能相近的資訊系統)。 

4.00 3.75 4.25 4.00 - 

我知道官網是文化部共構開發的系統之

一。 
4.40 3.75 4.25 4.00 - 

我知道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以撙節機關

的經費預算。 
4.00 3.75 4.25 4.00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可以設計為互相分

享訊息，達到集體行銷的目的。 
3.40 3.75 4.00 3.67 - 

我知道資訊系統共構無法完全依照我的

需求客製化設計開發。 
3.80 3.25 4.25 3.67 - 

 

表 6、一般使用者--依「在團年資」分析 

構面 因子       在團年資 ＜5 5-10 10-15 ＞15 

系
統
品
質 

共構資訊系統提供的功能已經符合我工作

業務上的需求。 
3.60 4.25 - 4.00 

針對我所負責維護及上傳資料(上稿)的系統

管理介面是容易操作的。 
3.40 4.25 - 3.00 

共構資訊系統有依據我負責的業務提供專

屬權限的操作畫面，讓我比較容易找到必須

維護的項目。 

3.60 4.25 - 4.00 

我知道共構資訊系統有權限設定，所以我不

擔心我維護的資料被別的同仁不小心刪除。 
3.80 4.25 - 4.00 

我知道共構資訊系統的後台有提供「預覽」

的功能，讓我在編輯之後可以看到前台顯示

的畫面。 

3.90 4.25 - 3.50 

我認為目前的共構資訊系統還有很大的改

善空間。 
3.40 3.25 - 3.50 

服
務
品
質 

我認為機關內的資訊維護人員比文化部資

訊處更了解我的業務流程。 
3.40 4.50 - 4.00 

我認為機關內的資訊維護人員能擔任文化

部資訊處開發共構資訊系統的溝通橋梁。 
3.80 4.50 - 4.00 

當我發生系統操作問題時，我知道應該向誰

反映。 
4.20 4.00 - 4.00 

當我反映資訊系統問題時，機關內的資訊維

護人員能夠協助我解決問題。 
4.10 4.25 - 4.00 

我認為現有共構資訊系統的功能沒有符合

我全部的需求。 
2.90 3.00 -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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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因子       在團年資 ＜5 5-10 10-15 ＞15 

我認為資訊系統已經由文化部資訊處共構

開發，機關內資訊人員的工作項目應該有減

輕。 

3.50 2.25 - 3.50 

知
識
管
理 

我願意配合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將我的

業務流程標準化。 
4.00 3.75 - 4.00 

我認為資訊系統能協助我處理我的業務。 4.10 3.75 - 4.00 

我願意依照共構資訊系統的設計，調整我的

業務流程。 
3.70 3.75 - 3.50 

我認為我的業務不是資訊系統能夠協助處

理的。 
2.80 3.50 - 3.00 

我的業務量多到讓我沒有時間詳細了解資

訊系統功能。 
2.50 3.75 - 2.50 

我願意將我所知的業務流程，回饋給文化部

資訊處，讓他們開發出更好用的共構資訊系

統。 

3.60 3.75 - 3.50 

我擔心業務知識被資訊化之後，會被重新指

派其他業務。 
2.60 3.25 - 2.50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提供機會讓我審視自

己的工作流程。 
3.50 3.75 - 4.00 

政
令
宣
導 

我知道資訊系統共構政策是政府「資訊向上

集中」的資訊政策之一。 
4.00 3.75 - 4.00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開發確實可以節省國

家整體經費(不需要每個機關都花錢開發功

能相近的資訊系統)。 

4.10 3.75 - 4.00 

我知道官網是文化部共構開發的系統之一。 4.30 3.75 - 4.00 

我知道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以撙節機關的

經費預算。 
4.10 3.75 - 4.00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可以設計為互相分享

訊息，達到集體行銷的目的。 
3.70 3.50 - 4.00 

我知道資訊系統共構無法完全依照我的需

求客製化設計開發。 
3.70 3.75 - 4.00 

 

 

 

機關(構)資訊人員：文化部各附屬機關(構)

資訊人員年齡層多坐落在 31~40 歲間、年資以

5 年以下者為多數，由於本身即具備資訊專

業，從「系統品質」構面之各問項數據觀察得

知，有較嚴格之資訊系統使用標準、亦對功能

需求有較為強烈之反應；在「服務品質」構面

上則明顯顯示對共構資訊系統承做廠商的服

務不甚滿意；在「知識管理」、「政令宣導」兩

大構面上並無顯著差異，但亦普遍認為導入共

構資訊系統後，資訊業務並未明顯減少。四大

研究構面之分析結果依據變項之不同，分列如

表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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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機關(構)資訊人員--依「年齡」分析 

構面 因 子 年 齡 21-30 31-40 41-50 51-60 >61

系
統
品
質

我對共構資訊系統資料放置的安全性很

放心。 
3.50 3.57 3.33 3.50 - 

我認為當共構資訊系統因為文化部共構

機房停機/維護必須停止服務時，對機關

造成莫大影響。 

4.50 4.00 4.67 4.00 - 

既然是共構資訊系統，我認為文化部資

訊處應該制定「服務停止」機制，讓機

關能夠預先因應。 

4.00 4.57 5.00 4.50 - 

我認為利用系統介接的方式，可以適度

將資訊系統進行功能切割，是比較好的

資訊系統維護方式。 

4.00 3.71 4.33 2.50 - 

我認為一個資訊系統介接數個不同功能

的其他資訊系統，會讓系統的複雜度變

高。 

3.00 4.00 4.33 4.00 - 

我認為將系統建置在文化部的共構機

房，會有較高等級的資安規格。 
3.50 3.86 4.00 3.50 - 

我認為文化部資訊處共構開發的資訊系

統，其嚴謹度比機關自行開發的資訊系

統還高。 

4.00 3.43 3.33 4.00 -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開發的功能符合機

關使用。 
4.00 3.71 3.33 3.00 -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暫不開發的功能項

目，並非必要功能。 
3.00 2.86 4.00 3.00 - 

我認為各機關導入共構資訊系統的先後

次序，對系統功能需求的開發有影響。 
4.00 4.00 4.67 4.00 - 

我認為目前的共構資訊系統還有很大的

改善空間。 
3.50 4.14 4.00 4.00 - 

服
務
品
質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導入是否成功，文

化部資訊處負責的承辦人介入深度占很

重要因素。 

4.00 4.14 5.00 4.50 - 

當共構資訊系統發生問題時，我能夠及

時找到協助處理的人詢問。 
4.00 3.71 4.67 3.50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後，我比較有

多餘的時間可以服務並解答同仁的操作

問題。 

3.00 3.29 2.67 3.00 - 

當我向共構資訊系統承做廠商提出操作

問題時，通常都能在第一時間獲得協助

並解決。 

3.00 2.86 3.33 4.00 - 

當我向共構資訊系統承做廠商提出新功

能需求時，通常都能被納入考量。 
3.50 2.86 3.00 3.00 - 

共構資訊系統的文化部資訊處承辦人，

對於我所遇到的問題能夠深入了解並回

答。 

4.00 3.57 4.33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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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因 子      年 齡 21-30 31-40 41-50 51-60 >61 

承做共構資訊系統的廠商窗口，能夠深

入了解我所遇到的問題並加以回答。 
3.00 3.00 4.33 3.00 - 

因為資訊系統已經由文化部資訊處共構

開發，長官因此調整我的業務項目。 
2.50 2.86 1.67 2.50 - 

知
識
管
理 

透過共構資訊系統開發過程，可以吸收

其他機關的作業流程經驗。 
4.00 3.71 3.67 3.50 - 

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以集合眾人之力，

達到知識共享目的。 
4.00 3.86 3.33 3.50 - 

我認為透過資訊系統的開發，作業流程

的交接比較透明。 
4.00 3.86 3.00 3.50 - 

透過共構資訊系統的開發，可以充分利

用流程的設計改變原有的作業流程。 
4.00 3.57 2.33 3.50 - 

政
令
宣
導 

資訊系統共構確實減少機關內的資訊系

統開發預算。 
4.00 3.57 4.00 4.50 - 

資訊系統共構確實減少機關內的資訊系

統維護費用。 
4.00 3.57 4.00 4.50 - 

資訊系統共構能夠減少資訊人員在機關

內的資訊業務。 
3.50 3.00 2.33 3.00 - 

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縮短資訊系統開

發時間。 
4.00 3.57 3.33 4.00 - 

我認為機關高層的支持度是影響共構資

訊系統導入是否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 
4.00 4.29 4.33 4.00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政策能夠讓機關獲

得全方位的專業團隊服務。 
4.00 3.00 3.67 4.00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政策是一種系統開

發的未來趨勢。 
3.50 3.43 3.67 3.50 - 

 

表 8、機關(構)資訊人員--依「文化部附屬機關(構)任職年資」分析 

構面 因子      附屬機關(構)年資 <5 5-10 10-15 >15 

系
統
品
質 

我對共構資訊系統資料放置的安全性很放心。 3.71 3.50 2.00 3.50 

我認為當共構資訊系統因為文化部共構機房停

機/維護必須停止服務時，對機關造成莫大影響。 
4.29 4.25 4.00 4.00 

既然是共構資訊系統，我認為文化部資訊處應

該制定「服務停止」機制，讓機關能夠預先因

應。 

4.57 4.75 4.00 4.50 

我認為利用系統介接的方式，可以適度將資訊

系統進行功能切割，是比較好的資訊系統維護

方式。 

4.00 3.75 4.00 2.50 

我認為一個資訊系統介接數個不同功能的其他

資訊系統，會讓系統的複雜度變高。 
3.86 4.00 4.00 4.00 

我認為將系統建置在文化部的共構機房，會有

較高等級的資安規格。 
3.71 3.75 5.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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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因子      附屬機關(構)年資 <5 5-10 10-15 >15 

我認為文化部資訊處共構開發的資訊系統，其

嚴謹度比機關自行開發的資訊系統還高。 
3.71 3.00 4.00 4.00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開發的功能符合機關使

用。 
3.71 3.50 4.00 3.00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暫不開發的功能項目，並

非必要功能。 
3.00 3.25 4.00 3.00 

我認為各機關導入共構資訊系統的先後次序，

對系統功能需求的開發有影響。 
4.00 4.50 4.00 4.00 

我認為目前的共構資訊系統還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 
4.14 4.00 3.00 4.00 

服
務
品
質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導入是否成功，文化部資

訊處負責的承辦人介入深度占很重要因素。 
4.29 4.50 4.00 4.50 

當共構資訊系統發生問題時，我能夠及時找到

協助處理的人詢問。 
4.00 4.00 4.00 3.50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後，我比較有多餘的

時間可以服務並解答同仁的操作問題。 
3.43 2.25 4.00 3.00 

當我向共構資訊系統承做廠商提出操作問題

時，通常都能在第一時間獲得協助並解決。 
3.43 2.75 1.00 4.00 

當我向共構資訊系統承做廠商提出新功能需求

時，通常都能被納入考量。 
3.14 2.50 4.00 3.00 

共構資訊系統的文化部資訊處承辦人，對於我

所遇到的問題能夠深入了解並回答。 
3.86 3.75 4.00 3.50 

承做共構資訊系統的廠商窗口，能夠深入了解

我所遇到的問題並加以回答。 
3.57 3.50 1.00 3.00 

因為資訊系統已經由文化部資訊處共構開發，

長官因此調整我的業務項目。 
2.57 2.50 2.00 2.50 

知
識
管
理 

透過共構資訊系統開發過程，可以吸收其他機

關的作業流程經驗。 
3.57 4.00 4.00 3.50 

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以集合眾人之力，達到知

識共享目的。 
3.86 3.50 4.00 3.50 

我認為透過資訊系統的開發，作業流程的交接

比較透明。 
3.71 3.50 4.00 3.50 

透過共構資訊系統的開發，可以充分利用流程

的設計改變原有的作業流程。 
3.43 3.00 4.00 3.50 

政
令
宣
導 

資訊系統共構確實減少機關內的資訊系統開發

預算。 
3.43 4.25 4.00 4.50 

資訊系統共構確實減少機關內的資訊系統維護

費用。 
3.43 4.25 4.00 4.50 

資訊系統共構能夠減少資訊人員在機關內的資

訊業務。 
3.29 2.00 4.00 3.00 

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縮短資訊系統開發時間。 3.57 3.50 4.00 4.00 

我認為機關高層的支持度是影響共構資訊系統

導入是否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 
4.29 4.25 4.00 4.00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政策能夠讓機關獲得全方

位的專業團隊服務。 
3.43 3.25 3.00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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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因子      附屬機關(構)年資 <5 5-10 10-15 >15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政策是一種系統開發的未

來趨勢。 
3.29 3.75 4.00 3.50 

 

 

系統管理員：此類受訪對象，在四大構面

上的分析結果並未因為「年齡」或是「年資」

而在數據上呈現顯著的差異。但是，卻與同樣

身為資訊專業的各附屬機關(構)資訊人員在某

些構面的問項上有極大之認知差距，尤其是

「系統品質」、「服務品質」兩大構面上，明顯

顯示對共構資訊系統的功能是否開發、共構資

訊系統承做廠商的服務態度以及利用API串接

不同資訊系統的複雜度，認知差距甚大。此

外，由於各附屬機關(構)資訊人員對於系統共

構後之業務項目調整認知亦有較大歧見；在

「知識管理」、「政令宣導」兩大構面上則無顯

著差異。四大研究構面之分析結果依據變項之

不同分列如表 9 與 10 所示。 

 

 

表 9、系統管理員--依「年齡」分析 

構面 因 子      年 齡 21-30 31-40 41-50 51-60 >61 

系
統
品
質 

我對共構資訊系統資料放置的安全性很

放心。 
- 4.00 3.00 - - 

我認為當共構資訊系統因為文化部共構

機房停機/維護必須停止服務時，對機關

造成莫大影響。 

- 4.00 5.00 - - 

既然是共構資訊系統，我認為文化部資

訊處應該制定「服務停止」機制，讓機

關能夠預先因應。 

- 4.00 5.00 - - 

我認為利用系統介接的方式，可以適度

將資訊系統進行功能切割，是比較好的

資訊系統維護方式。 

- 4.00 4.00 - - 

我認為一個資訊系統介接數個不同功能

的其他資訊系統，會讓系統的複雜度變

高。 

- 2.00 1.00 - - 

我認為將系統建置在文化部的共構機

房，會有較高等級的資安規格。 
- 4.00 3.00 - - 

我認為文化部資訊處共構開發的資訊系

統，其嚴謹度比機關自行開發的資訊系

統還高。 

- 4.00 4.00 - -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開發的功能符合機

關使用。 
- 4.00 4.00 - -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暫不開發的功能項

目，並非必要功能。 
- 4.00 3.00 - - 

我認為各機關導入共構資訊系統的先後

次序，對系統功能需求的開發有影響。 
- 4.00 4.00 - - 

我認為目前的共構資訊系統還有很大的

改善空間。 
- 4.00 4.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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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因 子      年 齡 21-30 31-40 41-50 51-60 >61 

服
務
品
質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導入是否成功，文

化部資訊處負責的承辦人介入深度占很

重要因素。 

- 2.00 4.00 - - 

當共構資訊系統發生問題時，我能夠及

時找到協助處理的人詢問。 
- 4.00 3.00 -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後，我比較有

多餘的時間可以服務並解答同仁的操作

問題。 

- 4.00 3.00 - - 

當我向共構資訊系統承做廠商提出操作

問題時，通常都能在第一時間獲得協助

並解決。 

- 4.00 3.00 - - 

當我向共構資訊系統承做廠商提出新功

能需求時，通常都能被納入考量。 
- 4.00 4.00 - - 

共構資訊系統的文化部資訊處承辦人，

對於我所遇到的問題能夠深入了解並回

答。 

- 4.00 3.00 - - 

承做共構資訊系統的廠商窗口，能夠深

入了解我所遇到的問題並加以回答。 
- 4.00 4.00 - - 

因為資訊系統已經由文化部資訊處共構

開發，長官因此調整我的業務項目。 
- 3.00 3.00 - - 

知
識
管
理 

透過共構資訊系統開發過程，可以吸收

其他機關的作業流程經驗。 
- 4.00 4.00 - - 

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以集合眾人之力，

達到知識共享目的。 
- 3.00 4.00 - - 

我認為透過資訊系統的開發，作業流程

的交接比較透明。 
- 4.00 4.00 - - 

透過共構資訊系統的開發，可以充分利

用流程的設計改變原有的作業流程。 
- 4.00 4.00 - - 

政
令
宣
導 

資訊系統共構確實減少機關內的資訊系

統開發預算。 
- 4.00 4.00 - - 

資訊系統共構確實減少機關內的資訊系

統維護費用。 
- 4.00 4.00 - - 

資訊系統共構能夠減少資訊人員在機關

內的資訊業務。 
- 4.00 3.00 - - 

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縮短資訊系統開

發時間。 
- 4.00 3.00 - - 

我認為機關高層的支持度是影響共構資

訊系統導入是否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 
- 5.00 4.00 -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政策能夠讓機關獲

得全方位的專業團隊服務。 
- 4.00 4.00 -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政策是一種系統開

發的未來趨勢。 
- 3.00 4.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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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系統管理員--依「文化部任職年資」分析 

構面 因子      文化部任職年資 <5 5-10 10-15 >15 

系
統
品
質 

我對共構資訊系統資料放置的安全性很放心。 
3.50 - - - 

我認為當共構資訊系統因為文化部共構機房停

機/維護必須停止服務時，對機關造成莫大影

響。 

4.50 - - - 

既然是共構資訊系統，我認為文化部資訊處應

該制定「服務停止」機制，讓機關能夠預先因

應。 

4.50 - - - 

我認為利用系統介接的方式，可以適度將資訊

系統進行功能切割，是比較好的資訊系統維護

方式。 

4.00 - - - 

我認為一個資訊系統介接數個不同功能的其他

資訊系統，會讓系統的複雜度變高。 
1.50 - - - 

我認為將系統建置在文化部的共構機房，會有

較高等級的資安規格。 
3.50 - - - 

我認為文化部資訊處共構開發的資訊系統，其

嚴謹度比機關自行開發的資訊系統還高。 
4.00 - - -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開發的功能符合機關使

用。 
4.00 - - -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暫不開發的功能項目，並

非必要功能。 
3.50 - - - 

我認為各機關導入共構資訊系統的先後次序，

對系統功能需求的開發有影響。 
4.00 - - - 

我認為目前的共構資訊系統還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 
4.00 - - - 

服
務
品
質 

我認為共構資訊系統導入是否成功，文化部資

訊處負責的承辦人介入深度占很重要因素。 
3.00 - - - 

當共構資訊系統發生問題時，我能夠及時找到

協助處理的人詢問。 
3.50 - -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後，我比較有多餘的

時間可以服務並解答同仁的操作問題。 
3.50 - - - 

當我向共構資訊系統承做廠商提出操作問題

時，通常都能在第一時間獲得協助並解決。 
3.50 - - - 

當我向共構資訊系統承做廠商提出新功能需求

時，通常都能被納入考量。 
4.00 - - - 

共構資訊系統的文化部資訊處承辦人，對於我

所遇到的問題能夠深入了解並回答。 
3.50 - - - 

承做共構資訊系統的廠商窗口，能夠深入了解

我所遇到的問題並加以回答。 
4.00 - - - 

因為資訊系統已經由文化部資訊處共構開發，

長官因此調整我的業務項目。 
3.00 - - - 

知
識

管
理 

透過共構資訊系統開發過程，可以吸收其他機

關的作業流程經驗。 
4.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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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因子      文化部任職年資 <5 5-10 10-15 >15 

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以集合眾人之力，達到知

識共享目的。 
3.50 - - - 

我認為透過資訊系統的開發，作業流程的交接

比較透明。 
4.00 - - - 

透過共構資訊系統的開發，可以充分利用流程

的設計改變原有的作業流程。 
4.00 - - - 

政
令
宣
導 

資訊系統共構確實減少機關內的資訊系統開發

預算。 
4.00 - - - 

資訊系統共構確實減少機關內的資訊系統維護

費用。 
4.00 - - - 

資訊系統共構能夠減少資訊人員在機關內的資

訊業務。 
3.50 - - - 

資訊系統共構開發，可縮短資訊系統開發時間。 
3.50 - - - 

我認為機關高層的支持度是影響共構資訊系統

導入是否成功的重要關鍵之一。 
4.50 - -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政策能夠讓機關獲得全方

位的專業團隊服務。 
4.00 - - - 

我認為資訊系統共構政策是一種系統開發的未

來趨勢。 
3.50 - - - 

 

 

5.2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本研究係針對具有網站後臺使用權限之

人員進行普查，A 問卷施測對象為不具備資訊

專業的「一般使用者」，B 問卷施測對象為具備

資訊專業人員身分之「機關(構)資訊人員」及

「系統管理者」，數據彙整後分析如下。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的共構系統使用者年

齡層坐落在 21~50 歲間、年資則以 5 年以下者

為多數。在四大構面上的分析結果並未因為

「年齡」或是「年資」而在數據上呈現顯著的

差異。在「系統品質」、「服務品質」兩大構面

上，共構系統的開發大致能符合使用者的使用

需求，惟數據顯示使用者仍期待系統功能的強

化；在「知識管理」、「政令宣導」兩大構面上

的數據分析，顯示國立臺灣交響樂團使用者支

持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 

文化部各附屬機關(構)資訊人員年齡層則

多坐落在 31~40 歲間、年資以 5 年以下者為多

數，由於本身即具備資訊專業，從「系統品質」

構面之各問項數據觀察得知，有較嚴格之資訊

系統使用標準、亦對功能需求有較為強烈之反

應。此外，普遍認為共構資訊系統還有很大的

改善空間，更希望在機房以及資訊系統已經共

構的情況下，能夠統一制定「服務停止」機制，

讓文化部各附屬機關(構)能夠預先因應；在「服

務品質」構面上則明顯顯示對共構資訊系統承

做廠商的服務不甚滿意，也認為文化部資訊處

系統管理人員的介入深度對共構資訊系統導

入是否成功佔有很重要的因素；在「知識管

理」、「政令宣導」兩大構面上並無顯著差異，

但亦認為導入共構資訊系統後，資訊業務並未

明顯減少。 

文化部資訊處的系統管理員，在四大構面

上的分析結果並未因為「年齡」或是「年資」

而在數據上呈現顯著的差異。但是，卻與同樣

身為資訊專業的各附屬機關(構)資訊人員在某

些構面的問項上有極大之認知差距，尤其是

「系統品質」、「服務品質」兩大構面上，明顯

顯示對共構資訊系統的功能是否開發、共構資

訊系統承做廠商的服務態度以及利用API串接

不同資訊系統的複雜度，認知差距甚大。此

外，由於各附屬機關(構)資訊人員對於系統共

構後之業務項目調整認知亦有較大歧見；在

「知識管理」、「政令宣導」兩大構面上則無顯

著差異。 

受訪對象除了回答問卷問項之外，部分受

訪者亦在「自由填寫區」發表個人意見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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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尤以各機關(構)資訊人員感受最為深刻，

歸納綜合論述如下-- 

一、 政府資訊系統共構政策確實可達到資

源共享以及撙節經費的目的，承做廠商

的專業技術能力，在經過文化部資訊處

審核之後，亦具備一定專業程度，但其

「服務品質」卻深深影響各附屬機關

(構)導入及配合意願。 

二、 共構資訊系統確實可將業務流程透明

公開化，透過相互檢驗的過程，使資訊

系統更加優化。但是，不可諱言，各附

屬機關(構)的資訊人員會因為首長對共

構資訊系統的支持度、機關(構)內部人

員對系統的接受度而承受不同的壓

力。除此之外，尚必須面對上級單位文

化部，並擔任溝通橋樑，對資訊人員的

工作業務量實未減輕。 

三、 並非所有的資訊系統都適合進行共

構，應該謹慎評估。 

6. 結論與未來發展結論與未來發展結論與未來發展結論與未來發展 

本研究以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官網為例，探

討在資訊共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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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為臺灣文化業務主管機關，透過資

訊系統共構的方式建置文化入口網，除了「一

站式網站服務」方便使用者即時掌握全國藝文

資源之外，進一步可整合分析這些大數據(Big 

Data)，創造資料的價值，做為未來國家文化決

策經營方向的參考，有效提升文化產業的競爭

實力。生活在 3C 產品充斥的世代，利用科技

技術將文化深耕於平板、智慧手機愛用族群，

擴展文化行銷的面向與廣度，這是運用「資訊

科技」活化「文化資產」的跨界合作。 

雖然，透過問卷調查分析結果顯示，3 種

不同受訪對象在「系統品質」與「服務品質」

兩大研究構面上，對共構資訊系統的期待與認

知顯示部分落差。但是，或因身處公務部門之

故，受訪者不論「年齡」或「年資」，均對政

府政策持高度支持態度並全力配合，故而在

「知識管理」與「政令宣導」兩大研究構面並

未呈現顯著影響。 

由研究結果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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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導入機關(構)的影響也是正面以及長遠的。

「協助業務執行」是資訊系統存在的意義與目

的，各機關(構)在感受到共構的優勢與便利性

之後，自然就能水到渠成達成資訊系統共構的

目標。雖然，在資訊化的過程中，多少都會引

發機關(構)內部人員不安的聲音或是憂慮，進

而採取消極的面對態度。但是，仍建議政府部

會資訊單位，不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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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應透過「漸進」的方式來減緩內部反彈。 

資訊時代的蓬勃發展與科技技術的一日

千里，遠遠超過公務單位將科技運用在業務流

程上的速度，因此，以「協同運作」的經營模

式，提供「整合服務」的概念是正確的營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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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技術開發」留給專

業團隊，利用資訊系統重塑公務機關業務業流

程；讓「加值服務」成為機關核心目標，改變

民眾對公務部門服務的刻板印象，這是我們期

待「三贏」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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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以以兩階段資料處理法改善兩階段資料處理法改善兩階段資料處理法改善兩階段資料處理法改善大數據大數據大數據大數據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不可用的問題不可用的問題不可用的問題不可用的問題 

---大數據的藍海大數據的藍海大數據的藍海大數據的藍海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年來隨著全球資料量呈現爆炸性的增

長，大數據(Big Data)已成為當前最熱門話題之

一，此一技術的推出可以協助提升決策的效

率、因應市場的需求縮短產品上市的時間、提

升利潤等。而大數據的上游資料是由網路上的

設備物件(物聯網)而來，而這些資料存放在中

游的雲端儲存系統，再交給下游的大數據分析

將大量的資料即時轉為有用的資訊，最後這些

資訊可以立刻被各種設備所存取利用。由於過

去對於大數據議題之探討，大都聚焦在資料的

分析與處理層面。然而在大數據應用需求中，

經常會遇到“6用問題”。其中，“6用問題”的資

料不可用問題中之不活躍使用者的資料，需要

透過資料儲存和管理技術加以處理。因此，本

研究在大數據相關應用中提出以「兩階段資料

處理法(Two Phase Data Processing method；

TPDP)」，針對在大數據中資料不可用問題之不

活躍使用者資料的儲存和管理進行研究。TPDP

的 第 一 階 段 是 以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MRFM(Modified-RFM)找出不活躍使用者的資

料；接著，在第二階段再以改良後的布隆過濾

器(Linked based Bloom Filter；LBF)進行不活躍

資料的儲存，以提供後續不活躍使用者資料的

維護。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大數據、6用問題、布隆過濾器。 

 

Abstract 

Timely and cost-effective analytics over 

“Big Data” has emerged as a key ingredient for 

success in many businesses,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and government 

endeavors. The upstream data of Big Data is 

generated by the device from objects, and these 

data stored in the cloud storage system. Then the 

Big Data will be turned into useful information 

that can be immediately accessed by the use of a 

variety of devices. In the past, the study of Big 

Data mostly focused on the level of data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However, "the six usage issues" 

with the applications of Big Data are often 

encountered. And, the information of inactive 

users in the unavailable data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 through the data storage and 

management techniques. In this study, "Two 

Phase Data Processing method (TPDP)" is 

proposed to solve the management of inactive 

user's information in the unavailable data issues. 

In the first phase of TPDP, MRFM 

(Modified-RFM) is used to identify the 

information of inactive users.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PDP, Linked based Bloom Filter (LBF) is 

used to maintain the information of inactive user. 

Keywords: Big data, Six usage issues, Bloom 

Filter.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近年來隨著全球資料量呈現爆炸性的增

長，大數據(Big Data)已成為當前最熱門話題之

一，此一技術的推出可以協助提升決策的效

率、因應市場的需求縮短產品上市的時間、提

升利潤等[15]。大數據的應用範圍非常廣，包

括科學、天文學、大氣學、網際網路檔案處理、

大規模的電子商務等。而在許多領域，由於資

料集過度龐大，科學家經常在分析處理上遭遇

限制和阻礙。因此過去對於此議題之探討，大

都聚焦在資料的分析與處理層面[18]。 

依據朱揚勇與熊贇的研究，一個大數據應

用需求，通常會遇到“6用問題”[2]。“6用問題”

包括：(1)資料不夠用、(2)資料不可用、(3)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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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不好用、(4)資料不會用、(5)數據不敢用、及

(6)資料不能用。其中，所謂的資料不可用是指

在資料夠用的情況下，還會遇到資料不可用問

題。資料不可用是指擁有資料，但訪問不到資

料。例如，某個公共決策需要用到教育部、經

濟部、警政署、財政部的資料，這些資料在各

部門都有，但是資料不在一個系統裡，是資料

孤島，並不能用來做大資料決策。又如，一些

交易系統只保留活躍使用者的資料，不活躍使

用者的資料被備份到備份系統中，然而查詢備

份系統資料是一件費時、費力的工作，甚至是

不可能的工作。 

根據藍海策略一書中之討論[10]，紅海策

略是指在現有已存在的市場中進行競爭，企業

爭取的是以擴大規模來降低成本，透過降低成

本的方式以期在價格中取得競爭優勢。而藍海

策略則是在現在的市場中找尋尚未開拓的市

場，或是進入較少業者進入的領域，企業強調

的是以創新來創造新的市場需求，以差異化來

獲取高額的利益。由於，資料不可用問題中的

不活躍使用者的資料，就如同大數據相關研究

領域的藍海，是需要被研究、使用資料儲存和

管理技術，使其具有如藍海中的不完全競爭市

場。而在這個市場裡，由於競爭者少或尚未有

競爭者，因此企業在這個市場中，只需不斷的

創新，就能以差異化的服務來吸引消費者，更

能獲得良好的競爭優勢。 

因此，在本研究中首先將找出不活躍使用

者的資料，接著再以適當的結構儲存不活躍使

用者的資料，以利後續這些資料的儲存或使

用。在本研究中，將改良RFM(Recently、

Frequency、Monetary)資料分析技術以找出不活

躍使用者的資料。除此之外，研究中更將使用

改良後的布隆過濾器(Bloom Filter)，以較佳的

時間複雜度進行不活躍使用者資料的索引查

詢並以較少的空間進行設計，來達到動態維護

不活躍使用者資料的作業。 

本研究的內容共分為 5 節。第 1 節為前

言，說明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第 2節為文獻

探討，分別說明大數據、RFM(Recently、

Frequency、Monetary)資料分析技術與布隆過

濾器(Bloom Filter)。第 3節說明本研究所提出

的改良式的 RFM及改良後的布隆過濾器。第 4

節說明本研究的執行步驟。最後一節為結論與

未來研究。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本節中將說明大數據、RFM(Recently、

Frequency、Monetary)資料分析技術與布隆過

濾器(Bloom Filter)。 

2.1 大數據大數據大數據大數據 

依據資策會於 2013 所做的報導，急遽成

長的大數據將帶來結構性變革，預估至 2015

年將會有 80%的可用資料呈現不確定性，如圖

1 所示[23]。大數據具有大量(Volume)、快速

(Velocity) 、 及 多 樣 性 (Variety) 三 項 特 性

[13,22]，其中 Volume 指的是處理的資料量；

Velocity 是資料產生與處理的速度；Variety 是

資料的多樣性，如圖 2所示。 

 

 

圖 1、大數據帶來的變革[23] 

 

 

圖 2、大數據的 3V[23] 

 

大數據的挑戰在於如何管理「數量」、「增

加率」、與「多樣性」。處理大數據則包括三類

主要技術，分別為(1) Data at Rest；(2) Data in 

Motion In-Memory Processing；及(3) Streaming 

Data Collection。其中，在Data at Rest中針對靜

態資料的處理，可以利用Hadoop開發一個框

架。Hadoop包括HDFS和MapReduce兩部分，

其中HDFS可用於儲存非結構和結構性的資

料，並執行大數據的處理與應用。在Data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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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on中針對動態資料的處理，需先進行資料

的蒐集(Data Collection)，再在分散式資料庫中

資料處理(Data Processing)，最後再進行事件處

理(Event Handling)。至於Streaming Data的蒐

集，則可以使用Message Queue進行[20,24]。 

由於現今終端設備的處理能力與儲存容

量不斷提升，以及設備有越來越小化的趨勢，

加上資訊技術與網路型態不斷的改良與創

新，人們的生活正逐漸進入一個始終連接

(Always Connect)的網路世代，而網路型態已從

過去以人為導向(Internet of People)衍生至以物

(Thing)為導向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

環境的網路型態[17]。在物聯網的環境中，整

合許多資訊科技，包括無線感測網路、RFID

技術、行動通訊技術、即時監控、普及運算及

IPv6等，透過這些技術的使用，將可獲得每一

個智慧物件(Smart Object)的相關資訊，並應用

這些資訊進行相關服務。然而在物聯網複雜的

環境中，所提供的資訊量非常龐大，因此運算

資源與模式已從過去的網際網路衍生至現在

的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8]。而隨著時間

的發展，未來人們將進入物聯網的生活環境

中。物聯網不僅是網際網路或通訊網路的擴

展，更由於是透過物件間連結的能力，可搜集

到更豐富的資料，因此可提供更為智慧的服務

環境。 

大數據近年來吸引許多人的注意，其根本

原因在於科技的進步，尤其是網際網路應用服

務的興起。這些新興的服務大幅豐富了資料的

內容，也大幅增加資料分析的困難度，使得傳

統的資料處理工具與方法不再完全適用。而大

數據的產生及後續的研究與物聯網及雲端儲

存間息息相關，在實務上是屬於同一線上的上

中下游。上游資料是由網路上的設備物件(物聯

網)而來，而這些資料存放在中游的雲端儲存系

統，再交給下游的大數據分析將大量的資料即

時轉為有用的資訊，最後這些資訊可以立刻被

各種設備所存取利用。物聯網、雲端儲存、與

大數據三者的關係如圖3所示[23]。 

由於大數據所具有的大量、快速、及多樣

性的特性，因此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系統及在

此系統上運作的資訊探勘、統計分析等各種技

術，無法直接因應上述幾項特性。是以面對大

數據需要設計能夠大量儲存並實行平行運算

的各種新方法來處理、利用大數據，以期找出

大數據中蘊含的巨大價值(Value)。 

 

 

圖 3、物聯網、雲端儲存、與大數據三者的關

係[23] 

2.2 RFM資料分析技資料分析技資料分析技資料分析技術術術術 

在過去相關的顧客關係管理之研究領域

中，已知有許多方法可以幫助企業瞭解其顧客

的相關資訊[6]，運用這些相關資訊進而了解

顧客的消費行為並制訂滿足其顧客需求的行

銷策略。其中，Kahan 主張 RFM(Recently、

Frequency、Monetary)資料分析技術由於能提

供企業每個顧客的交易資訊，因此是比一般認

知分析(Cognitive Analysis)更為有用的行為分

析(Behavioral Analysis)技術[14,16]。並且在許

多藉以瞭解顧客相關資訊的方法中，以 RFM

資料分析技術最為被廣泛運用[16]。 

RFM 資料分析技術是由 Arthur Hughes

在 1994 年所定義的，所謂的 RFM 資料分析

技術分別為最近購買時間(Recently；R)、購

買 頻 率 (Frequency ； F) 與 購 買 金 額

(Monetary；M)的縮寫。其中，R 是指顧客最

近的購買時間，即所謂顧客最近一次購買的時

間與現在時間的距離天數，用來衡量顧客再次

購買的可能性。當購買時間距離愈近，則表示

該顧客再次購買程度愈高；若最近購買日期距

離愈遠，則表示該顧客購買意願降低、或購買

行為改變、或是因其他因素而導致至他處消

費。F 是指在某段期間內購買該企業產品的總

次數，此期間可定義為一個月、一季、或是任

何可衡量的時間長度，可用來衡量顧客在購買

行為中與企業的互動程度。當購買頻率愈高，

則表示顧客的熱衷程度愈高。M是指在某段期

間內購買該企業產品的總金額，可做為用來評

價顧客對該企業的貢獻度及顧客價值。當顧客

的購買金額愈高時，則表示顧客的價值較高。

RFM 資料分析技術主要是在分析及衡量顧

客的消費行為，透過顧客過去的歷史交易資

訊進行顧客的區隔，以作為衡量顧客的忠誠

度與貢獻度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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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Hughes認為 RFM資料分析技術在

衡量一個顧客的重要性程度是一致的[3,4]，透

過顧客最近一次消費可以呈現顧客最近才來

購買商品或者服務，很有可能近期再來購買。

因為吸引最近才來購買的顧客，比吸引很久沒

有來購買的顧客來的容易。消費頻率是顧客在

同一期間內購買的次數，也可以說最常購買的

顧客，也就是對商品或者服務是最滿意的，因

此相對的消費頻率高也就是忠誠度高。而在消

費金額則是透過顧客在同一期間內消費的總

金額，透過這三個要素分析消費者的價值。 

傳統使用於顧客關係管理的 RFM 資料分

析技術，可以以顧客過去的歷史交易資訊進

行顧客的區隔，透過衡量顧客的忠誠度與貢

獻度後，提供深度經營之參考依據。而由於

大數據具有的大量、快速、及多樣性的特性，

為提供大數據相關的應用與服務，一個快速的

服務回應機制，是必須探討的重要議題之一。

而由於在大數據相關的應用與服務中，檔案被

存取的行為資訊與顧客的消費行為之交易資

訊有類似的特性，因此本研究將改良傳統之

RFM因子，並運用於資料儲存時資料的價值分

析，以找出不活躍使用者的資料。 

2.3布隆過濾器布隆過濾器布隆過濾器布隆過濾器 

在布隆過濾器的相關研究中，針對不同的

應用也有許多學者提出改良的布隆過濾器。

Antichi等學者透過改良布隆過濾器的機制，能

夠將其結合索引值，雖然過濾器判斷存在後能

夠快速的找到索引位置，其時間複雜度為

O(log(n))[7]。但 Antichi 等學者的機制必須在

完美雜湊函數(Perfect Hash)下才能夠實現，在

實際應用上，完美雜湊函數的設計式非常不容

易，且其研究也沒有考慮到刪除檔案時，布隆

過濾器該如何處理。 

Papadopoulos等學者，利用 R-tree的資料

結構與布隆過濾器的資料結構進行範圍查詢

(Range Query)與單點查詢(Point Query)的應用

[19]。在其實驗中可發現，布隆過濾器在實現

單點查詢有非常優異的表現。 

Wei 等學者，提出了動態布隆過濾器架

構，當檔案系統容量增大時，不必修改現有映

射位置，而是新增新的陣列來進行映射放置，

藉此能夠有效降低錯誤率，以滿足其動態性。

而在進行刪除動作時則採用批次處理，利用兩

個計數器記錄，一個計數器紀錄目前該位置共

有幾個映射值指向這個位置，另一個計數器紀

錄刪除幾個檔案，當第二個記數器到達一定數

量時，則會更新目前狀態[21]。雖然該方法能

夠解決布隆過濾器刪除的問題，但透過兩個計

數器記錄，卻會浪費許多空間。 

雖然目前已有許多學者提出布隆過濾器

與索引值結合的方法[7,19]，但還是有其限制，

如必須在完美雜湊函數下進行，且目前所提出

的方法之時間複雜度仍是 O(log(n))。在一般大

數據的環境中，勢必會經常進行檔案的維護，

由於過去學者所提出的方法也不盡理想。因此

在本研究中提出了鏈結式布隆過濾器(Linked 

based Bloom Filter；LBF)，透過鏈結結構與雜

湊函數的整合，以較佳的時間複雜度進行索引

查詢並以較少的空間進行設計，來達到動態維

護不活躍使用者資料的作業。 

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在本節中將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的改良式

RFM 及改良後的鏈結式布隆過濾器(Linked 

based Bloom Filter；LBF)。 

3.1 改良式的改良式的改良式的改良式的 RFM (Modified-RFM；；；；
MRFM) 

Arthur Hughes學者認為 RFM資料分析技

術在衡量一個顧客的重要性程度是一致的

[3,4]，因此採用相對的分級，將 R、F、M 各

分為五等分，以 1~5來做為區分，數字越大則

代表價值越高，即每一等分將是整個資料庫的

20%。因此，每位顧客在紀錄中將會有三個數

字，組成方式為 555、554、553 到 111，共有

125 種，而 555 即代表最近曾經購買產品、且

購買次數頻繁、以及消費的金額很多的顧客。 

此外，平均購買時間間隔是學者沿用以

久，用來計算購買期間最簡單的方法。Goodman

學者透過計算每次顧客購買的間隔時間[12]，

利用ML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計

算出該顧客的平均購買時間間隔，MLE計算公

式如(1)所示，t1係指第一次購買時間，t2為第二

次購買時間，以此類推。 

MLE=(t1+t2+t3+…+tn)/n, 即 nt
n

i i /
1∑

=

…(1) 

最後將依據最大概似估計值，對顧客購買

的間隔時間來做加權，計算出加權平均購買

期，簡稱WMLE(Weight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WMLE計算公式如(2)所示。 

 

WMLE=(t1+2t2+3t3+…+ntn)/(1+2+3+…+n), 

即 ∑∑
==

n

i

n

i i iit
11

/ ……………………………(2)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55



根據以上敘述，透過MLE與WMLE之差

異，可用來作為判斷該顧客的價值及分類，如

表 1所示[12]。 

除了根據上述的分析來做為判定顧客價

值 之 外 ， Goodman 學 者 也 提 出 透 過

(MLE-WMLE)/MLE 以獲得顧客變動比率，再

配合運用平均購買次數或平均購買金額與判

定值之差異，來做為顧客價值之判定，如表 2

所示[12]。  

 

 
表 1、顧客價值趨勢分析表[12] 

MLE與與與與WMLE之差異之差異之差異之差異 顧客價值趨勢分析顧客價值趨勢分析顧客價值趨勢分析顧客價值趨勢分析 

MLE-WMLE>0 
表示顧客的購買間隔時間短，為企業主要的獲利顧客，即具有

較高的顧客價值。 

MLE-WMLE=0 
表示顧客的購買間隔時間穩定，為企業一般獲利客顧客，即顧

客價值趨向穩定。 

MLE-WMLE<0 
表示顧客的購買間隔時間長，為企業公司較少的獲利顧客，即

具有較低的顧客價值。 

 

表 2、顧客價值趨勢及平均判定值分析表[12] 

 (MLE-WMLE)/MLE>0 (MLE-WMLE)/MLE<0 

平均購買次數平均購買次數平均購買次數平均購買次數-判定值判定值判定值判定值>0 忠誠顧客 消極的顧客 

平均購買次數平均購買次數平均購買次數平均購買次數-判定值判定值判定值判定值<0 機會顧客 (即將)流失的顧客 

平均購買金額平均購買金額平均購買金額平均購買金額-判定值判定值判定值判定值>0 忠誠顧客 消極的顧客 

平均購買金額平均購買金額平均購買金額平均購買金額-判定值判定值判定值判定值<0 機會顧客 (即將)流失的顧客 

 

 

而 在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改 良 式 的

RFM(Modified-RFM；MRFM)，針對使用者的

資料以活躍度 RFM 分析因子進行活躍度的分

析。本研究為因應大數據的特性，因此改良過

去熱門度 RFM 分析因子，使之成為適用於大

數據環境下的使用者資料活躍度分析因子，其

中 R 為 Recently 是資料最近一次被存取的時

間；F 為 Frequency 是資料被存取的頻率；M

為Monetary是資料大小。 

透過活躍 MRFM 分析因子對使用者的資

料進行分析時，當使用者的資料透過MRFM分

析後，將可以分析出每一個資料的活躍度。而

針對每一個資料的 R、F、與 M都會有一個介

於 0至 1的活躍度，且此活躍度將會影響資料

的更新速度。在 MRFM 的分析中，也採用相

對的分級，將 R、F、M各分為五等分，以 1~5

來做為區分，其中數字越小則代表使用者資料

越不活躍。對應 Goodman學者所提的顧客價值

趨勢及平均判定值分析[12]，即為「流失的顧

客」，亦是本研究探討的「藍海」資料。 

 

本研究將以 MRFM 資料分析技術進行巨

集資料的活躍度區隔，藉以找出不活躍的資

料。接著，再以改良後的布隆過濾器進行不活

躍資料的儲存，以提供後續不活躍使用者資料

的維護。 

3.2 鏈結式鏈結式鏈結式鏈結式布隆過濾器布隆過濾器布隆過濾器布隆過濾器 (Linked based 

Bloom Filter；；；；LBF) 

布隆過濾器 (Bloom Filter)是由 Burton 

Bloom 學者[9]在 1970 年時所提出的，它最大

的特色就是能夠快速的辨識某個資料是否存

在於資料集中。一般布隆過濾器會有一個 m大

小的陣列、及 k 個雜錯函數(Hash Function)，

其陣列的初始皆為 0，當有檔案進行存入時，

會透過 k個雜錯函數進行運算，雜錯運算結果

為指向陣列之索引位置，被指到的陣列位置其

值將轉換成 1，若重複映射至同一位置，則數

值保持為 1即可。進行資料判斷是否在該資料

集中，亦是透過 k 個雜錯函數進行計算，若 k

個雜錯映射到的位置皆為 1，即表示該資料存

在於資料集中，若是有一個位置為 0，即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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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資料不存在於資料集中，其概念圖如圖 4所

示，其中在進行查詢時檔案 C映射位置有一值

為 0，透過快速過濾後可判定檔案 C不存在於

資料集中。 

 
 

圖 4、布隆過濾器概念圖 

 
布隆過濾器在極大的效率中有著“存在

誤判”的可能性(Positive False)，即為過濾器雖

然判定該資料存在於資料集中，但事實上卻不

存在。但布隆過濾器可以保證不會發生“不存

在誤判”的情形(Negative False)，即當布隆過

濾器判定該資料不存在於資料集中，就表示該

資料絕對不存在於資料集中。“存在誤判”的

機率如公式(3)所示[9,11]，其中 m 為陣列大

小、k為雜錯函數數量、n為存在資料集中的總

檔案數量。 

kkn
mf ))/11(1('

−−=  ………………(3) 

“存在誤判”的機率大小受到以上三個

因子影響，表 3為分析各因子與錯誤率之關係

表。 

表表表表 3、、、、各因子影響錯誤率各因子影響錯誤率各因子影響錯誤率各因子影響錯誤率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變數變數變數變數 減少減少減少減少 增加增加增加增加 

陣列大小 m 
增加 

錯誤率 

減少 

錯誤率 

雜錯函數 

數量 
k 

增加 

錯誤率 

減少 

錯誤率 

元素數 n 
降低錯 

誤率 

增加 

錯誤率 

 

當 m與 k較大時，其錯誤率會較小。但在

實際應用上，建置布隆過濾器時會採用固定的

陣列大小(m)。當採用固定大小的陣列後，k值

會有一門檻值，當 k超過門檻值時，其錯誤率

反而會上升。因此，在設定 k個雜錯函數時，

若等於門檻值，將可得到最小的錯誤率，k 值

門檻值的公式如(4)所示[9]。 

69314.0*/2ln)/( nmnmk ≈=  ……(4) 

布隆過濾能夠透過極小的錯誤率換取極

大的效率，因此在能夠接受些許“存在誤判”

的應用下，布隆過濾器能夠完全發揮其優勢。 

然而，傳統布隆過濾器仍有許多缺點，如： 

(a) 當資料刪除時，陣列相關位置上的 1無

法變回 0，因為這個位置可能同時有好

幾筆資料指向這個位置； 

(b) 當檔案系統容量增加時，此時 n的數量

也會增加，此時若 m的大小沒有增加，

其錯誤率會上升，但若改變 m的大小，

勢必要將全部的檔案重新進行雜錯映

射，其成本非常龐大； 

(c) 傳統布隆過濾器只能做到過濾的效

果，也就是說它只能夠初步過濾出此檔

案是否存在於本系統中，若判斷為是，

將無法繼續判定該檔案儲存的位置，缺

少了索引性的特性，在實用上還是有些

不足。 

本研究所提出鏈結式布隆過濾器

(Linked based Bloom Filter；LBF)，能夠直

接結合索引值進行快速查詢。其方式是採用鏈

結串列進行存放資料，當進行新增資料時，將

資料之唯一識別碼透過 k個雜湊函數運算並映

射至布隆過濾器上，接著使用 k個運算完的雜

湊值進行運算，決定鏈結串列之起始位置。k

個雜湊值轉換成鏈結串列之起始位置如公式(5)

所示，其中 val(hi)為第 i 個雜湊值、m 為布隆

過濾器之長度、%符號表示餘數函式(mod)。 

Link(position) = ( (hi)) % m… (5) 

透過上述公式計算後，將得到布隆過濾器

上的某個位置，接著該位置將產生鏈結串列指

標，資料之索引值將會儲存在該鏈結串列上。

舉例來說，假設有 4個雜湊函數 val(h1)=6069、

val(h2)=36、val(h3)=5、val(h4)=642、m=6463，

透過(4)計算得出鏈結串列起始位置為 289 

[(6069+36+5+645) %6463]，因此會在布隆過濾

器之陣列索引值 289產生鏈結串列，存放該資

料之索引值。 

若不同資料經 LBF 計算完畢後之位置相

同(如資料 X 計算完畢後亦為 289)，則會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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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個鏈結串列產生新的鏈結，根據需求動態

產生鏈結空間進行存取，可有效將空間使用率

提升，LBF的整體概念圖如圖 5所示。 

 

 

圖 5、鏈結式布隆過濾器的概念 

 

資料比對動作和存入之動作相同，當有比

對需求進入後，首先將資料之唯一識別碼透過

布隆過濾器判斷檔案是否存在，若布隆過濾器

判斷不存在，則可直接上傳資料進行儲存；若

布隆過濾器判斷存在，則透過公式(5)進行計

算，並至相關位置尋找鏈結串列，透過本研究

之方法能夠快速進行比對動作。若是搜尋完所

有鏈結串列仍未發現相同資料，表示發生“存在

誤判”情形，而 LBF 透過快速的判斷，亦能將

“存在誤判”所付出的額外成本降低。 

4. 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研究步驟 

在本節中，將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的在大數

據相關應用中以「兩階段資料處理法 (Two 

Phase Data Processing method；TPDP)」，針對

在大數據中資料不可用問題中不活躍使用者

資料的儲存和管理進行處理。TPDP 的第一階

段是以本研究所提出的 MRFM 找出不活躍使

用者的資料；接著，在第二階段再以改良後的

布隆過濾器(LBF)進行不活躍資料的儲存，以

提供後續不活躍使用者資料的維護。 

4.1 以以以以MRFM找出找出找出找出不活躍使用者的資料不活躍使用者的資料不活躍使用者的資料不活躍使用者的資料 

在本研究中，以王順生等學者及陳聖中學

者在研究中所使用的雲端資料進行說明[1,5]。

在實作部分，本研究所進行的 MRFM 資料分

析技術是使用 SPSS 統計軟體進行資料分析。

另外，在MRFM資料活躍度分析中的MLE和

WMLE分析，則是運用Microsoft Excel來進行

相關的資料分析與計算。 

在研究中，TPDP的第一階段是以MRFM

找出不活躍使用者的資料。本研究透過MRFM

資料分析技術進行使用者資料的活躍度分析，

分別將資料最近一次被存取的時間(Recently)、

資料被存取的頻率 (Frequency)與資料存取所

需的時間長度(aMounts)等三項進行五等分後，

即各等分均為 20%，分別給定所屬於的 R、F、

及M值，計算出個別的 RFM總分。如圖 6所示，

可以看出每個資料的 RFM得分分佈狀態，用以

找出其資料的活躍度分析，其分數越高代表資料

的活躍度越高。 

 

圖 6、每個資料的MRFM得分分佈狀態 

 

其次，本研究運用Goodman學者所提出

MLE(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及
WMLE(Weight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進行資料活躍度趨勢分析，分析結

果如圖7所示。其中資料活躍度趨勢大於0為

89.45%，即具有較高活躍度的資料；資料活躍

度趨勢等於0為0.08%，表示資料活躍度趨勢趨

向穩定；資料活躍度小於0為10.44%，為較低

活躍度的資料。在本研究中，資料活躍度小於0

的10.44%資料將被篩選出來，並代入，TPDP

的第二階段以LBF進行不活躍資料的儲存與

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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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資料活躍度趨勢分析分佈圖 

4.2 以以以以 LBF進行進行進行進行不活躍資料的儲存不活躍資料的儲存不活躍資料的儲存不活躍資料的儲存 

在研究中，TPDP的第二階段是以 LBF進

行不活躍資料的儲存。由於傳統布隆過濾器最

主要的功能就是快速的判斷出資料是否已儲

存在資料集中[7,9]，然而若是將其使用在分散

式檔案系統中的查詢，仍有其不足的地方，例

如(1)若布隆過濾器判斷該資料是存在的，卻無

法繼續判定該資料儲存在那裡，缺少了索引性

的特性、(2)在資料系統中，使用者會經常進行

增加與刪除資料的動作，然而布隆過濾器卻無

法任意進行刪除，使其使用上的彈性不足。因

此，在 TPDP第二階段進行資料比對作業時，

採用 LBF進行不活躍資料的比對與儲存。LBF

初始化之流程如圖 8所示。 

 

設定雜湊函數
個數(k)

計算陣列大小(m)

計算儲存群組
可存放之檔案數

(nmax)

nmax=

計算發生
“存在誤判”機率

儲存群組

容量(c GB)

檔案區塊

大小(bMB)

接受發生
之機率

否

參數確定

是

 
 

圖 8、IBF初始化 

 

步驟與實例說明如下： 

1. 設定雜湊函數個數(k)，假設共有 7個雜

湊函數。 

2. 計算該資料集內共可以存放多少個資

料數量(nmax)，假設該儲存群組織容量

為 40 GB，資料檔案區塊大小為 64 

MB，因此該資料集可存放 640 個資料

檔案(40 GB /64 MB)。 

3. 計算布隆過濾器之陣列大小(m)，在本

例中假設 m=6463。 

4. 計算 “存在誤判”之機率，在本例中“存

在誤判”之機率為 0.0078，亦即平均查

詢 1000次會發生 8次存在誤判之情形。 

5. 大數據應用服務供應商選擇是否接受

該“存在誤判”機率，若接受則完成布隆

過濾器參數設定；若不接受則重新回到

第一步，設計較大的 k值，即可得到更

小的“存在誤判”機率。 

在本研究中，資料檔案儲存系統裡的實體

資料檔案不會重複，因此 nmax可視為該資料集

之實體檔案最大數量，而為了能夠動態在布隆

過濾器上進行刪除動作，因此本研究採用的陣

列為整數陣列。傳統布隆過濾器不管有幾個資

料集檔案指到同一位置，該位置皆設定為 1，

在進行刪除時很難判別是否還有資料集檔案

映射至該位置，因此在 LBF中採用整數陣列，

以表示還有幾個資料集檔案指向該位置，在進

行查詢時，k個映射指向之位置若不為 0，即判

斷該檔案存在，如圖 9所示，資料檔案 A判定

為存在。 

 

 
圖 9、以 LBF進行資料檔案 A是否存在的判定 

圖 9之布隆過濾器陣列中，陣列索引編號

3 的內容值為整數 3，表示有 3 個資料檔案指

向該位置，若使用者後續使用時將資料檔案 A

刪除，則其所映射位置之值將會減 1，如圖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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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刪除資料檔案 A之結果 

本研究所提出 LBF，直接採用鏈結串列進

行存放資料檔案，當進行新增資料檔案時，將

資料檔案之唯一識別碼透過 k個雜湊函數運算

並映射至布隆過濾器上，接著使用 k個運算完

的雜湊值進行運算，決定鏈結串列之起始位

置。 

整體而言，TPDP 的第二階段會將不活躍

資料的唯一識別碼與欲存放該資料之資料

集，進行資料檔案是否重複的比對。不活躍資

料的唯一識別碼將被輸入至 LBF進行處理，判

斷該唯一識別碼是否存在。若是第一次使用，

則需要進行初始化動作。以資料集編號 000為

例，假設共有 7個雜湊函數(k)，該群組可容忍

之最大元素數(nmax)為 2880 (c GB/ b MB = 180 

GB / 64 MB)，經計算可得出布隆過濾器之陣列

大小(m) = 13974，及算出“存在誤判”機率為

0.151，若大數據應用供應商接受該機率則完成

參數設定。而其他儲存群組透過相同方式，亦

可計算出該儲存群組之布隆過濾器大小與其

最小錯誤率。 

接著，不活躍資料的之唯一識別碼透過 k

個雜湊函數的運算，若運算完的結果皆映射至

“非 0”的位置時，表示儲存位置擁有該唯一識

別碼，並快速找出實體檔案存放之位置，若發

現相同唯一識別碼，則不須上傳完整檔案，只

需傳輸相關資料製作索引檔即可。只要有一個

映射之位置為“0”，則表示沒有該實體資料，則

需上傳完整檔案。而在此時有可能發生“存在誤

判”的情形，但透過查詢後，可快速確定是否發

生存在誤判的情形，將所造成的損失降到最

低。建置完成的鏈結式布隆過濾器與相對應的

儲存位置之關係如圖 11所示。 

 

圖 11、LBF與相對應的儲存位置之關係 

 

5. 結論與未來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 

大數據具有三項主要特性，包括大量、快

速、及多樣性。由於傳統的關聯式資料庫系統

及在此系統上運作的資訊探勘、統計分析等各

種技術，無法直接因應上述幾項特性，是以需

要設計能夠大量儲存並實行平行運算的各種

新方法來處理、利用大數據，以期找出大數據

中蘊含的巨大價值(Value)。 

依據朱揚勇與熊贇的研究，一個大數據應

用需求，經常會遇到“6用問題” [2]。其中，資

料不可用中的不活躍使用者之資料具有藍海

競爭的潛力。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在大數據

相關應用中以「兩階段資料處理法(Two Phase 

Data Processing method；TPDP)」，針對在大數

據中資料不可用問題中不活躍使用者資料的

儲存和管理進行處理。TPDP的第一階段是以本

研究所提出的MRFM找出不活躍使用者的資

料；接著，在第二階段再以改良後的布隆過濾

器(LBF)進行不活躍資料的儲存，以提供後續

不活躍使用者資料的維護。 

由於目前本研究主要是運用非同步的方式來

達到不活躍資料的維護，在處理不活躍資料的

儲存或查詢時，則會使用資料的活躍度以進行

更新，因此可以更加符合在網路中資料檔案的

快速傳播之性質。但由於大數據應用服務商提

供多元化的服務，而不同的應用服務對資料活

躍度的要求不盡相同，因此在未來的研究中將

加入時間戳記(Timestamp)的機制，以時序的方

式對於版本進行控管，並且在讀寫控制部分增

加多人同時修改的功能，使得大數據應用服務

能更加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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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以某以某以某噴砂加工公司為例噴砂加工公司為例噴砂加工公司為例噴砂加工公司為例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面對日益嚴峻的經營變數，傳統產業均面

臨到較過去更難以預測與複雜的環境。由於傳

統產業在面對人力資本嚴重老化與斷層的情

況下，員工經驗傳承的問題也一一的浮現。然

而，因為資訊科技的進步，將可改變許多傳統

產業的發展。因此，在本研究中將針對一個傳

統產業的個案公司，提出一個以企業智慧為基

礎的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Business Intelligent 

based DSS；BIDSS)。透過本研究所提出的

BIDSS，將可以協助個案公司傳承企業的智

慧，藉以提昇個案公司的競爭力。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企業智慧、決策支援系統、資料探勘、

案例式推理。 

 

Abstract 

Due to the operating variables severe 

increasingly,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by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e 

problems of experienced staff have emerged by 

employees aging and a shortage of talent. 

Because of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ill be changed. In this 

study, a Business Intelligent based DSS (BIDSS) 

is proposed. The heritage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case industry will be assist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ase 

industry by the proposed BIDSS. 

Keywords: Business Intelligent,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Data Mining, Case-Base 

Reasoning.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由於世局的變化風起雲湧，因此面對日益

嚴峻的經營變數，傳統產業均面臨到較過去更

難以預測與複雜的環境。因此企業若不選擇改

變來追求生存，則將會面臨被競爭者、消費者

及大環境所淘汰。 

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調查，最近十年

來在全球市場上找到新商機，且能快速成長的

傳統產業，主要集中在污染防制、環保原料供

應、精密機械自動化、與特用化學等領域。而

傳統產業在過去二十幾年裡，受到產業外移的

影響與衝擊，已有一段時間無法進行產業徵

才，以活化企業的經營。在這樣的情況下，傳

統產業界早已面臨人力資本嚴重老化以及產

業人才斷層的問題。除此之外，由於科技業、

服務業吸引了大批的人才，年輕人也特別偏好

這些產業。因此，許多傳統產業的員工平均年

齡都日益高齡化，「找不到人才」是許多傳統

產業的心聲。因此，「招募新生人才、注入年

輕新血輪」，正是現今台灣中小企業普遍要面

對的一個關鍵且急迫的問題[18]。 

傳統產業界在面對人力資本嚴重老化與

斷層的情況下，員工經驗傳承的問題也一一的

浮現[7]。許多企業都面臨到老員工或師父退

休的窘境，以及這些資深員工們的龐大經驗與

知識資產將面臨是否能順利延續下去的問

題。要如何以最精簡和專業的模式來記錄這些

資深員工們龐大的經驗與知識，建構出合適的

知識管理模式以及決策支援系統，以提供新一

代的從業人員進行重要決策制定時的支援，使

其能良好運用與再創新，將是目前改寫傳統產

業的價值標準及遊戲規則所要創建的關鍵目

標。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創造和使用的技巧

已成為一個組織或企業的核心競爭力[16]。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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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知識管理的理論和技術的重要性已被更廣

泛的運用。企業透過知識的管理、截取和累

積，與知識的應用和創新，在實施產品的製造

與加工過程中將會更容易的達到所要的標準

與目標。而企業中的成員無論是管理者或是基

層員工等，在收集知識與經驗的過程中可以充

分利用這些訊息，藉此來提高整個作業流程水

平和創新能力，進而擁有更高的效率。 

本研究針對一個已創業十數年的傳統產

業個案公司，因正面臨老師傅凋零、舊有工具

無法傳承、年輕人不願投入及知識管理等四大

問題，提出一個以企業智慧為基礎的決策支援

系統架構 (Business Intelligent based DSS；

BIDSS)，期望透過 BIDSS 可以協助個案公司

傳承企業的智慧，藉以提昇公司的競爭力。在

研究中，將有效的紀錄一些師傅或資深員工們

龐大的經驗與知識資產，建立一個良好的知識

管理模式，並建構出更有效的決策支援系統架

構 BIDSS。 

本研究的內容共分為 5 節。第 1 節為前

言，說明研究背景動機與目的。第 2 節為文獻

探討，分別說明傳統產業的定義及本研究所使

用的技術。第 3 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分

別說明研究所探討的個案公司及本研究所提

出的 BIDSS 架構。第 4 節說明 BIDSS 的執行

流程。最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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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產業的定義及

本研究所使用的技術，所使用的技術包括：決

策支援系統、資料探勘、及案例式推理。 

 

2.1 傳統產業的定義傳統產業的定義傳統產業的定義傳統產業的定義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的行業分類，將製造業

區分為「傳統產業」、「基礎產業」和「技術密

集產業」。其中，「傳統產業」包括食品業、菸

草業、紡織業、成衣及服飾業、皮革毛皮及其

製品業、木竹製品業、家具及裝設品業、紙漿

紙及紙製品業、印刷及有關事業、非金屬礦物

製品業和雜項工業；「基礎產業」包括化學材

料業、化學製品業、石油及煤製品業、橡膠製

品業、塑膠製品業、金屬基本業、金屬製品業

等；「技術密集產業」包括機械業、電力及電

子器材業、運輸工具業、精密器械業[17]。 

此一分類雖然使「傳統產業」範圍明確

化，但卻忽略了「基礎產業」與「技術密集產

業」中亦有處於成長遲滯或衰退的產業。經濟

部為了普查的目的把傳統製造業設定為化學

材料、化學製品、石油及媒製品、橡膠製品、

塑膠製品、食品、菸草、紡織、成衣及服飾、

皮革毛衣、木竹製品、家具及其裝飾品、紙漿

及紙製品、印刷、金屬基本工業、金屬製品、

非金屬礦物及其他等十八項中行業；非傳統製

造產業包括：機械設備、電腦通信及視聽電

子、電子零組件、電力機械器材及設備、運輸

工具、精密光學醫療鐘錶等六項中行業[19]。 

行政院於 89 年為加速傳統產業升級轉型

提出「提升傳統產業競爭力方案」，將傳統產

業定義為「新興重要策略性產業以外的其他產

業」，包括：數位 3C 精密電子元件、精密機

械設備、航太、生醫及特化、綠色技術及高級

材料工業等七大行業外，均屬於傳統產業的範

圍[20]。 

然而，以行業別區分「傳統產業」或「非

傳統產業」並不適當，因為被歸類於「傳統產

業」的行業中也有成長快速的新興產品，特別

是若高科技運用在傳統產業上，傳統產業也就

有高科技的產品。相對地，即使是被歸類於「新

興產業」或「高科技業」的行業者，也將因為

技術創新或替代品的出現而步入衰退。不過

「新興產業」名辭的使用也點出了傳統產業必

需具備「存在一定時間」的時間特質[21]。 

在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則採取依循市場面

或技術面思維以定義傳統產業。以市場面定義

傳統產業，則是根據該一產業「曾經是」該經

濟體之「主力產業」，且其經濟市場貢獻率比

重至少在 15~20％以上者，但「在當前階段的

市場地位」則已衰減至 5％以下，甚至根本不

到 1％之水準者，都應當可予以劃歸為「傳統

產業」。以經濟市場貢獻率比重為評準的方

法，事實上比較接近於今天國際間所共同論談

的「衰退產業」之觀念，或許是屬於「比較上

能與國際接軌」的一個評斷方式。就實務情境

上，也比較能夠有效詮釋過去五十五年來台灣

產業經濟發展經驗。同時，也較能夠訂定「傳

統產業」的適用範圍[21]。蔡宏明，認為傳統

產業應屬於產品生命週期中之成熟期與衰退

期，亦即該產 業的市場份額將不再增加甚至

已開始衰退[4]。王建全則指出，傳統產業須

具備兩項特質，一是產業的產量、產值及利潤

呈現長期遞減；二是衰退的原因與景 氣循環

無關[1]。另一個市場面的思維是以各該產業

「學習曲線」的斜率作為判準，凡產業學習曲

線之斜率低於 10 度以內之產業，可以推定是

經濟體的傳統產業，至於產業學習曲線之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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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 50 度以上者，多屬高科技產業[21]。 

技術面的思考方向是先定義高科技產

業，將非高科技即籠統歸類為傳統產業。定義

高科技産業的常用指標是：研究費用占總產值

(或銷售額)的比重及科技人員占總雇員的比

重。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OECD)出於國際比

較的需要，於 1994 年選用研究費用占總產值

的比重將航空製造、電子通訊設備、醫藥品製

造、基礎設備製造四大產業判定為高科技產

業。大陸學者張春山先生認爲，大陸對高科技

産業定義的主要指標是：具有大專以上學歷的

科技人員占職工總數的比重、用於高技術及其

産品的研究開發費用占總收入的比重、技術性

收入與産品産值的總和占總收入的比重[21]。 

 

2.2 本研究所使用的本研究所使用的本研究所使用的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相關相關相關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本研究所使用的技術包括：決策支援系

統、資料探勘、及案例式推理，以下分別說明。 

 

2.2.1 決策支援系統決策支援系統決策支援系統決策支援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 

決 策 支 援 系 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DSS)，為一種協助人類做決策的資

訊系統，協助人類規劃與解決各種行動方案，

通常以交談式的方法來解決半結構性

(Semi-structured)或非結構性 (Non-structured)

的問題[11]，幫助人類做出的決策，其強調的

是支援而非替代人類進行決策[14]。亦即，決

策支援系統是一套互動式的、彈性的、調適的

以電腦為基礎的資訊系統(Computer Based 

Information System：CBIS)，其為了支援非結

構化管理問題的解答而被發展以改善決策的

制定，它使用資料、提供簡單的使用者界面以

及能夠整合決策制定者的洞察力[2]。 

在現在全球貿易、經濟、訊息與知識都發

展蓬勃的環境趨勢下，在第一時間的決策是相

當重要的，而此決策則是以減少成本和最大利

潤為目的。為了達成此目的，企業將面臨到許

多的問題，這些問題大部分都是半結構化與非

結構化居多。此時就須擁有能夠滿足各階層人

員的資訊系統來整合這些經驗、知識或訊息，

以滿足在做決策制定所需的各類資訊[8]。 

一般而言，決策支援系統是一個以電腦為

基礎的系統，這個系統是由用戶介面管理系

統、資料庫管理系統、模式庫管理系統、及知

識庫管理系統等四個單元互相作用而成。決策

支援系統的四個單元間的架構如圖 1 所示

[15]。 

 

 
圖 1、決策支援系統的四個單元間的架構[15] 

 

使用者介面管理系統 (User Interface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UIMS)主要是負責

使用者介面的管理工作，有了使用者介面管理

系統更可在決策支援系統的設計階段中，對於

不同的資訊表達提出各種特殊需求。此外，使

用者介面管理系統係以對話方式或流程方

式，來協助使用者管理有關與決策支援系統間

互動的輸入和輸出。一個設計良好的使用者介

面管理系統可以處理各種不同形式的人機對

話，並可以依使用者的選擇，轉換不同的對話

形式。同時也可以讓使用者選擇不同的輸入管

道，或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及設備顯示資料。 

決策支援系統對資料庫管理系統的需

求，包括：基本的資料管理功能、基本的邏輯

推演與算術運算功能、彙整與萃取資料功能、

資料摘要化功能、及排序功能。透過資料庫管

理系統的使用，可以使決策支援系統獲得減少

資料重複的情形發生、滿足即時的資訊需求、

能夠從等量的資料中獲得更多的資訊、程式與

資料獨立，使系統維護與資料維護工作比較簡

單、提高資料管理的效率、可以比較容易發現

資料的相關性、強化資料安全性、強化決策支

援系統的資料搜尋與維護工作、簡化決策支援

系統與其他系統間的資料交換與資料分享工

作、及簡化決策支援系統的設計工作難度等益

處。 

模式庫管理系統應有的功能，包括：選擇

(Selection)功能、、、、建造(Construction)功能或成

形(Formulation)功能、、、、合成(Synthesis)功能或重

組(Restructure)功能、、、、控制(Control)功能、、、、更新

(Update)功能、及查詢(Query)功能等。 

知識庫管理系統中的知識儲存區是由一

些個別的知識庫所組合而成。Beckman (1997)

認為，所謂「知識庫」是指組織內以電腦化儲

存之某一領域的相關文件、經驗、及專業技能

等，且這些知識都已經過整合、過濾、索引、

分類等加工及提煉的過程。因此知識庫內不是

雜亂無章的文件集合，而是具有結構性與關聯

性之有用知識。知識庫包括三種類型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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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知識(External Knowledge)、結構化內部知

識(Structured Internal Knowledge)、及非正式的

內部知識(Informal Internal Knowledge)。 

決策支援系統技術可以提供一個有效的

工具，用以解決高複雜度的半結構化與非結構

化問題，含括了決策過程並提供決策建議。決

策支援系統可反應不同決策者的需求與認知

型態，並分析決策者過去的決策模式調整其決

策偏好。藉由決策支援系統，決策者可以顯著

的降低決策過程所須之時間與成本，並可以存

取大量的資料與決策相關的資訊，甚至可以利

用更精準的技術與方式運用在決策分析過

程。決策支援系統另一個特色是可以反應不同

層級主管的需求，並依序有所排列。 

整體而言，決策支援系統是由用戶介面管

理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模式庫管理系統、

及知識庫管理系統所組成。而最主要的三個資

料 管 理 技 術 ， 分 別 為 資 料 倉 儲 (Data 

Warehousing)、資料探勘(Data Mining)、及線

上分析處理(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為

主。決策支援系統常以模擬的方式來處理問

題，透過模擬的方式結合半結構或非結構的情

境，以獲得可能的結果，藉此幫助決策人員制

訂出好的決策。 

 

2.2.2 資料探勘資料探勘資料探勘資料探勘(Data Mining；；；；DM) 

資料探勘(Data Mining)技術可對資料做

最佳的應用，其透過自動化處理，從大量的資

料中挖掘出有用的資訊與樣式，因此可對決策

階層有所幫助[9]。而資料探勘是指找尋隱藏

在資料(庫)中如趨勢(Trend)、特徵(Pattern)及

相關性(Relationship)等資訊或知識的過程，因

而資料探勘亦被稱之為知識發掘過程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簡稱

KDD)。構成 KDD 的步驟過程如圖 2 所示[10]。 

 
 

 
圖 2、構成 KDD 的步驟過程[10] 

 

 

資料探勘技術是由許多方法匯整而成，包

括：資料庫系統、統計學、機器學習、視覺化、

演算法、資料檢索與相似比對等，如圖 3 所示。 

一般而言，根據資料分析方式或是探勘的

結果不同，所使用的資料探勘技術也會有所不

同。資料探勘技術可分為關聯規則分析

(Association Rule Analysis) 、 分 類 分 析

(Classification Analysis)、分群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 、序列分析 (Sequence Analysis) 等

[6,7]。然而，在不同的資料探勘技術中，則會

因領域、應用或目的而選擇不同的資料探勘技

術，使得探勘後的結果將影響企業之決策或相

關的應用，因此企業在進行資料探勘時，必需

根據企業需求進行相關的資料探勘技術。 

 

 
圖 3、構成 Data Mining 的相關方法 

 

資料探勘與知識工程不僅已成為一個結

合資料庫管理與人工智慧技術的重要領域，也

廣泛且成功地被用在市場調查、行銷分析研

究、經營決策分析、製造工程控制、與生物科

技研究等領域。除此之外，資料探勘更被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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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業界人士視為是一項推動知識管理、提昇

企業競爭力的重要工具[13]。亦即資料探勘的

技術已被廣泛的應用，藉由資料探勘技術可以

在大量的交易資料庫中找出有用的資訊，以提

供相關資訊輔助企業進行決策或是行銷策略。 

 

2.2.3 案例式推理案例式推理案例式推理案例式推理(Case-Base Reasoning；；；；CBR) 

案例式推理(Case-Base Reasoning, CBR)的

基礎概念是以 Schank 所提出的一項動態記憶

的後續延伸 [12] 。 CBR 不同於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求解方法，使用

CBR 必須具備相關問題領域的專業知識。當一

項新案例需要被解決時，需要運用過去解決類

似案例中所獲得的相關的經驗來適應現今所

遭遇到的新問題。亦即，CBR 利用以前所累積

的經驗知識並推導出相關知識，最後更加以運

用於新的案例上。 

CBR 藉由案例的 4R 循環，包括：擷取

(Retrieve)、重複使用(Reuse)、修改(Revise)、

及保留(Retain)等四個步驟，使 CBR 系統更加

準確。CBR 的四個循環過程為以下四點，如圖

4 所示。 

1. 案例的擷取：從知識庫或案例庫中搜

索比對與使用者所需要的相關性案

例，將之擷取出來以供新案例建議或

修改之用。 

2. 案例的重複使用：過去所記錄的案

例，經過保留並儲存至知識庫或案例

庫中可供新的案例來重複使用。隨著

知識庫或案例庫中案例不斷的增加，

所記錄的案例越多，得到的結果也將

更為精準。 

3. 案例的修改：藉由擷取比對的過程尋

找出與新案例相關之案例，並修改其

方法規則，使其可符合現在要解決的

案例問題。 

4. 案例的保留：所運用的案例資料可不

斷的紀錄於知識庫或案例庫中，以供

未來新案例的應用。 

 
圖 4、案例式推理(CBR)循環圖[5] 

 

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在本節中將分別說明所探討的某傳統的噴

砂加工公司及為傳承該企業的智慧所建置的

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3.1 個案背景說明個案背景說明個案背景說明個案背景說明 

個案公司創立於民國 93 年 4 月，公司所

在地為苗栗縣苑裡鎮。個案公司為一個傳統的

加工製造業，公司主要從事鋁製品製造、專業

噴砂加工以及振動研磨等加工製造與買賣業

務。 

在公司開創的 3 至 5 年初期，公司是以噴

砂加工業務為主。然而，因為市場上噴砂加工

業非常的競爭，所以公司必須加入其他新產品

的製造才可擁有高競爭力，並且擴展客戶群。

因此，自民國 97 年開始，公司經營的範疇慢

慢開始加入鋁製品的製造。除此之外，為使公

司能朝向多元化的發展，公司開始透過貿易商

承接國外的生產訂單。直至民國 100 年，公司

為了配合客戶的需求，再加入了振動研磨之產

品加工服務，並延續至今。 

鋁製品的製造主要是配合客戶所開發之

各種鋁擠型產品之模具，包含鋁、鋁管、鋁製

品、鋁條、鋁零件、及鋁合金等，並配合長期

合作的上下游的廠商來做相關的生產製造。在

專業噴砂加工方面，有自行車零件加工、醫療

器材及各項小型零件等等，震動研磨加工方

面，則是以配合客戶所需要為主，以小零件以

及醫療器材方面為主要項目。 

個案公司以品質政策為企業經營的準

則，除了堅持品質第一外，更要求商品的交期

準確，並期盼價格可以符合顧客的需求，除此

之外更不斷改善產品的品質管理，來保障客戶

的需求。個案公司的經營理念，則為製造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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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雙贏的策略、提供最好的服務與較高的水

平，來達到客戶最高滿意度。 

個案公司創業至今已十數年，但正面臨老

師傅凋零、舊有工具無法傳承、年輕人不願投

入及知識管理等四大問題。因此，本研究將透

過決策支援系統協助傳統產業傳承企業的智

慧，藉以提昇個案公司的競爭力。 

 

3.2 以企業智慧為基礎的以企業智慧為基礎的以企業智慧為基礎的以企業智慧為基礎的決策支援系統決策支援系統決策支援系統決策支援系統架架架架

構構構構(BIDSS) 

本研究結合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的相關知

識與技術，針對個案公司所面對的四大問題，

提出以企業智慧為基礎的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Business Intelligent based DSS；BIDSS)。BIDSS

針 對 使 用 者 所 提 出 的 服 務 需 求 (Service 

Request)，融合企業所生產的產品之特性及企

業過往的經驗並加以分析，找尋出針對服務需

求的最佳相似匹配規則，透過這些規則提供使

用者最好的決策支援。 

本研究所提出的 BIDSS 分為三大模組，包

括： 資 料 執行 模 組 (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Module；EISM)、資料擷取模組(Data 

Retrieve Module；DRM)、及資料保留分析模組

(Data Retain and Analysis Module；DRAM)，如

圖 5 所示。其中，資料執行模組 EISM 接受使

用者的服務需求，並回應其他模組的執行結

果。資料擷取模組 DRM，負責各類資料的擷

取，主要則為案例資料。資料保留分析模組

DRAM，主要負責案例資料的分析、修正與後

續的保留。以下針對各個模組分別說明其角色

與功能。 

 

 

 

 
圖 5、以企業智慧為基礎的決策支援系統架構 

 

 
3.1 資 料 執 行 模 組資 料 執 行 模 組資 料 執 行 模 組資 料 執 行 模 組 (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Module；；；；EISM)   

EISM 模組主要負責提供不同使用者的客

製化介面，及針對使用者所提出的服務需求提

供適當的決策建議，以供使用者選擇。EISM

模組提供兩個介面，一個為使用者互動介面

(User Interactive Interface；UII)，一個為案例互

動介面(Case Interactive Interface；CII)。EISM

的架構如圖 6 所示。 

UII 介面針對不同階層的使用者提供不同

的介面，使用者可透過此模組提出所要進行決

策的問題。 UII 介面主要分為公司介面

(Enterprise Interface)、管理者介面 (Manager 

Interface)與員工介面(Member Interface)，依照

不同階層的人員分別擁有不同的權限，以及可

進行的不同層級決策。 

CII介面則依據不同階層的使用者所提出

之服務需求，以資料擷取模組DRM擷取符合使

用者需求的各類資料，由資料保留分析模組

DRAM進行案例資料的分析，並於螢幕上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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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所有方案與案例規則(Case 

Rule Display)，以供使用者進行選擇。 

當使用者選擇特定的方案與案例規則

(Case Rule Select)後，CII 介面將會提供該方案

與案例規則對使用者所提之需求的影響分

析，供使用者進行評估，以做為後續決策之

用。另外，CII 介面除了可以顯現系統所建議

的案例規則流程外，並提供使用者依當前的現

況修改相關案例規則的功能。EISM 的架構及

工作流程如圖 6 與圖 7 所示。 

 

 

 
圖 6、EISM 架構圖 

 

 
圖 7、EISM 工作流程圖 

 

 

3.2 資料擷取模組資料擷取模組資料擷取模組資料擷取模組 (Data Retrieve Module；；；；
DRM) 

當使用者提出服務需求後，資料擷取DRM

模組將依據使用者的需求找尋符合使用者需

求的案例規則。為了提高資料擷取的效能，本

研究將相關的案例規則先進行分類，並以指標

(Index)結構減少搜尋案例規則的時間。 

DRM 模組首先使用案例規則指標，找到

對應的案例規則類別(Case Index)。接著，以指

標擷取對應的案例規則(Case Retrieval)。當獲

得對應的案例規則後，則將該案例規則應用在

使用者的決策支援需求(Case Reuse)。最後，由

使用者評估該對應的案例規則所做的決策建

議是否可被採用(Case Evaluation)。 

因此，DRM 的工作流程概念為案例規則

指標、檢視、重複使用與評估的一系列動作。

當一個舊案例或新案例需求進入 BIDSS 時，首

先該案例將先經過基於案例式推理 (Case 

Based Reasoning；CBR)機制的判斷，再經由資

料探勘(Data Mining；DM)配合案例規則將符合

需求的相關資料挖掘出來。最後，提供對應的

建議案例規則，以供使用者進行決策制定之

用。DRM 的架構與工作流程，如圖 8 與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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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DRM 架構圖 

 

 
圖 9、DRM 工作流程圖 

 

 

3.3 資料保留分析模組資料保留分析模組資料保留分析模組資料保留分析模組(Data Retain Analysis 

Module；；；；DRAM) 

資料保留分析 DRAM 模組包括三個主要

的功能，分別為提供案例規則的再使用、案例

規則權重的調整、及案例規則的學習與分析。

BIDSS 的 DRAM 模組，主要是提供案例規則

的選用、調整、及分析等功能，是 BIDSS 中非

常重要的模組。 

 

 

 

當使用者經由 EISM 模組的介面選擇特定

的案例規則(Case Reuse)後，DRAM 模組將根

據使用者所選用的案例規則及使用者的類別

來進行案例規則的分析並調整該案例規則的

權重(Case Weight)。接著，DRAM 將判斷此案

例規則是否需要進行修改並保留及再利用。

DRAM 的架構與工作流程，如圖 10 與圖 11 所

示。 

 

 

DRAM

(資料保留分析模組)

Case Revise Case Weight
Case 

Analysis

 
圖 10、DRAM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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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DRAM 工作流程圖 

 

 

4. BIDSS 的的的的執行流程執行流程執行流程執行流程 

本研究所提出的以企業智慧為基礎的決

策支援系統(BIDSS)，架構如圖 4 所示。BIDSS

的架構中包括三大模組，分別為資料執行模組

(EISM)、資料擷取模組(DRM)、及資料保留分

析模組(DRAM)，如圖 5 所示。各個模組環環

相扣，彼此都有相關聯，BIDSS 的執行工作流

程步驟如下： 

步驟(1)： 當使用者透過 EISM 模組中的 UII

介面提出服務需求時，EISM 模組

首先會判斷使用者所提出的為何種

需求，並以使用者登入的層級來提

供不同的介面展示方式提供服務。

接著，EISM 模組針對使用者所提

出的需求找尋是否有符合的服務可

提供使用，並進入下一模組。 

步驟(1.1)： 若 EISM 模組未找到符合使

用者需求的對應服務項目，則

EISM 模組將透過 EISM 模組

中的 CII 介面回應使用者

BIDSS 未提供此服務。 

步驟(1.2)： 若 EISM 模組找到符合使用

者需求的對應服務項目時， 

(a) 當該對應的服務可以直

接提供時，則由 EISM 模

組透過 CII 介面提供使用

者服務。 

(b) 若該對應的需求服務，經

判斷需再進行處理，並需

依據使用者的需求找尋

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案

例，則將需求送入 DRM

模組，進入步驟(2)。 

(c) 若該對應的需求服務，經

判斷為需進行案例規則

修改或調整權種等，則將

需求傳送至 DRAM 模組

進入步驟(3)。 

步驟(2)： DRM 模組透過 DM 與 CBR 等相關

技術，依據使用者的需求找尋符合

使用者需求的案例規則。首先，

DRM 模組使用 DM 從使用者的需

求中找出相關的屬性特性，再利用

這些屬性特性找出各種相關聯的資

料。接著，運用 CBR 的機制進行相

關案例規則推論，並將這些案例規

則運用 DM 將相似性資料挖掘出

來，推論出最佳的建議決策。最後，

DRM 模組將建議的決策選項透過

EISM 模組傳給 DRAM 模組，且在

EISM 模組的 CII 介面中顯示建議

的決策選項，並進入步驟(3)。 

步驟(3)： DRAM 模組從 EISM 模組接收到案

例規則的選項之後，將進行案例規

則的分析與評估，藉以判斷該案例

規則是否符合公司內部的資料標

準。 

(a) 若該案例規則為新增的案例規

則，則在 Rule DB 中新增，並

設定該案例規則的權重。 

(b) 若該案例規則已存在但需修

改，則修改該案例規則，並在完

成修改後再重新調整其權重，接

著儲存至 Rule DB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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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結合知識管理與決策支援的相關

知識與技術，針對個案公司所面對的四大問

題，提出以企業智慧為基礎的決策支援系統架

構 BIDSS。BIDSS 針對使用者所提出的服務需

求，融合企業所生產的產品之特性及企業過往

的經驗並加以分析，找尋出針對服務需求的最

佳相似匹配規則，透過這些規則提供使用者最

好的決策支援。 

BIDSS 分為三大模組，包括：資料執行模

組 EISM、資料擷取模組 DRM、及資料保留分

析模組 DRAM)。其中，資料執行模組 EISM 接

受使用者的服務需求，並回應其他模組的執行

結果。資料擷取模組 DRM，負責各類資料的

擷取，主要則為案例資料。資料保留分析模組

DRAM，主要負責案例資料的分析、修正與後

續的保留。因此，透過 BIDSS 架構中，系統所

著重的將資深員工與老師傅們的經驗與知識

重複的運用，可以提供給無法進行決策制訂或

新進員工們決策上的建議。透過 BIDSS 架構中

所累積的這些過往之寶貴經驗知識，將可創造

出更好的案例規則服務，讓公司可以使用最低

的成本來獲得較高的利潤。 

然而，決策支援系統在與商業範疇連結

時，需要正確的資料來源作為決策背景之領域

知識的基礎。傳統的企業智慧所使用的分析工

具皆需要大量的資料以驗證決策模式的穩定

性，然而在系統建立初期，沒有充分的資料範

例作為建模的依據，決策的品質將會受到影

響。因此，本研究接著將與個案公司的相關人

員進行訪談，以獲得所需的經驗與知識，並據

此建立決策模式，如此可加速決策支援系統的

穩定性。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王健全，再創傳統製造業競爭優勢再創傳統製造業競爭優勢再創傳統製造業競爭優勢再創傳統製造業競爭優勢，中華

經濟研究院，2001。 

[2] 梁定澎，決策支援系統與商業智慧決策支援系統與商業智慧決策支援系統與商業智慧決策支援系統與商業智慧，智勝

文化，pp. 1-11，2002。 

[3] 駱至中、林錦昌，“正論產業人才斷層，”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金會，國正研究國正研究國正研究國正研究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2002。 

[4] 蔡宏明，提振傳統產業競爭力之策略與政提振傳統產業競爭力之策略與政提振傳統產業競爭力之策略與政提振傳統產業競爭力之策略與政
策建議策建議策建議策建議，經濟部工業局，2000。 

[5] Aamodt, A., and Plaza, E., “Case-Based 

Reasoning: Foundational Issues, 

Methodological Variations, and System 

Approaches,” AI Communications, Vol. 7, 

No. 3, pp. 39-59, 1994. 

[6] Berry, M.J.A., and Linoff, G.S, Data 

Mining Techniques for Marketing, Sales 
and Customer Support,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2004. 

[7] Chen, F.M., Li, Y.Z., Sheu, J.J., and Yang, 

W.P., “Using Data Mining for Analyzing 

Experiential Marketing in Blogs,” Journal 

of Internet Technology, Vol. 9, No. 4, pp. 

421-430, 2008. 

[8] Druzdzel, M.J., and Flynn, R.R.,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Allen Kent, Marcel Dekker, Inc, 

1999. 

[9] Fayyad, U., and Stolorz, P., “Data Mining 

and KDD: Promise and Challenges,”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Vol. 

13, pp. 99-115, 1997. 

[10] Fayyad, U.M., Gregory, P.S., Padhraic, S., 

and Ramasamy, U., Advances i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AAAI Press/The MIT Press, Menlo Park, 

CA, 1996. 

[11] Gorry, G.A., and Morton, M.S.S., “A 

Framework for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Vol. 

12, No. 3, pp. 55-70, 1971. 

[12] Hand, D., Mannila, H., and Smyth, P., 

Principles of Data Mini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001. 

[13] Schank, R.C., “A Theory of Reminding and 

Learning in Computers and People,” 

Dynamic Memo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4] Sprague, R.H., and Carlson, E.D., Building 

Effectiv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82. 

[15] Turban, E., and Aronson, J.,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Prentice Hall PTR Upper Saddle River, NJ, 

USA, 1997. 

[16] Wang, W., Wang, J., Zong, Z., and Xie, M., 

“Research o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Vicarious Management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Management 

Engineering (ISME), Xi'an, pp. 62-67, 

2010. 

[17] 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類, 

http://ebook.dgbas.gov.tw/public/Data/3422

11223371.pdf。 

[18] 林 建 山 ， “ 正 論 產 業 人 才 斷 層 ， ” 

http://www.cnfi.org.tw/kmportal/front/bin/p

tdetail.phtml?Part=magazine10110-511-2。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71



[19] 普查應用名詞解釋-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8

43015591371.pdf。 

[20] 振興傳統產業之對策方案專案報告, 

http://npl.ly.gov.tw/npl/report/0612/3.pdf。 

[21] 傳統產業定義初探, 

http://tipo.stars.org.tw/unewsfile/929/3aml9

cdvqmrmuuay1n6uoos395em538j57s.pd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72



互動互動互動互動、、、、口碑與社群認同對消費者的影響口碑與社群認同對消費者的影響口碑與社群認同對消費者的影響口碑與社群認同對消費者的影響 

--以社群媒體以社群媒體以社群媒體以社群媒體FACEBOOK商業商業商業商業性性性性粉絲專頁為例粉絲專頁為例粉絲專頁為例粉絲專頁為例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隨著以社交網絡為核心的 Web 2.0 之發

展，社群媒體已被廣泛的運用於企業品牌行

銷。然而，在虛擬社群的環境下，買賣雙方無

法直接地面對面進行互動，消費者無法直接體

驗產品，只能從網路口碑得知賣家資訊，及與

商家的互動關係而了解賣家，在多方的不確定

因素下，不論買家或賣家所需承擔的風險都提

高了，買賣雙方的信任是非常關鍵的影響因

素。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企業以社群媒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與消費者進行互

動與口碑的傳播，是否會增加消費者對社群的

認同，並促進消費者的信任。本研究以社群媒

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的成員為研究

對象，以 Smart PLS 進行假設驗證分析。本研

究結果顯示，在互動與口碑分別對社群認同產

生正向的影響效果。然而，如果未加入社群認

同，社群與會員之間的互動及口碑卻將無法產

生消費者信任，社群認同完全產生中介效果而

變為不顯著。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社群媒體、FACEBOOK 粉絲專頁、

口碑、社群認同、信任。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in 

social networks, social media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corporate brand marketing. In 

a virtual community environment, buyers and 

sellers cannot interact directly, and cannot 

experience the products directly. The 

information of seller can be obtained from 

WOM. Under the multi uncertainties, the 

risks whether buyers or sellers are required to 

be undertaken to improve the buyers and 

sellers of trust is very crucial factor. In this 

study, members of FACEBOOK fan page are 

discovered, in order to verify the assumptions 

Smart PLS analysi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community 

identity and reputation were produced 

positive affect the results. If the community 

do not agree to join, and community 

interaction and word of mouth between 

members will be unable to generate 

consumer trust, so that the community agree 

entirely produce intermediary effect becomes 

non-significant. 

Keywords: Social media, FACEBOOK fan page, 

word of mouth, social identity, trust.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根據網路世界統計(Internet World Stats：

Usage and Population Statistics)，截至 2012 年全

球網路使用人數總數量已達到 24 億人，全球

網路使用人數從 2000 年(3.6 億人)到 2012 年成

長率超過 567%，台灣的上網人口則超過 1 千 7

百萬，即全國有近 7.5 成的上網人口，網路已

然成為了繼報紙、廣播及電視之後，極具影響

力的第四媒體[44]。近年來，社會網絡平台

(Social Network Site；SNS)的使用在全球已十

分普及，使得愈來愈多人在 FACEBOOK、

YouTube、Twitter、Plurk 等社群媒體上表達意

見，形成龐大的社交圈。依據 FACEBOOK 於

2013 年 10 月 30 日所公佈的第三季財報結果顯

示，每月活躍用戶數已達 11.5 億人，相較同年

6 月，成長了近 21%；而每日活躍用戶則接近

7 億人，相較於同年 6 月的情況，成長了 27% 

[43]。 

數位時代公告「2011 年台灣網路 100 強」，

第一名即 FACEBOOK，每個月平均有 1046 萬

的不重覆使用人數，到達率高達 81.59%，單月

平均使用時間 341 分鐘[3]。同時，亦在「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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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動上網 50 強」中，為網頁瀏覽次數排名

第一。再者，亦有調查發現最具消費力的 Y 世

代 96%也都參與社交網路，對社群媒體的依賴

之深，使傳統廣告已不如同儕意見或網路評鑑

機制更能打動消費者[31]。 

隨著網路軟體及科技技術的突破，產生更

多元新型態的行銷模式，在商業活動中，網路

社群媒體的傳播方式較傳統行銷方法更能延

伸行銷活動的深度與廣度，網路社群媒體行銷

是一種新的行銷方式，可為企業商業活動帶來

大 量 的 曝 光 。 美 國 公 關 傳 播 公 司

Burson-Marsteller 針對財星雜誌排名前一百強

(Fortune“100”)企業做的調查，指出 79%的百大

企業使用至少一種社群媒體，其中 65%的企業

有在 Twitter 上發佈消息，54%有 FACEBOOK

的頁面，50%使用 YouTube，33%有部落格，

20%四種都使用[42]。 

在未來，世界各國竭力提升資訊普及程度

的情況下，上網人口將呈現快速的成長，而網

路社群媒體具有即時互動性、精準的傳播力與

低成本等特性，是企業重建顧客關係、打開知

名度及贏得口碑的最佳平台，其網路社群媒體

將扮演消費者與企業互動的關鍵角色。 

很顯然對於企業而言，網路社群媒體提供

企業一個行銷的平台，吸引一般使用者造訪，

以及吸引其他企業合作結盟。網路社群媒體亦

提供企業一個廣告平台，不需要昂貴的廣告預

算，經由使用者間口耳相傳而達到口碑行銷的

效果。此外，企業為建立客戶忠誠度，增加消

費者重複購買的機會，於網路社群媒體

FACEBOOK 建立商業性粉絲專頁，以經營會

員及吸引潛在顧客，不僅服務會員又可達到銷

售的目的。在數位潮流下，消費者對企業活動

已是積極參與的一環，如何讓企業廣告因創意

而成為熱門的搜尋，或是利用社群網路引發口

碑行銷並創造品牌忠誠度[1]，則是在社群媒體

環境中，消費者在社群中的互動，進而形成的

關係是虛擬社群建立與發展的基礎，消費者對

社群的認同與忠誠又取決於社群所創造的價

值[16]。 

然而，在虛擬社群的環境下，買賣雙方無

法直接地面對面進行互動，消費者無法直接體

驗產品，只能從網路口碑得知賣家資訊，及與

商家的互動關係而了解賣家，在多方的不確定

因素下，不論買家或賣家所需承擔的風險都提

高了。在電子商務的交易模式下，買賣雙方的

信任是非常關鍵的影響因素[28]，消費者在商

業性社群中的關係愈緊密、參與程度愈高，消

費者與企業愈能產生彼此的信任[12,24,36]。消

費者在進行購買決策的過程中，對於企業的信

任常常是購買與否的關鍵因素，信任是關係交

易中重要的變數，可以使消費者對企業擁有信

賴感，並提高其轉換成本，使得雙方未來合作

關係能穩定發展。 

消費者對 FACEBOOK 的使用率與熱衷度

這麼高，那企業要如何運用商業性社群平台上

的粉絲專頁以增加會員，並幫助企業建立客戶

忠誠度，讓消費者對企業的了解，與商品的重

複購買機會，端賴於企業要如何與消費者之間

的溝通互動，並形成網路口碑，而影響消費者

對企業更加的信任，及帶來正向效益。因此，

了解消費者從信任中可能獲得的效益，以及這

些效益如何影響消費者，並持續在社群媒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平台上產生認同

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同時，研究中從與消費者

互動及網路口碑，透過社群認同進一步驗證，

消費者對於社群的認同是否具有中介的效

果，而影響消費者對於社群商業性粉絲專頁的

信任是值得探討。 

本 研 究 主 要 之 目 的 是 以 社 群 媒 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為例，針對企業

在社群媒體商業性粉絲專頁上與消費者進行

互動與口碑的傳播，是否會增加消費者對商業

性粉絲專頁的認同，如消費者對商業性粉絲專

頁有所認同，那是否會增加對企業的信任。在

社群粉絲專頁環境中，企業與消費者進行互動

及口碑傳播，是否也會增加消費者對線上企業

的信任。本研究希望藉此研究結果，針對想從

社群媒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來進行

行銷的企業，是否能夠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關注

與信任，以協助經營者有效經營商業性粉絲專

頁，讓企業更加了解商業性粉絲專頁可能為企

業帶來的效益外，並可以透過商業性粉絲專頁

的互動了解消費者的需求與喜好，以做為企業

規劃行銷活動的參考，與營運策略的制定。 

本研究的內容共分為 5 節。第 1 節為前

言，說明本研究的背景動機與目的。第 2 節為

文獻探討，分別說明社群媒體、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口碑、社群認同與信任的定

義。第 3 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包括：研

究架構、研究假設、問卷設計、及樣本來源與

問卷發放。第 4 節說明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資料

分析，包括：敘述性統計、信度分析、及研究

模式驗證。結論與建議則陳述於第 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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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社群媒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

絲專頁使用者為對象，探討利用社群媒體行銷

是否會對消費者造成信任。在本節中將分別說

明社群媒體、FACEBOOK 粉絲專頁、互動、

口碑、社群認同、與信任的定義。 

2.1 社群媒體社群媒體社群媒體社群媒體 

在網路資訊的時代裡，因 Web 2.0 的成熟

產生全新的社群媒體商業模式。社群媒體就是

建立在 Web 2.0 與使用者創造內容兩大特性的

社群網站基礎上[4,20,32]。根據 O’Reilly 的定

義[45]，Web 2.0 為由經濟面、社群面與技術面

所共同組成之集合，是一個具有使用者參與、

開放共享與網路效應之特色的新一代網際網

路。O’Reilly 更指出 Web 2.0 具有參與取代接

收、分享取代控制、資源分散取代資源集中、

及免費取代收費等多元時代特性。因此，在

Web 2.0 的平台上，社群媒體網站的內容不再

是由一個人創建與發佈，而是透過所有使用者

不斷修改與參與合作中生成[32]。 

Weber 定義社群媒體是一個讓有共同興趣

的人集合在一起，分享想法、意見和觀點的線

上平台[39]。Safko and Brake 則認為社群媒體

是人們聚集在線上，透過可創造與傳送包括文

字、圖片、影片等內容的對話性媒介來分享訊

息、知識與意見交流的行為體現[35]。社群媒

體整合許多以電腦為媒介的溝通功能，使用者

可以在社群媒體上建立個人資料、搜尋資訊、

撰寫文章、放置影片、觀看朋友動態、與朋友

維持聯繫等等。 

2.2 FACEBOOK 粉絲專頁粉絲專頁粉絲專頁粉絲專頁 

根據 FACEBOOK 的定義，粉絲專頁(Fan 

Page)是「一個公開的個人檔案，可以協助你與

FACEBOOK 用戶分享你的企業動態與產品消

息」[41]。董彥欣認為 FACEBOOK 不但是社

群網站(Social Network Sites；SNSs)中，也是回

園人數最多的一個平台[2]。在各項功能中又以

粉絲專頁最具有發展商業的潛力，集合「娛

樂」、「社交」與「資訊尋求」三項功能，這是

激發使用者加入各種粉絲專頁的動機[2]。粉絲

專頁不僅是新的網絡通路，更具有行銷宣傳的

效果，讓企業與消費者達到互動，並培養良好

關係的平台，能夠為實質的產品或非實質的企

業品牌形象，帶來正面的效益。因此，

FACEBOOK 粉絲專頁的經營，已經成為企業

的行銷利器。 

2.3 互動互動互動互動 

在傳播理論中，互動是指訊息接受者

(Receiver)針對訊息內容(Message)，對於訊息來

源(Source)所產生的回饋(Feedback)現象，並透

過不斷產生的回饋作用，訊息來源與接收者之

間不斷地修改訊息本身與回饋的內容，期望能

夠達到有效良好的雙向溝通。企業運用互動的

特性，建構能與顧客進行溝通的網站，期望透

過網路上的互動溝通，能使顧客更加支持該企

業[13]。而在商業環境中，互動指的是「將豐

富的內容、活躍的消息，共同地與傳播結合，

而創造成一個吸引注意的消費者經驗」[33]。 

2.4 口碑口碑口碑口碑 

常會與他人談論到自己使用產品的優缺

點，或是交換彼此的使用心得，或推薦產品給

其他人使用，這些行為就是口碑 (Word Of 

Mouth；WOM)[19]。Arndt 指口碑是在不具商

業意圖下，傳播者和接收者間面對面討論關於

品牌、產品或服務的溝通過程[6]。口碑不僅會

在短期內影響消費者的產品判斷，也同時具有

長期效果。消費者認為口碑相對於廣告較不具

有商業意圖，因此對口碑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

接受度，因而較容易接受口碑內容並進而影響

消費者採購決策[9]。 

Brown and Reingen 提出在非正式的溝通

管道當中，口碑對於消費者的行為是一個非常

強大的影響因素[11]。因此，消費者在購買時

的行為與決策，在不知不覺中，常會因為口

碑，而受到影響跟改變，對於形塑消費者的態

度與行為，口碑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11]。 

Arndt 定義口碑為，「人與人之間針對某項

品牌、產品或服務的口語、人對人之溝通，且

接收者認知傳播者無商業意圖」[7]。口碑非行

銷人員與消費者之間的人際溝通，他會影響消

費者購買前之決策制定[30]，或定義為接收者

和傳播者在實際生活中短暫的口頭交換或談

論訊息的直接溝通[37]。因此，消費者在選擇

產品或服務時，都會特別依賴他人的推薦意

見，而口碑相對於廣告較不具有商業意圖，消

費者也經常會依據口碑交流而作出購買決

策，口碑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接受度，因而較

容易接受口碑內容並進而影響消費者採購決

策[9]。 

2.5 社群認同社群認同社群認同社群認同 

隨著網路科技的進步，讓傳播溝通工具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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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實體社群逐漸轉移到虛擬空間上，並且跨

越了地理時空的限制，再藉由網路相互溝通與

交流，讓背景或興趣相同的人逐漸聚集成一個

群體，在網路的環境中討論共同的話題、分享

經驗與意見，即形成了虛擬社群。 

Algesheimer 等學者認為社群認同代表個

人認為屬於這個群體，並且認知到自已所屬的

群體與其他群體不同[5]。對於社群具有高度認

同感的成員，其會將認同感延伸至其他社群成

員上，並發展出相互間的連結，社群會員間情

感的交流、互動與經驗分享，皆可提升社群會

員對社群的評價，進而影響對社群的認同，而

社群會員之間更可藉由分享喜好與產品知識

的同時，而促進社群認同，進而減少轉換品牌。 

2.6 信任的定義信任的定義信任的定義信任的定義 

信任最早起源於個體早期的心理發展，並

根植於個體的個性當中[22]。Duetsh 定義：信

任是個人對某事件發生的期望[15]。Rotter 定

義：信任是一個體對另一個體的一般期望，而

且該個體是可以信賴的 [34]。Matthews 與

Shimoff 定義：信任係指某方願意承擔因他人

往後之行為可能造成的損失[25]。Zimmerman, 

與 Meie 定義：信任是一種個人在有風險的情

境中，對他人動機所持之信賴性的正面期望狀

態[40]。Doney 與 Cannon 定義：信任是信任者

對目標對象可信賴性與仁慈心的知覺感受

[14]。 

McAllister [27]、Gefen[17]、McKnight 與

Chervany[28]將信任定義為願意依賴另一方的

一種信念或意圖。信任是一方以過去互動經驗

為基礎，認為另一方的行為能符合自己期望所

持有的信心[18]，在一個不確定性的環境下，

一方相信另一方能符合期望來完成一項特定

交易[8]。Komiak 與 Benbasat 對於在電子商務

環境和傳統商業環境中的消費者信任時，則定

義了認知信任為消費者對於被信任者(賣家)將

會擁有必要的能力、正直和善意，因而能夠依

賴的理性期望[21]。 

在相關文獻中，各領域學者對於信任的定

義和看法都有所不同見解，作者認為信任是指

在不確定的環境下，雙方基於過去互動的經

驗，個人相信另一方會在符合自我正面期望的

方式下行動，並信賴另一方。 

3.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在本節中將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架構、研究

假設、問卷設計及樣本來源、與問卷發放。 

3.1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探討在社群媒體 FACEBOOK 商

業性粉絲專頁為背景的環境下，互動、口碑及

社群認同三種變數對於消費者信任的關係，透

過本研究彙整的文獻資料，提出本研究架構如

圖 1 所示。 

 

 

圖 1、研究架構圖 

 

3.2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本研究旨在探討社群媒體 FACEBOOK 商

業性粉絲專頁之互動與口碑對消費者信任的

影響，及此一關係是否會透過對社群的認同而

有差異。以下為本研究之假設： 

一一一一、、、、互動與社群認同的關係互動與社群認同的關係互動與社群認同的關係互動與社群認同的關係 

社群會員之間的正面交流、經驗分享與互

動，皆可提升該社群的評價，進而影響對該社

群的認同，Farquhar 與 Rowley 指出消費者在

社群中互動，進而形成的關係是虛擬社群建立

與發展的基礎，並認為消費者對社群的認同與

忠誠取決於社群所創造的價值[16]。 

由上述可知，互動對社群認同之間具有正

向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 互動對社群認同呈正向顯著關係。 

二二二二、、、、口碑與社群認同的關係口碑與社群認同的關係口碑與社群認同的關係口碑與社群認同的關係 

消費者經常會依據口碑的內容而影響購

買決策，也常會因為對社群的評價與認同，而

減少轉換品牌。McAlexander 等學者指出社群

會員藉由分享喜好與品牌產品知識的同時，使

品牌歷史與文化在會員間流傳，從而減少轉換

品牌的意圖[26]。 

由上述可知，口碑對社群認同之間具有正

向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 口碑對社群認同呈正向顯著關係。 

三三三三、、、、社群認同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社群認同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社群認同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社群認同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 

Morgan 與 Hunt 定義信任是一種願意依賴

一個可信賴的個體的意願[29]。因此，當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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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參與程度愈高，關係愈緊密，在產生認同

時，認同感延伸至其他社群成員上，愈會產生

彼此的信任。由上述可知，社群認同對消費者

信任之間具有正向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設： 

H3： 社群認同對消費者信任呈正向顯著關

係。 

四四四四、、、、互動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互動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互動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互動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 

信任的基礎就是透過持續以及延伸的互

動，使得個體對其他人或組織產生信任的期望

[10,23]。因此，在商業環境中企業與消費者如

能達到良性有效的互動，勢必產生彼此的信

任。由上述可知，互動對消費者信任之間具有

正向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 互動對消費者信任呈正向顯著關係。 

五五五五、、、、口碑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口碑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口碑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口碑與消費者信任的關係 

消費者在選擇產品或服務時，都會特別依

賴他人的推薦意見，而口碑相對於廣告較不具

有商業意圖，消費者也經常會依據口碑交流而

做出購買決策，口碑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和接受

度，因而較容易接受口碑內容並進而影響消費

者採購決策[9]。由上述可知，口碑對消費者信

任之間具有正向關係。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

設： 

H5： 口碑對消費者信任呈正向顯著關係。 

六六六六、、、、 社群認同為互動社群認同為互動社群認同為互動社群認同為互動、、、、口碑對消費者信任之中口碑對消費者信任之中口碑對消費者信任之中口碑對消費者信任之中

介效果介效果介效果介效果 

McAlexander 等學者指出社群會員藉由分

享喜好與品牌產品知識的同時，使品牌歷史與

文化在會員間流傳，從而減少轉換品牌的意圖

[26]。因此本研究推論出會員與社群之間的良

好互動及口碑能夠提升社群的認同，進而得到

消費者的信任。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6： 社群認同為互動對消費者信任關係之

中介效果。 

H7： 社群認同為口碑對消費者信任關係之

中介效果。 

3.3 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包含六大部份：第一部份與第

六部份為使用概況及個人基本資料；其餘四大

部份構面依據研究架構設計問卷內容，問卷皆

參考過去已經過驗證後的相關研究，題項內容

並經由小幅修改成適合本研究的衡量問項，並

於互動與口碑構面問項加入反向題，以剔除無

效問卷。問卷內容並經過具有問卷設計經驗的

相關研究領域學者，針對問卷問項字義、問項

順序、易讀性進行內容效度檢驗判斷，並給予

修改的建議，以確認問卷的內容效度。問卷問

項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5-Point Likert-Format 

Scale)進行測量，由填卷者依據題項的內容，

圈選其同意程度(1 代表非常不同意，5 代表非

常同意)，得分愈高，程度愈高。 

3.4 樣本來源與問卷發放樣本來源與問卷發放樣本來源與問卷發放樣本來源與問卷發放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作為資料收集

的來源，填卷對象設定以加入社群媒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的使用者做為研

究對象，以便利抽樣的方式進行調查。本研究

調查期間共回收 135 份問卷資料，扣除無效問

卷後共有 122 份樣本，有效問卷率為 90.4%。 

4. 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資料分析    

在本節中將說明本研究結果的敘述性統

計、信度分析、與研究模式驗證。 

4.1 敘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對回收的有效問卷樣本 122 份進行

基本資料與使用概況分析。受測者女性(n=83, 

68%)多於男性(n=39, 32%)；年齡分佈集中於

18~23 歲居多(n=80, 65.6%)；教育程度以大學

為多數 (n=104, 85.2%)；職業以學生 (n=64, 

52.5%)和服務業(n=41, 33.6%)居多；每月平均

可用金額以 5000 元以下 (n=53, 43.4%)和

5,001-10,000 元之間(n=28, 23%)居多數；平均

每日上網時間集中於 1～5 小時，其中 1～3 小

時(n=45)佔 36.9%，3～5 小時(n=33)佔 27%；

平均一天使用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時

間集中在 10～30 分鐘(n=60, 49.2%)；擁有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數量集中在 1～4 個之

間，其中 1～2 個(n=52)佔 42.6%，3～4 個(n=31)

佔 25.4%；加入最常使用 FACEBOOK 商業性

粉絲時間呈現平均現象，大都落於19.7～32.8%

之間。 

4.2 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信度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SS 22 版統計套裝軟體為輔

助工具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檢驗問卷信度。本研究的問卷

信度的檢測主要以最為常用的 Cronbach’s α值

來檢定量表信度的方法，予以衡量各構面的內

部一致性(Internal Consistency)，若 α 值大於

0.7，則代表該量表具有高信度，問卷的信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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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被接受的。本研究構面問項分為四大類，

分別為互動、口碑、社群認同及消費者信任，

分析結果從表 1 可看出各研究構面的

Cronbach’s α值皆高於 0.7，顯示本研究量表具

有高信度，問卷的信度值是可被接受的。 

 

表 1、各變數信度分析 

因素構面因素構面因素構面因素構面 題數題數題數題數 Cronbach’s α 

互動 10 0.736 

口碑 7 0.851 

社群認同 6 0.712 

消費者信任 6 0.796 

 

4.3 研究模式驗證研究模式驗證研究模式驗證研究模式驗證 

本研究模式驗證採用結構方程模式進行

研究假設檢定，分析工具為 Smart PLS 2.0 版

(http://www.smartpls.de) 軟體進行模式的檢

定。 PLS 是結構方程分析方法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之ㄧ，PLS 針對結構模型中

路徑係數(Path Coefficient)進行檢定。路徑係數

代表因素間的關係強度與方向，以 T-value 

>1.96，P<0.05 做為模式顯著水準的假說檢定標

準。因此，分析結果可以說明整體檢驗研究模

式的顯著性。 

圖 2 與圖 3 顯示研究模式檢定的結果。整

體而言，除了假設 4 及假設 5 以外，每一個假

設均達顯著水準。從表 2 中可以看出，互動對

社群認同(β=0.3132， T>2.64，P<0.01)、口碑

對社群認同(β=0.2299，T>1.96，P<0.05)、及社

群認同對信任(β=0.4268，T>4，P<0.001)具有

正向顯著關係，因此，假設 H1、H2 及 H3 獲

得假設驗證的支持。 

表 2、研究假設檢定 

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研究假設 β value T 值值值值 

H1：互動 -> 社群認同 0.3132 2.7810 

H2：口碑 -> 社群認同 0.2299 2.1618 

H3：社群認同 -> 信任 0.4268 5.1103 

H4：互動 -> 信任 0.1542 1.3017 

H5：口碑 -> 信任 0.0010 0.0084 

 

 

 

圖 2、、、、研究模式變數係數 

 

 

圖 3、研究模式驗證 

從圖 3 可看出，自變數互動及口碑對中介

變數社群認同具有顯著正相關；自變數與中介

變數分別對依變數的影響，只有社群認同具有

顯著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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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本文最後針對研究結果提出以下結論與

建議。 

5.1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在數位資訊潮流下，企業運用社群媒體經

營會員及開發潛在顧客，不僅服務會員又可達

到行銷的目的，在取得消費者信任之下創造企

業品牌價值。本研究依據資料分析的結果，驗

證了研究架構中所提的假設。 

(1)互動互動互動互動、、、、口碑對社群認同呈正向顯著關係口碑對社群認同呈正向顯著關係口碑對社群認同呈正向顯著關係口碑對社群認同呈正向顯著關係 

研究結果發現，在社群媒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中互動對社群認同，及口碑對

社群認同皆有正向的影響關係，也符合了

Farquhar 與 Rowley 所提出消費者在社群中互

動，進而形成的關係是虛擬社群建立與發展的

基礎，並認為消費者對社群的認同與忠誠取決

於社群所創造的價值[16]。社群會員之間的正

面交流、經驗分享與互動，在口碑內容的傳遞

中而影響購買決策，進而對該社群商業性粉絲

專頁的評價與認同。 

(2)社群認同對消費者信任呈正向顯著關係社群認同對消費者信任呈正向顯著關係社群認同對消費者信任呈正向顯著關係社群認同對消費者信任呈正向顯著關係 

從研究結果發現，在社群媒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中社群認同對消費者信任有

正向的影響存在。Algesheimer 等學者認為社群

認同代表個人認為屬於這個群體，並且認知到

自已所屬的群體與其他群體不同[5]。當社群成

員在良好的互動之下，發展出相互間的連結，

關係愈緊密，可提升社群會員對社群的評價，

進而影響對社群的認同，在產生認同之時，認

同感也會延伸至其他社群成員上，信任也隨之

發生，進而減少轉換品牌，產生品牌忠誠度。 

(3)社群認同為互動社群認同為互動社群認同為互動社群認同為互動、、、、口碑對消費者信任之中介口碑對消費者信任之中介口碑對消費者信任之中介口碑對消費者信任之中介

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從研究結果發現，互動、口碑對社群認同

呈正向顯著關係，社群認同對消費者信任亦呈

現正向顯著。然而，如不加入社群認同，社群

與會員之間的互動及口碑單獨要產生消費者

信任，卻呈現不顯著關係，也就是社群認同為

互動、口碑對消費者信任關係之完全中介效

果，這也符合了 Tajfel 所提出的社群會員對其

他會員的評價，會連結至會員對社群組織的認

同[38]。因此，會員間正面的情感交流，經驗

分享與互動機會皆可提升其對社群的評價，進

而影響對組織的認同。Morgan and Hunt 將信任

的層級由低至高分為三種：(一)威嚇基礎的信

任(Deterrence-based Trust)；(二)競爭基礎的信

任(Competence-based Trust)；(三)認同基礎的信

任(Identification-based Trust)，而在認同基礎上

的信任是最強的，認同會顯著的影響合作性組

織中信任的建構[29]。 

很顯然對於企業而言，在現今虛擬社群的

環境下，即使社群媒體具有即時互動性與便利

性，但買賣雙方無法直接地面對面進行互動，

消費者無法直接體驗產品，只能從網路口碑得

知賣家資訊，及與商家的互動關係而了解賣

家，但在多方的不確定因素下，不論買家或賣

家所需承擔的風險都提高了。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企業運用社群媒

體 FACEBOOK 商業性粉絲專頁作為口碑行

銷，勢必要經常舉辦活動與聚會，讓社群成員

間情感的交流、互動與經驗分享，進一步產生

彼此的關心與相互間的連結，當社群會員形成

向心力與凝聚力時，會員個人就會認同屬於這

個群體，當會員間建立社群認同時，社群成員

對社群的歸屬感與信任就會建立，在信任度的

增加與強化下，轉換品牌的意圖就會降低，進

而產生企業品牌忠誠度。 

5.2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研究最後針對研究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予實務界進行行銷活動規劃的參考。 

(1)降低商業色彩經營社群商業性粉絲專頁降低商業色彩經營社群商業性粉絲專頁降低商業色彩經營社群商業性粉絲專頁降低商業色彩經營社群商業性粉絲專頁 

從研究的結果可以發現，社群認同對商業

性粉絲專頁與消費者信任具有顯著的中介角

色，如果企業經營社群媒體粉絲專頁，以商品

知識交流與互動取代商品銷售；以商品使用經

驗分享取代產品廣告，當社群會員形成向心力

與凝聚力時，經由口耳相傳的方式，社群成員

對社群的認同感與信任就會建立，當降低商業

性色彩時，企業與消費者的關係就更為緊密，

更能達到會員間相互連結的無形口碑行銷經

營模式。 

(2)透過視覺與聽覺傳達企業資訊透過視覺與聽覺傳達企業資訊透過視覺與聽覺傳達企業資訊透過視覺與聽覺傳達企業資訊 

藉由社群媒體的功能與特性，在網頁內容

增加產品相關知識連結，以流行性及話題性的

照片、影音等，讓版面更加活潑生動，吸引會

員點閱，並借助社群按“讚”及分享的功能，

迅速的把企業資訊傳播給會員的朋友，透過朋

有的推薦與分享，降低商業性廣告意圖，吸引

更多人加入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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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強化與會員的互動性與參與感強化與會員的互動性與參與感強化與會員的互動性與參與感強化與會員的互動性與參與感 

建立會員產品功能使用分享與建議，提高

社群認同，以此吸引更多的消費者關注與信

任，協助經營者有效經營商業性粉絲專頁，讓

企業更加了解商業性粉絲專頁能為企業帶來

的效益外，並可透過互動性了解消費者的需求

與喜好，以作為企業規劃商品，與營運策略的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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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對折變動藏入位元內插技術 

 

 

 

摘要 

Jung 和 Yoo 學者於 2009 年提出影像放大

技術，該方法使用相鄰像素將影像預測放大至

原始大小的 2 倍大，再將影像切割成 2×2 的區

塊，每個區塊依左上角的像素計算差值，再依

據差值將機密訊息嵌入於放大後產生的像素

之中。Jung 和 Yoo 的方法每個像素的藏入位元

數是固定的，該方法並沒有充分利用影像鄰近

像素非常相似，可以藏入較多位元的特性，因

此本研究擬利用鄰近像素的變異程度來判斷

每個像素可以藏入的位元數。本研究首先使用

影像放大技術，計算每個影像區塊的變異程

度，統計變異數後，區分區塊級別，再依據區

塊級別將不同位元數機密訊息切割並嵌入於

預測像素中。針對機密訊息部份，本研究使用

中間對折策略，該策略將機密訊息從中間對

折，成為有正有負的數值，使其在嵌入時減少

對影像品質的破壞程度。 

關鍵字：可逆式資訊隱藏、影像內插技術、中

間對折策略、變異數 

Abstract 

Jung and Yao proposed a image 

interpolation technique in 2009 which uses the 

neighboring pixel values and expands a 

prediction image for two times and then divided 

the image into 2*2 blocks, non-overlapping , 

Before hiding secret message can be calculated 

the difference on the upper left in each block and 

hide the secret message into the predicted pixel. 

However , in their method each pixel can embed 

secret bits is regular, and their method have the 

advantage in similar pixels so that can hiding 

secret message more but they don’t use this 

feature so this study use the neighboring pixel of 

variance level to judge the payload. At first ,this 

study use the image interpolation technique and 

compute the variance degree in each block and 

then statistics the variance and separate the block 

level Last, according to the block level hiding the 

secret message into the predicted pixel for 

different bits. Focus on the part of secret message, 

we use the center folding strategy to folding the 

secret message from center so that let the secret 

message have positive and negative values and 

increase the quality when hiding. 

 

Keywords: reversible data hiding、 neighbor 

mean Interpolation、center folding strategy、
variance 

1. 前言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許多人透過網路將

資訊傳送給不同的人，比如文宣、照片、病歷、

公司資料等等。但在網路上傳送資料並非是安

全的，資料有可能被不法第三者從中攔截竊取

並竄改破壞，使得較為私密的資料因此洩密。

為了確保傳送資料的安全性，有學者提出資訊

隱藏概念，將訊息嵌入於媒體之中，產生出偽

裝媒體，因偽裝媒體與原始媒體並無太大差

異，故可躲過不法第三者攻擊，將較為私密的

訊息安全地傳送至對方手中。 

在使用資訊隱藏技術時須滿足三個條件：

安全性、不可察覺性、高資訊負載量。安全性

指得是傳送方將訊息嵌入於影像之中，產生出

的偽裝影像必須只有接受方可以將訊息取

出；不可察覺性指得是當訊息嵌入於影像之

中，產生的偽裝影像不可有扭曲、變形與失真

的狀況，使得不法第三者察覺進而攔截訊息；

高資訊負截量則是指在相同的影像品質之

下，嵌入最多的機密訊息。但此條件又與不可

察覺性互相抵觸，故如何在兩者兼顧的情況下

尋找平衡點，是當今學者研究的重點。 

資訊隱藏依偽裝影像是否可還原成原始影

像分為可逆式與不可逆式兩種類別。可逆式資

訊隱藏是指訊息嵌入於偽裝影像之後，可再取

出訊息後將偽裝影像還原成原始型態；反之，

不可還原的稱之為不可逆式資訊隱藏。在可逆

式資訊隱藏研究方面，有許多較為著名的技

術，像是直方圖位移技術、差異擴張技術、影

像內插技術[7][9][13]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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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方圖位移技術是較為常見的技術， Ni

學者於 2006 年首先提出此技術[11]，該方法先

統計影像中的所有像素值，從中找到出現頻率

最高和最低的兩個像素值，分別作為峰值點與

零值點，將峰值至零值間的像素往零值點進行

直方圖位移，以挪出可嵌入訊息的空間，並將

機密訊息嵌入於峰值點中。該方法雖然執行簡

單，但資訊負載量卻不高。針對此問題，學者

們提出利用預測值與原始像素的差值進行的

直方圖位移技術，藉此提高峰值點的數量以提

升資訊負載量[2][3][5][6][11] [16]。另一種常見

技術為差異擴張技術，該技術是利用像素與像

素間的差異進行擴張，並將機密訊息嵌入於差

異之中。Tian 學者於 2003 年首先提出此技術，

他將兩個相鄰像素擴張成兩倍，再將一個位元

的機密訊息嵌入[15]；為了增加該方法的嵌入

量，Alatter 學者於 2004 年提出修改方法，他

延伸 Tian 學者的方法，將四個鄰近的像素的差

異擴張成兩倍之後，將三個位元的的機密訊息

嵌入其中[1]。該技術由於將差異倍數擴張，在

平滑影像因差異值不大，擴張後受破壞程度不

大，但在複雜影像因差異值大，在數倍擴張後

則會造成嚴重的失真。因此針對該問題，學者

們也做了許多的改良[8][12][14] 。 

另一項新興技術為影像內插技術。該技術

將影像放大成原始的 2 倍大小，並將機密訊息

嵌入於放大後產生的虛構像素中。Jung 和 Yoo

學者於 2009 年首先提出了影像插值法

（Neighbor Mean Interpolation, NMI）[7]；Lee

和 Huang 學者於 2012 年提出相鄰像素插值法

（Interpolation by Neighboring Pixels, INP）

[9]；以及 Tang 等學者於 2014 年提出的的高藏

量可逆式隱寫術（High Capacity Reversible 

Steganography，CRS）[13]。該類方法產生的

偽裝影像為原始影像的兩倍大，在取出機密訊

息時只需從虛構像素中提取，再將影像縮小即

可還原成原始影像。但該類方法所產生的偽裝

影像較易有鋸齒狀殘影的問題，且嵌入量也較

少，因此本研究擬改良先前影像放大技術，針

對只能嵌入固定位元，限制藏量的問題進行改

善，採用的方式是利用像素變異數分析區塊複

雜度。 

所提方法使用影像放大技術，利用 Jung 和

Yoo 學者提出的 NMI 技術放大影像，並切割可

重疊的區塊計算變異數，統計整體影像變異數

再將區塊分級，依據區塊級別將不同位元的機

密訊息切割，再嵌入於虛擬預測值中。而針對

機密訊息的部份，本研究使用 Lu 等學者於

2015 年提出的中間對折策略壓縮機密訊息

[10]，藉此提升影像品質。 

本研究架構如下，第二章為文獻探討，詳

細介紹 NMI 技術（第 2.1 節）、INP 技術（第

2.2 節）、CRS 技術（第 2.3 節）以及中間對折

策略（第 2.4 節）；第三章將說明本研究的嵌

入、取出流程與範例；第四章將會探討實驗結

果；第五章將對研究進行結論與分析。 

2. 文獻探討 

2.1 影像插值法(NMI) 

Jung 和 Yoo 學者於 2009 年提出影像插值

法(Neighbor Mean Interpolation, NMI)[7]。影像

插值法流程如圖 1 所示，圖 1(a)為影像大小 H

×W 的原始影像。Jung 和 Yoo 學者將原始影像

縮小為縮小影像(圖 1(b))，其大小為原始影像

的四分之一(
2 2

H W
 )。縮小影像的水平與垂

直的任兩個像素中會插入一個預測像素，完成

後可得到如圖 1(c)影像大小 H×W 的預測影

像。將機密訊息嵌入於預測像素中形成圖 1(d)

偽裝影像。接收方在取得偽裝影像後，將影像

縮小，透過取出流程即可取得機密訊息和一張

縮小影像。 

像素放大示意圖如圖 2所示，圖 2(a)為 4 × 

4 影像區塊，縮小時使用四個角落像素做為基

準將影像縮小為 2 × 2 區塊，此區塊亦做為原

始區塊使用(圖 2(b))。每兩個像素之間插入一

個預測像素得到 NMI
P 預測區塊(圖 2(c))。計算

每個預測像素 NMI
P 的差異值，將機密訊息嵌入

於每個預測像素之中以獲得圖 2(d)偽裝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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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影像插值法流程圖 

 

 

 

 

 

 

 

 

 

 

 

 

 

 

 

圖 2 影像放大與嵌入示意圖 

  NMI
P 的計算方式是透過使用影像插值

法公式，該公式是將鄰近像素進行平均，以作

像素預測值，其公式如下： 

     

    

     

, -1 , +1

-1, +1,NMI

( , )

-1, -1

NMI NMI

-1, , -1

+
,                if = 2 ,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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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式(1)中，h 與 w 為影像區塊內的高與

寬，i 與 j 為像素的位置。當預測值 符合第一

個條件 i=2h,  j=2w+1 時，將相鄰左右兩個像

素相加平均取下限；當預測值 符合第二個條

件 i=2h+1, j=2w 時，則將相鄰上下兩個像素相

加平均取下限；若預測值符合第三個條件，則

將當前預測值位置的上方與左方兩個像素與

左上角原始像素相加平均取下限。舉例來說，

假設 I（0,0）=156、I（0,2）=160、I（2,0）=159

及 I（2,2）=161，如圖 3(a)所示；假設機密訊

息 M = (110010)2；透過公式(1)計算預測值
NMI

(0,1)P 、
NMI

(1,0)P 和
NMI

(1,1)P 可 得 到 

 NMI

(0,1) = 156 +160 / 2 = 158P    ；

 NMI

(1,0) = 156 +159 / 2 = 157P     ；中間預測值

 NMI

(1,1) 158 +157 +156 / 3 = 157P     。重覆以

上動作直到計算出所有預測值即可得到一張

預測影像，如圖 3(b)所示。將三個預測值
NMI

(0,1)P  、
NMI

(1,0)P  和
NMI

(1,1)P  與左上角的原始像素 I

（0,0）相減，得到 NMI

1d  、 NMI

2d  與 NMI

3d  三個

差異值，其公式如下所示： 

                                            

     (2)  

延續上面的例子可得 NMI

1d =|158-156|=2， 

NMI

2d =|157-156|=1， NMI

3d =|157-156|=1。再將

差異值 NMId 進行 log 運算，其結果為機密訊息

長度 NMIn ，公式如下所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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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上方的例子 NMId 帶入公式 (3)，得到

 N M I

1 2= log 2 = 1n    ，  NMI

2 2= log 1 = 0n     

和  NMI

3 = log2 1 = 0n    。其中 NMI

2n =0 與

NMI

3n =0，表示該對應預測值
NMI

(1,0)P 與
NMI

(1,1)P 不嵌

入機密訊息。而 NMI

1n =1 則表示其對應預測值
NMI

(0,1)P 將嵌入 1 個位元的機密訊息。從機密訊息

M 切割 1 個位元的機密訊息並轉置成十進制，

得到 m=(1)10，再將 m 嵌入於
NMI

(0,1)P 中得到

NMI

(0,1)P' ：
NMI

(0,1)P = +m=158+1=159。以此類推，嵌

入所有的機密訊息，最後可得到如圖 3(c)結果。 

 

 
圖 3 Jung 和 Yoo 藏入範例 

2.2 相鄰像素插值法(INP) 

 Lee 和 Huang 學者於 2012 年相鄰像素插值法

（Interpolation by Neighboring Pixels, INP）

[9]。該方法如同 NMI 一樣，先將縮小影像放

大得到預測影像，再藏入機密訊息以得到偽裝

影像。但預測值 的計算則略為不同，該值利

用相鄰像素插值法計算，將相鄰的 2 個像素相

加取平均後，加上縮小像素 I（0,0），再重取得

平均值作為像素預測值，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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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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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 I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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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章節 2.1 的範例舉例，假設 I（0,0）=156、

I（0,2）=160、I（2,0）=159 及 I（2,2）=161，

透過公式(4)計算出預測值
INP

(0,1)P 、
INP

(1,0)P 以及
INP

(1,1)P  

以及
INP

(1,1)P  。

          INP

(0,1) 0,0 0,0 0,1
= + + / 2 / 2 = 156 + 156 +160 / 2 / 2 = 157P I I I   

   

          INP

(1,0) 0,0 0,0 1,0
= + + / 2 / 2 = 156 + 156 +159 / 2 / 2 = 156P I I I   

   

中間像素預測值計算只需將
INP

(0,1)P 與
INP

(1,0)P 相加平

均，其計算方法為：  INP

(1,1) 157 +156 / 2 = 156P      ，

其結果如圖 4(a)所示。 

 得到預測影像後，計算差異值 INP

1d 、 INP

2d 與
INP

3d 。在計算差異值之前，需先計算不會隨意

更動的固定值 B，該值使用四個角落像素中的

最大值，做為與預測值相減的基礎，藉此提高

嵌入量，其公式如下所示：                           

  (5) 

透過公式(5)選擇最大值做為與預測值相減的

依據，延續本節例子：B=max（156,157,160,162）

=162，將 B 值與預測值相減，得到差距，公式

如下所示：                     

  (6) 

使用公式(6)，套入例子中，可得到 
INP

1d =|162-157|=5， INP

2d =|162-156|=7，
INP

3d =|162-156|=6。再將差異值 INPd 進行 log 運

算以取得機密訊息長度 n
INP，得到

 INP

1 2= log 5 = 2n    ，  INP

2 2= log 7 = 2n   

以及  INP

3 2= log 6 =1n    。由於 INP

1n 、 INP

2n 、

INP

3n 皆等於 2，所以將機密訊息 M 各自切割 2

個位元並轉置成十進制 m 機密符號後，嵌入於

相對應預測值 INP

(0,1)P 、 INP

(1,0)P 以及 INP

(1,1)P 之中，得到

INP INP

(0,1) (0,1) 1' = + = 157 + 3 = 160P P m 、

INP

(1,0)' = 156P 、 INP

(1,1)' = 158P ，結果如圖 4(b)所

示。  

 

 
圖 4 INP 嵌入範例 

2.3 高藏量可逆式隱寫術(CRS) 

    Tang 等學者於 2014 年提出高藏量可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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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嵌入後結果 (a) INP 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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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 寫 術 （ High Capacity Reversible 

Steganography，CRS）[13]。該方法在計算預

測值 前，需先從四個角落像素中選擇最大值

Imax 與最小值 Imin，其公式如下所示：                      

  (7) 

 使用章節 2.1 例子，根據公式(7)計算得到該區

塊 Imax=max(156, 160, 159, 161)=161；

Imin=min(156, 160, 159, 161)=156。依據 Imax

與 Imin 計算參考值 AD，AD 值使用該區塊四

個角落像素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因此計算出該

區塊的預測值也較為準確，公式如下所示：                    

   (8) 

 使用公式(8)得到 AD=(3×156+161)/4=157.25。

依參考值 AD 與相鄰像素取平均後計算預測

值 ，其公式如下所示： 

  (9) 

將上面例子代入公式(9)，得到

  (0,1) 157.25 156 160 / 2 / 2 157CRSP      
，

  (1,0) 157.25 156 159 / 2 / 2 157CRSP      
。 

(1,1)

CRSP 計算方式則同 NMI 算法，使用上方與左

方預測值加上左上縮小像素平均取下限得

到：  (0,1) 157 157 156 / 3 156CRSP        。

其預測結果如圖 5(a)所示。該方法同樣也是依

據差異值 CRSd 將機密訊息嵌入於預測值 CRSP

之中，但該方法差異值 CRSd 會依據預測值
CRSP 、最大值 Imax 以及最小值 Imin 平均數決

定其計算方式，公式如下所示： 

                  

  (10) 

延續上方例子代入公式(10)，得到 
CRS

1d =161-157=4， CRS

2d =161-157=4 以及 

CRS

3d =161-156=5 再將三個差異值分別進行 log

運算，求各自預測值預計嵌入的機密訊息位元

長度，  1 2= log 4 = 2CRSn    ，

 2 2= log 4 = 2CRSn    以及

 3 2= log 5 = 2CRSn    。切割機密訊息長度並

轉至成十進制後，使用減法方式嵌入於預測值

之中，即可完成嵌入程序，結果如圖 5(b)所示。 

 

 
圖 5 CRS 嵌入範例 

2.4 中間對折策略 

Lu 等學者於 2015 年提出了中間對折策略

(Center Folding Strategy)[10]。該策略是針對機

密訊息部份進行對折處理。假設一個像素將被

嵌入 k 個位元的機密訊息，其值域變化將是 0

至 2k-1。嵌入時位元數 k 越大，像素的變動程

度越大，影像破壞程度也越嚴重。Lu 等學者提

出了中間對折策略將機密訊息從中對折，使訊

息變成一個有正有負的數值，在相同值域下嵌

入訊息最大變化量縮減一半，使影像品質破懷

程度降低。其概念如圖 6 所示。m 為原始機密

訊息，在減去中間值 2k-1 後，轉成對折後機密

訊息 m。 

 
圖 6 機密訊息對折示意圖 

 本研究結合影像放大技術與中間對折策

略，並評估區塊特性嵌入適量的機密訊息長

度。在預測與放大流程，於章節 2.1、2.2、2.3

介紹的三個方法，預測方法略有不同。 Jung

和 Yoo 學者提出的 NMI 在預測放大時參考像

素僅以左右相鄰像素平均計算；Lee 和 Huang

學者所提出的 INP 為求更精準，以每個區塊左

上角的像素為基準進行預測放大；Tang 等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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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 CRS 則依每個區塊最大值與大小值設

置一個基準值以進行放大預測。 

本研究擬用其中一個方法執行放大程序，比較

三種預測方法產生的預測影像影像品質，選擇

品質破壞程度最低的方案。影像品質比較方

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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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w h

i j i ji j
x x'

w h

 
 

  
 
  

 

(11) 

假設將一張 512×512影像使用三個方法預測放

大成三張 1024×1024 影像，則沒有可以比較影

像品質的標準。為解決此難題，本研究將一張

512×512 縮小為 256×256 的影像，再將之預測

放大成 512×512 的預測影像，依預測影像與原

始影像進行 PSNR 比較。實驗圖使用平滑影像

Lena 與複雜影像 Mandrill 進行測試，其結果如

表 1 所示： 

表 1 NMI、INP、CRS 預測影像與原始影像

PSNR 比較 (單位：dB ) 

  22.88 22.10 22.36 

由表 1 可知，影像不管屬於平滑或複雜，NMI

在影像品質上都優於另外兩個方法，且越平滑

的影像效果越明顯。故本研究使用 NMI 為影像

放大策略。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章節 2.1 NMI 預測方法進行影

像放大與預測，將影像切割成重複的 3×3 區

塊，計算每個區域的變異數，並統計變異數決

定每個區域需嵌入一至四個位元的機密訊息

至預測值 P(i,j)之中，同時使用中間對折策略儘

可能縮小影像失真程度，以下將詳細說明嵌入

流程。 

3.1 嵌入階段 

 將影像依章節 2.1 方法預測放大，產生一

張預測影像。再將影像切割成重複的 3×3 區塊

B，計算該區堆的變異數，如圖 7 所示。 

 

 

 

 

 

 

 

 

 

 

 

 

 

 

 

 

 

 

 

 

 

 

 

 

 

 

圖 7 切割影像示意圖 

 依序計算每一個區塊 B 變異數，其計算方

式如下所示： 

    (12)                     

               

   (13) 

公式中 Ilu、Iru、Ild、Ird 分別代表區塊 B

中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四個角落像素值，

n 為區域編號。首先依公式(12)計算區塊平均值
avg

nB
，再依據公式(13)計算區域變異數

var

nB
。

變異數越小，代表區塊特性越平坦；反之當變

異數越大時，區塊特性則越複雜。依序將整張

影像區塊計算變異數。再統計所有變異數，彙

整影像各區塊變異數出現的次數。由於變異數

可能產生 0、1、2…∞種可能，進行門檻值設

置不易。因此本研究藉由簡化統計表，透過將

數值相近的變異數 4 個為一組，如變異數 0~3

設為群組 0、4~7 設為群組 4…等等，以減少門

檻值設定的困難度，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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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未簡化變異數直方圖與簡化變異數

直方圖 

由圖 8(a)可知，未簡化變異數直方圖參差

不齊，簡化後變異數直方圖 8(b)則較為平順。

依據簡化後的變異數直方圖設置三個門檻

植，分別是：T1、T2、T3。變異數群組數最多

者設置為 T1，群組數最少且數值最小者設置

T3，T2 則為 T1 與 T3 的平均。若區域變異數
var

nB
小於等於 T1，該區域嵌入機密訊息長度 k

為 1 位元；若區域變異數
var

nB
介於 T1 與 T2 之

間，機密訊息長度 k 為 2 位元；介於 T2 與 T3

之間，機密訊息長度 k 為 3 位元；大於 T3 則

嵌入 4 個位元的機密訊息。如公式(14)所示：                               
var

1

var

1 2

var

2 3

var

3

1, if ,

2, if ,

3, if ,

4, if .

n

n

n

n

B T

T B T
k

T B T

B T

 


 
 

 




　　 　

　   　

　　 　

　　 　
        (14) 

機密訊息嵌入於各個區塊的預測值 P 之

中，依據公式(14)決定機密訊息 m 的位元長

度。在嵌入流程方面，本研究結合機密訊息對

折策略，將機密訊息折半以減少影像失真程

度。而在嵌入時，難免會產生溢位的發生，為

防止溢位的發生，本研究改變機密訊息嵌入的

方向，公式如下所示： 

  (15) 
 若是預測值 P 小於        ，機密訊息不

進行中間對折策略，因為機密訊息對折後會產

生有正負的數值，反而會造成下溢位

（underflow）的發生；當預測值 P 介於 2k-1-1

到             之間，則將機密訊息做中間

對 折 再 嵌 入 ； 當 預 測 值 P 小 於            

時，因為可能會產生上溢位（overflow）不將

機密訊息進行對折，再反方向嵌入於預測值之

中。以此類推將機密訊息嵌入於所有預測值中

即可產生偽裝影像。 

3.2 取出流程 

接收方會收到一張偽裝影像，只需透過這

張偽裝影像即可取出機密訊息。因為在影像放

大、預測、嵌入時，每個區塊的角落像素是沒

有變動的，所以仍然是原始像素。因此可以透

過這個特性，將偽裝影像縮小後，再使用相同

的方式將影像放大與預測，再統計變異數分析

當初設定門檻值，以得知每個區塊嵌入的機密

訊息長度 k，以此取出機密訊息，流程圖如圖

(9)所示。 

 

 

 

 

 

 

 

 

 

 

 

 

 

 

 

 

 

 

 

 

 

 

 

 

 

圖 9 影像還原與取出機密訊息示意圖 

(a)未簡化變異數直方圖 

(b)簡化後變異數直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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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將影像縮小，並透過章節 2.1NMI 預

測方式獲得預測影像。切割重複的區塊，再使

用公式(12)與公式(13)計算出每個區塊的變異

數，加以統計以及簡化變異數直方圖，使用相

同的條件找到門檻值 T1、T2、T3，再透過公

式(14)可取得每個區塊嵌入的機密訊息位元長

度 k。獲得門檻值之後即可取出隱藏於偽裝預

測值 P'的機密訊息。取出公式如下： 

 (16)  

               

  依序使用公式(16)從偽裝像素值取出機密

訊息。將影像縮小即可還原成原始影像。 

4.實驗結果 

本研究與 Jung 等學者於 2009 年提出之影

像插值法（NMI）、Lee 等學者於 2012 年提出

之相鄰像素插值法（INP）與 Tang 等學者於

2014 年提出之高藏量可逆式隱寫術（CRS）比

較。本研究使用六張灰階影像進行測試，如

圖 10 所示。 

   

 

 

 

 

 

 

 

 

 

 

 

 

 

 

 

 

 

 

 

   

 
 

 
 

圖 10 實驗測試影像 

本實驗使用 8位元 256色灰階影像進行實

驗比較，套入公式(11)以計算影像失真程度。

若偽裝影像與原始影像差異越大，計算出的

PSNR 值越低。反之，若差異越小則失真程度

越低，PSNR 值也越高。 

本研究採用 NMI 影像插值法進行影像擴

張，因直接將原始影像 512×512 的影像放大將

無基準可以比較 PSNR，故本研究先將影像縮

小至 256×256，再將縮小影像使用 NMI 插值

法、INP 插值法、CRS 插值法放大與原始 512

×512 影像進行實驗比較。 

原始影像、縮小影像、預測影像、偽裝影

像關係如圖 11 所示。 

 

 

 

 

 

 

 

 

 

 

 

 

 

 

 

 

 

 

 

 

 

 

圖 11 影像關係示意圖 

  表 2為三個方法與本研究原始影像與偽裝

影像 PSNR 值比較，表 3 為三個方法與本研究

BPP 比較。以 Lena 為例，雖然本研究嵌入量

比 CRS少 0.09bpp，但 PSNR卻比 CRS多 4 db。

犧牲少量的嵌入量換取較高的影像品質。以

Mandrill 為例，雖然嵌入量少於 CRS 0.51bpp，

影像品質高 2.61 db。與 NMI 方法相比，嵌入

量雖然只多 0.01 bpp，但影像品質卻多 0.8 db

之多。因為配合機密訊息對折策略的關係，使

得嵌入相同機密訊息的情況下可以減少影像

失真程度。 

  表 4為三個方法與本研究預測影像與偽裝

影像 PSNR 值比較。與表 2 有同的的狀況，其

影像品質皆比其他方法好。 

Lena Mandrill 

Pepper 

Airplane Washsat 

Lake 

原始影像 縮小影像 

預測影像 偽裝影像 

機密訊息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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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NMI、INP、CRS 與本研究原始影像與偽

裝影像 PNSR 比較表 

 
Lena Mandrill Peppers Lake Aireplane Washsat 

Jung & 

Yoo’s 

NMI 

30.00  21.74  29.04  26.37  28.51  33.04  

Lee & 

Huang’s 

INP 

29.62  21.55  28.67  26.03  28.14  32.85  

Tang & 

Song’s 

CRS 

27.06  19.93  25.88  23.56  25.24  30.99  

Proposed 

Method 
31.36  22.54  29.87  27.61  29.87  34.26  

 

表 3 NMI、INP、CRS 與本研究 bpp 比較表 

 
Lena Mandrill Peppers Lake Aireplane Washsat 

Jung & 

Yoo’s 

NMI  

1.30  2.40  1.31  1.69  1.68  1.26  

Lee & 

Huang’s 

INP  

1.47  2.43  1.48  1.81  1.31  1.43  

Tang & 

Song’s 

CRS  

1.84  2.92  1.86  2.23  1.13  1.75  

Proposed 

Method 
1.75  2.41  1.60  1.94  1.57  1.02  

 

表 4 NMI、INP、CRS 與本研究預測影像與裝

影像 PNSR 比較表 

 
Lena Mandrill Peppers Lake Aireplane Washsat 

Jung & 

Yoo’s 

NMI  

33.50  27.43  32.46  29.86  30.23  37.72  

Lee & 

Huang’s 

INP  

33.03  26.96  31.96  29.35  31.28  37.02  

Tang & 

Song’s 

CRS  

31.86  25.84  31.22  28.55  31.62  33.81  

Proposed 

Method 
41.19  38.15  42.76  40.23  41.87  49.03  

5.結論 

本研究提出一個植基於 NMI 插值法之可

逆式資訊隱藏方法，分析區塊特性，並設定三

個門檻值決定每個區塊應嵌入機密訊息位元

長度。並且在嵌入時使用機密訊息對折策略再

次降低機密訊息對影像的破壞程度。針對溢位

的處理，也透過不同的嵌入方向避免溢位的發

生。因為偽裝影像每區塊的四個角落像素，在

整個嵌入流程之後並沒有變動，接收方在知道

隱藏方法的前提之下，可以只用偽裝影像得知

當初設定的門檻值並取出正確的機密訊息。 

從實驗結果顯示，不管影像屬於平滑或

是複雜，雖然機密訊息嵌入量都不比 CRS 還

高，PSNR 值卻相對與其他三個方法還高。本

研究也因為沒有溢位問題，不需要記錄額外訊

息。 

參考文獻 

[1]A. M. Alattar (2004),“Reversible Watermark 

Using the Difference Expansion of a 

Generalized Integer Transform,”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Vol. 13, 

pp. 1147-1156. 

[2]L. An, X. Gao, Y. Yuan and D. Tao (2012), 

“Robust Lossless Data Hiding using 

Clustering and Statistical Quantity 

Histogram,” Neurocomputing, Vol. 77, No. 

1, pp. 1-11.  

[3]X. Chen, X. Sun, H. Sun, Z. Zhou, and J. 

Zhang (2013), “Reversible Watermarking 

Method Based on Asymmetric-Histogram 

Shifting of Prediction Errors,” 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 Vol. 86, No. 10, pp. 

2620-2626.  

[4]Y. F. Chang and W. L. Tai (2012), 

“Histogram-base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Based on Pixel Differences with Prediction 

and Sorting,” KSII Transactions on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Vol. 6, 

No. 12, pp. 3100-3116.  

[5]M. Fallahpour (2008), “Reversible Image Data 

Hiding based on Gradient Adjusted 

Prediction,” IEICE Electron Express, Vol. 5, 

No. 20, pp. 870 -876. 

[6]F. H. Hsu, M. H. Wu and S. J. Wang (2013), 

“Reversible Data Hiding Using Side-match 

Predictions on Steganographic Images,”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Vol. 67, 

No. 3, pp. 571-591.  

[7]K. H. Jung and K. Y. Yoo (2009), “Data 

Hiding Method Using Image Interpolation,” 

Computer Standards & Interfaces, Vol. 31, 

No. 2, pp. 465-470. 

[8]C. F. Lee and H. L. Chen (2012), “Adjustable 

Prediction-Base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Vol. 22, 

No. 6, pp. 941-953.  

[9]C. F. Lee, and Y. L. Huang (2012), “An 

Efficient Image Interpolation Increasing 

Payload in Reversible Data Hiding,” Expert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90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Vol. 39, No. 8, 

pp. 6712-6719.  

[10]T. C. Lu, J. H. Wu, C. C. Huang (2015), 

“Dual-image-base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Method Using Center Folding Strategy, ” 

Signal Processing, Vol. 115, pp. 195-213. 

[11]Z. C. Ni, Y. Q. Shi, N. Ansari and W. Su 

(2006), “Reversible Data Hid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Vol. 16, No. 3, pp. 

354-362.  

[12]V. Sachnev, H.J. Kim, J. Nam, S. Suresh, and 

Y.Q. Shi (2009)“Reversible Watermarking 

Algorithm Using Sorting and Predic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Vol. 19, pp. 

989-999. 

[13]M. W. Tang, J. Hu, W. Song (2014), “A High 

Capacity Image Steganography using 

Multi-layer Embedding,” Optik, Vol. 125, pp 

3972-3976. 

[14]D. M. Thodi and J. J. Rodriguez 

(2007),“Expansion embedding techniques 

for reversible watermarking, ”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Vol. 

16 , No. 3,  pp.721 -730 . 

[15]J. Tian (2003), “Reversible Data Embedding 

Using a Difference Expans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for 

Video Technology, Vol. 13, No. 8, pp. 

890-896.  

[16]Z. H. Wang, C. F. Lee and C. Y. Chang 

(2013), “Histogram-Shifting-Imitate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Journal of 

Systems and Software, Vol. 86, pp. 315-323.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91



Abandoned Object Monitoring System 
Jui-Cheng Yen#1 and Sheng-Ti Lo#2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National United University 

Miaoli, Taiwan, R.O.C. 

1 jcyen@nuu.edu.tw 
2  m0322002@smail.nuu.edu.tw 

 

 
Abstract — The paper proposes a surveillance 

system to detect the abandoned objects in the 

region under surveillance. The CMOS sensor is 

used to acquire frames including the region to be 

kept under surveillance. The acquired frame is 

analysed by the proposed abandoned object 

monitoring algorithm.  If any abandoned object 

is detected, a warning signal is issued to the 

monitoring center. Software simulations are also 

given to demonstrate its effectiveness including 

(i) the system renew the background frame 

adaptively and (ii) it can find the abandoned 

object correctly. 

 
Keyword -- surveillance system, abandoned 

object, CMOS sensor, renew background 

1. INTRODUCTION 

With the spread of terrorism, terroristic attacks 

prevail over the world. Terrorists often produce 

explosive incidents in the public place with a 

crowd of people to result in heavy casualties. 

Public space such as airport, station, sports 

complex is the major goal of attack. The time or 

remote-controlled bombs are left in the public place 

to produce terrible explosion. Hence, the detection 

of abandoned objects is an important issue. 

To detect abandoned objects, many approaches 

[1-12] have been proposed. A kind of them is the 

tracking-based [1-3] approaches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scene is not crowded, 

occlusions are minimal, and moving objects can be 

accurately initialized using only motion 

information. Porikli [4] proposed a non-tracking-

based system which detects the stationary objects 

with two backgrounds. Wand and Liu [5] use a 

background subtraction algorithm which updates 

two sets of background to extract objects, 

classified the extracted objects to be static or 

dynamic ones, and calculate a confidence score for 

the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color richness, Li, etc. 

[6] introduce a unique combination of a new pixel-

wise static region detector and a novel classifier.  

2. MONITORING SYSTEM FOR 

MOVEMENT OF DRIVER’S HEAD 

To monitor whether there is any abandoned 

object in the region under surveillance, the 

abandoned object monitoring system (AOMS) is 

proposed. The schematic architecture of AOMS is 

shown in Figure 1. The  frames including the region 

to be kept under surveillance are acquired by the 

CMOS sensor and analysed by the proposed 

abandoned-object monitoring algorithm. If any 

abandoned object is detected, a warning signal is 

issued to the monitoring center. 

 

Abandoned-Object 

Monitoring Algorithm

Issue a warning signal
 

Fig. 1 The schematic architecture of AOMS 

 

To quantitatively describe the AOMS, the 

following notations are adopted and defined: 

  fi: the ith frame of size 480854, 

  fis: the ith resized frame of size 180320, 

  fbg: the background frame of size 180320, 

 fout3D and fout2D: the processed three- and two-

dimensional outputs in each step, 

 H

isf , S

isf , and V

isf : hue, saturation, and value 

components of fis, 

 H

bgf , S

bgf , and V

bgf : hue, saturation, and value 

components of f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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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Parameters

 Set the background  

       frame fbg

 Set history table 

      (HT) to be null

Acquire a frame fi

 Resize fi to fis

 Compute | fis  -  fbg |

 Threshold the result

 Close the result

 Remove the noise

 Remove the shadow

 Dilate the result

 Find all the objects

 Create current table

            (CT)

Dilate the result

Renew the background 

frame fbg

Compare HT and 

CT

Renew the history table 

HT

Issue a warning 

signal

Is any abandoned 

object found?

yes

no

 

Fig. 2 The abandoned-object monitoring 

algorithm in AOMS. 

Based on the defined notations, AOMA is proposed, 

shown in Fig. 2, and described as follows. 

Compute | fis - fbg |  

fout3D (i,j,k) = | fis(i,j,k)- fbg(i,j,k) | 

Threshold the result  





















otherwise0

 

15)3,,(

15)2,,(

15)1,,(

i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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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2

jif

jif

jif

jif

Dout

Dout

Dout

Dout
 

Close the result and remove the noise 

Use morphology closing with a 55 kernel to 

fout2D, remove the noise, and produce a new fout2D. 

Dilate the result and renew the background 

frame fbg 

Use morphology dilation with a 55 kernel to 

obtain the new fout2D and then renew the 

background frame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If fout2D(i, j) is equal to zero, then 

20

1
)1,,(

20

19
)1,,()1,,(  jifjifjif isbgbg

 

20

1
)2,,(

20

19
)2,,()2,,(  jifjifjif isbgb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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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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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jifjifjif isbgbg

 

Remove the shadow 

Remove the shadow by the following scheme: 













---

---

---



otherwis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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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fjif

jifjif

jifj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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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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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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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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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bg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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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ate the result 

Use morphology dilation with a 33 kernel to 

thicken the object. 

Find all the objects 

Find all the 8-connected objects. Then delete 

the person-object from the found objects. The 

criterion is that the ratio of square of object 

boundary to object area is larger than 16. 

Create current table (CT) 

The current table (CT) inclues features of the 

area, upper boundary, lower boundary, left 

boundary, right boundary, row and column 

coordinates of gravity, existing time, disappearing 

time, and matched index of all the objects. 

Compare HT and CT 

Compare all the items in the HT with the ones 

in CT. If the same object is found, mark the 

matched index in CT to be one, add one to the 

existing time, and copy the features of the object 

to the temporary table. 

Examine the matched index of all the objects in 

CT. If it is zero, add one to the existing time and 

copy the features of the object to the temporary 

table. 

Renew the history table HT 

Replace the HT by the temporary table. 

Find abandoned objects 

Examine all the object in the renewed HT. If the 

existing time is larger, it is an abandoned object 

and issue a warning signal to the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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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TLAB SIMULATION RESULTS 

To demonstrate the performance of AOMS, 

the system is set up in the lobby of our 

department. The IP camera is used to record the 

region under monitoring. The adopted video of 

length 58 seconds and 1740 frames are extracted 

from the video. According to AOMA, MATLAB 

simulation result of f1606 is shown in Fig. 3. 
 

 
(a)  

 
(b)  

 
(c)  

 
(d)  

 
(e)  

 
(f)  

 
(g)  

 
(h)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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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Fig. 3. MATLAB simulation result of f1606 after we 

(a)  resize f1606 to f1606s, (b)  compute | f1606s - fbg |, (c) 

threshold f1606s, (d) close the result, (e) remove the 

noise, (f) dilate the result, (g) renew fbg, (h) remove 

the shadow, (i) dilate the result, (j) issue a warning 

signal to the frame. 

 

The complete simulation results of all the 1740 

frames are concatenated to a video again. The 

video is uploaded to YouTube [13] and can be 

played in Fig. 4. 

 

 

Fig. 4. Video of MATLAB simulation result [13] 

 

According to the MATLAB simulation result 

shown in Fig.3, the effects of each steps in AOMA 

are clearly demonstrated and the abandoned object 

is identified exactly. Inspecting the video shown in 

Fig. 4, all the abandoned objects are detected 

exactly. The video demonstrates the features of the 

proposed AOMS clearly. 

4. CONCLUSIONS 

In the paper, the high-performance surveillance 

system for monitoring abandoned-object has been 

proposed. The features of the proposed system are 

as follows. (i) The system renew the background 

frame adaptively. (ii) It can find the abandoned 

object correctly.  

Finally, we believe that the abandoned-object 

surveillance system can greatly benefit by adopting 

the propose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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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內機器人教育市場於近十年來蓬勃發

展，2007 年也爭取由我國主辦 WRO 國際機器人

大賽。國際機器人大賽亦常見我國代表隊伍參

賽，並得到許多佳績。科技部與教育部亦投入許

多資源，輔導國內大學及科技廠商，共同發展機

器人教育。當前機器人教育資源多集中於大專院

校，國、高中與國小相對資源較少。國中、小學

生欲長期接受機器人訓練課程，除少數資源豐富

之學校開設社團活動外，多數學生則以國內坊間

機器人教室或教育推廣中心為主。在這樣環境

下，台灣在機器人教育普及化及資源上確實有待

加強。本研究，以師範院校技職體系切入，對於

機器人教育之教學，提供從上而下的教育策略，

是以從師範院校技職高等教育端下手，提供以產

業為基本，教育為導向之機器人教育課程，讓此

師資培育端，能培育具備課程規劃能力，教育能

力和產業經驗之師培生，以期望在未來，這些職

校專業教師，能再往下扎根，讓台灣機器人教

育，能有系統化和良性的發展。      

 

1. 前言 

 

機器人是一種自動化的機器，所不同的是這

種機器具備一些與人或生物相似的智慧能力，如

感知能力、規劃能力、動作能力和協同能力，是

一種具有高度靈活性的自動化機器。不同的機器

人其機械、電氣和控制結構也不相同，通常情況

下，一個機器人系統由機械、感測、控制三大主

部分組成，配合驅動、機械、感知、人機介面、

機器人-環境交互及控制系統等六子系統組成。 

 

 

 

美國機器人協會對產業用機器人所下的定義：一

種可重新設定程式的多功能操作機，經由可變程

式來搬移材料、零件、工具或其它的特殊設備，

以執行各種不同的作業。現在於產業之生產線上

有 70％是屬於這種性質的工作，其用途也特別

廣泛，像電弧熔接等高危險工作也能輕易完成。

或指由操作機（機械本體）、控制器、伺服驅動

系統和感測裝置構成的一種仿人操作、自動控

制、可重複編程、能在三維空間完成各種作業的

光機電一體化生產設備，特別適合於多品種、變

批量的彈性製造系統。 

日本總理安倍晉三（Shinzo Abe)在 2014 年

6月宣布，2020年機器人製造產值要拉高到目前

的三倍（2012 年約 7,000 億日圓，2020 年增至

2.4 兆日圓），而且希望讓機器人成為經濟重要

的成長支柱。同時在 2020 年舉辦東京奧運時，

同步主辦機器人奧運。機器人產業也儼然成為

下一個科技明日之星，而且可能繼半導體及平

面顯示器之後，成為我國第三個兆元產業。 

(一)、機器人產業發展主因：最主要的原因

是：（1）「3D產業」（Dangerous、 Dirty、Difficult)

勞工需求量大；（2）勞動力缺乏與工資成本提

商；（3）高齡化社會逐漸到來；（4）產業升級，

如圖一所示。 

(二)、機器人產業結構：機器人產業屬於跨領

域整合、高技術整合、高附加價值等特質。（1）

上游：感測元件、控制元件及人機介面整合驅

動元件；（2）中游：生產和組裝；（3）下游：

維修服務、行銷及通路，如圖二所示。 

(三)、市場需求趨勢：（1）歐盟：歐洲許多國

家都面臨產業外移、失業率上升的困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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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歐盟為能夠讓產業「根留歐洲」，決定把歐

盟經濟發展任務的其中一部份，賭在機器人產

業之上。歐盟副總裁妮莉-廓斯（Neelie Kroes)

於 2014 年 6 月 3 日 宣布，啟動全球最大的機器

人的研發計畫，總投資額達 28 億歐元，相當於

約新臺幣 1,136 億元。(2）中國大陸：大陸因人

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力成本上升，大陸當局對 

推動研發機器人態度積極。 

(四)、機器人優點：不需吃飯，也不需點燈，

效率極高，而且也不用付勞退等成本。此外還

有五大優點：（1）提高生產效率；（2）精確可

控的生產能力；(3）提高產品質量；（4）可擔

任枯燥無味的工作；(5)可在高危險的情況下，

持續工作。 

(五)、應用範圍：儘管目前全球機器人發展，

都僅在初期階段。譬如：廚房削麵機器人、炒

菜機器人、總機機器人及保全機器人，甚至傭

人都可能變成機器人。 目前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打造了全球第一個家庭機器人，這個機

器人名字叫 「Jibo」，它不但會打掃，和人類聊

天互動，還可以幫忙拍照，收發電子郵件，它

也會辨別不同家庭成員，還能和人類達成情感

交流，並提供量身打造服務，預計2015年 就可

以上市，定價約在 499 美元（相當於臺幣 15,000

元）。但未來機器人會普遍用在各行業，特別是

一成不變的工作，會被機器人取代。 

(六)、發展趨勢：鴻海內部工廠用的工業機器

人，每年以3萬臺數量增加。未來機器人會有感

覺、有判別能力、有學習能力，與作業員「並肩

合作」，不僅改變生產工序，加上系統管制及管

理演進，將變成智慧工廠。               

     

 

 

圖一: 發產機器人產業之主因 

 

圖二: 機器人產業結構 

   

 機器人之台灣產業現況中，隨著勞動成本的逐

步攀升，近年來各國生產製造業者紛紛朝向智慧

自動化方式發展，台灣也不例外。工研院產業經

濟與趨勢研究中心(IEK)研究指出，目前台灣發

展自動化產業主要包含三個部分，分別為設備的

供應商、客戶的使用端以及工程服務產業，現階

段台灣控制器國產化是徹底解決製造整線自動

化瓶頸的關鍵因素，並且進而結合自主化產業機

器人推動自動化產業。 

由於智慧型機器人產業前景看俏，台灣政

府也已將其明訂為下世代重點發展產業，並已

年納入「擴大投資新興產業推動方案」，透過新

產品開發計畫與產業科技專案等措施，協助業

界推動產業發展。在產業發展之製造面，亦面

臨產業升級、科技業高階組裝作業、3K 作業缺

工、台商回流及高齡社會等課題，亟待推動第

二次自動化(智慧型自動化)來因應。 

經濟部工業局指出，台灣目推動智慧型機

器人產業的重點工作，包括加速產品商品化、

強化產業發展環境及協助擴展市場。在加速產

品商品化方面，目前已協助業者完成 24 案機器

人產品及組件輔導案，促進業者就業人數增加

31 人次，受輔導產品附加價值率提升 10%以

上。為了培養機器人產業所需人才，工業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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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透過機器人競賽，促成大專以上實作與機

電整合人才，投入機器人相關領域之研發並參

與競賽。2013 年共舉辦三次競賽，投入人力達

481人次(共121 隊)，產出優良機器人原型產品

18 件。並促成 2 案競賽成果產學合作，如正修

科大在 2012 年競賽成果與羅德應用合作通過

2012 年「管路工程機器人」CITD 計畫；華夏技

術學院 2010 年競賽成果，也與飛斯妥合作通過

2012 年「履帶型機器人運動導航平台」國科會整

合型計畫。而在強化產業發展環境方面，除了

完成產業用機器人於汽車製造相關領域供需調

查報告與智慧型機器人產業分析報告外，機器

人世界情報網站點閱人次也已超過8萬人次以上

(總點擊次數 630,000 次以上)。而在協助擴展市

場方面，除與智慧自動化計畫搭配，於智動館

辦理 2 場機器人產品示範展示活動，協助國內

產學研機器人產品與研發成果進行示範運行展

示，提升機器人產品之市場認同度，活動參觀

人次超過 6000 人次以上外，於台北國際機器人

展中的總參觀人次也已達 68,135人次，並辦理 3

場技術及市場擴散相關活動(如機器人輔導案成

果展示、機器人計畫成果發表記者會與國際機

器人產業技術論壇)，促成國內產學研成果進行

國際交流，並擴大計畫成果宣導效應。依據

2005 年行政院產業科技策略會議，台灣智慧型

機器人產業規劃發展目標擬分為三個階段，

2013 年已是第二階段最後一年，預估產值應達

到新台幣900億元以上，並以擴大產業規模為發

展方向，以擴大市場及產業規模化為推動目

標，依技術的純熟度與市場應用需求面，以公

共服務及及照護服務為發展重點。 

根據經濟部工業局「智慧型機器人產業發展

推動計畫」執行成果報告中，台灣智慧型機器人

產業產值由 2011 年的 505 億元，成長至 2012 年

540億元，2012年導引廠商投資智慧型機器人產

業達 53.84 億元，顯然距離原先設定的目標還相

當遠，未來有相當大的努力空間。 

在業者成績方面，投入關鍵組件開發的業

者包括上銀、賜福、台達電等，切入產品包括

伺服馬達、多軸運動控制器與減速機等，其中

伺服馬達與多軸運動控制器已於 2012 年推出產

品，對解決高階關鍵組件缺口問題，有相當程

度的貢獻。而包括上銀、和椿、長毅、華寶通

訊、皇田科技都已投入智慧型機器人產品，更

有業者已於 2012 年推出自有品牌，部分產品關

鍵組件國產化比例達 60%以上。如上銀的六軸

多關節機器人，國產化比例 40%；上銀及台達

電子的平行結構機器人，國產化比例更高達

90%。台達電子的四軸 SCARA機器人，國產化比

例也已達 90%、鑫億則是達到 70%。 

值得一提的是，華寶通過市場應用型「高互

動性音樂跳舞機器人產品開發計畫」，提出以手

機操作機器人進行跨業整合開發概念，結合華

寶通訊手機軟體開發與行銷企畫，有助於達成

通路整合、提升手機品牌形像，其中產品零組

件國產化比例更將近 100%。皇田工業則是通過

主導性新產品「智慧型割草機器人開發計畫」，

預計 2013 年開發完畢後，產品可外銷國際市

場，增加出口產值。 

面對全球競爭，台灣仍須努力。根據 IEK分

析，台灣當前面臨產業加值升級，如製造業升

級、科技業高階組裝作業、3K 作業缺工與台商

回流及高齡社會應用、生活品質提升之服務業

創新應用的課題與壓力，亟待推動第二次自動

化(智慧型自動化)來因應上述課題並促進國內

整體產業升級。 

    因機器人應用逐漸深入人類日常生活，世界

各國無不競相投入機器人產業的發展，以期在此

新興產業居於領導與不敗之地位。台灣目前在機

器人產業推動上，有財團法人精密機械研究發展

中心、工業技術研究院、金屬工業中心等各個法

人單位協助政府推動，並相繼有台灣機器人教育

學會、台灣機器人產業發展協會成立。 

    我國自 2005 年行 政院產業科技發展策略

會議，將「智慧型機器人」 列為發展目標後，

亦積極透過產官學三方之投入， 加強對「智慧

型機器人」產業與技術之發展，進而 帶動下一

波經濟。預估隨著大廠投入和市場成熟， 2015 

年有機會達 2,500 億元之產值（如圖三），讓台

灣成為全球智慧型機器人主要製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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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台灣機器人產業值預估 

   

 機器人產業所採用之科技橫跨電機、控制、電

子、機械、資訊等領域，為一跨領域之產業。由

於 不再是單一科技領域之應用，而是強調多領

域科技之整合，在全球積極投入機器人產業的趨

勢下，機器人之發展將對科技和創意教育、創新

應用產生影響，進而改變學習內容與型態。 

    在台灣機器人教育上，國內機器人教育市場

於近十年來蓬勃發展，2007 年也爭取由我國主

辦 WRO 國際機器人大賽，超過 20 個國家地

區、300 支隊伍參賽。國際機器人大賽亦常見我

國代表隊伍參賽，並得到許多佳績。國科會與教

育部亦投入許多資源，輔導國內大學及科技廠

商，共同發展機器人教育。當前機器人教育資源

多集中於大專院校，國、高中與國小相對資源較

少。國中、小學生欲長期接受機器人訓練課程，

除少數資源豐富之學校開設社團活動外，多數學

生則以國內坊間機器人教室或教育推廣中心為

主。而國內坊間教育市場亦多鎖定國中、小學

生，以才藝教育方式呈現。對於有意學習機器人

科學或接受創意訓練之學生，受教機會與學習資

源仍嫌不足。然而機器人科學教育必須長期投

入，透過營隊活動無法累積學習成效，仍須透過

有計畫的課程訓練與競賽經驗的累積，方能達到

紮根的目的。 

    雖台灣在機器人教育普及化及資源上有待

加強，但在一些國際競賽上，機器人為主之比賽， 

也越來越受重視，如先前提到的 WRO 國際機器

人大賽，還有在國際技能競賽，也成立了機器人

職種。 

  國際及國內在機器人教育上的重要賽事包括: 

1.  世界技能競賽 

    世界技能競賽，它可說是技職體系的奧運，

兩年舉行一次，目前是 43 屆(2015)，其中，機

器人職種成立第 5 屆，前 4 屆均以 Festo 公司生

產，約台幣四十萬的 Robotino 機器人為標準平

台。但國內初賽時無平台限制，怕為人詬病，有

圖利廠商之嫌。 

    其中，國手是由勞動部主辦的「全國技能競

賽」選出，每年約五月初賽，八或九月全國賽，

若為世賽年（如今年 2015），全國賽選出來的前

三名，要再跟 2016 年（國手選拔年）各區初賽

的前五名（共十五隊）角逐全國前三名。這三隊

選手再訓練一個月後舉行賽外賽，以全國賽成績

40%、賽外賽 60%的比重選出國手，參加 2017（世

賽年）的 44 屆比賽，因此每年的全國冠軍也不

是保證為世賽國手。此比賽在 42 屆（2013）比

完後，大會決議跳脫以套裝的機器人來比賽，轉

換至 Natrional Instrument (NI) 的 myRIO 控制器

和 LabVIEW 作為機器人的語言。 

2.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為一項國際性的科

技及教育活動。 藉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研發並

由「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委員會」 (IROC, the 

International Robot Olympiad Committee) 及丹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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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高教育事業公司 (LEGO Educational Division) 

合辦的國際性機器人比賽，比賽器材採 用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技術研發的機器人套件（由丹麥樂

高公司生產）。 目的是藉著電腦資訊及科學原理

之融合運用，啟發參賽者之科技運用及創意，並

以機器人設計之競賽活動， 達到推動國內創意

科學教育之目的，本協會並培訓國內競賽績優團

隊參與國際競賽，展現我國創意科學教育 之成

果並爭取國際榮譽。 目前會員國至 2014 年已

超過 40 個會員國以上。 

3.  IRHOCS 國際機器人實作競賽 

 IRHOCS 國際機器人實作競賽 為激勵國內相

關經驗交流與技術發展，激發教師與學生創意，

培育未來機器人產業發展人才。為國內最專業、

規模最大之機器人活動。期目摽 包括 國際間機

器人教育經驗與技術交流、擴大教育用機器人運

用、與培育機器人產業人才。同時，藉由競賽活

動並透過全國性及國際邀請之競賽，增加國內外

學習觀摩的機會，同時採用國際競賽之規則，且

邀請國際歷年成果豐碩之隊伍，讓國內智慧型機

器人之研究能積極地與國際接軌。 

台灣在機器人教育的未來挑戰可分為四個

面向來說明。 

1.學術理論面：相較於日、歐盟、美等先進國家，

國內投入學術研發經費較為不足，以致於創新性

的學術理論較少。未來挑戰應著重於具創意與符

合國內外需求的研究題材，將研究成果發表於國

際一流期刊。 

2.技術面：需學習於日、歐盟、美等先進國家的

優點，提升國內的學界所發展的各樣實作技術

後。未來挑戰應著重於智慧能力（例如：對談、

問題解決等），晶片設計，感測技術（包含：視

覺、聽覺、嗅覺、觸覺等)、機構設計、馬達開

發與控制（伺服機）等。 

3.工程面：強調於機器人之系統整合技術與應

用，外觀設計的創意不足，系統軟體之發展也不

足，應用情境的考量應提升。未來挑戰應著重於

外觀設計，功能設計，系統整合技術，機器人系

統軟體工程，可靠度，安全性，應用研究，工程

經濟問題與法規。 

4.教育面：我國的機器人學教育，尤其在服務型

機器人的教材、教學與法規，方興未艾，有待進

一步提升。未來挑戰應著重於新教材編撰，多舉

辦機器人創意競賽、專題講習會、國際合作與交

流、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研習營、推動科普教育、

產學論壇、機器人與管理、人文論壇等… 

2. 控制器之軟硬體 

 

2.1 軟體 

 

    本研究在實務教學上，虛擬儀控技術和

Labview 軟體，以嵌入式系統的方式，應用在機

器人教學開發上，透過虛擬儀控，根據使用者需

求設定的軟體，將定義一般量測與控制硬體的功

能。虛擬儀控將主流的商業技術整合至彈性軟體

與多種量測和控制硬體，讓工程師與科學家建立

使用者定義的系統，以完全符合應用的需要。有

了虛擬儀控，工程師與科學家可減少開發時間、

設計較高品質的產品，並減少設計成本。圖四為

虛擬儀控之軟體、模組化 I/O 與可調整的平台概

念圖。圖五為虛擬儀控架構。 

 

 

 

 

 

 

 

圖四: 虛擬儀控之軟體、模組化 I/O，與可調整

的平台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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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虛擬儀控架構 

 

2.1.1 虛擬儀控的架構 

(1) 軟體 

科學家與工程師正轉向進階的電子、處理

器，與軟體。但由於裝置的重心越來越偏向軟

體，才能夠新增這些進階電子設備的功能，工程

師與科學家不需重新開發昂貴的硬體，即可新增

功能至裝置，這一切歸功於提升效能的零件與產

品。同時這也延伸了產品壽命與功能，不須以特

定工作開發特殊電子產品，透過軟體即可提昇功

能，並縮短產品問世的時間。然而，增加功能亦

必須有一定程度的支出。升級功能亦可能產生看

不見的互動或錯誤。因此，當使用裝置軟體協助

快速開發並延伸功能時，設計與測試儀控亦必須

符合多種提升的需求。要能配合需求的唯一方

法，就是使用亦為軟體中心的測試與控制架構。 

(2) 元件模組化 I/O 

可快速依不同的順序或數量予以整合，並透

過任何開發概念進行監測與控制。使用為模組化 

I/O 妥善設計的驅動軟體，讓使用者可於目前的

作業中快速使用所需功能。 

(3) 以精確增強的系統平台 

虛擬儀控利用最新的電腦功能與資料轉移

技術。此要素使虛擬儀控成為長期性的技術基

準，可針對處理器、匯流排，與其他更多的投資

項目進行調整。 

針對現今的概念、產品、程序設計、開發、

功能與創新意見，虛擬儀控可快速適應各種需求

並提出解決方案。唯有透過虛擬儀控，工程師與

科學家可建立使用者定義的儀控系統，以符合世

界主流所需。 

總而言之，當新軟體加速新概念與新產品開

發時，亦需要儀控的功能能夠快速符合新的需

求。因為虛擬儀控可套用軟體、模組化 I/O，與

商業平台，所以儀控的功能可立刻迎合現今的概

念與產品開發。 

2.1.2 虛擬儀控的優勢 

虛擬儀控成功的關係包含快速提升  PC 

advancement；即為平實的價格、高效能的資料轉

換器 (半導體) 開發；與系統設計軟體。這些因

素均使虛擬儀控系統更廣為基礎使用者所受。PC 

效能在過去的 20 年中已經提升了超過 10,000 

倍。虛擬儀控利用大幅提升的 PC 效能，透過新

一代的 PC 處理器、硬碟、顯示卡，與 I/O 匯

流排，分析量測並開發新的應用。這些快速發展

的要素可整合校園的所需的基本技術與電腦程

式庫，並成功發展為電腦架構的虛擬儀控。 

另一項提升虛擬儀控效能的要素，即為高效

能、低價位的類比轉數位 (ADC) 與數位轉類比 

(DAC) 轉換器。如無線通訊與高解析影像的應

用，均衝擊了這些技術。當傳統的轉換器技術趨

緩，而商業半導體技術卻跟隨摩爾定律 (Moore’s 

Law) – 每 18 個月即成長一倍的效能。虛擬儀

控硬體使用多種半導體，以提供高效能的前端量

測。 

最後，系統設計軟體將提供直覺式介面，適

於設計客製的儀控系統，並更進一步成為虛擬儀

控。LabVIEW 即屬於此種軟體之一。LabVIEW 

圖形化開發環境，具有程式設計語言的效能與彈

性，亦提供高階功能與設定程式，是特別為量測

與自動化應用所設計。如圖六所示。 

 
圖六: 於 LabVIEW 圖形化開發環境中開發的

簡易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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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虛擬儀控的用途與應用 

NI 於 25 年前發表了虛擬儀控的概念，改

變了工程師和科學家進行量測與自動化的法。在 

2004年NI在全球 90個國家中賣出超過六百萬個

通道的虛擬儀控產品。在今天，虛擬儀控已為主

流所接受，並使用於各種產業的上千種應用中，

從汽車、消費性電子產品，至石油油氣產業。過

去在虛擬儀控的應用上: 

(1) AP Racing – 建立一級方程式賽車的夾箝與

煞車測試動力計超過 30 年來，AP Racing 的煞

車箝與離合器，一直為世界頂尖的技術與製造工

業。AP Racing 專屬的新型動力計具有絕對優

勢，而使用 NI DAQ 資料擷卡與 LabVIEW 的虛

擬儀控，更提供了所需的彈性，以持續市場中的

創新地位。 

(2) Lexmark – 墨水匣電子測試 

艾德柯曼 (Ed Coleman) 與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 表示：「透過 PC 架構的模

組化儀器與工業標準的軟體，我們一直以最少的

開發時間，持續修改我們的測試系統，以因應最

新的需求。升級至 NI 5122、NI 6552，

與 LabVIEW 7 Express 之後，我們增加了產品與

產線的品質，並以最低的開發成本提升測試的效

能」 

(3) 德州儀器 (TI) – RF 與無線元件 

造就將近 40 億美元的營收，TI 成為領導

的無線 IC 供應商之一。為了簡化其程序，TI 使

用 NI TestStand 與 LabVIEW，建立測試開發、

管理，與自動化軟體。透過 NI 的產品，TI 不

需犧牲其品質與資源，即擴充了該業務。 

(4) Drivven –機車引擎控制單位 (ECU) 原型 

在過去的專案中，Drivven 耗費了至少 2 年

與 50 萬美金，以客製硬體開發 ECU 原型系

統。針對此專案，設備成本  (包含機車與 

CompactRIO) 總值 1.5 萬美金，而開發時間則

縮短至  3 個月。 FPGA 架構的可重設硬

體  CompactRIO ， 與  LabVIEW Real-Time 

Module 所提供的精確時脈資源；同時系統可承受

高溫與強烈振動的作業環境。虛擬儀控的優勢，

將被利用在此計畫中之機器人設計與實作中，

 

2.2 硬體 

 

1. myRIO: 

本研究中，將以 myRIO 做為控制器，而

使用之 myRIO 型號將依補助經費而定，圖七

為 myRIO-1900，其介紹下: myRIO 則可當作

一控制主機，以嵌入式系統之方式，達到機器

人控制所需之程式運算能力。表一和圖八 NI 

myRIO-1900 Expansion Port (MXP) connectors 

A and B 之規格表和 pinout 圖。 

   

圖七: myRIO-1900 外觀圖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02

http://www.ni.com/labview/zht
http://www.ni.com/labview/zht
http://sine.ni.com/nips/cds/view/p/lang/en/nid/1457
http://www.ni.com/labview/zht
http://www.ni.com/compactrio/zht


 

圖八: NI myRIO-1900 Expansion Port (MXP) connectors A and B 之 pinout 圖。

 

表一: NI myRIO-1900 Expansion Port (MXP) connectors A and B 之規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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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myRIO 為核心之 KNRm: 

      KNRm 使用 myRIO 嵌入式系統做為

控制核心，外觀如圖九所示，表二為其規格

表。myRIO 內建處理器、記憶體與硬碟，讓

使用者可以輕鬆的把應用程式放到上面來執 

行。在通訊介面上也有豐富的支援，包含 

CAN、RS232、USB 等介面。此豐富性讓 

KNRm 可應用的領域變得更豐富，例如某些

雷射測距儀 是透過 RS232 傳輸資料，使用

者可快速的將其連接到 KNRm 控制器上。除

此之外，myRIO 包含了可重複燒錄的 FPGA 

晶片，提供給進階的使用者做更彈性的開發，

例如您可以把機器人控制演算法放到 FPGA 

晶片中做運算，即可降低處理器的負擔，獲得

更快的反應時間。  

     KNRm 提供充電電池與  I/O 電力供

應，除了提供核心控制器所需的 DC 電源之

外，也可轉出電力給周邊系統，例 如：擴充

的感測器、無線基地台、DC 馬達等使用，使

用者無須再煩惱。 • Powered by LabVIEW：

KNRm 搭配 LabVIEW 來做應用程式的 撰

寫。LabVIEW 擁有豐富的分析、訊號處理、

控制、人機介面 等函式庫與範例程式。可縮

短應用程式開發的時間。除此之外， KNRm 

有量身設計的高階 API，讓使用者可以很方

便的寫程式控 制連接上 KNRm 的感測器與

馬達。  

 

 

機構鐵件上，KNRm 搭配 Matrix 3D 機

構元件來設計機器人所需的 外型。讓使用者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發揮創意，設計出理想

的 機器人外型。Matrix 包含的元件包括鐵

條、齒輪、框架、固定 用元件、輪子等等。  

   制動器上，KNRm 內建兩顆 DC 馬達與

一顆 RC 馬達，可搭配 Matrix 設計乘載機器

人的輪子，做開關動作的機器手臂等，也 可

根據需求擴充更多的馬達到平台內。 

   感測器使用上， KNRm 可以連接廣泛的感

測器，內含超音波測距離儀與 紅外線測距離

儀，此兩種感測器為機器人應用上十分常見的

兩款 感測器，常用來放在機器人偵測障礙物

的距離。如果需要擴充更 多感測器，KNRm 

有類比電壓量測通道，可量測感測器轉換出來 

的類比電壓，即可連接傾斜儀、陀螺儀等感測

器。 

 

圖九: KNRm 外觀圖    

 

表二: KNRm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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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器人系統 

 

    圖十一為此教學中所開發之機器人結構，圖

十二為開發之機器人外觀圖，其軟體部分使用實

驗室虛擬儀表工作平台 LabVIEW(Laboratory 

Virtual Instrumentation Engineering Workbench)，

硬體則是使用KNRm機器人控制平台及Matrix金

屬套件製作機器人，並在機器人上搭載機械手臂

及攝影機，透過無線方式連結，其特色之功能為

使操控者透過PC遠端遙控探索型機器人之移動

及機械手臂，並透過攝影機畫面傳輸進而讓操控

者看見機器人所看見之視野，並可透過Leap 

motion運動控制器，偵測操控者手掌變動之訊號

進而以體感方式控制機械手臂。 

 

 

 

 
圖十一:機器人結構 

 

 

                          

 

 

 

 

 

 

 

 

 

 

 

 
                  (A) 

 

 
                 (B) 

 
                (C) 

圖十二:機器人外觀圖 

 
(A) 機器人操控人機介面 
(B) 機器人外型 
(C) Leap Motion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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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學策略 
 

      而研究在教學規劃上，以產官學之互動合

作之願景，以專業人才培育為目標，創新技術為

依歸，將產業所需之實務核心技能，直接提供於

課堂上，讓學生能有效學習產業技能，立足社

會。此師範院校技職體系學生之產業機器人技能

導向教學能力提升模式之成功，將可導向其他專

業科目或其他技職院校，依其產業導向之實務需 

 

 

 

求，提升技職體系學生產業實務能力和開發有效

實務技術課程。技職體系學生在課程教學上應有

之思維如圖十二所示。  圖十三為專業人才培育

概念圖，先以產業技能導向技術課程發展與實務

教材建置與產業融入式之教學策略，使師範院校

技職體系學生於課程規劃、教學能力與產學經驗

提升，再由師範院校技職體系學生，培育職校專

業人才。 

 

 

 

 

 

 

 

 

 

 

 

 

 

          圖十二: 技職體系學生在課程教學上應有之思維-自動化量測技術為例 

 

 

圖十三: (ITECDTP)課程之專業人才培育概念圖 

       (產業) 

如:自動化量測產業 

   (學校) 

  技術發展 

  實務課程 

  產學結盟 

     (官方) 

 教育部與科技部 

政策配合 

產業資訊 

人才培育 

 

產業現況 研究方向 

問題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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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業技術面的產學銜接上，以核心技術為

主，現有產業設備趨勢是為輔，配合其產業結

構，由上游、中游、下游面向，貫穿產業之實務

技能，並可配合學校實驗室和實驗工廠，進行產

學結盟，將更有效達成產學技術銜接之目的。如

機器人產業技術為例，圖十四為機器人產業之上

下游產業鏈。 

    有效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

專家諮詢、德懷術及柯-史單一樣本考驗分析，

以建置一套機器人技術教育課程發展理論與實

務之教材架構。如下列方法進行：  

(一) 探討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 

(二) 初擬訪談大綱進行專家諮詢 

(三) 以德懷術針對課程需求進行調查 

(四) 依據資料分析結果進行教學大綱與教材單

元設計 

(五) 教學評量相關理論與文獻 

     由分析結果可知，依照本課程性質、深淺

程度，進行編排教學順序。教材在單元主題、內

容綱要及節數分配上，已考量到其各單元之多寡

與困難度，可由表三所示，內容包括規劃各單元

內容與節數分配及配套教學策略之情形。訂定

上，根據專業人才培育概念圖與德懷數問卷之結

果，進行規劃，並邀請三位專家學者予以諮詢建

議教學策略方面之配合，主要建議包括兩場產業

專家演說，一次業界參訪與主要技術上設備導入

與技能規劃之排程，如下表三所示:

 

 

 

 

 

 

                    

圖十四: 機器人產業之上下游產業鏈 

 

 

 

 

 

 

 

 

 

 

 

                              

圖十五: 研究方法流程圖 

 

 

 

 

 

 

 

文獻收集分析: 

專家諮詢: 

 

德懷術問卷發展

及分析: 

 

擬定初步課程大

綱及內涵 

教材發展: 

教材初稿編製 

教材學習效 

益評估量表 

教材融合教學

策略之課程規

劃 

        上游 

 核心軟硬體與技術業 

如:美商國家儀器(NI) 

      中游 

機器人開發設備業 

     如:上銀 

      下游 

  產品製造產業 

     如: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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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課程計畫書 

週次 

 

教材單元與進度 

 

產業經驗

的提升 

 

教材規劃與教學

能力的提升 

 

   

       備註 

一 
課程大綱介紹 

1-1.機器人之沿革 
   v 

  

二 
1-2.機器人產業現況與未來 

1-3.機器人技術現況 
   v 

  

三 
1-4.教育用機器人現況 

1-5.機器人結構與設計 
   v 

  

四 
2-1.技術課程發展取向 

專家演說 
   v      v  

產業界專家演說

(2hrs) 

主題:機器人技術相關 

五 
2-2.課程規劃 

2-3.課程發展 
 

     v  

六 
2-4.教學策略 

2-5.課程評量與學習成效 
 

     v  

七 業界參訪    v 

 業界參訪-(3hrs)地

點:機器人開發應用廠

商 

八 

2-1.LabVIEW 之程式撰寫 

2-2.各種迴圈架構之程式建置與測試 

2-3.陣列與資料叢集之程式建置與測

試 

 

     v 軟體設備導入 

九 

2-4.圖形與圖表之程式建置與測試 

2-5.字串與檔案輸出入之程式建置與

測試 

 

     v 軟體設備導入 

十 
2-6.通訊介面 I/0 之原理、特性與測試 

2-7.遠端控制網路之原理、特性與測試 
 

     v 軟體設備導入 

十一 

3-1.感測裝置於機器人設計之應用 

3-2.機器人設計之常用感測器 

3-3.控制裝置於機器人設計之應用 

3-4.機器人設計之常用控制裝置 

3-5.影像擷取裝置於機器人設計之應

用 

 

     v 硬體設備導入 

十二 
4-1. myRIO 介紹 

4-2. myRIO 與感測裝置的整合 
 

     v 硬體設備導入 

十三 4-3. myRIO 與受控裝置的整合       v 硬體設備導入 

十四 5-1.輪型機器人設計    v       實務導入 

十五 
5-2.機械手臂設計 

專家演說 
   v 

      實務導入 

產業界專家演說

(2hrs) 

主題:機器人技術相關 

十六 
5-3.Leap Motion 機械手臂設計 

5-4.自學式機械手臂設計 
   v v 

實務導入 

十七 5-5.探索機器人設計    v       實務導入 

十八 期末報告及評量   學習成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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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在台灣機器人教育上，學生欲長期接受機器人訓

練課程，除少數資源豐富之學校開設社團活動

外，多數學生則以國內坊間機器人教室或教育推

廣中心為主。而國內坊間教育市場亦多鎖定國

中、小學生，以才藝教育方式呈現。對於有意學

習機器人科學或接受創意訓練之學生，受教機會

與學習資源仍嫌不足。然而機器人科學教育必須

長期投入，透過營隊活動無法累積學習成效，仍

須透過有計畫的課程訓練與競賽經驗的累積，方

能達到紮根的目的。本研究，從師範院校技職體

系切入，對於機器人教育之教學，提出從上而下

的機器人教育策略與課程，是以師範院校技職高

等教育端下手，提供以產業為基本，教育為導向

之機器人教育課程，讓此未來於技職教育之師資

培育端，能培育具備課程規劃能力，教育能力和

產業經驗之高職專任教師，也期望在未來，這些

職校專業教師，能再往下扎根，讓台灣機器人教

育，能有系統化和良性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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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摘要 
本論文提出一種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

(SR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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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藉由該複數個字元線電壓位準轉換

電路以及複數個高電壓位準控制電路的設

計，以在於讀取模式下藉由增加 NMOS 電晶體

N13 之導通電阻與減少 NMOS 電晶體 N11 之

導通電阻，以有效降低讀取時之半選定晶胞干

擾。 

關鍵詞：預充電電路、待機啟動電路、待機模

式、漏電流、半選定晶胞干擾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Five-Transistor 

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5T S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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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ally, during read operation, the 

word line voltage level conversion circuit 

and the high voltage level control circuit can 

increase the on-resistance of NMOS 

transistor N13 and reduce the on-resistance 

of the NMOS transistor N11, respectively, 

and such  effectively reduce the 

semi-selected cell interference. 

Keywords: precharge circuit, standby-start 

circuit, standby mode, leakage current, 

half-selected cell inter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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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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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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點 A 之讀取初始瞬間電壓

（VAR）必須滿足方程式（1）： 

VAR＝VDD×(RN11)/(RN11+RN13)＜VTN12     （1） 

以防止讀取時之半選定晶胞干擾（half-selected 

cell disturbance），其中，VAR表示節點 A 之讀

取初始瞬間電壓， RN11 與 RN13 分別表示該

NMOS 電晶體 N11 與該 NMOS 電晶體 N13 之

導通電阻，而 VDD與 VTN12分別表示電源供應

電壓與該 NMOS 電晶體 N12 之臨界電壓，此

導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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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設定在

2.2 至 3.5 之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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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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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將節點 A 中

先前寫入的邏輯 0蓋寫成邏輯 1之寫入初始瞬

間電壓（VAW）等於方程式（2）： 

VAW＝VDD × (RN11) / (RN11+RN13)       （2） 

其中，VAW表示節點 A 之寫入初始瞬間電

壓， R N11與 RN13 分別表示 NMOS電晶體 N11

與 NMOS 電晶體 N13 之導通電阻，比較方程

式（1）與方程式（2）可知，寫入初始瞬間電

壓（VAW）小於 NMOS 電晶體 N12 之臨界電壓

VTN12，因而無法完成寫入邏輯 1 之操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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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習知 5T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晶胞之寫入

動作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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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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第

一種方法[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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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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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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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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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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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增加寫入時之半選

定晶胞干擾（half-selected cell disturbanc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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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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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由於該等方法均未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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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參考文獻[13] 雖考慮到 45 奈米以

下 SRAM操作電壓降為 1.1±30%時所造成讀取

速度降低之問題，惟由於係藉由讀取操作期間

將驅動電晶體 NMOS 電晶體 N11 之源極電壓

由原本之接地電壓下拉至低於接地電壓以提

高讀取速度，但缺乏於該讀取操作期間將該驅

動電晶體 NMOS 電晶體 N11 之源極電壓由低

於接地電壓回復至接地電壓之機制，因此存在

無謂的功率耗損之缺失，故仍有改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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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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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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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該等技術均缺乏待機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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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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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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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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待機啟動電

路、複數個字元線電壓位準轉換電路以及複數

個高電壓位準控制電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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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

個字元線電壓位準轉換電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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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藉由該複數個

字元線電壓位準轉換電路以及複數個高電壓

位準控制電路的設計，以在於讀取模式下藉由

增加 NMOS 電晶體 N13 之導通電阻與減少

NMOS 電晶體 N11 之導通電阻，以有效降低讀

取時之半選定晶胞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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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待機啟動電路、一字元線電

壓位準轉換電路以及高電壓位準控制電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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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P12)、一條字元線(WL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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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充電電路係包括

PMOS 電晶體 P31；該待機啟動電路係包括

NMOS 電晶體 N41、PMOS 電晶體 P41 以及延

遲電路 D2；該字元線電壓位準轉換電路係包

括 NMOS電晶體(N51和 N52)以及 PMOS電晶

體 P51；該高電壓位準控制電路係包括 PMOS

電晶體(P61、P62)以及反相器 I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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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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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待機控制信號（S）和

該讀取控制信號(RC)為邏輯低位準、該反相待

機控制信號（/S）為邏輯高位準，使得 NMOS

電晶體 N26 導通（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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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晶體

N11 之通道寬長比係設計成比圖 1 之傳統 6T 

SRAM的驅動電晶體N11之通道寬長比還來得

小，亦即，節點 A 原本儲存邏輯 0 而現在欲寫

入邏輯 1 之寫入初始瞬間電壓（VAW）滿足方

程式（3）： 

VAW＝VDD×(RN11)/(RN11+RN13)＞VTN12     （3） 

其中，VAW表示節點 A 之寫入初始瞬間電壓， 

RN11 與 RN13 分別表示 NMOS 電晶體 N11 與

NMOS電晶體N13之導通電阻，而VDD與VTN12

分別表示該電源供應電壓與 NMOS 電晶體

N12 之臨界電壓，因此可有效避免寫入邏輯 1

困難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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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讀取操作開始前，該待機控制信號（S）

和該讀取控制信號(RC)為邏輯低位準、該反相

待機控制信號（/S）為邏輯高位準，使得 NMOS

電晶體 N26 導通(ON)，並使得節點 VL1 呈接

地電壓。另一方面，由於該讀取控制信號(RC)

為邏輯低位準，使得 NMOS 電晶體 N24 截止

(OFF)，並使得 NMOS 電晶體 N25 導通(ON)。 

於讀取模式之第一階段時，該待機控制信

號（S）為邏輯低位準、該反相待機控制信號

（/S）和該讀取控制信號(RC)為邏輯高位準，

使得 NMOS 電晶體 N24 導通(ON)，由於此時

NMOS 電晶體 N25 仍導通(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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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該讀取控制信號(RC)

仍為邏輯高位準，使得 NMOS 電晶體 N24 仍

為導通(ON)，惟由於此時 NMOS 電晶體 N25 

截止(OFF)，將 NMOS 電晶體 N11 的源極電壓

（即節點 VL1 電壓）設定回接地電壓，藉此可

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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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待機控制信號（S）為

邏輯高位準、該反相待機控制信號（/S）和該

讀取控制信號(RC)為邏輯低位準，可使得該控

制電路中之 NMOS 電晶體(N21、N24 和 N26)

截止(OFF)以及使得 NMOS 電晶體 N22 導通

(ON)，以使得節點 VL1 之電壓位準相等於節

點 VL2 之電壓位準，且該等電壓位準均會等於

NMOS 電晶體 N23 之臨界電壓（VTN23）的電

壓位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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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於保持模式時，該待機控制信號（S）和

該讀取控制信號(RC)為邏輯低位準、該反相待

機控制信號（/S）為邏輯高位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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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控制電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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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讀取信

號(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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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各種工作模式下 VL1 和 VL2 之電壓位準 

 
 
    該預充電電路係設計成，於預充電期間，

藉由邏輯低位準之該預充電信號（P），將該位

元線（BL）預充電至該電源供應電壓（VDD）

之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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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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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字元線電壓位準轉換電路係設計成，於

讀取模式下，將施加至選定晶胞之存取電晶體

的字元線(WL)電壓下拉至低於該電源供應電

壓（即 VDD－VTN51）增加 NMOS 電晶體 N13

之導通電阻，以有效降低讀取時之半選定晶胞

干擾，該字元線電壓位準轉換電路之詳細工作

電壓位準如表 2 所示，表 2 中之中 VTN51表示

該第十一 NMOS 電晶體 N51 之臨界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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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種工作模式下 WLC 之電壓位準 

 WL R /W /RW WLC 
模

式 

選定列

晶胞 
VDD VDD VDD 0 

VDD－

VTN51 

讀

取 

非選定

列晶胞 
0 VDD VDD 0 0 

讀

取 

選定列

晶胞 
VDD 0 0 VDD VDD 

寫

入 

非選定

列晶胞 
0 0 0 VDD 0 

寫

入 

各晶胞 0 0 VDD VDD 0 

非

讀

寫 

 
高電壓位準控制電路係設計成，於讀取模

式下，該讀取控制信號(RC)為邏輯高位準，將

高於該電源供應電壓（VDD）之該高電源供應

電壓（HVDD）施加至 NMOS 電晶體 N11 之閘

極，以減少 NMOS 電晶體 N11 之導通電阻

（RN11），藉由減少 NMOS 電晶體 N11 之導通

電阻，以有效降低讀取時之半選定晶胞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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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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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藉由配

置較小通道寬長比的 NMOS 電晶體 N11 提高

寫入期間節點 A 之電壓位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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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於讀取操作時之

HSPICE 暫態分析模擬結果，如圖 7 所示，其

與習知 6T SRAM 之比較則顯示於表 3中，表 3

係以讀取時，位元線 (BL)由電源供應電壓

（VDD）開始下降算起，至下降 0.05、0.1 和

0.15V 之電壓差為止所需的時間做比較，該比

較證實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於讀取邏輯 0

比習知 6T SRAM 至少快 19%。 

 

 
圖 7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之讀取動作時序 

 
 

表 3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與習知 6T SRAM

之讀取速度比較 

下降

電壓 

(V) 

習知 SRAM 

所需時間

(ns) 

本論文提出之

SRAM 
所需時間(ns) 

比習知

SRAM
快(%) 

0.05 0.0665 0.0491 26 

0.1 0.0975 0.0783 20 

0.15 0.129 0.105 19 

 
 

如圖 8 所示，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於

待機時之 HSPICE 暫態分析模擬結果，由於本

論文提出之待機啟動電路，使得進入待機狀態

時，節點 VL1 和 VL2 之電壓快速達到待機所

需之電壓。 

 

 
圖 8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 之待機動作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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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本論文提出之 5T SRAM，具有如下功效： 

(1)高設計自由度：由於本論文所提出之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於讀取邏輯 0 時，將儲存

節點 A 下拉至低於 NMOS 電晶體 N12 之臨界

電壓（VTN12）共有三個機制，第一為藉由字元

線電壓位準轉換電路，以將施加至選定晶胞之

存取電晶體（即 NMOS 電晶體 N13）的字元線

電壓下拉至低於電源供應電壓（即 VDD－

VTN51），第二為藉由低於接地電壓之加速讀取

電壓（RGND）以下拉儲存節點 A，第三為藉

由高電壓位準控制電路以將高於電源供應電

壓（VDD）之高電源供應電壓（HVDD）施加

至第一 NMOS 電晶體 N11 之閘極，因此具備

高設計自由度之功效； 

(2)有效降低讀取時之半選定晶胞干擾：本

論文所提出之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可藉由

字元線電壓位準轉換電路，以於讀取操作期間

將施加至選定晶胞之存取電晶體（即 NMOS

電晶體 N13）的字元線電壓下拉至低於該電源

供應電壓（即 VDD－VTN51），其一方面可降低

半選定晶胞中之 NMOS 電晶體 N13 的讀取干

擾，另一方面可藉由減輕滿足方程式所需之加

速讀取電壓（RGND），以降低半選定晶胞中之

NMOS 電晶體 N11 的讀取干擾； 

(3)較小之晶胞尺寸：由於本論文所提出之

5T 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係將該 NMOS 電晶體

N11 對 NMOS 電晶體 N13 之通道寬長比的比

值設計為 1.2 至 1.5 之間，因此具有較小之晶

胞尺寸；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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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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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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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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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低電晶體數：對於具有 1024 列 1024

行之 SRAM 陣列而言，如圖 1習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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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2＝5,265,420 顆電晶體，其減少 16.3%之

電晶體數。 

雖然本論文所提出之 5T SRAM 雖經

TSMC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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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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簡易的牆面傾斜度量測系統一種簡易的牆面傾斜度量測系統一種簡易的牆面傾斜度量測系統一種簡易的牆面傾斜度量測系統 

A Simple System to Measure the inclined wall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論文主要目的是利用簡單的攝影機(數位相機)及幾個簡易雷射發射器的組合，用以量測待測牆面的相關參數，包含該牆面與攝影機的距離及牆面水平及垂直傾斜角度。 首先我們將利用兩個雷射發射器測量牆面距離與水平傾斜角；藉由產生兩道與鏡頭軸心線平行的雷射光束，投射於待測牆面上產生兩個具有顏色的亮點。影像畫面中亮點與影像中心點之間相隔的像素值，將隨攝影距離及傾斜角度而改變。在量測距離及水平傾斜角度過程中，只需利用簡單的比例計算就可求出待測牆面與相機的距離及水平傾斜角度。另外，我們在攝影機上方增加一個雷射發射器，可以同時量測水平及垂直傾斜角度。 實驗結果顯示本系統適合用於近距離量測，例如室內建築、擋土牆傾斜量測等。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影像處理，距離量測，傾斜角度量測。 

 

Abstract 
 

A simple method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o measure the parameters of an 

inclined wall. By using a simple USB camera 

and some laser projectors, we can evaluate 

the distance between a target plane and the 

camera. We can also measure the tilt angle of 

the wall. 

At first, two color laser projectors are 

used to measure the distance and horizontal 

tilt angle. Pixel counts between the image’s 

center point and the laser spots in images 

taken at different photographing distances 

will be different. By identifying the positions 

of the laser-projected spots in images, the 

pixel counts between the laser-projected 

spots and the image center point can be 

calculated for measuring the distance and 

horizontal tilt angle.  

Finally, if the effect of vertical incline is 

considered, extra color laser projector must 

be embedded in the up side of the camera to 

measure the vertical tilt angle of the wall. 

From experimental results we have 

found that the measuring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short distance measurements, 

such as the architectural sketch, indoor 

decoration or retaining wall detection.  

 

Keywords: image processing, tilt angle, distance 

measurement.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牆面傾斜角度量測首先需取得牆面與觀測者的距離。距離量測的方法有很多種，最常見的是雷射和超音波[9, 10]。有人提出一種利用攝影機擷取雷射投影影像，再使用圖形識別及影像處理來量測距離等參數的方法[3,8]。此種利用影像處理技術及光學投影的距離量測方式也有人應用於機器人視覺 [1,11]。 在傾斜角度量測方面，楊家逢[6]利用由光偵測器得到的訊號，找出訊號與待測面偏移的關係；黃俊瑋[4] 使用乙台數位攝影機(相機)配兩道平行的雷射光束，就能量測得到待測物到量測系統之間的距離、傾斜面上任意兩點的距離、以及傾斜面與地平線之間的角度；蔡宇軒[7] 利用疊紋法量測藍寶石晶圓翹曲量；黃彥勝[5] 提出了一款光學非接觸式傾斜表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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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系統，其可以同時量測到相對平行於一平坦待測表面兩個軸之傾斜角度(α、β)和垂直此表面的軸線之離焦量；我們則提出可以同時量測距離及水平或垂直傾斜角度的量測系統[2]。 本論文主要利用影像處理原理，結合幾個雷射發射器，除了可以量測待測牆面與相機的距離之外，亦可測量待測牆面任意傾斜角度，適合用於室內裝潢設計、擋土牆傾斜偵測或電腦視覺偵測物件距離及位置。 

 

2. 距離距離距離距離及水平傾斜角度及水平傾斜角度及水平傾斜角度及水平傾斜角度量測量測量測量測 

2.1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本文使用單一 CCD 攝影機(或數位相機)配合兩個雷射指示筆所完成的簡易影像式距離及水平傾斜角度量測系統，系統架構如圖 1所示。 

 

 

 

 圖圖圖圖 1 距離及距離及距離及距離及水平傾斜角度水平傾斜角度水平傾斜角度水平傾斜角度量測系統量測系統量測系統量測系統 

 圖中的 CCD 攝影機和雷射筆 Laser A 及
Laser B，被固定在同一個基座上，並且兩個
Laser 裝置所產生的雷射光束被調整成平行於透鏡光學軸心後加以固定。使得兩個 Laser 裝置所產生的投射亮點將位於通過螢幕中心的同一條水平掃描線上， 且不管該裝置如何移動或轉動，兩個 Laser裝置及 CCD攝影機彼此的相對位置，始終沒有改變。相當於不管朝那一個方向移動，都將出現在螢幕的同一條水平掃描線上。 本系統以固定不動且相互平行的雷射光束
(紅光雷射指示筆)，於待測區產生一個投射亮點。經 Camera 取像後於螢幕上產生一個亮度大於周圍背景亮度的「小圓點」影像圖形，該小圓點影像圖形與影像中心點相隔的距離 對影像畫面而言，為兩點之間相隔的像素值，不同的攝影距離會造成相隔的像素值的改變。 

 

2.2 相對參考值量測相對參考值量測相對參考值量測相對參考值量測    因為雷射投射點的成像點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隨著待測牆面與 Camera 的距離而改變，且每一台 Camera 的參數都不太一樣，因此，在接下來的推論中需先有一個相對參考值。 首先，將系統置於距牆壁適當距離(本論文

訂為 100cm)的地方，並記錄二個投射點的座標。 

Sb = 校正距離 

x0 = 影像中心點 x 座標 

xA = Laser A投射點影像 x 座標 

xB = Laser B投射點影像 x 座標 

 

2.3 雷射投影點偵測雷射投影點偵測雷射投影點偵測雷射投影點偵測    本論文所採用的雷射指示筆為紅光雷射，所以投影在待測牆面上會有一個中心高亮度的紅色圓點，如圖 2所示。 

 

 圖圖圖圖 2  雷射投影點雷射投影點雷射投影點雷射投影點 

 

(a) R平面 

(b) G平面 

(c) B平面 圖圖圖圖 3  雷射投影點的三原色亮度圖雷射投影點的三原色亮度圖雷射投影點的三原色亮度圖雷射投影點的三原色亮度圖 

 首先分析圖 2的 R, G, B 三個色平面的亮度，如圖 3所示。很顯然的因為雷射光具有高亮度的特性，使其在任一色平面都有較高的亮

Ds Ds 

Laser B Laser A 

USB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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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值；但由圖 3(a)可以看出來，因為使用紅色雷射光，所以紅色平面的高亮點區較寬，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當遠距離偵測時，雷射光點將很小，所以選擇較大的圓亮點，有助於雷射投影點偵測。 依據系統裝置原理，因為 Laser A及 B與
Camera中心點在同一水平線上，雷射投影點 A及 B的位置應在影像中心的水平線上，且具有高亮度的特性，所以只要擷取影像中心水平線的紅色平面亮度值做判斷即可，如圖 4所示其亮度變化情形。 由圖可知，高亮度的兩個凸起點即為 Laser 

A及 Laser B的投射點。因此，只需使用簡單的門檻值過濾法，就可求出兩點的距離點數。 

 

 
 

 圖圖圖圖 4  在在在在 S=100cm時影像及其中心水平線的紅時影像及其中心水平線的紅時影像及其中心水平線的紅時影像及其中心水平線的紅色平面亮度變化情形色平面亮度變化情形色平面亮度變化情形色平面亮度變化情形 

 

 

2.4 距離及水平傾斜角度量測距離及水平傾斜角度量測距離及水平傾斜角度量測距離及水平傾斜角度量測 令影像中心點的三度空間座標為(0,0,0)，則 Laser A及 Laser B的投射路徑(雷射光經過的空間路徑)方程式為 

LA : x=Ds, y=0         (1) 

LB : x=-Ds, y=0         (2) 當待測牆面與鏡頭水平線有水平傾斜夾角
Hθ (介於 0到某個角度之間)時，如圖 5所示，

Laser A及 Laser B將投射在 PA’及 PB’點上，兩點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是不一樣的。依據 PA’及 PB’點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差，可以計算出水平傾斜角度 Hθ  假設 S 為 Camera 與待測牆面的距離，則待測牆面方程式為 

 

HHH zx θθθ cosScossin =+    (3)  則 LA及 LB與該牆面的交點(投射點)座標為 

 

 

 

 

 

 

 

 

 

 

 

 

 

 

 圖圖圖圖 5  水平傾斜角度量測示意圖水平傾斜角度量測示意圖水平傾斜角度量測示意圖水平傾斜角度量測示意圖 

 

)
cos

sinD-cosS
,0,(D

H

HH'

θ

θθ s
sAP =    (4) 

)
cos

sinDcosS
,0,(-D'

H

HH

θ

θθ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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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此兩點在影像中的成像點座標，依據攝影機成像原理可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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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在我們的系統中，Ds 的值為 10cm，當
S=25cm 時，

H

HH

cos

sinDcosS

θ

θθ s− 與
Hθ 的關係如圖 6所示。由圖可知，當

Hθ 低於 60度時，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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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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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

θθ s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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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可以省略 f 的值，所以該兩點座標可以簡化為 

)0,
sinD-cosS

cosD
(),(

HH

H'
A

'
A

θθ

θ

s

sf
yx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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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inDcosS

cosD
(),(

HH

H'
B

'
B

θθ

θ

s

sf
yx

+

×−

≅   (9) 

 

 

 

 
 圖圖圖圖 6  當當當當 S=25cm時時時時，，，，

H

HH

cos

sinDcosS

θ

θθ s− 與與與與
Hθ 的的的的關係圖關係圖關係圖關係圖 

 該兩點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為 

HH

H
A

sinD-cosS

cosD

θθ

θ

s

sf
dx

×

=    (10) 

HH

H
B

sinDcosS

cosD

θ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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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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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其比值為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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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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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D-cosS

sinDcosS

θθ

θθ

s

s

dx

dx
r

+

==   (12) 在可量測角度範圍內，由圖 6 可知
HSH sinDcosS θθ − 及 HSH sinDcosS θθ + 均大於 0，所以上式可以簡化為 

HH

HH

sinD-cosS

sinDcosS

θθ

θθ

s

sr
+

=    (13) 

 因此，經簡易三角函數推導後得到如下傾斜角度及距離計算公式 










+

=
−

sr

r

D)1(

1)S-(
tan 1

Hθ     (14) 

HSD
r

r
θtan

1

1
S

−

+

=      (15) 其中 r可以從影像中的兩個投影點與中心點的距離點數比值求算出來，Ds 為系統參數。至於
S 的值，可以由雷射投影點與影像中心距離推算出距離 SA及 SB 

SA = )( 
N

100N

A

100 cm  

SB = )( 
N

100N

B

100 cm  其中 N100 =(xA- xB)/2 

NA = Laser A投影點與影像中心點距離 

NB = Laser B投影點與影像中心點距離 然後令 S的估計值
2

)SS(
S BA' +

=    (16) 將此預估值代入(14)求得傾斜角度預估值為 










+

=
−

sr

r

D)1(

)S-(1
tan

'
1'

Hθ     (17) 

 再將此預估傾斜角度代入(15)求得下個 S 的預估值，如此疊代(iteration)計算可求得較精確的距離與傾斜角度。 

 

3. 垂直傾斜角度垂直傾斜角度垂直傾斜角度垂直傾斜角度量測量測量測量測 為求得待測牆面的垂直傾斜角度，我們在圖 1 的系統的上方加裝一個雷射指示筆 Laser 

C，如圖 7所示。 

 

 

 

 

 

 

 

 

 

 

 

 

 

 

 

 

 圖圖圖圖 7 具有量測具有量測具有量測具有量測垂直傾斜角度功能的垂直傾斜角度功能的垂直傾斜角度功能的垂直傾斜角度功能的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量測系統 

 假設牆面僅具有垂直傾斜現象，如圖 8所示。當待測平面與鏡頭垂直線平行時，Laser C將投射在 PC點上，利用 Laser A及 Laser B求出距離 S 後，可推導出 PC點在影像中的座標點；當待測平面與鏡頭垂直線有傾斜夾角 Vθ時，Laser C投射在 '

CP ，依據 PC及 '

CP 點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差及待測平面的距離 S，可以計算出垂直傾斜角度 V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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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8垂直傾斜角度垂直傾斜角度垂直傾斜角度垂直傾斜角度量測示意圖量測示意圖量測示意圖量測示意圖 

 由量測系統架構可知，Laser C的投射路徑方程式為 

LC : x=0, 
sy D3=      (18) 

 則 LC與平面 ax+by+cz=d的交點(投射點)座標為 )
3

,D3,0(
c

bDd s
s

− 。此點在影像中的成像點座標，依據攝影機成像原理可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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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其中 x
C
=0，所以成像點在 Y軸上。 當待測平面平行於影像平面，且與影像平面距離 S，則待測平面方程式為 z=S，Laser C投影成像點座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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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f ×

≅     (20) 

 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為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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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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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當待測平面與鏡頭水平線有垂直傾斜夾角
Vθ 時，則待測平面方程式為 

 VVV Szy θθθ coscossin =+   (22) 

 則 LC與該平面的交點(投射點)座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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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點在影像中的成像點座標，依據攝影機成像原理可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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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的假設可以省略分母 f 的值，因此該點座標可以簡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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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點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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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22)式的 d0與 dθv求比值得到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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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式中，f及 Ds 為系統參數，S可由 Laser A及 Laser B投影成像點距離求出，因此 d0為已知數。(26)式中 dθv為 Laser C投影成像點與中心點距離，所以 r亦為已知數，因此垂直傾斜角度 Vθ 可由下列推導中求出來。 

 

VVV sinD3-cosScosS θθθ sr =  

VV sinD3cos)S-(1 θθ s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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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任意傾斜角度任意傾斜角度任意傾斜角度任意傾斜角度量測量測量測量測 假設待測牆面位於Camera前方距離S(cm)且沒有傾斜情形，則此牆面單位法向量為
>=< 0,0,-1n

r ，方程式為 z=S。 

LA 與該待測牆面的交點(投射點)座標為
)S,0,(-D s ，依據攝影機的成像原理可知此點在影像中的成像點座標為 

鏡頭垂直線 垂直傾斜角 Vθ  Lase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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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x s     (28) 其中 f 為 Camera焦距。該點與影像中心點(0,0)的距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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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其中 k 是一個常數，由系統校正參數(參閱 2.1節)可得 

 SD AS ×≈×= dfk  

b0A S)( ×−= xx =7100     (30) 

 同理，LB及 LC與該待測牆面的交點在影像中的成像點座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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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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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假設待測牆面的傾斜角度如下圖 22 所示，其中n
r為此牆面的法向量，θH 為水平傾斜角度，θV 為垂直傾斜角度，Ss 為牆面與影像平面中心點的距離。由圖中可知 

 

n
r

=< cos(θV)sin(θH), sin(θV), - cos(θV)cos(θH)> 

=<nx, ny, nz>       (34) 

 

 

 

 

 

 

 

 

 

 

 

 圖圖圖圖 9 傾斜牆面示意圖傾斜牆面示意圖傾斜牆面示意圖傾斜牆面示意圖 

 該傾斜牆面方程式為 

 

nxx + nyy + nzz= nz Ss     (35) 

 該傾斜牆面與 LA(方程式 1)的交點 z 座標(zAS)為 

nxDS + nzzAS = nz SS 

zAS = (nz SS - nxDS) / nz 

= SS - (nx / nz)DS 

= SS - tan(θH)DS (36) 

 所以該傾斜牆面與 LA的交點座標為 

 

(xAS, yAS, zAS) = (DS, 0, SS-tan(θH)DS)  (37) 

 此點在影像中的成像點座標為 

 

(xA, yA) = (
ASzf

f

+

× SD-
, 0)    (38) 

 假設 zAS = SS-tan(θH)DS >> f, 則成像點座標可近似為 

 

(xA, yA) = (
ASz

k-
, 0)     (39) 

 其中 k的定義如公式(30)所示。此點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為 

 

SHS

S
)Dtan(-S θ

k

z

k
d

AS

a ==    (40) 

 同理，該傾斜牆面與 LB(方程式 2)的交點座標為 

 

(xBS, yBS, zBS) = (DS, 0, SS+tan(θH)DS)  (41) 

 此點在影像中的成像點座標為 

 

(xB, yB) = (
Szf

f

B

SD

+

×

, 0) )0,(
BSz

k
≅   (42) 

 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為 

 

SHS

S
)Dtan(S θ

k

z

k
d

BS

b
+

==    (43) 

θH 

θV 

n
r

Ss 

X 

Z 

Y 

傾斜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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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類推，該傾斜牆面與 LC(方程式 18)的交點座標為 

 

(xCS, yCS, zCS) = (0, 3 DS, SS+
)cos(

)tan(
3 V

Hθ

θ

DS) 

         (44) 

 此點在影像中的成像點座標為 

 

(xC, yC) = (0, 
Szf

f

C

SD3

+

×

) )
3

,0(
CSz

k
≅   (45) 

 與影像中心點的距離為 

 

S

H

V
S

S

D
)cos(

)tan(
3S

33

θ

θ

k

z

k
d

CS

c

+

==   (46) 

 到目前為止，我們有三個距離公式((40), 

(43), 及(46))，其中 daS, dbS, 及 dcS 為可量測值，k 為常數，因此可求得 3個未知數DS, θH, 及
θV。 

 首先我們假設 SHS )Dtan(-S θ > 0 ， 且
SHS )Dtan(S θ+ > 0，則由公式(40)及(43)可得 

 

daS×SS - daS tan(θH)DS = k    (47) 

dbS×SS + dbS tan(θH)DS = k    (48) 

 

dbS×(47) + daS×(48)得到 

 

SS = k
dd

dd

bSaS

bSaS

2

+

      (49) 

 

daS×(48) - dbS×(47)得到 

 








 −

=
−

SbSaS

bSaS

dd

ddk

D2

)(
tan 1

Hθ     (50) 

 接著假設 S

H

V
S D

)cos(

)tan(
3S

θ

θ
+ >0，將公式

(49)及(50)求得的 SS及 θH代入公式(46)得到 

 






















−=

−

3

S

D

cos
tan S1

V

cSS

H

d

k
θ

θ

   (51) 

 基於以上推導公式過程中的假設，我們來

討論可量測 θH値的合理範圍。 

 

(1) SS – tan(θH)DS > 0 當 θH>0時，tan(θH) < SS/DS， 因此 θH < tan
-1

(SS/DS)  以校正距離 S=100cm來說， 

θH < tan
-1

(100/10) ≒84
o
 

 

(2) SS + tan(θH)DS > 0 當 θH<0時，tan(θH) > - SS/DS， 

θH > tan
-1

(-SS/DS) 以校正距離 S=100cm來說， 

θH > tan
-1

(-100/10) ≒-84
o
 

 所以，本系統合理的 θH量測範圍從-84
 o到 84

 o之間，幾乎所有水平傾斜角均能量測。 

 

 

5. 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 

 

5.1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本論文所設計的量測系統完成圖如圖 10所示。我們使用Microsoft  LifeCam 360 USB攝影機作為量測系統的影像擷取裝置，影像大小為 640×480，因此，影像中心點座標為(320, 

240)。Laser A 及 Laser B 與攝影機的距離
DS=10cm. 

 

 圖圖圖圖 10 牆面牆面牆面牆面傾斜傾斜傾斜傾斜度度度度量測系統量測系統量測系統量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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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參考值量測方面，相關數據如下 

 在校正距離為 Sb = 100cm時 影像中心點 x 座標 x0 = 320 

Laser A投射點影像 x 座標 xA = 391 

Laser B投射點影像 x 座標 xB = 249 

 
5.2 距離量測距離量測距離量測距離量測 首先我們假設牆面沒有傾斜，依據第 2.4節所述量測方法，分別在距離牆壁 50cm, 75cm, 

100cm, 125cm, 150cm, 175cm, 200cm, 225cm, 

250cm, 275cm, 及 300cm處量測牆壁距離，如圖 11所示，估測的距離由公式(16)可得量測結果如表 1所示。 表中的誤差計算公式如下 

 Err = 100%
)(

×

−

距離

距離估測距離
 實驗過程中我們觀察到幾個現象： 

1. 表 1中以 100 公分為校正基準距離，當距離越大時，誤差較大。其原因為當距離變大時，雖然在影像上可能只有 1到
2 個 pixel 的差距，但依據成像原理，距離越遠，差距越大。 

2. 因此，當待測牆面距離與校正基準距離相差較大時，應調整校正基準距離。 

3. 表中誤差的來源可能為攝影機軸心線與待測牆面沒有完全垂直。造成的原因可能是人為操作晃動所引起。其實在實作上很難做到攝影機軸心線與待測牆面完全垂直。 

 

100cm 

200cm 圖圖圖圖 11  距離量測實驗距離量測實驗距離量測實驗距離量測實驗 

表表表表 1  距離量測結果距離量測結果距離量測結果距離量測結果(以以以以 100cm作為校正距離作為校正距離作為校正距離作為校正距離) 距離 

(cm) 

NA 

(pixel) 

NB 

(pixel) 

SA 

(cm) 

SB 

(cm) 

估測 距離 

誤差
(Err) 

75 94 93 75.5 76.3 75.9 1.2% 
100 71 71 100 100 100 0.0% 
125 57 58 124.6 122.4 123.5 -1.2% 
150 46 46 154.3 154.3 154.3 2.9% 
175 40 40 177.5 177.5 177.5 1.4% 
200 35 34 202.9 208.8 205.85 2.9% 
225 31 30 229 236.7 232.85 3.5% 
250 28 27 253.6 263 258.3 3.3% 
275 25 24 284 295.8 289.9 5.4% 
300 23 22 308.7 322.7 315.7 5.2% 註：N100 = (391-249)/2=71 

 
 

5.3 水平傾斜角度量測水平傾斜角度量測水平傾斜角度量測水平傾斜角度量測 依據第 2.4 節所述量測方法，旋轉攝影機角度並記錄影像中雷射點的位置，如圖 12 所示。當傾斜角過大時，限於場地因素無法完成量測，因此只顯示 0 到 45 度的水平傾斜角度量測結果。 

 

 
(a) 

 
(b) 圖圖圖圖 12  傾斜角度量測實驗傾斜角度量測實驗傾斜角度量測實驗傾斜角度量測實驗 (a)0

0
,  (b)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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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2  水水水水平傾斜角度量測結果平傾斜角度量測結果平傾斜角度量測結果平傾斜角度量測結果 傾斜 角度 
xA 

SA 

(cm) 
xB  

SB 

(cm) 
r 

S 

(cm) 
θH 

誤差 

(度) 

0 443 58 197 58 1.00 58 0 0 

15 445 57 208 63 1.12 60 18 3 

30 434 62 225 75 1.20 69 32 2 

45 414 76 246 96 1.27 86 45 0 

 依據公式(14)計算水平傾斜角度，結果如表 2所示。由表 2實驗結果得知，當角度較大時傾斜角度量測正確性較高，角度誤差較小； 

 

 

5.4 垂直傾斜角度量測垂直傾斜角度量測垂直傾斜角度量測垂直傾斜角度量測 依據第 4 節所述量測方法，並保持 θH =0，垂直旋轉攝影機角度並記錄影像中雷射點的位置，依據公式(49)及(51)計算垂直傾斜角度，結果如表 3所示。其中 

xA：Laser A投射點影像 x 座標 

xB：Laser B投射點影像 x 座標 

yC：Laser C投射點影像 y 座標 公式(51)中 DS=10cm, k=7100。 由表 3實驗結果得知，當角度較大時傾斜角度量測正確性較高，角度誤差較小，此點與水平傾斜角度量測結果一致。 

 表表表表3  垂直傾斜角度量測結果垂直傾斜角度量測結果垂直傾斜角度量測結果垂直傾斜角度量測結果 傾斜 角度 
xA  xB SS yC θV 

誤差 

(度) 

0 443 197 58 28 0 0 

15 439 202 60 52 17 2 

30 426 215 68 84 32 2 

45 405 235 85 119 44 1 

 

 

6.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論文主要利用影像處理原理，結合 3個雷射發射器，除了可以量測待測牆面與相機的距離之外，亦可測量待測牆面傾斜角度，適合用於牆面傾斜偵測、室內裝潢設計或電腦視覺偵測物件距離及位置。 在距離量測上，依據雷射投影點與影像中心點距離與量測距離成反比的關係，可以輕易的由擷取影像中偵測出來。但需注意基準距離的設定，應隨著待測牆面的距離而適當修正，以降低量測誤差。在傾斜角度量測中，小角度的量測誤差較大，可能原因為距離太小，因此

可以提高量測距離以降低量測誤差。 本論文提出利用影像處理量測距離與傾斜角度的量測理論與實驗結果，經實驗證明效果良好，如能提高攝影機解析度，將進一步降低量測誤差。 未來我們將此裝置固定於自制的簡易水平儀上，以確認量測系統的水平度。 利用此裝置加上可程式控制的旋轉儀器，亦可以進一步將距離與影像結合，以達成 3D室內裝潢重建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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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流量即金錢，電子商務網站的經營者總以

為網站流量高就是來客率高，在歡喜來客率高

可提高電子商務網站收益的同時，但卻忘了網

站流量越高則經營成本也會越高，尤其是承租

虛擬主機來建置商務網站的中小企業。因此，

本研究將探討如何利用圖片延遲載入技術來

減低網站流量的不當消耗，讓網站高流量能真

正地帶來收益而非加重網站經營的成本。 

  本研究結果驗證加載「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的 jQuery 模組後，圖片延遲載入

技術確實能夠將網頁中的圖片分批即時載

入，減低網頁的初始載入資料量進而節省電子

商務網站的經營成本，在額定頻寬的狀況下， 

也能有效提升網頁載入速度、降低網頁載入時

間。 

關鍵字：流量、圖片、延遲載入、成本 

 

Abstract 
Data is money. The websites operators 

thought that high data flow equals to high 

customers exposure and often feel pleased toward 

the benefit from it. However, they forget that the 

greater data flow the higher the operating cost 

will be, especially the SEMs that rent webhosting 

for their business websites.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will discuss how delaying picture 

downloading technique will decrease 

unnecessary data flows and cost for website 

operation.  

The result confirms that downloading 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s jQuery model can 

separate the pictures from downloading all 

together and lessen the cost because of fewer data 

flow. Furthermore, it also allows loading website 

to be more efficient under limited data usage. 

Keywords: Flow, Image, Lazy Loading, Cost 

 

1. 緒論 

  要架設一個電子商務網站，需要先衡量商

務的需求內容與預算，再來決定網站的架設方

式。網站架設的常見方式有：自行購置伺服器

主機、承租虛擬主機(Web Hosting Service、

Virtual Server)[7]、主機代管或是實體主機租

賃，其中以承租虛擬主機為中、小企業架設電

子商務網站的最佳選擇，因為可省下購買相關

的軟硬體購置成本與網站架設後的維護成本

(硬體更新、汰換的設備成本與人工成本)。網

際網路服務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簡

稱 ISP)[8]會將基本的作業系統與網站伺服器

等環境事先架設完成，網站經營者只要透過

FTP(檔案傳輸協定：File Transfer Protocol，縮

寫：FTP)[9]上傳網站檔案到伺服器即可。 

  虛擬主機雖然是中、小企業架設電子商務

網站的最佳選擇，但是虛擬主機可使用的網站

流量有限制，超過則必須加收費用，可使用的

網頁空間也有一定的限制，超過也要加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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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網頁的使用空間可以加以精算而不超過使

用限制，但是網站流量的用量多寡無法由網站

經營者先行評估與限制，因為網路流量的產生

是來自於網站瀏覽者，而非網站經營者本身。

由 hiHosting 企業網路架站收費標準觀察[1]，

可明顯得知，若超過每月的流量限制將付出更

多的網站經營成本，如表 1 所示。 

 

表 1. HiNet 虛擬主機-hiHosting 企業網路架

站收費標準 

網站空間 月流量限定 月繳制 

6G 400G 800 元/月

12G 600G 1,500 元/月

24G 800G 3,000 元/月

 

  凡是從網站空間所讀出的資料大小就稱

流量。網站流量是指網頁的使用率，例如：網

站瀏覽者從網站下載瀏覽了一個 10Kbytes 的

網頁，那麼該網站的流量就會增加 10Kbytes，

若 10 個網站瀏覽者分別下載瀏覽了一個

10Kbytes 的網頁，則流量增加 100Kbytes，以

此累進計算；同樣的，一位網站瀏覽者利用重

新載入頁面的方式，重複瀏覽一個 10Kbytes

的網頁多次，則流量同樣以 10Kbytes 為基準，

依網頁頁面的讀取次數倍數計算。 

    上例所舉的網頁的使用率乃是該網頁內

容完全是靜態單純文字內容呈現的狀況；通

常，網頁的內容不會只是單純文字的呈現，網

頁的內容都會加上圖片作為內容呈現的一部

分，因此，一個網頁的流量消耗就不單單止於

網頁本身的資料大小，還必須累加計算以超連

結方式嵌入頁面呈現的圖片檔案大小。 

例如，一個商品的列表網頁大小為

5Kbytes，但該網頁還包含 10 張的圖片嵌入呈

現，10 張圖片的大小合計為 500Kbytes，則該

商品列表的網頁從網站伺服器上傳送資料的

流量為 505Kbytes，所以網路瀏覽者看一次就

消耗了 505Kbytes 的流量，換言之，如果有 10

個網站瀏覽者觀看了該商品列表的網頁，那麼

流量就是 5050Kbytes。 

  所謂的每月的網站流量(資料傳送量 Data 

Transfer)，即每月經過瀏覽器下載檔案數據的

總額。網際網路服務提供者的流量計算方式及

週期幾乎一致，流量計算都是依照計算週期區

間，網頁所有的瀏覽總數之累計值，而網站流

量計算週期為每月第一日零時至每月最後一

日二十四時；流量計算都是每日結算一次，並

將當日之總流量累計至前一日，每月第一日零

時至每月最後一日二十四時的各日總流量加

總，即為當月之網站累計流量，而每月之流量

累計值，均從每月一日零時起，歸零後重新計

算。 

  在電子商務網站中，因為商品銷售之故，

在網頁中必定會出現相當數量的商品圖片嵌

入，以台灣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的

PChome 線上購物網站的網頁為例，在 3C 分類

網頁中即充滿了各式 3C 商品的圖片，如圖 1

所示。 

 

 
圖 1.PChome 線上購物網站 3C 分類網頁 

 

  基礎的網頁設計方式在每次一開啟網頁

時，就會自動將網頁所連結的圖片全部一併載

入，而這些圖片的大小可能高達數百個 Kbytes

甚至數個 Mbytes，也就是說這些圖片的載入已

經消耗了網站數百個 Kbytes、數個 Mbytes 的

流量，但並不是瀏覽者開啟網頁後就會完整瀏

覽部內容再跳離該網頁，可能在沒有捲動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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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的情況下，只是看了標題、主題圖片就覺

得不是瀏覽者所需的資訊，立刻就跳離該網

頁；或是在不需捲動任何畫面的情況下，就已

獲得所需的資訊而跳離該網頁。 

  當整個網頁全部的連結圖片都已經被下

載，瀏覽者花了時間下載多餘的圖片檔案，卻

可能在沒有捲動任何視窗畫面的情況下，使用

者還未看到其他視窗畫面中的圖片檔案就選

擇跳離網頁，但這個圖片載入的動作卻是真真

實實的消耗了網站的流量。因此，在網路流量

即成本的定理下，如何善用每一分的流量資

源，是身為電子商務網站管理者所必須嚴肅面

對的重要課題。 

    本研究將驗證利用圖片延遲載入技術，亦

即在網頁加載「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

的 jQuery 模組後，確實能夠減低網頁的初始載

入資料量進而達到流量應用最佳化。 

 

2.文獻探討 

2.1 網頁的結構 

  電子商務網站的網頁製作結構幾乎都是

採用 DHTML，即網頁內容隨著用戶或電腦程

式提供的參數而變化的 HTML[6]。W3C(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全球資訊網組識)把

DHTML 分 成 三 部 分 ： 文 稿 程 式 ( 例 如

JavaScript)、CSS、支援動態效果的瀏覽器。 

 

2.1.1 HTML 標籤語言 

  HTML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超文

件標籤語言是構成網頁的基礎，HTML 提供了

各式各樣的標籤(Tag)，用於設置網頁中各段落

文字或圖案的展現方式，HTML 基礎物件模

型，如圖 2 所示。HTML 是由 W3C 所制定出

來 的 標 準 語 言 (http://www.w3c.org) ， 編 寫

HTML 網頁必須透過符合 W3C 規格的瀏覽器

方可解譯 HTML 文件，進而看到網頁的執行結

果。 

 

圖 2.HTML 基礎物件模型 

 

  HTML 最早為 HTML1.0 版本，乃至 1999

年 12 月公布的 HTML4.01。嚴格來說，目前的

HTML4.01 仍是最新的標準版本，儘管 HTML5

在網頁設計界中鋒芒畢露，但當前 HTML5 仍

僅為預訂的標準草案，尚待 W3C 審核並正式

公布為標準。雖然 HTML5 尚未被正式公告為

新網頁標準，但 Firefox、Chrome、Opera、

Safari、Internet Explorer 等瀏覽器已開始擴充

支援 HTML5 技術，Google 也在官方部落格所

發布消息，將僅針對對應 HTML5 的新版瀏覽

器提供特定網頁服務，由此可見 HTML5 的世

代已將來臨[4]。 

 

2.1.2 CSS 樣式表 

  CSS 是 Cascading Style Sheet 的縮寫，譯

為「串接樣式表」，本研究簡稱「樣式表」。

建立樣式表用意就是把物件引入 HTML(就是

將元素標籤物件化，以便利用文稿程式(例如：

JavaScript)可以設定、變更、取用物件的屬性，

進而達到動態網頁的目的。 

  在 1997 年 W3C 公佈 HTML4 標準的時

候，也同時公佈了第一個樣式表標準「CSS1」，

樣式表的產生讓網頁編輯語法(HTML)產生了

重大的變革，在以往文件內容中都是直接透過

元素標籤的屬性設定來變化內容，在瀏覽器群

雄爭霸的當時，各個瀏覽器廠商為了市場爭奪

而創出各種只有自家支援的元素標籤造成一

團混亂，CSS 的出現改變此一窘境，讓文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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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樣式變化設定有了共同的規格，更簡化了

網頁編輯的流程[4]。 

 

2.1.3 JavaScript 文稿程式 

JavaScript 是內嵌於網頁的程式語言,具有

事件處理器能擷取網頁中發生的事件[5]，例如

在網頁中移動滑鼠，按下表單中的按鈕。事件

處理器可以對應這些事件而執行相對的程式

敘述。JavaScript 可以控制 HTML 所定義的物

件，亦可進行非 HTML 物件的存取，例如：偵

測網頁瀏覽者螢幕設定的 Screen 物件。由於

JavaScript 易學易用，所以大受歡迎，因此微軟

亦將 JavaScript 擴充到伺服端網頁，例如

ASP(Active Server Pages)。 

 

2.2 網站的流量 

  為了減少網站流量的消耗，可對網頁所嵌

入的 CSS 樣式表、JavaScript 文稿程式進行精

簡與最佳化，例如移除 JavaScript 文稿程式中

的程式註解、合併 CSS 串接樣式表中的選取器

等，但相對於圖片繁多的電子商務網站網頁，

這些網頁所嵌入的 CSS 樣式表、JavaScript 文

稿程式的流量消耗是相當低微的。 

  表 2 列出了熱門網站使用者下載的資料位

元組數量的增長趨勢，記錄及匯總 Alexa 百萬

熱門網站清單中的前 30 萬個每個單獨目標的

資源數量、內容類型和其他中繼資料的分析資

料，說明了 2014 年初，處於中位數的網站需

要進行 75 次請求，共傳輸 1054KB 位元組的資

料，總位元組和請求數量在上一年中穩步增長

[2]。 

 

表 2.熱門網站使用者下載的資料位元組數量

的增長趨勢 

 第 50 百

分位

第 75 百

分位 

第 90 百

分位

HTML 13KB 26KB 54KB

圖片 528KB 1213KB 2384KB

JavaScript 207KB 385KB 587KB

CSS 24KB 53KB 108KB

其他 282KB 308KB 353KB

總計 1054KB 1985KB 3486KB

 

  由熱門網站使用者下載的資料位元組數

量的增長趨勢來看，真正大量消耗網站流量的

網頁物件就是圖 2 內的圖片物件(Images)，所

以若能減低網頁中圖片的不當流量消耗，在降

低電子商務經營的成本上將有立竿見影的效

果。 

 

2.3 降低流量消耗 

   當前，很多論壇或網站的經營者會在網頁

中加入手動載入圖片的機制，也就是讓瀏覽者

手動按下「顯示圖片」的按鈕之後，才會顯示

該網頁中的圖片檔案，藉此降低網站流量的消

耗。相對於電子商務網站，使用手動載入圖片

的機制可行不通。所謂顧客至上，電子商務的

通則就是要主動推銷商品，增加瀏覽者的消

費，每個瀏覽者都可能是隱性的消費者，所以

萬不可要求瀏覽者手動載入圖片。 

  電子商務網站的經營，既不能要求瀏覽者

手動載入圖片，又要能有效的利用網站流量，

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延遲載入」技術將網頁

中的圖片分批即時載入。使用圖片延遲載入技

術時，隨著瀏覽者向下捲動網頁頁面，只有當

圖片捲動到可視的視窗畫面內，或接近可視的

視窗畫面時，該圖片才會從伺服器載入。如此

一來，就可以盡可能的減少不必要的圖片載

入，除了減少網站流量的浪費，又不會因為手

動載入圖片的不便造成瀏覽者的反感。 

根據統計，高達 47%的瀏覽者希望網頁的

初始載入時間在 2 秒或以下，有 25%的人期望

網頁的初始載入時間不要多於 4 秒[12]，如圖 3

所示。若網頁的初始載入時間超過 3 秒，有 40%

的 瀏 覽 者 選 擇 放 棄 瀏 覽 該 網 頁 。 根 據

Alexa2013 調查報告，針對美國地區零售網站

前 2000 名的進站網頁載入速度，其平均值為

7.25 秒；Radware 所統計的網頁載入速度中間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31



值則為 4.9 秒。這意味著超過 5 秒，電子商務

網站的客戶就可能會流失一半。 

 

 

圖 3.頁面初始載入時間統計 

 

  在網路頻寬不變的先決條件下，如果能減

低網頁的初始載入資料量，將可有效的降低網

頁初始載入時間，因而減低瀏覽者不耐等待而

逐漸疏遠的狀況。 

 

  當前只有少數的商務網站採用了「延遲載

入」技術(例如：momo 購物網)，一般的商務

網站經營者、管理者似乎僅止於將「延遲載入」

技術視為網頁畫面的變換花招，卻未能了解該

網頁畫面的變換花招背後所能帶來的效益。 

  本研究將透過「延遲載入」技術將網頁中

的圖片分批即時載入，測試能否可減低網頁的

初始載入資料量，進而有效提升網頁載入速

度、降低網頁載入時間。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驗證工具為客戶端瀏覽器

Google Chrome 中 的 開 發 分 析 工 具 ：

DevTools。DevTools 內嵌於 Chrome 瀏覽器

中，提供設計師或網頁開發者可針對網頁內容

進行分析與除錯的工具[10]。 

  要利用 DevTools 來對網頁進行測試分

析，必須按下 Chrome 瀏覽器視窗中的「自訂

及管理 Google Chrome」工具按鈕，然後再於

出現的工具選單中選取「更多工具」=>「開發

人員工具」。DevTools 窗格預設會出現於

Chrome 瀏覽器視窗的右半部，如圖 4，位於視

窗右半部的即為 DevTools 窗格。 

 

 
圖 4.DevTools 窗格 

 

  當前最被廣泛採用的延遲載入技術是透

過使用「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模組[11]

來達成，在本研究中運用「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模組來達成網頁圖片延遲載入目的，

並以採用延遲載入技術的網頁與未使用延遲

載入技術的網頁來進行流量消耗比較。 

  首先，為了評估網頁是否使用延遲載入技

術所造成的網站流量消耗差異，本研究建立一

組測試對照網頁，網頁分別使用延遲載入技術

與不使用延遲載入技術來進行對比。 

  本研究將使用 PHP 動態網頁程式語言，在

不管是否使用延遲載入技術的前提下，網頁一

律加載「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的 jQuery

模組，模擬傳統電子商務網站，在網頁初始視

窗畫面狀態下(不捲動視窗畫面)，進行使用與

未使用延遲載入技術的網頁所載入的圖片數

量與流量消耗比較。 

  先 建 立 原 生 的 商 品 簡 介 列 表 網 頁

index.php[3]，如圖 5 畫面所示。完整瀏覽網

頁內容(需捲動視窗畫面)將可見到 12 個商品

項目的圖片簡介列表。如果在未捲動視窗畫

面的狀況下，網頁畫面中只會出現 6 個商品

項目的完整圖片簡介列表，如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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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完整的商品列表網頁 

 

 
圖 6.未捲動視窗畫面的網頁初始內容 

 

  加入「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模

組。利用任何可編輯 PHP 動態網頁的軟體開啟

原生網頁 index.php，在網頁原始碼的 head 元

素的結尾標籤「</head>」前方加入 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 模組的 JavaScript 檔案的引

用，如圖 7 所示。將此修改後的原生網頁

index.php 另存成新檔案：NoLazyLoad.php，

此「NoLazyLoad」網頁即為不使用延遲載入技

術的測試對照網頁 A。 

 

圖 7.引用延遲載入效果模組 

 

  繼續於網頁原始碼的 head 元素的結尾標

籤「</head>」前方再加入呼叫「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模組產生圖片延遲載入效

果的 JavaScript 文稿敘述，如圖 8 所示。將此

加入 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 模組檔案引

用與呼叫延遲載入效果文稿敘述的網頁另存

成新檔案：LazyLoad.php，此「LazyLoad」網

頁即為使用延遲載入技術的測試對照網頁 B。 

 

 

圖 8.引用延遲載入效果模組與建立效果呼叫

的文稿敘述 

 

  本研究所使用的必要檔案列表說明，如表

3 所示。 

 

表 3.必要檔案列表 

檔案名稱 用途說明 附註 
jquery.js 產生圖片延遲載

入效果所必需的

「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模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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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uery.lazyload.js 產生圖片延遲載

入效果所必需的

「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模組檔案 

 

index.php 商品項目列表的

原生動態網頁 

 

NoLazyLoad.php 僅引用延遲載入

效果模組的商品

項目列表動態網

頁 

測試對

照網頁

A 

LazyLoad.php 引用延遲載入效

果模組並加入延

遲效果呼叫的商

品項目列表動態

網頁 

測試對

照網頁

B 

 

4. 研究結果 

  以瀏覽者的客戶端瀏覽器工具分析比

較。分別下載沒有使用延遲載入技術的測試對

照網頁 A 與使用延遲載入技術的測試對照網

頁 B，透過 Google Chrome 瀏覽器的開發分析

工具，運用其工具的網路效能分析器，觀察本

研究提出的實驗所需要得知的圖片載入數量

結果。 

  測試對照網頁 A 因只引用 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 模組的 JavaScript 檔案，沒

有加入呼叫延遲載入效果的文稿敘述，因此，

沒有延遲載入圖片的效果。以網頁初始視窗畫

面狀態(不捲動視窗畫面)為測試規範，開啟

Chrome 瀏覽器的開發分析工具，載入測試對

照網頁 A，在 DevTools 窗格中可發現，即使只

能在視窗畫面中見到 6 個完整商品列表的圖

片，但瀏覽器卻已將尚未顯示於視窗畫面中的

其 餘 6 個 商 品 圖 片 也 一 併 下 載

(goods1.jpg~goods12.jpg)，如圖 9 所示的測試

對照結果。 

 

 

圖 9.測試對照網頁 A 下載網頁中全部的商品

圖片檔案 

 

  測試對照網頁 B 引用 Lazy Load Plugin for 

jQuery 模組的 JavaScript 檔案，並加入呼叫延

遲載入效果的文稿敘述。同樣以網頁初始視窗

畫面狀態(不捲動視窗畫面)為測試規範，開啟

Chrome 瀏覽器的開發分析工具，載入測試對

照網頁 B，在視窗畫面中同樣只見到 6 個完整

商品列表的圖片，但由 DevTools 窗格中可清楚

地看到瀏覽器並沒有將網頁中的商品圖片全

部下載，而只下載了已顯現或即將顯現的商品

圖片檔案(goods5.jpg~goods12.jpg)，如圖 10

所示的測試對照結果。 

 

 

圖 10.測試對照網頁 B 沒有下載網頁中全部的

商品圖片檔案 

 

  由圖 9 與 10 所示的結果來觀察，瀏覽者

未捲動視窗畫面、未觀看完整個商品圖片列表

網頁的內容，在網頁初始畫面的顯示狀態下就

跳離該網頁，沒有使用延遲載入圖片效果的測

試對照網頁 A，商品圖片下載消耗了 338Kbytes

的網站流量；使用延遲載入圖片效果的測試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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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網頁 B，商品圖片下載卻只消耗了 247Kbytes

的網站流量。 

 

5. 結論與討論 

  在本研究中得知，圖片延遲載入技術並不

僅止於網頁設計技術上的技巧，這是當前大多

數中小企業對於網站架設、呈現的錯誤觀念，

利用圖片延遲載入技術確實可以有效地降低

網站流量的不當消耗，進而因節省網站流量的

不當消耗來達到降低商務網站經營成本的目

的。當中小企業選擇以虛擬主機來建置電子商

務網站時，除了努力衝高網站來客數以進行商

品銷售營利外，還必須思考經營商務網站的成

本，如何讓網站流量發揮最大的效益，因為流

量就是金錢，更多的不當流量消耗背後所代表

的就更多不當的成本支出，降低商務網站經營

的成本是所有商務網站經營、管理者所必須深

思的課題，藉本研究的驗證結果供商務網站經

營、管理者作為商務網站建置技術的採用參

考。 

    因透過「延遲載入」技術將網頁中的圖片

分批即時載入，減低了網頁的初始載入資料

量，初始的網頁圖片載入資料僅限於瀏覽者可

視畫面所需呈現的 Image 物件，所以，「延遲

載入」技術在額定頻寬的狀況下，事實上也可

有效提升網頁載入速度、降低網頁載入時間。 

  在本研究中亦發現，圖片延遲載入技術只

有在需捲動視窗畫面才能瀏覽完整網頁內容

的前提下，方可針對網頁初始畫面中未出現的

圖片產生延遲載入效果，並藉由延遲載入技術

來降低網頁的初始載入資料量，如果在網頁初

始畫面中就已顯示了全部的網頁內容，則圖片

延遲載入技術將無法降低網站流量的不當消

耗。反之，頁面的內容越多，需要捲動更多個

視窗畫面才能瀏覽完整內容的網頁。藉由延遲

載入技術來降低網頁的初始載入資料量，更可

有效的降低網站流量的不當消耗，對於降低商

務網站經營成本更顯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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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HDMI 訊號在 4K2K 解析度之電磁輻射干擾 

 

摘要 
 HDMI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高清晰多媒體介面) 是一種目前主

流的全數位化影像及聲音傳送介面，而在如此

高速訊號傳輸之狀況下，如何解決電磁干擾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簡稱 EMI）之

問題，即成為各方研究討論之重要議題。本文

所探討的是目前現階段消費型筆記型個人電

腦(Note Book PC)針對 HDMI 之設計，目前的

CPU 標準輸出為 HDMI 1.4 規格，但為了要符

合市場上新興的 4K2K 超高解析度（4K 

resolution）輸出且搭配超高畫質電視，需要在

CPU 輸出訊號端加入去除抖動晶片，以增強

及保持輸出訊號穩定。文中將實驗 HDMI 訊

號線路的長度與 EMI 及眼圖（Eye Diagram）

相互間之影響，並提供有關針對此高速訊號線

路設計與抑制電磁輻射強度的方法與分析模

擬。 

 

關鍵詞：多媒體高清晰介面、電磁干擾、眼圖 

        共模濾波器 

 

Abstract 
HDMI (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is a current mainstream of all-digital 

video and audio transmission interface. Under 

such high speed signal transmission,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 is a problem 

that engineers always have to solves.  

What we explore i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CPU of the consumer notebook PC standard 

output is HDMI 1.4b in current stage, but to 

meet the emerging 4K2K Ultra High Definition 

(4K resolution) output technology with superior 

picture quality TV in the market. When 4K 

offers four times resolution than previous 1080P, 

the signal quality of receiving end will also need 

to be more stable. It is necessary to add Jitter 

Cleaning chip on CPU output signal terminal 

when designing to enhance and keep a stable 

output signal. In this paper, we will experiment 

on the influence between the length of HDMI 

signal trace, EMI, and the Eye Diagram and 

provide method and simulated analysis for this  

high-speed circuit design and signal 

intensity of electromagnetic radiation 

Suppression 

 

Keywords: HDMI、EMI、PCB、4K2K、 

     JITTER 

 

1. 前言 
目 前 高 清 晰 多 媒 體 介 面 訊 號

HDMI(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是

一種市面上目前非常普及的全數位化影像和

聲音傳送介面。最初提出 HDMI 介面是為了

整合家庭劇院中影音的部分，直到最近幾年也

陸續出現在各類 3C 產品中(Notebook, Tablet 

PC, Smart phone, Desktop PC等)幾乎成為必備

之輸出埠[1]。 

    顯示解析度從也從最初的 HDMI 1.0 

規範 1920*1200,提升到現今 HDMI 2.0 規範 

3840*2160 ,這也就是目前消費市場中所謂的

4K*2K 解析度[2]。而當這個越來越追求高畫

質及高清晰的時代,相較於此在電路設計上的

EMI 防治也越來越顯複雜及困難。 

 

2. 主要內容 

 

2.1 研究動機 

    現今在業界因為筆記型電腦尺寸越來

越追求重量輕跟體積薄，所以初期設計內部主

機印刷電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 簡稱 PCB)

也只能越來越小，但功能卻越來越多樣化，使

得零件擺放位置也越來越複雜。但市場上因競

爭廠牌越來越多，所以銷售價格上卻愈趨便

宜。因此內部電路板的板層數因成本上的考量

從最初的八層板設計漸漸的往六層板的方式

下去做，使得 PCB 佈線工程師在設計線路時，

通常因為 PCB 板大小空間問題無法將高清晰

多媒體介面 HDMI 的訊號走線藏至 PCB 板內

層，或因晶片擺放位置離輸出端過遠導致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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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貫孔數太多走線太長[7]，這些都會導致

HDMI 產生的電磁干擾（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簡稱 EMI）。   

本實驗所探討的 4K 解析度是種新興的數

位電影及電腦視訊的超高解析度(UHD)標準。

當解析度是之前 1080P 的 4 倍時，因所要求的

訊號品質需更穩定。所以設計在 CPU 輸出訊號

時加入 一顆 Repeater(使用 PARADE PS-8407)

的方式將輸入信號增強放大並轉換為 4K2K 訊

號再傳送至輸出端。但要如何維持訊號的完整

度又要防制電磁輻射干擾，將使用近場頻譜分

析儀量測與訊號眼圖的結果做比較，最後在國

際 標 準 的 3 米 電 波 暗 室 量 測 驗

30MHz~1000MHz 的 EMI 訊號，探討訊號品質

與電磁輻射之間的差異與關係。 

 

2.2 HDMI 介紹 

 
    HDMI 訊號線是用三對資料線（Data）

及一對時脈線（Clock）做傳輸（圖 1）。  

 
圖 1： HDMI 訊號線 

 

HDMI 是屬於高速差動訊號的一種，HDMI 

運用最小化傳輸差分訊號 TMDS(Transition 

Minimized Differential Signaling)來做為傳送接

收資料的技術[3]。差動訊號將訊號分成 D +與 

D -，兩個訊號相位角 180°相反，振幅相等如

(圖 2)，訊號傳送的方式是利用電壓差的邏輯狀

態 0 還是 1 來判斷接收到的資料。差動訊號有

低串音(Crosstalk)抗干擾與訊號[6]。 

 

 
圖 2 差動訊號傳輸方式 

HDMI 的阻抗匹配(Impedance)在規範中

TMDS 的 Impedance 要控制在 100 ohm，正負

15%之間，但是 HDM 訊號有時候會因為需要

解  EMI 的問題，增加共模濾波電感器

[4](Common model chock)或是終端電阻為目前

工程師在解決無法克服走線問題時，較為多人

來抑制 HDMI 高速訊號線向外幅射的對策，但

是這個效果有限，且 HDMI 有四對線，總共必

須要加四顆共模電感，在成本上會大幅增加。 

而另一個方式就是使用並聯電阻的方式

調整 HDMI 訊號線的阻抗匹配[5]，降低 HDMI

訊號源的強度，但在線路上增加並聯電阻，會

嚴重影響眼圖品質，因此雖然可以解決 EMI

工程師碰到的問題，但因訊號完整度遭到破

壞，使得接受端品質下降，因此並不是最佳的

解決方法。 

 

2.3 問題陳述 

 
    本文所探討的樣品是以筆記型電腦

上 4K2K 超高清高速差動訊號因印刷電路的板

型限制(圖 6)，讓高速訊號走線距離過長，使得

訊號衰減及異常，故需搭配一顆譜瑞(Parade) 

PS8407A(jitter- cleaning)晶片，其功能為去除高

速訊號不穩定的抖動及增強信號再生器(圖 3)。 

 
   圖 3 HDMI 訊號加入訊號放大晶片 

 

而當輸出解析度達 4K2K(3840*2160@30Hz)

時,其基本工作頻率為 297MHz[2]，如(圖 4)。

而這次問題就是出現在其三倍頻的工作頻

890MHz 的時候，因 EMI 電磁輻射過高,超出

國家法規的標準，如(圖 5) 

 
圖 4 4K2K解析度工作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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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發生輻射問題頻率點 

 

3. 實驗方法及量測環境 

 
本研究將針對印刷電路板上顯示晶片擺放

距離、與 EMI 抑制元件以及訊號線路佈線設計

等方法，藉由模擬及實際量測多媒體介面訊號

在超高解析度輸出時的電磁波輻射干擾。最後

會在有國際標準認證的實驗室實際測試其結

果並做比較，來尋求最佳化的設計。 

 

 
圖 6 初始訊號走線 

 

 

3.1 實驗方法及項目 

 
(對策一)測試訊號加入共模電感 

 

    在量測的PCB上HDMI的訊號線上只單

獨使用加入共模電感[3]（圖 7）的方式來做量

測眼圖及 EMI。  

 
圖 7 訊號線加入共模電感 

 

(對策二)測試訊號加入並聯電阻 

 

    在 HDMI 的四對訊號線上分別並聯

180 歐姆電阻（圖 8）[4]量測眼圖及 EMI 的大

小。 

 

 
圖 8 訊號線加入並聯電阻 

 

(對策三)調整訊號長度 

 

    調整實際 PCB 板上的 HDMI repeater

至 connector的訊號線長度，搭配 Simulation 軟

體模擬,模擬不同的 HDMI 訊號長度並觀察訊

號眼圖及實際量測 EMI 的改變(圖 9)(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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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原始訊號走線 

 

 

 
圖 10 訊號走線縮短 

 

 

 

 

 

 

3.2 量測環境 

 
EMI近場量測使用 Agilent E4402B頻譜分

析儀(Spectrum)如(圖 11) 與 高階示波器 

Tektronix DSA 71604C(圖 12)分別量測各選項

的眼圖及 EMI，並比較結果  

 

 

 
圖 11 頻譜分析儀 

 

  

 
圖 12 示波器 

 
EMI 的量測環境是使用 3 米電波暗室[5]

（圖 13），並參照 EMI 配置圖做量測（圖 14）。

量測眼圖時，將先使用無額外設置的 PCB 板來

進行量測，而在 3 米電波暗室量測時是整台待

測 物 組 裝 起 來 接 上 HDMI 輸 出

4K2K(3840*2160@30Hz)解析度 至 32 吋螢幕

做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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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3 米電波暗室 

 

 
圖 14 EMI 量測配置圖 

 

4. 量測結果比較 

 
4.1 眼圖量測 

 
研究將三個實驗的眼圖量測結果做成表格

如以下所示（表1），原本預設的情況下2000mils

及加入並聯電阻對策，眼圖是會 fail 的，可是

在縮短訊號線距離後（圖 10）以及使用共模電

感(Common mode choke)的狀況下眼圖是會

Pass 的。 

表 1 

Status PASS/FAIL 

600mils PASS 

2000mils(初始值) FAIL 

2000mils(Common mode 

choke) 
PASS 

2000mils (Parallel resistance) FAIL 

 

 
 

初始狀態 trance 2000 mils 

 
對策一 

trance 2000 mils add Common mode choke 

 

 
對策二 

trance 2000 mils add Parallel resistance 

 

 
對策三 trance 600mils 

trance 2000 mils add Common mode ch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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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頻譜近場量測 

 

     頻譜近場是 EMI 的量測數據表格如

下（表 2），接上 HDMI 量測 EMI 時，出現 Fail

的頻率是在 890MHz，在近場直接用頻譜分析

儀量測頻率在 890MHz 時 EMI 輻射訊號，測出

來的結果在,原始2000mils是57.79dBuvV(圖15) 

為最高，依次為加入(Common mode choke) 

54.48 dBuV、並聯 180 歐姆電阻 51.93 dBuV、

縮短訊號線距離至600mils 51.75 dBuV 訊號為

最低(圖 16)。 

 
表 2 

 

 

 
圖 15 原始訊號走線 

 

 
圖 16 縮短訊號走線後結果 

 
4.3  Simulation 軟體模擬 

 

     HDMI 訊號長度和眼圖及 EMI 

的影響(圖 17) (圖 18) 

 

Simulation 模擬  Trace length= 2000mils 

 

 
 

  
   

 
圖 17 模擬原始訊號走線 

 

 Status Level(max) 

600 mils 51.75 dBuV 

 2000mils(初始值) 57.79 dBuV 

2000mils(Common mode 

choke) 
54.48 dBuV 

2000mils(Parallel resistance) 51.93 dBuV 

Feq ： 89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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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模擬  Trace length= 600mils 

 
 

 

 
圖 18 模擬縮短訊號走線 

 

4.4  3m chamber 量測 

 
 最後則是使用 EMI 3 米電波暗室（圖

13），並參照 EMI 配置圖做量測 EMI 的量測

數據表格如下（表 3），接上HDMI量測 EMI

時，出現 Fail的頻率是在 890MHz，在BSMI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CNS 13438 的法規

規範中[7]，頻率在 890MHz 時 EMI 規範

limit 為 37dBuV/m，測出來的結果只有在

預設值 2000mils 是 Fail，其他設計對策情

況下都是可以 PASS 的，除了加入共模電感的

時候較為 margin limit[5]。 

 

 

表 3 

  Status 
EMI 

Radiation 

Eye 

diagram 

Total 

Result 

2000mils Fail Fail Fail 

600 mils Pass Pass Pass 

(Common 

mode choke) 
Pass Pass Pass 

(Parallel 

resistance) 
Pass Fail Fail 

5. 結論 

 
本文藉由量測結果，比較不同達到眼圖及

EMI 規範要求的方法，從結果能得知藉由共模

電感及加入並聯電阻，雖皆可達到 EMI 的規

範，但只有共模電感才能達到眼圖標準， 

 
表 4 

 
而共模電感則有高成本的問題(表 4)，若是

能在設計初期能盡量將 HDMI I/O 位置靠近

HDMI 顯示輸出晶片，減少 HDMI 高速差動訊

號走線距離，減少可能的穿層貫穿導孔數量，

與增加佈線的空間。不但讓訊號品質能達到超

高解析度的輸出標準與符合 EMI 電磁輻射國

家標準法規的要求。也能使後續產品開發成本

減少而更具市場競爭力。本文提供有關超高速

訊號線路設計與電磁輻射強度的方法與分

析，給日後讀者相關問題的參考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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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健康 APP 開發研究 

摘要 

近年來，國人的出生率下降，少子化的趨

勢已成為未來人口的現象，國家與社會也將陸

續要面對此趨勢所帶來的議題，這樣的趨勢也

代表人口的老年化時代來臨，許多商機與創業

機會也從這樣的趨勢而產生，其中健康管理就

是其中一項，雖然健康管理並非中年之後的人

需要注意事項，然而，根據統計，健康照護議

題屬於中年之後的消費群較為關注，因此可以

想見在未來少子化的情形下，中年人照顧小孩

的時間大幅度地降低，從而對自身的健康與休

閒活動會有更多的規劃，因此大專院校也有諸

多健康管理學系成立，健康管理趨勢也漸漸成

為趨勢。本研究專注於研究一套銀髮族健康管

理 APP 應具備之應用有哪些並且說明開發流

程，融入資訊多媒體課程專業技能，研究未來

實用的健康管理 APP 應用程式所需的項目，以

期能針對未來國人在研發銀髮族實用的健康

管理資訊軟體能有一個有用的參考依據，本研

究亦可以成為維護國人健康的利器，此為本研

究主要目的之預期成效。 

關鍵詞：老年化時代、健康管理 APP、健康照

護 

1.前言 

1.1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依據 Frost & Sullivan 的預估，來到 2050 年的

時候，全球高齡人口（泛指 60 歲以上）將占

總人口數的五分之一，在這樣的全球高齡化所 

 

 

 

帶來的議題中，醫療保健需求就是其中一項重

要的議題，也可以想見，未來幾年健康照護與

管理產品將會有可觀的成長空間。根據衛生福

利部公布最新 102 年的十大死因，依序是惡性

腫瘤、心臟疾病、腦血管疾病、糖尿病、肺炎、

事故傷害、慢性下呼吸道疾病、高血壓性疾病、

慢 性肝病及肝硬化、腎病變。內政部也公布

了 103 年[17]國人的平均壽命為 79.84 歲，其中

女性為 83.19 歲，男性為 76.72 歲。我們可以

觀察到除事故傷害及肺炎外，其他八項死因大

都是慢性病，可以知道慢性病確實是國人最常

疏忽的疾病。然而，由於這些慢性病都是長年

累積之後才會顯現其影響，因此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注意健康管理，大部分慢性病都是可以維

護得很好，如高血壓性疾病、腎病變等，因此

如何規劃健康的飲食、規律的運動、充足的睡

眠以及定期進行健康檢查等皆是預防慢性病

很重要的方式，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發現惡

性腫瘤依舊一直居死因第一位，這當然也與人

口高齡化有一定的關係，但是，現在國人生活

習慣改變，常常只顧著在家看電視與滑手機，

而且飲食不均衡、少運動、熬夜、抽菸、喝酒、

嚼檳榔等等不良生活型態，殊不知這些都與這

些慢性疾病發生的機率有關，因此，能夠建立、

維持良好的生活型態、並且定期健康檢查，相

信國人在對抗慢性病與惡性腫瘤上方能有顯

著的成效。因此衛福部也都設置慢性病防治主

題館，說明各種慢性病之防治方式[18]，然而，

只是網頁上的說明，在推廣的效果並不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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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研究健康管理 APP 所需要的具備

的功能，可以讓每個人隨時查看各種生理健康

資訊，針對本身的身體狀況進行防治方式，尤

其利用經過 APP 的提醒，可以讓國人在查詢各

種慢性病的治療與防治不再被動，健康管理

APP可以根據每個人的健康資訊顯示各種建議

與防治方式，達到立即的通知防治效果。 

近年來，智慧型行動裝置成長快速，幾乎每個

人手上皆有一支手機，根據資策會 FIND 2012

年的調查紀錄，國內有超過三成以上民眾都會

利用手機行動上網。另外，Google 也發佈智慧

型手機行為調查報告，台灣使用智慧型手機上

網比例正持續提昇，手機普及率更是從去年

32%提高到今年的 51%，相當於每兩人就有一

人使用。Google 台灣區總經理陳俊廷也表示，

國人對智慧型手機的依賴度很高（高達八成），

為亞太地區之冠，顯示國內民眾使用手機行為

已趨成熟，加上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使得手機

使用行為產生變化，使用手機上網已成為日常

生活重要的活動。基於這樣的變化，手機上的

應用開發越來越多，諸如觀看影片、上網購物、

搜尋、社交等。這些眾多的應用都常常利用手

機應用程式(APP)呈現，Google 在網站上公佈

調查結果手機應用軟體(APP)已經成為最具潛

力的資訊科技之一，因此諸多產業皆會透過各

式 APPs 呈現與行銷其產品。就因為這樣的風

潮造就於智慧型手機上的應用程式開發日益

增加，目前手機系統主要是有 Apple IOS 與

Android 系統，這兩大系統都有各自的線上商

場，裡面有上萬個應用程式可以使用，分類可

以分為遊戲、圖書、系統以及其他等等種類，

因此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想要將自身的產品或

服務跟使用者接近，發展應用程式是目前非常

熱門的手法 

現在國人也都可以從網路上找到非常多的相

關健康管理 APP 應用程式。現今所謂健康管理

範圍不再侷限於只有病理上的數據，許多研究

也開始根據病理上的數據從而規畫運動與飲

食上之建議，健康管理議題也成為目前諸多研

究與廠商研究的議題，因此利用設計 APP 可以

讓健康管理推廣更快更廣也有更多應用。 

智慧型手機使用行為主要以 APP 為主, 創市際

ARO 公佈台灣智慧型手機使用行為測量報告

[13]，說明智慧型手機上的應用程式(含系統內

建與自行下載的app)與瀏覽器/網頁使用狀況，

不論哪種內容類別，整體在應用程式 app 上使

用率皆高於透過瀏覽器/網頁的使用，適地性服

務與特定資訊獲取皆高於利用瀏覽器，因此在

這樣的考量下，利用手機應用程式 APP 提供一

個媒介將國人相關的議題製作成有創意發想

呈現給民眾，如此，即可利用網路的力量使健

康管理諮詢建議提供給大眾注意，並且可以利

用這樣方便的方式使國人得以進行有效且即

時的管理本身的健康情形，並做出健康管理之

規畫。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利用手機應用程式

APP將健康管理業者或健康育樂中心的健康管

理產品進行推銷是很有效率的媒介。本研究針

對「銀髮族健康管理 APP 系統」之開發流程進

行研究，期許希望此 APP 開發流程與雛型可以

能夠吸引國人注意自身健康並且即時得知健

康管理建議，並且可以利用本研究 APP 達到健

康維護的目的，除此之外，由於未來的 APP 的

開發量會持續成長，大多數的下載都是以免費

為主，我們可以看到表一顯示，免費的 APP 依

舊是未來最多使用量，因此為了推廣容易，本

研究也是研究如何設計免費健康 APP 雛型，希

望可以拋磚引石,吸引更多 APP 開發人員進行

健康 APP 開發研究並且進而推廣國人健康，推

動健康管理趨勢。 

總括本研究所規劃的銀髮族健康管理 APP 會

有以下貢獻，這些貢獻會讓之後的研究人員便

於開發實用且便利的健康管理 APP，其貢獻如

下 

（1）說明目前健康管理工作專業服務領域中

健康管理 APP 的開發功能情況，以及說明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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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上利用這些 APP 之可能困境。 

（2） 本研究研究健康管理 APP 開發過程中，

需要發展出輔助銀髮族所需的功能，尤其著重

執行面主要關鍵需求的 APP 功能以及具體操

作的體驗。 

（3） 配合本校資訊多媒體應用系的課程發展

與人才培育方向，本研究聚焦於研究開發多媒

體 APP 過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項以便服務銀髮

族之需求與實際體驗的便利性。 

 

2.主要內容 

2.1 文獻回顧與探討 

根據工研院 IEK 預估，在 2016 年智慧型手機

APP 使用族群將達 33 億人，其中行動醫療市

場規模將可達 110 億美金，這樣的成長趨勢將

使得從 2011 起的五年內，相關的健康照護與管

理年複合成長率高達 72%。再根據市場研究機

構 Research2Guidance 調查顯示，單單在 2013

年，針對所有 APP 應用平台進行統計，發現已

有超過數十萬個健康類型 APP，該機構甚至評

估 2017 年行動健康服務的市場規模將達 260

億美元，其中有關行動健康正處於爆發性成長

的初期，可以預知的是其中商機將是無窮的，

因此本研究透過行動裝置促進健康管理將是

未來趨勢。現今在 iOS 與 Android 的系統下都

提供了諸多健康管理 APP，本研究著重於

Android 系統的應用程式。 

在 Android 系統下的健康管理 APP 不只是針對

人也有針對動物的健康管理[2]，在此選出幾個

評分較高且較多人使用的健康管理 APP，主要

有下四種。我們歸納這些 APP 中的一些功能資

訊，我們可以發現現在的健康管理 APP 功能漸

漸越來越豐富，大致以輸入資訊或利用儀器偵

測後自將資料傳輸到 APP，或者會評斷並提供

很多健康資訊，有些 APP 功能較為單一，較大

或有廠商支持的產品才有系統化的健康管理

機制。本研究所計畫之健康管理 APP 會以即時

監控，追蹤管理為主要的功能，讓使用這類

APP 的人可以得到有效的健康控管，表二即為

各種健康管理APP可以提供的功能資料統計。

並且於表三進行表格功能列表比較。 

近日，醫療健康信息服務提供商艾美仕咨詢

（IMS Institute for Healthcare Informatics）[8]

發佈了關於移動醫療及健康 App 的研究統計

研究報告《Patient Apps for Improved Healthcare：

From Novelty to Mainstream》。在這份報告中說

明了目前有諸多健康照護的 APP，其中光是在

Apple App Store裡即有超過 43,000個醫療健康

以上相關 App 可以使用，雖然有這麼多 APP

可供選擇，卻只有約 16,000 多個是真的含有健

康內容及治療相關。並且該機構也對 Google 

Play 的下載數據進行分析，在個可供下載的

App 中，約有 28%的醫療健康 App 下載次數少

於 500 次，甚至只有 2%超過 10 萬次，所以要

做出一個確切實用的健康管理APP並不容易，

實際上，甚至在熱門的其中 5 個應用程序就佔

總下載次數的 15%。 

 

表 1 2012 年與 2017 年行動應用程式下載量預測(單位:百萬)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免費 57,331 82,876 127,704 167,054 211,313 253,914 

須付費 6,654 9,186 11,105 12,574 13,488 14,778 

總下載次數 63,985 102,062 138,809 179,628 224,801 268,692 

免費 APP 

下載比例 
89.6 91.0 92.0 93.0 94.0 94.5 

Source :Gartner，2013 年 9 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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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著名之健康管理 APP 的特性 

APP 名稱 特性 

MSN 健康 APP[3] 
功能:跑步追蹤器、飲食追蹤器、有氧運動追蹤器、

精選健康內容、健身訓練影片、醫學參考資料 

o'care 健康管理[4] 

功能：量測體重、體脂肪...等相關健康數據傳輸至

o'care 健康管理程式當中以便完成個人健康管理。

57 健康同學會[1] 

特色：全台首支以「電視節目」為主題的 App 

功能：全球最新醫療保健資訊電子報，養生食譜教

學，同時還可以為自身做好健康管理。 

血壓健康管理[9] 

功能：血壓記錄及觀察的小程式透過每天早晚量血

壓來注意自己的健康能將資料匯出運用，並以 email

寄出 

個人健康管理－主訴雲[11] 

功能： 

1. 量測之資料可與＂雲端診所＂連接 

2. 血壓計資料自動上傳量測結果或手動輸入 

3. 可自行建立就醫時對醫師表達的自訴及血壓

等生理量測資訊，上傳雲端個人健康管理中心 

此軟體的特色是使用者可以將個人的健康紀錄上

傳至裡面，也可以記錄家人的健康資訊，並且行動

裝置資料和健康紀錄（PHR）同步查閱 

三高自主健康管理家庭版[6] 

功能： 

1. 使用者所量測的血壓血糖紀錄將自動被儲存並

上傳到個人的雲端帳戶 

2. APP也提供了曲線圖與列表供使用者去檢閱過去

所量測的紀錄。 

此軟體的特色是不只可以將個人的健康紀錄至裡

面，也可將家人的健康狀況及量測結果等上傳至軟

體。 

遠距照護一點通[16] 
功能: 

1. 提供上傳個人血壓及血糖等量測資料功能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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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至雲端 

2. 醫生查詢歷史紀錄及觀察生理量測趨勢圖或可

連線遠距健康照護中心 

雲端運動紀錄[14] 

功能: 

1. 記錄下腳踏車、跑步、散步的運動軌跡 

2. 運動紀錄可以結合 Google Map，即可以即時呈

現路徑軌跡在手機上面 

3. 可以結合 GPS 座標至個人健康管理平台 

工研院-好健康 App[7] 

1. 自主健康任務減重熱量分配試算與設定 

2. 紀錄上傳 5 大類生活日記（運動、飲食、體重、

血壓、血糖）數據 

3. 飲食與運動日記可以透過照片拍照分享到

Facebook 

4. 查詢 5 大類生活日記數據（7 天/14 天/1 個月/3

個月） 

5. 呈現 5 大類生活日記趨勢圖（7 天/14 天/1 個

月/3 個月） 

工研院推出的好健康 App 最大的特色就是使用者

可在吃飯之前將食物拍下來上傳到健康管家，就會

有專業的醫師依照使用者事先登陸的身高、體重、

年齡、特殊病史等個人私密資料來分析，之後會根

據個人體質來提供建議，並即時傳送 App 訊息到用

戶手機，拿到訊息的使用者也可以進一步查詢自己

的飲食狀況需要修正的部分，還可以回電作進一步

洽詢。 

健康體重管理 APP[12] 

1. 電子書：提供健康飲食及體能之指南及手冊，

並配合記者會更新健康飲食及體能之最新資

料。 

2. BMI 及每日所需熱量計算：以身體質量指數

（Body Mass Index,BMI）、年齡及性別來界定

體重過輕、健康體重、過重或是肥胖，並根據

每日活動量可計算每日所需的熱量。 

3. 健康食譜：均衡飲食就是吃到符合人體所需的

熱量和各種營養的飲食，參考健康食譜學會聰

明地搭配和選擇食物。 

4. 飲食及運動紀錄：記錄每天飲食攝取量及運動

消耗熱量，可作為個人健康管理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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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款由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推出的 App 適合各

個年齡層使用，可以透過裡面的電子書功能閱讀各

種的健康養生書籍、健康食譜，也提供熱量記錄的

功能讓使用者把關每天飲食吸收跟活動消耗的熱

量。 

 

一休陪你愛瘦身[5] 

這款健身類軟體是由台灣知名健身專家一休推

出，程式軟體內容包括了健身 Tabata 影片讓使用者

能夠循序漸進的運動以及各種健康食譜。 

  

表 3 各式健康管理 APP 之功能分析 

功能 

APP 名稱 

消耗熱量紀錄及

設定 
紀錄運動軌跡 

健康書籍及 

飲食紀錄 
健康影片 

MSN 健康 APP        

57 健康同學會       

健康體重 

管理 App 
      

一休陪你愛瘦身       

 

功能 

APP 名稱 
量測血壓 量測血糖 

基本 

健康資訊 

(體重身高) 

雲端 

資料庫 

數據及 

趨勢圖 

o'care 

健康管理 
      

血壓健康管理       

個人健康管理－

主訴雲 
        

三高自主健康 

管理家庭版 
          

遠距照護 

一點通 
          

 

功能 

APP 名稱 

量測 

血壓 

量測 

血糖 

基本健

康資訊

(體重身

高) 

雲端 

資料庫

數據及

趨勢圖

消耗熱

量紀錄

及設定 

健康書

籍及飲

食紀錄

雲端運動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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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 

好健康 App 
             

 

 

雖然有那麼多的健康相關的 APP，實際進

行分析後發現，只有不到 2000 個 APP 是真的

涉及特定的治療領域。約有 558 個應用程序與

心理健康領域相關，這裡面又有 196 個面向自

閉症領域，其他 96 個是焦慮症領域。視覺和

聽覺是第二個最常見類別，其次是內分泌以及

新陳代謝狀況。 MobiHealthNews 於 2012 年 4

月的調查顯示[15]，經由蘋果 iTunes 上可以下

載之慢性病管理類的行動 App 僅占整體的

5.3%，這樣的趨勢顯示在慢性病的控管上之

APP 是很少的，甚至有關個人健康數據紀錄

（PHR）的 APP 僅有 0.9%。因此，開發相關

的 APP 是需要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 2013

年消費性電子大展 CES 與國際醫療器材大展

Medica，就開始發現許多廠商開始關注於行動

醫療 App 發展出健康監控搭配穿戴式感測器

的應用。 

 

2.2 健康管理 APP 之研究與設計流程探討 

 

本研究所研究的健康 APP 可分成兩項進

行說明 

 

 

（1）健康管理 APP 功能與銀髮族體驗分析 

（2）健康管理 APP 開發架構與方式 

根據以上的研究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銀

髮族的健康管理方面所需要的功能，並且根據

這些研究資料我們可以針對這些功能於開發

相關 APP 時，研究開發流程與順序，並且說明

可用之工具，本研究以以下三個小節說明開發

過程與建議。 

 

2.3 健康管理開發流程 

本研究目標為開發一個以健康管理為主

的 APP 並且針對較為先進的功能進行建議，本

研究開發的環境以 Android 系統為主要開發系

統。在開發初期我們以研究分析需求為主，接

下來我們實際利用 Android 平台進行開發並且

針對未來可能的功能進行研究，並且提出可能

的實現方式，之後再進行推廣，圖 1 為本研究

之進行步驟，以下分別就三階段的說明研究研

究流程。 

 

 

圖 1 研究流程 

 

（1）第一階段：規劃健康管理 APP 與功能分

析 

本研究於第一階段主要進行健康管理APP

之規劃與功能分析。本研究所規劃的健康管理

APP 由於有諸多資訊要進行儲存與採用原生

APP 結合，因此需要資料庫來實現此 APP 的開

發，本研究設計基本健康管理的基礎功能，並

設計健康資訊與生活中的連結，並做出可能的

應用功能。智慧型裝置的普及化提供使用者可

以無所不在地使用各種便利的服務，而Android

是目前市佔率最高的手機作業系統，諸多手機

應用程式皆會以此系統為主要開發平台，換言

之，其相對應的使用者更是普遍。因此，從推

廣健康休閒的角度來說，Android 為主的智慧

型行動裝置更是首選。除此之外，Android 是

以 Java 為主要開發平台，其作業系統變為開放

性資源，提供一個平台，供使用者隨著自己喜

好修改與變更，使得 Android 的可塑性變的更

規劃健康管理
APP並進行功能

分析

健康管理APP雛
形開發與先進功

能開發建議
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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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廣泛。為此，本研究計畫使用 Android 系統

為主的智慧型行動裝置做為系統應用的平

台。 

本研究 APP 所規劃的 APP 使用情景示意

圖如圖 2，其方式就是利用感測器將目標感測

者之健康資訊收集起來並進一步傳送到健康

管理資料庫，傳送到健康管理資料庫後，諸多

應用就可以產生，使用者可以利用 APP 進行監

測，如果運動量過少或過多甚至發生危險也可

以第一時間就傳訊息或者在 APP 上展示其警

訊，透過這樣的警告機制就可以達到健康管理

目的，因此本研究第一階段就是先進行分析需

求並且規畫功能，進行程式分析討論，討論可

行 APP 內容，開始完成初步 APP 程式。 

（2）第二階段：規劃本研究的 APP 架構 

會員註冊、登入：此功能為保護個人隱私，

使用此一 APP 需要輸入個人健康資訊，包含姓

名、身高、體重、歲數，性別等隱私資訊，當

輸入完畢即會將資料進行儲存於手機資料庫

上。 

個人資訊展示區：此區為使用帳號登入後

會將註冊地資料進行展示並且將基本的健康

資訊展示出來。 

健康訊息展示區：此區為各項健康提醒資

訊的展示區，讓使用者可以一進入 APP 就可以

知道所有的健康訊息，這樣的健康資訊可以讓

使用此 APP 的使用者知道何時要注意哪些事

項。 

飲食建議：本區功能會根據使用者的歲數

以及基本生理資訊進行建議。 

運動健康建議：本區功能也是根據使用者

的歲數與基本資料進行建議，建議內容多以國

家所制定所需之運動量為主。 

健康小鬧鐘：此區功能在於讓銀髮族可以

將自己需要做的事情利用小鬧鐘提醒自己，諸

如：吃藥、看醫生的時間等。 

健康改善與衛教：此區功能可以提供銀髮

族在某段時間內改善健康的程度，還有一些慢

性疾病的衛教資料，這些對於銀髮組將會很有

效益。 

本研究主要的健康管理功能如上所述，透

過這些基本功能的提供再加上一些先進的 3C

周邊，就可以達到即時健康管理效果．現在的

科技進步諸多與健康管相關的設備一直被發

展出來，其中最近常常被提出來的小米手環就

是諸多研究一直想要加進來的輔助設備，小米

手環的功能包含可以量測運動量以及睡眠品

質等基本資訊，諸多研究者最重視的則是它震

動的功能，因此無不想可以與之連結，本研究

會探討如果將穿戴式手環加入後的健康 APP

可能會發展的功能並且也提出其發展方式與

想法。圖 3 為在 Android 模擬器上的 APP 的畫

面。 

 

 
圖 2 健康管理 APP 使用示意圖 

 

 

圖 3 Android 開發模擬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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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階段：在本研究的第三階段，將依

據前兩階段的成果，進行一系列問卷及推廣。

為了讓本研究執行成果能為健康管理 APP 的

應用普及化帶來正面影響，因此，未來本研究

會進行問卷說明，以了解大眾對於健康 APP 的

了解與體驗經驗。 

 

2.4 健康管理 APP 系統架構 

我們列出本研究規劃的健康管理 APP

系統架構 

 

 

圖 4 健康管理 APP 架構 

主要規劃五大功能: 

（1）會員註冊區: 此一功能的開發架構如下 

 

 

圖 5 會員註冊區 

（2）個人生理健康資訊展示: 此一功能會將所

註冊的資訊顯示出來,期開發架構如下 

 

 

圖 6 個人生理健康資訊展示 

（3）個人健康訊息展示區:主要展示健康資訊，

包含每天應該運動的運動量、飲食建議、要注

意的健康資訊，如吃藥，這些叮嚀的訊息牽涉

到三項資訊，這些資訊都是儲存在健康資訊資

料庫，其架構如下 

 

 
圖 7 個人健康訊息展示區 

（4）飲食建議區:此功能區乃是根據使用者的

基本資料與國家所公布之健康飲食建議而設

計，因此此架構區內的健康飲食資料需由管理

者是先進行輸入，這些建議包含針對歲數與體

重身高等基本健康資訊數，當執行這項功能時，

此區功能會去比對使用者歲數與健康基本資

料並且進行比對，將飲食建議帶出來並且展示

至螢幕前。 

 

 

圖 8 飲食建議區 

 

（5）健康改善數據呈現區:此區呈現的內容為

將目前的健康資訊與過去一段日子（如：一個

月的平均數據）來的改善程度，方便使用者可

以監測自身的健康狀態，以成為使用者維持或

改善健康的依據，因此撰寫方式則為經由查詢

後進行資料庫收集資訊並且運算，完畢之後就

結束，並且將此訊息展示在 APP 上。 

（6）健康資訊互動區：本研究著眼於未來手

持裝置將朝向與健康管理 APP 開發結合，因此

在此項功能本研究也規劃穿戴式手環連接之

程式與功能撰寫。為此，必須整合諸多健康資

訊，其規劃內容： 

1. 建立資料庫與 APP 介接程式，此功能將利

用健康手環系統收集之個人的健康資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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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接受這些資料呈現在 APP 上 

2. 撰寫應用功能：在健康手環上的應用多屬

於運動與生理資訊收集，本研究認為其應

用可以增加，利用運算過後的資訊進行判

斷是否需要做哪些主動措施，諸如寄信給

使用者、控制手環震動、傳出訊息等互動

方式，此功能非常新穎且實用，因此本研

究特別尋找手持裝置原檔程式碼，發現小

米手機上有其原始檔案可以提供 API 進行

連結控制，其控制方式可以利用事件促發

或鬧鐘促發，根據我們之前的相關文獻研

究，可以發現健康資訊 APP 開始往 3C 產

品結合，創造更安全、主動的互動，尤其

針對銀髮族使用群而言，這一類的應用特

別需要，銀髮族可利用手持互動裝置進行

紀錄或提醒事項，如吃藥等容易遺忘的事

項，因此本研究規劃此項功能的設計流程，

可以提供未來開發健康 APP 使用者進一

步研究與發展，以下圖說明其示意流程： 

 

 
圖 9 設計流程 

 

3.健康管理 APP 開發過程研究 

3.1 開發建議與環境 

  本次開發環境為 JDK+Elipse+Android 

SDK+ADT+AVD 所構成，開發的 Android 版本

為 2.2，根據本研究在第四章所規劃的開發架

構內容，本次開發結合資料庫開發一套銀髮族

健康 APP，其開發的內容切合銀髮族健康 APP

所需的功能，以下列初期開發的過程畫面，本

研究也針對小米手環所開放的原始碼進行研

究，如圖所示，本次手環的先進功能乃為本研

究之建議項目，本研究針對手環所開發的內容

進行建議，期待未來可以將手環功能進一步實

現於各種應用，手機應用於銀髮族的生活更加

順利。 

表 4 開發環境與硬體 

硬體 

CPU: intel i7 

RAM:8G 

顯卡: 

手機 Android 版本 2.2 

開發環境 

Windows 8 

Eclispe + JDK + 

Andoid SDK+ 

ADT+AVD  

 

 

 
圖 10 開發環境圖 

 

 
圖 11 開發介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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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開發介面 

 

 
圖 13 小鬧鐘畫面 

 

   

圖 14 程式畫面 

 

 

4.結論 

本研究針對健康管理之手機 APP 進行研

究，整理健康管理 APP 的功能類別並且進一步

將其分類，藉此去探索可能發展適用於銀髮族

的健康管理 APP，我們發現健康管理 APP 中，

紀錄基本生理資訊是大部分健康管理 APP 的

基礎功能，但是針對提出飲食建議與鬧鐘提醒

互動功能的部分則非常缺乏，因此本研究規劃

其設置架構，並且提出其運作流程與場景，希

望可以提供未來在此領域發展的手機 APP 進

行研究，本研究也針對目前很流行的手持裝置

互動部分進行研究，並提供目前最有可能的發

展方向，以提供未來健康管理 APP 的發展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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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go pins or IC probes are 

widely use in the semiconductor or the 

packaged and test industries. To fulfil the 

customer's demands, the design of the probe are 

compelled to be not only flexible but also 

delicate. However, one of the parts of the pogo 

pin is the spring whose dimension is less than 

3mm in length, 0.3 mm in width, 0.03mm wire 

diameter. Such the "micro" spring is with the 

features (a) free length; (b) outer diameter; (c) 

active turns and (d) wire diameter. These 

features will influence the spring force and the 

yield rate as the probes manufactured.  This 

paper aims to extract the mentioned feature by 

the propose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and 

cluster the diverse types of springs based on the 

clustering methods of (a) K-NN; (b) K-Means; 

(c) Max-Min and (d) Fuzzy C mean. The 

experiment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se methods.   

 

 

Keywords—micro spring, measurement, 

clustering 

1. INTRODUCTION 

The springs are widely used in the every 

domain. The springs with the elastic 

characteristics can not only store the 

mechanical energy but also produce the 

force reaction. The types of springs include 

the compression springs, torsion springs, 

clips, tension springs, and clock springs [1]. 

The compression springs are especially 

used in the integrated circuit (IC) probes or 

pogo pins whose outer diameter and length 

is less than 0.5mm and 5mm, respectively. 

Actually, the spring force determines the 

displacement of a probe when these probes 

under testing. As a result, the features of the 

wire diameters, the turns and the outer 

diameters influence the spring force. 

The springs generally are made of 

music wires or stainless steel wires. Based 

on different wire diameter of the raw 

materials, a spring forming machine can 

manufacture different compression springs. 

After forming the springs, these springs 

need to undergo the process of hot 

treatment to release the stress. Then the 

processed springs will be coated batch by 

batch to prevent it from the oxidization. Fig. 

1 shows a spring with nine turns and its 

corresponding free length, outer diameter, 

and wire diameter. 

 
Fig. 1 The process of spring fabrication 

The manufactured springs with diverse 

free lengths or outer diameters are 

chaotically packaged in a case. However, 

the dimensions are too tiny for human 

beings to recognize. Consequently, this 

project is to measure the spring features 

piece by piece to replace the human 

inspectors and clustering the diverse springs.  

The mechanical system for capturing the 

spring image is shown in Fig. 2. The 

mechanical system is composed of the 10M 

mono camera, the 2X telecentric lens, and a 

back illumination. The field of view 

(F.O.V.) is approximately 3.2 mm in width 

and 2.3 mm in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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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The mechanical system for capturing 

the spring image 

Four types of spring samples are chosen 

to evaluate this project. Table 1 lists the 

four type springs and its corresponding 

features such as active turns, outer diameter, 

wire diameter, and free length. Fifteen 

sample images of each type will be 

captured by the proposed mechanical 

system. There are totally 85 sample images. 

Then a sequence of image processing are 

executed to obtain the four feature 

including (a) the free length; (b) the outer 

diameter; (c) the wire diameter; and (d) the 

active turns.  

 

Table 1. The four types of springs with its 

specification 
Type (I)-02640 

Free length:2.85±0.05mm 

Outer diameters: 0.17 mm 
Active Turns: 42 turns 

Wire diameters: 0.035mm 

 
Type (II) -03123 

Free length: 2.05±0.05mm 

Outer diameters: 0.20 mm 
Active Turns: 19 turns 

Wire diameters: 0.04mm 

 

 
Type (III)-03524 
Free length: 2.0±0.01mm  
Outer diameters: 0.245 mm 
Active Turns: 17 turns 

Wire diameters: 0.045mm 

 

 

Type (IV)-04039 
Free length: 2.7±0.01mm 

Outer diameters: 0.28 mm 

Active Turns: 20 turns 
Wire diameters: 0.05mm 

 

 
 

2. LITERATURE REVIEWS 

The common clustering method 

includes K-NN clustering, K-Means 

clustering, Max-Min clustering, Fuzzy C 

mean clustering. The details are as 

followings: 

Shen et at proposed a new spatially-

constrained similarity measure to address 

object rotation, scaling, view point change, 

and appearance deformation. And use the 

KNN re-ranking approached to have the 

better results [2]. 

James Mac Queen proposed the 

terminology of K-mean in 1967. Then the 

standard algorithm was firstly introduced 

by Stuart Lloyd in1957. The K-Means 

clustering method is a partition based 

algorithm [3]. Warnel and Ganorkar used K-

mean clustering method to detect the 

disease on cotton leaves. The results was 

shown that K-mean clustering method using 

the Euclidean distance is up to 89.56% [4].  

Ding et al proposed a new graph 

partitioning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hat 

follows the min-max clustering principle. 

The algorithm of min-max cut was tested 

on newsgroup data sets and outperformed 

then other current popular clustering 

methods [5].  

Amis et al presents a heuristic max-min 

d cluster in a wireless ad hoc network. The 

nodes were assumed to have a non-

deterministic mobility patter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heuristic is fair and stable 

[6].  

      Bezdek et al translates a programme 

coding of fuzzy C-Means (FCM) algorithm. 

Three norms, including Euclidean, 

Diagonal, or Mahalonobis were introduced 

to calculate the similarity of the feature. 

The adjustable weighting factor of FC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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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control the sensitivity noise, the 

acceptance of variable numbers of clusters 

[7]. Chaira provided a new method to 

compared Fuzzy c Mean by using 

intuitionistic fuzzy set theory apply to the 

medical images [8].  

3. METHODOLOGY 

The general recognition steps are shown 

in Fig. 3. The “data acquisition,” “pre-

processing,” and “feature extraction,” are 

executed to measure the feature of the 

micro spring. The diverse clustering 

methods, as the step of recognition or 

classification process, are conducted by K-

NN, K-Means, Max-min, Fuzzy C mean 

methods. Additionally, the DYNOC 

measure is used as the performance index. 

Here, the methodology includes two phase 

that are micro spring measurement and 

micro spring clustering. 
 

 
Fig. 3 Steps of the pattern recognition 

3.1. Micro spring measurement 

Here, the four features of the free length 

α, the outer diameter β, the active turn γ, 

and the wire diameter λ of the spring will be 

extracted. The 4-d features from the spring 

samples are as the input for the clustering 

procedure. 

3.1.1 Image pre-processing 

The image is firstly input and 

normalized according to the centre of the 

image. Figure 4(a) shows a micro spring 

image. Then Otsu’s threshold method is 

applied to the Fig. 4(a). After obtaining a 

binary image, the connected component 

labelling method is used on the binary 

image to obtain the spring region. Figure 

4(b) shows a connected component image. 

Based on the area, the background noise 

can be filter. Then the spring region can be 

directly obtained. The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selected spring region can b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rotation and translation 

function, the spring can be normalized to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as shown in Fig. 

6(c).  

 

3.1.2 Spring segmentation and projection 

After obtaining the spring region on the 

normalized image, we can use the left 

topmost point ),( 111 yxp  and right 

bottommost point ),( 222 yxp  to generate 

the bonding rectangle on the spring region, 

as shown in Fig. 5(a). Then the contour of 

the spring region area calculated. Next, the 

row projection method on the contour 

executes, as shown in Fig. 5(b). After 

applying the projection method, the 

histogram can be obtained as shown in Fig. 

5(c). To effectively obtain the quasi spring 

rectangle, the peak value ( 1x , 2x ) on the 

two sides of the histogram is calculated. 

The enlarged image on the Fig. 5(c) shows 

two crosses that are the peak values from 

the histogram. 
 

 

(a) 

 

(b) 

 

(c) 

 
 

Fig. 4 (a) the original micro spring image; 

(b) the result using connected component 

method (c) the normalized image 

corresponding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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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Fig. 5 (a) the bonding rectangle of the 

spring region; (b) projection row by row (c) 

the projection resul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nlarged image with the peak values 

Since we obtain the coordinate of the 

two points of ),( 11 yx  and ),( 22 yx , then and 

features of free length   and outer 

diameter   can be calculated as below: 

|| 21 yy        (1) 

|| 21 xx   .     (2) 

 

3.1.3 Region manipulation 

To obtain the other features of active 

turn and wire diameters, the region 

arithmetic is adopted. Because the each turn 

with a summit and a valley, the crooked 

patterns can used to inference how many 

turns the spring has. To cut the crooked 

patterns, a cut-off range are used as value, 

which is one of eight multiplied by  . 

Figure 6(a) demonstrate the one to eight 

shrike rectangle (green). Figure 6(b) are the 

original spring contour; figure 6(c) are the 

intersection results between the shrink 

rectangle and the spring contour; figure 6(d) 

are the region that spring contour sub from 

intersected region. Then the labelling 

method are applied on results of figure 6(d). 

Each cross on the figure 6(e) are the center 

from the labelled regions and assume i-th 

cross on each spring. As a results, the active 

turns   are calculated as 

}.2/){max(i  

To effectively extract the wire 

diameters, three labelled regions on the two 

ends are dropped. Here a set of center point 

are selected as 

{
)3)max((            

)3()()(|),( 21





iiand

iandxxandxxyx iiii }. (3) 

Here, the k point are used where k={1,2,3,.., 

max(i)-6}. Any continues two points, e.g. 

),( kk yx and ),( 11  kk yx , can generate a 

rectangle which can segment a piece of 

wire diameter. To calculate the wire 

diameter, the edge of the wire lines L1 and 

L2 are obtained by the wire contour. Then a 

midpoint pm on the L1 are selected to 

calculate the distance kD  between a point 

pm and L2, as shown in figure 7. Next, k sets 

of wire diameters are calculated and the 

mean wire diameter are used to yield the 

real wire diameter   as 

.
)max(

1


k

kD
k

                    (4) 

 

(a) 

 

(b) 

 
(c) 

 

(d) 

 
(e) 

 
Fig. 6 (a) the shrink rectangle (green); (b) 

the original spring region (c) the 

intersection region between the shrink 

rectangle and the spring region; (d) 

projection resul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nlarged image with the peak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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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 7 (a) the segment (green or orange) 

rectangle by the two continues points; (b) 

the wire diameter calculated on Dk  

4. EXPERIMENTS 

The experiments are used eighty-five 

spring images to evaluate the K-NN, K-

Means, Max-Min, and Fuzzy C clustering 

results. These sample images contains 

fifteen images of type (I) spring, twenty 

images of type (II) spring, thirty image of 

type (III) spring, and twenty images of type 

(IV), as listed in Table 1. Four features of 

free length  , outer diameter  , active 

turns  , and wire diameter   from each 

spring images are extracted. Each feature 

has different units so the experiments are 

under both (a) the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s and (b) normalized data points. The 

normalized data point are as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N(0,1).  

Before executing the K-NN and K-

Means clustering, the seeds are needed to 

be determined. Here, we select five seeds 

from the four types first. Because the four 

dimensions are hardly to display, the figure 

are used the three dimension to illustrate. 

Additionally, the clustering results is also 

based on the four dimensions. Figures 8 and 

9 demonstrate the seed points, respectively. 

 
Fig. 8 Seed points from the normalized data 

points  

 
Fig. 9 Seed points from the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s  

4.1. Clustering experiments 

4.1.1 K-NN clustering results 

Figures 10 and 11 demonstrate the K-NN 

clustering results on the normalized and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 respectively. 

There are few falsely classified points on 

the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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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KNN clustering results of the 

normalized data points  

 
Fig. 11 KNN clustering results of the non-

normalized data points  

4.1.2 K-Mean clustering results 

Figures 12 and 13 demonstrate the K-

Means clustering results on the normalized 

and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 respectively. 

There are few falsely classified points on 

the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 The yellow 

squares are the mean point on the 

corresponding clusters. 

 
Fig. 12 K-Means clustering results of the 

normalized data points  

 

Fig. 13 K-Means clustering results of the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s 

4.1.3 Max-Min clustering results 

Figures 14 and 15 demonstrate the 

Max-Min clustering results on the 

normalized and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 

respectively. There are few falsely 

classified points on the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 The yellow squares are the mean 

point on the corresponding clusters; the 

magenta triangles are the maximum 

distance point between the two clusters. 

Here, the t value of the Max-Min clustering 

is selected as 0.3 on both the normalized 

and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s. The Max-

Min clustering determined how many 

cluster on the incoming points. As a result, 

the determined number of the cluster is 

three and four on the normalized and non-

normalized data point, respectively. 

 

 
Fig. 14 Max-Min clustering results of the 

normalized data points  
 

 
Fig. 15 Max-Min clustering results of the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s 

4.1.4 Fuzzy C Mean clustering results 

Figures 16 and 17 demonstrate the 

Fuzzy C mean clustering results on the 

normalized and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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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The second and third classes 

are falsely classified into the same class on 

the normalized data points. Additionally, 

there are few points from the fourth class 

are classified into another cluster. 

 
Fig. 16 Fuzzy C mean clustering results of 

the normalized data points  
 

 
Fig. 17 Fuzzy C mean clustering results of 

the non-normalized data points  

4.2. DYNOC measurement 

Dynamic optimal cluster-seek (DYNOC) 

technique [9] maximizes the ratio of the 

minimum inter-cluster distance to the 

maximum intra-cluster distance.Table 1 

lists the DYNOC measure on the different 

clustering method. Refer to the non-

normalized data, the results of Fuzzy C 

mean has the greatest results. The Max-Min 

clustering results on either normalized or 

non-normalized data has the less difference.  

Actually, the value of DYNOC is larger, 

the clustering result is better. The seeds of 

the KNN and K-Means are not included 

when calculating the DYNOC values. 

Hence, the normalized data of any 

clustering method are quite similar.  

 

 

Table 1. The DYNOC measure versus 

diverse clustering methods  

Methods 

Normalized data 
Non normalized 

data 

DYNOC 

Number 

of 

Cluster 

DYNOC 

Number 

of 

Cluster 

KNN 5.5313 4 1.4723 4 
K-Means 5.5313 4 1.4471 4 
Max-Min 4.6291 4 3.7877 3 
Fuzzy C 

mean 
4.6291 4 55.2872 4 

 

4.3. Classification rate 

Table 2 lists the false and correct 

classification rate. It’s observed that no 

false classification on the normalized data. 

The greatest classified results of the non-

normalized data are the KNN and K-Means 

results. Conversely, the results of Fuzzy C 

mean have the worst classification.  

Table 2. The classification rate  

Methods 
Normalized data 

Non normalized 

data 

False Correct False Correct 

KNN 
0% 

(0/85) 

100% 

(85/85) 

5.9% 

(5/85) 

94.1% 

(80/85) 

K-Means 
0% 

(0/85) 

100% 

(85/85) 

5.9% 

(5/85) 

94.1% 

(80/85) 

Max-Min 
0% 

(0/85) 

100% 

(85/85) 

17.6% 

(15/85) 

82.4% 

(70/85) 

Fuzzy C 

mean 

0% 

(0/85) 

100% 

(85/85) 

27.1% 

(23/85) 

82.4% 

(70/85) 

 

 

5. Conclusions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summaries: 

1. The spring features are extracted by 

the proposed image processing 

method. The average processing time 

is less than 0.6 second per image. 

2.  Based on the 3-d distribution scatter 

figures, the variance between any two 

of clusters is smaller enough which 

means each cluster is far enough; as a 

result, the four clustering methods on 

the normalized data presented the 

almost similar results without any 

false classification.  

3. The DYNOC values of Max-min on 

both normalized and non-norm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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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had the less difference. The 

results of Fuzzy C mean had the best 

performance under the non-

normalized data. 

4. The non-normalized data: (1) KNN 

and K-mean methods demonstrate the 

greatest results. (2) Fuzzy C Mean 

had the worst results. 

5. The better clustering results via 

DYNOC measure sometimes doesn’t 

stand for the desired results in the real 

word when clustering the micro 

springs. There is no true or false claim 

under such cluster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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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 IC晶圓半導體製造過程中，品質

的改善與提升機台的良率已成為半導體

工廠獲利的重要指標。技術的進步固然重

要，而其中掃描式電子顯微鏡工作站(SEM)

又為主要晶圓檢測站點的重要關卡，確保

其產品之良率維持在應有之水準是重要

議題，晶圓製造之步驟通常都超過百道，

而每一道製作過程都需要仔細監控，可能

因其中某一道程序出了偏差而浪費昂貴

的原料，例如球面像差校正不準確會導致

機台良率不正確，而這將直接影響良率品

質。一年之中的校正資料約 2500筆數值，

在現今製程越做越小的情況來看，良率相

當的重要。一片 GOOD WAFER 良率直接影

響生產線作業。但現有階段是以人工進行

手寫 2500 筆數據資料校正工作，但長時

間的檢測，會增加檢測人員的誤判，一但

造成誤判，良率不正確讓損失提高，增加

製造成本。為了確保球面像差校正準確及

資料數據精準，進而晶圓製造過程減少損

失，穩定良率，我們利用 2013 年、2014

年、2015年資料約 7500筆來做分析，用

標準差公式算出校正值，並利用品質管制

七大手法的管制圖帶入常態分配圖，減少

誤差，正確判斷，來辯別電子束產生之二

次電子的球面像差是否有機台異常之現

象(SPC+-)，有效減少人工方式做紀錄的

誤判，清楚知道校正 SPC安全範圍(+-)是

否有超出異常，實驗證明我們的方法有效

改善失控機台校正，增加機台良率品質。 

關鍵詞：球面像差、誤差百分比、標準

差、信賴區間、管制圖 

1. 前言 

品質的改善與機台良率的提升已成

為半導體工廠獲利的主要指標[1]，而掃

描式電子顯微鏡工作站(SEM)為主要晶圓

檢測站點之重要關卡[2]，IC 設計公司將

設計好的電路線路圖交給 IC 廠或代工廠

之後，IC廠依圖製作光罩(Photomasks)，

將晶圓經由光罩做氧化(Oxidation)、蝕

刻 (Etch) 與植入(Implant)，進一步測

試之後，將晶圓再切割成一顆顆的小晶圓

(chip)，而這些小晶圓再經由焊線(wire)、

包裝 (package)、封裝 (seal)與測試

(testing)等過程即可量產成為 IC 了[3]。

圖 1為晶元製造流程圖，測試為量產前最

後一個步驟和最後一道關卡，而測試晶圓

的機台良率是不可忽視的，球面像差[4]

校正是相當重要的，每一筆數值資料的建

立，對機台校正良率缺一不可，在 SU 機

型一年之中機台每星期校正一次，資料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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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不同電子束(15KV、5KV、2KV、1KV)，

如果計算錯誤，會直接影響良率品質，一

但造成誤判，良率不正確讓損失提高，增

加製造成本。 

 

圖 1晶元製造流程圖 

品質是管理者和每位員工該關注的

事[5]，當員工想解決品質問題，可選用

其中適當工具，包括品質管制工具-品管

七大手法(QC seven tools) [6]，品質管

制工具程序可分為:(1)蒐集(2)整理(3)

歸納分析(4)判斷決策[7]，品管七大手法

介紹分為:特性要因分析圖、查檢表、柏

拉圖、直方圖、層別法、散佈法、管制圖，

而管制圖以樣本平均值為中心，上下各三

個標準差為控制上下限，管制圖中包含中

心線（center line, CL）、管制上限

（upper control limit, UCL）、管制下

限（lower control limit, LCL）[8]，

須七個點落在平均值上方或下方就已失

控，如果是七點以內就需監控，圖 2管制

圖範例。 

 

 圖 2管制圖範例 

本論文研究如何改善掃描式電子顯

微鏡機台 SX 機型校正量測分析資料準確

性，不同電子束(15KV、5KV、2KV、1KV)每

一種電子束要必須量測 3次 Pitch，會有

3 次數值，而一年之中有 53 週別資料量

約 2500 筆。用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資料約 7500 筆下去做分析與比對校正

資料平均值，用誤差百分比公式與標準差

公式算出校正平均值，自動化帶出參數平

均值並利用品質管制七大手法中管制圖

帶入常態分配圖，減少誤差，讓錯誤平均

值能易於發現，並立即修正，降低成本損

失。透過自動化帶出參數平均值 ，用誤

差百分比公式算出校正平均值與標準差

公式。結合管制圖，精確分析數據將 SX校

正資料有效整合並進行監控與分析判斷

機台準確性，讓資料與圖曲線一目了然，

提升半導體製程良率與減少誤判機率。 

2.量測機台背景說明 

SEM[9]主要構造構造為上方電子槍產生電子

束，經過電磁透鏡組使電子束聚焦成一微小的

電子束照射至試片。掃描線圈用來偏折電子

束，而在試片上做二度空間的掃描。電子束與

試片作用後，激發出二次電子與反射電子，經

由偵測器偵測後，經過訊號處理放大後送至

CRT，CRT上的亮度與對比則反應出試片表面的

形貌、特 

徵等[10]。 

 

IC設計

光罩
(Photomasks)

光罩氧化
(Oxidation)

蝕刻(Etch) 植入(Implant)

晶圓測試

切割晶圓
(chip)

焊線(wire) 包裝(package)

封裝(seal)

測試(testing)

量產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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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球面像差聚焦與非聚焦圖 

球面像差(Spherical aberration)，

表示一個理想的鏡面(頂端)能經所有入

射的光線匯聚在光軸上的一個點，但一個

真實的鏡面(底端)會有球面像差:靠近光

軸的光線會比離光軸較遠的光線較為緊

密的匯聚在一個點上，因此光線不能匯聚

在一個理想的焦點上，圖 3球面像差聚焦

與非聚焦圖。在光學中，球面像差是發生

在經過透鏡折射或面鏡反射的光線，接近

中心與靠近邊緣的光線不能將影像聚集

在一個點上的現象，這在望遠鏡和其他的

光學儀器上都是一個缺點，這是因為透鏡

和面鏡必須滿足所需的形狀，否則不能聚

焦在一個點上造成，圖 4為球面像差良好

與無法聚焦，因此無法量測。 

 

 

(b)球面像差聚焦佳 

 

(a)球面像差無法聚焦 

圖 4 球面聚焦佳與無法聚焦 

3.  研究方法 

本論文採用半導體做機台[11]校正

資料，應用統計學標準差結合管制線的概

念來自動偵測與分析，檢測出異常的資料，

來供品管人員減少異常發生的機率，避免

品質失控。 

3.1SX機台校正資料數值運用 

SX 機台校正資料與照片，利用誤差

百分比公式運算，一種倍率照片拍 3次，

再加總在一起平均除 3，是 3根 Pitch平

均值再除以 3則是 1根 Pitch 數值。 

誤差百分比公式: 

 

(量測值-標準值)/標準值*100%=誤差值+-3。 

SPEC:0.2399um+-3%(0.23~0.25) 

 

例如: 

(0.7183-

0.72)/0.72*100%=0.002(0.7183+0.7183

+0.7183)/3/3=0.239 

 

標準值為 0.2399um，SPEC:0.2399，3 根

Pitch 加總除 3，是 3 根 Pitch 平均值，

由於每根 Pitch量 3次，除以 3則是 1根

Pitch 數值。 

而0.239有涵蓋在0.2399+-3%之內，

而資料統計是統計與儲存全部資料的中

心，利用公式化算法代出平均值數值，在

計算錯誤，會直接影響良率品質，一但造

成誤判，良率不正確讓損失提高，增加製

造成本。以拍攝倍率 100 倍，單位換算: 

um X 1000 = nm，螢幕下方的比例尺為

500 nm(10-9 次方)，量測值為 0.5000 

um(10-6次方)，0.5000 um X1000 = 500 

nm。 

3.2  SX機台校正資料錯誤分析 

SX 機台用 2013 年與 2014 年度錯誤

校正數據資料由掃瞄式電子顯微鏡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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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所構成，沒有資料數據統計和管制圖

顯示，完全手寫容易抄錯，照片校正數值

是否正確，操作機台人員球面像差誤判，

導致良率有誤差值，增加製造成本。因量

測校正不準確，而導致螢幕下方的比例尺

良率發生問題，在校正過程中，因完全手

寫容易抄錯，照片校正數值不正確，量測

Pitch算錯支數，操作機台人員球面像差

誤判，導致良率有誤差值，增加製造成本，

毫無效率，圖 5 為 50 倍率比例尺量測值

錯誤。 

 

圖 5  50倍率比例尺量測值錯誤 

3.3SX資料研究校正錯誤方法 

SX機台用 2013年與 2014年度校正資料由

掃瞄式電子顯微鏡校正資料統計所構成，新增

資料數據統計和管制圖顯示，與比例尺量測值

線，讓人員清楚知道錯誤數值，並馬上修正

CHECK阻止品質失控發生，管制圖中包含中心線

（center line, CL）為 0.24um、管制上限

（upper control limit, UCL）為 0.25um、管

制下限為 0.23um（lower control limit, LCL）。

以資料數據統計和品質管制七大手法的管制圖

替代人工手寫，平均值如有異常檔案會馬上出

現紅色字提醒，而圖表部分也有劃安全範圍線

作為警示，一但超出警示線，操作人員一目了

然，絕不會看錯數值的可能，以 2014 年

W401~W453，100倍 X軸，三次量測值 100X-ave

平均值，來監控是否有超出或低於標準範圍，

用資料數據統計和管制圖，圖 5為 2014年 100K 

X管制圖。Shewhart管制圖，其主要模型為: 

設 w 是測量品質值的統計量， 為 w 的

平均數， 為 w的標準差，則 

 

其中 k 為管制界限和中心線的距離，稱為

管制界限係數(coefficient)，一般設定為 3或

3.09。根據品質特徵值的屬性不同，Shewhart

管 制 圖 也 稱 為 計 量 值 管 制 圖 (variable 

control chart)[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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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4年 100K X 管制圖 

 

而 2013 年 W401~W453，100 倍分別有 X 軸，三

次量測值 100X-ave平均值，來監控是否有超出

或低於標準範圍，結果有發現數值異常呈現失

控的狀態，而資料數據統計一旦發生異常馬上

出現紅色字提醒需立即改善，圖表也會超出警

示線提醒，表 1為資料數據統計。圖 7為 100KX

管制圖中包含中心線（center line, CL）為

0.24um、管制上限（upper control limit, UCL）

為 0.25um、管制下限為 0.23um（lower control 

limit, LCL）已超出安全範圍，超出 7 個點是

失控狀態，需馬上進行修正改善。

表 1資料數據統計表 

CD measruement        

 2013年 1/1~12/31       

WEEK 5KV        

 100X 100X 50X 100X-ave. 100Y 100Y 100Y 100Y-ave. 

W301 0.7085 0.7046 0.7046 0.2353 0.712 0.6 0.7199 0.225767 

W305 0.7082 0.7082 0.7082 0.236067 0.7238 0.716 0.716 0.239533 

W306 0.7222 0.7222 0.6 0.227156 0.7222 0.7183 0.7222 0.2403 

W307 0.7085 0.7085 0.7085 0.236167 0.7199 0.7238 0.9 0.260411 

 

 

 

 

 

 
圖 7 2013年 100K X 管制圖 

 

4.校正資料研究方法結果 

4.1正確校正量測值 

套用 2015年最新校正數據統計，100倍量

測結果與圖譜顯示，球面像差調精準，量測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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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3支 pitch，在拍攝與量測過程中有誤量或校

正片有問題或機台異常等等，都可以由數據與

管制圖顯示異常來提醒操作人員，以任抽一筆

W433 資料來確認圖 8 為 2015 年 100K X 管制

圖。其中有 6 點在管制中心線下方，若再增加

一點，將有七點在管制線一側，也會啟動偵測。

 

 
圖 8 2015年 100K X管制圖 

 

4.2  2014年標準差分析結果 

 

運用 2014年資料建模，套用公式利用信賴區間，

常態分配圖表示在常態分配當中各範圍內佔的

比例，68% 信賴區間落在平均數距離一個標準

差範圍內，95% 信賴區間落在平均數距離兩個

標準差範圍內，99.7% 信賴區間落在平均數距

離三個標準差範圍內，樣本中線是對稱的鐘型，

在任何常態曲線都可以完全代入平均數與標準

差[14]。圖 9 為 2014 年標準差圖，用 2014 年

信賴區間的常態分配圖， 0.24 平均數，

0.25~0.23 為 68% 信賴區間落在平均數距離一

個標準差範圍內，0.26~0.22 為 95% 信賴區間

落在平均數距離兩個標準差範圍內，0.27~0.21

為 99.7% 信賴區間落在平均數距離三個標準差

範圍內。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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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2014年標準差圖 

4.3  2015年標準差分析結果 

 

運用 2015 年標準差公式分析結果，把所

有倍率平均值用公式套入，顯示在 SPC範

圍之內，以 2014年建模 2015 年作為測試

標準差結果顯示，2014年與 2015年常態

分配圖表做比較，相較有數據統計與常態

分配表更能顯示，減少量測誤差的重要性，

數據與常態分配表運用標準差公式算出

每個平均值的標準差[15]圖 10為 2015年

標準差圖。 

 
圖 10  2015年標準差圖 

 

5.討論與結論 

 

測試晶圓的機台良率是不可忽視的，本論

文探討如何改善掃描式電子顯微鏡機台 SX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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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校正量測分析資料準確性，用 2013年、2014

年、2015年資料做分析與比對校正資料平均值，

用誤差百分比公式與標準差公式算出校正平均

值，用品質管制七大手法的管制圖帶入常態分

配圖，研究結果發現，確實有效改善錯誤率，減

少誤差，降低成本損失，精確分析數據把 SX校

正資料 3 年資料有效整合並進行監控與分析判

斷機台準確性，提升半導體製程良率，誤差百分

比公式校正資料數值錯誤與正確分析，以利用

管制圖帶入常態分配圖，減少資料校正誤差，避

免產生失控情況，校正資料研究方法結果，正確

校正量測值，利用標準差公式計算分析結果以

常態分配圖表示，結論改善機台校正準確度與

效能，未來希望可用在其他半導體機台校正數

據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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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arrival of Industry 4.0 [1] 

and Internet of Things (IoT) [2] era, machines 

have gradually replaced human. However, after 

working for long hours human will feel tired and 

take a rest. On the contrary, machines are 

different from human in that it will not take the 

initiative to make an adjustment, but usually will 

not stop working until they are damaged or 

overload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emperature change in an robotic arm, and aims 

to detect the temperature warning in the robotic 

arm’s motor before it is overheated and shut 

down, and then aims to stop the robotic arm’s 

action until it cools dow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rolong the machine life. A self-made SCARA 

(selective compliance assembly robot arm) [3] is 

combined with an Arduino Yún (cloud) 

development board and a LM35 temperature 

sensor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then the data is 

transmitted to the cloud to form a cloud 

temperature sensor. Therefore the temperature in 

the robotic arm can be remotely monitored 

anytime. 

 

Keywords—industrial automation, Arduino 

Yún, temperature sensing, the use of cloud 

 

1. Introduction and design 

 
 The self-made SCARA robot arm is the 

subject for the experiment in this paper. The 

reason for selecting this type of machine arm is 

because of the rotating characteristics of its first, 

second and fourth axis, and the linear mov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hird axis. This type of 

robotic arms therefore have high adaptability and 

are mainly used for handling and assembly work, 

and widely used in automobile, electronic, plastic, 

medicine, food and other industries. In addition, 

Arduino micro control board also evolved from 

the original Arduino Uno to Arduino Yún with a 

built-in cloud function, which can more easily 

transmit data to the cloud. 

In this paper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s follows: 

 

A) Assembly of the experimental robot 
The experiment is based on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domestically-made industrial robotic arm 

SCARA to find relevant sample data or assembly 

drawing. SolidWorks is used to establish the 

basic architecture, which is modifi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needs. The mechanical design is 

shown in Figure.1, which the processing and 

assembling are based on. On the motor and the 

controller, currently Hiwin and Delta Electronics 

dominate the industrial robot production and 

R&D in Taiwan, and Delta Electronics’ 

equipment is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unit in this 

experiment with instructions issued from a 

personal computer. In addition, a temperature 

sensor is fitted in the servomotor to transmit the 

data collected to Google Cloud and achieve 

remote monitoring and extend the life of the 

robotic arm. 

 
       Figure.1 Mechanical design 

 

B) Cloud temperature sensor 
 In this paper Arduino Yún [4] micro 

control board is used as the development focus, 

coupled with LM35 temperature sensor to collect 

temperature data. The following is a basic 

introduction to Arduino Yún. This board has a 

micro control block ATmega32u4 which is 

combined with AR9331 of Atheros. The Atheros 

processor is based on a cloud named OpenW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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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Linux version. The board also has built-in 

Ethernet and wireless network support, a USB 

interface and a micro-SD card slot, as well as 20-

digit input/output pins (7 of which can be used 

for PWM output and 12 for analog input), a 16 

MHz crystal oscillator, an ICSP plug and a reset 

button as shown in Figure.2. 

 

Figure.2 Arduino Yún (cloud) micro control  

board 

 From the network transmission chart in 

Figure.3 we can see that the left half is the 

original Arduino Leonardo design, and the right 

half is the AR9331 module, officially called the 

Linino (containing a Linux) system. These two 

halve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UART, which can be thought of as a combination 

of Arduino and a XBEE ZigBee module. Arduino 

relies on the UART protocol to transmit data to 

the network through Linino. 

Figure.3 Network transmission chart 

 

C) LM35 temperature sensor [5] 
 Because the integrated application of 

automatic control and electromechanical 

component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temperature 

sensing products, which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expansion 

type, the color change type, the resistance change 

type, the electric current change type, the voltage 

change type and the frequency change type. Here 

a common voltage change type LM35 is 

illustrated as follows. Figure.4 shows the LM35 

foot bitmap. There is a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M35 output voltage and the Celsius 

temperature. This paper uses the Celsius 

temperature as it is more widely used. The 

conversion formula is shown in Formula.1: at 

0  the output is 0V, and the output voltage 

increases by 10mV for every 1  increase. At 

room temperature LM35 does not require an 

additional calibration process to achieve the 

 accuracy rate. 

 
     Figure.4 LM35 foot bitmap 

 

Formula.1  

 

2. System operation process 
      

 The system operation process is shown in 

the system operation flowchart in Figure.5. In the 

robotic arm’s continuous operation the cloud 

temperature sensor collects the numerical value 

once every five seconds, and then transmits the 

collected data to Google Cloud to display the 

record in a curve graph. The threshold value will 

be used as the judgment criteria. If the threshold 

value is more than 70 degrees and exceeds the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the system will 

issue a warning in a window. The central remote 

monitoring staff of automatic control will then 

check the temperature status and decide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temporarily stop the operation 

and then restart after troubleshooting. Otherwise, 

the robotic arm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if the 

threshold is not exc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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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5 System operation flowchart 

 

3.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e self-made four-axis SCARA 

robotic arm of this paper a motor made by Delta 

Electronics is selected for the operation, and a 

teaching device which matches the motor is used 

for its operation. Moreover, a temperature sensor 

is set in each motor axis to collect temperature 

data. The temperature value collected is 

transmitted to Google Cloud through Arduino Yú

n and displayed in a curve graph, which enables 

the central monitoring staff to ensure that the 

four-axis motor operates within a temperature 

range at any time. 

 

a) System planning 
The matching driver software DRAS [6] is used 

for writing a script to send instruc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1. Coordinate measurement 

2. Robotic arm position control for grabbing 

3. Accuracy of positioning 

4. Accuracy of repetition 

The driver-compatible control software (DRAS) 

is connected to the controller with a software jog 

interface as in Figure.6-1 and the rotation degree 

of each motor axis as in Figure.6-2 through 

RS232 on a personal computer. A cloud 

temperature sensor is installed on the motor as 

shown in Figure.7. The cloud application used is 

the space provided by Google Cloud, and the 

program is written in C# to allow the 

transmission of Arduino Y ú n data to Google 

Cloud and the display in a curve graph. A 

warning mechanism is added, and a warning is 

sent to notify the central monitoring staff through 

a window if the temperature exceeds a certain 

range. 

 
Figure.6-1 Software jog interface 

 

 
Figure.6-2 Rotation degree of each motor axis 

 

 
Figure.7 Location of temperature sensor in the 

mo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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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is paper a one-minute temperature 

curve is presented, and the temperature is 

updated every 5 seconds, as shown in the four-

axis temperature graph of Figure.8. In the graph 

J1 to J4 are the codes for the first axis to the 

fourth axis. As the robotic arm operates within 

the positioning accuracy, in J1 and J2 the load is 

larger and the temperature rises faster. The 

temperature threshold is set at 70 degrees. A 

warning window will appear, as shown in 

Figure.9, to notify the user if the temperature 

threshold is exceeded. 

 
Figure.8 Four-axis temperature curve graph 

 

 
Figure.9 Warning window 

 

4. Conclusions and future goals 
 

 In this study the combination of a self-

made robotic arm and the cloud temperature 

sensing system proved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monitoring of temperature change. Abnormal 

temperature rise from motor idling will result in 

the burning of the robotic arm, but after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cloud temperature sensing 

system the situation can indeed be detected in 

advance and solved. 

 Automation is the trend in all industries, 

and robotic arms will ultimately replace human. 

The government is actively promoting Industry 

4.0, which will be gradually realized and applied 

in industrial robots, but is currently exploring a 

specific direction. At this stage the manufacturing 

cost of a robotic arm is still quite expensive, and 

it is not easy to maintain its life. Solving the 

abnormal temperature rise issue is essential in 

allowing a robotic arm to work in a stable 

condition. It is our hope that the cloud 

temperature sensing system can be used to extend 

a machine’s life. As mobile phone functions 

become more diverse, in the future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to use APP software to achieve more 

rapid and efficient mon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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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門粉絲專頁貼文受關注之因素的探討： 

線上文本分析的觀點 

 

 

 

 

 

 

 

摘要 
近幾年來，Facebook 粉絲專頁已經成為企

業傳遞商業訊息予消費者的重要管道。然而，

由於 Facebook 的使用者擁有眾多的線上好友

且加入非常多的粉絲專頁，使得企業所發表的

商業訊息不見得有機會被粉絲觀看到。本研究

主要的目的在於以刺激-有機體-反應理論為基

礎，透過實際觀察線上受歡迎之粉絲專頁的貼

文內容，從中探索及分析可能刺激粉絲關注貼

文的因素。線上文本分析的結果發現，熱門粉

絲專頁貼文中包含了圖文並茂、第一手產品資

訊、獨特經營風格、情緒訴求、故事經驗分享、

高知名度、問候訊息、普天同慶的時事、促銷

活動、以及高互動性等刺激，可能是吸引粉絲

關注貼文的主因。基於上述刺激因素，本研究

最後提出幾點粉絲頁發表貼文的建議，以做為

企業經營粉絲專頁的參考。 

 

關鍵詞：粉絲專頁、社群經營、線上文本分析、

S-O-R 理論。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Facebook fan pag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firms to transmit 

commercial messages to consumers. However, 

given that a Facebook user often own a lot of 

online friends and like numerous fan pages, the 

commercial messages posted by firms on a fan 

page may not have the chances to be exposed to 

the followers. Based on the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Model (S-O-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may drive members' willingness toward 

following fan page messages by analyzing the 

content of popular online posts. The online posts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many stimulus were 

found in the popular fan page posts that may 

attract followers’ eye ball, including well 

illustrated photos and text, the first-hand new 

product information, unique operating style, 

emotional appeals, life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famous brands embedded, 

greeting, universal celebration events, 

promotional campaigns, as well as high 

interaction.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d 

several suggestions for firms to set up 

and operate a fan page. 

 

Keywords: Fan Page, Social Media 

Operation, Online Content Analysis, 

S-O-R Model 

 

1.前言 

 根據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TWNIC)於2014年8月調查結果顯示，

民眾上網最常使用的網路應用服務為

網路社群[6]。此外，依據天下雜誌於

2015 年 8 月發佈台灣地區「數位生活

大調查」結果顯示，Facebook 為最受

歡迎的社交類工具，使用率高達

87.2%[10]。同時，資策會 MIC 於 2014

年也進一步調查網路社群的使用者行

為，發現使用者最常利用網路社群與

親友連繫(82.8%)，其次為追蹤喜歡的

網友、部落客(46.4%)、追蹤特定的主

題性粉絲專頁(35.1%)、追蹤喜歡的品

牌 (33.1%) 、 追 蹤 有 興 趣 的 名 人

(28.4%)[2]。由此可見，網路社群使用

者經常透過網路社群追蹤感興趣的企

業、品牌及名人。 

 根據 Facebook 官方對粉絲專頁的

說明，粉絲專頁主要目的是提供組織、

企業、名人及品牌與其粉絲進行交流

及溝通的渠道[1]。企業建立粉絲專頁

不但能推廣產品，更能提升品牌形象，

同時也能與粉絲互動及維護關係。由

於Facebook擁有眾多的使用者，因此，

目前許多企業選擇透過 Facebook 所提

供的粉絲專頁服務，做為將商業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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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予顧客以及與顧客進行交流的管道。根據

2015 年 Facebook 第一季財報顯示，在去年的

第二季中，Facebook 擁有超過 3 千萬個活躍的

企業粉絲專頁[4]。雖然企業可以簡易的透過粉

絲專頁傳遞任何訊息予粉絲，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在國內，一位 Facebook 使用者帄均而言

加入了 80 個粉絲專頁[3]，在時間資源有限的

情況下，企業發表於粉絲專頁的訊息，不見得

有機會被其粉絲觀看到。對企業而言，粉絲專

頁經營的成功與否，除了取決於該粉絲專頁是

否能夠吸引 Facebook 使用者點讚成為該粉絲

專頁的粉絲外，如何誘發粉絲持續造訪該專頁

並關注該粉絲專頁之貼文的意願也具有不可

或缺的重要性。因此，如何掌握及了解粉絲對

於貼文內容及呈現方式的喜好，設法透過發表

粉絲有興趣的貼文，以吸引粉絲主動造訪粉絲

專頁，並刺激其持續造訪該粉絲頁及關注貼文，

以達到經營粉絲專頁的成效，是個不容忽視的

重要議題。 

刺 激 - 有 機 體 - 反 應 架 構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Framework, 

S-O-R 模式)大多用來探討消費者購買行為，

S(Stimulus)指促成反應的刺激，此種刺激因素

可能來自個體的生理及心理或外部的環境因

素；O(Organism)指個人的情緒狀態，介於刺激

與最終的反應行為；R(Response)指最終的行為

反應及回應。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從環

境心理學的角度發展出 S-O-R 理論，該理論表

明，環境因素所帶來的刺激，會影響個人的情

緒，進而影響個人行為。過去許多研究使用

S-O-R 理 論 探 討 衝 動 性 購 買 行 為 。

Muruganantham and Bhakat [22]整理多個衝動

性購買相關研究，將刺激因素分為外部刺激、

內部刺激、情境與產品相關因素、及人口統計

變項與社會文化因素四大類，其研究中並探討

此四大刺激因素對衝動性購買的影響。企業粉

絲專頁主要的目的之一即在於透過推播訊息

的刺激，吸引粉絲關注貼文，並進而產生購物

意圖。換言之，粉絲專頁的推播訊息中所包含

的外部刺激及情境與產品等相關因素，可能會

影響粉絲關注專頁貼文的意願。因此，

Muruganantham and Bhakat [22]所提出之探討

影響衝動性購買的刺激因素也適合用來做為

分析粉絲專頁貼文中所包含之刺激要素的參

考。 

不同於以往研究透過品牌貼文中的點讚

及回應數量，分析影響貼文人氣的重要因素

[12][16][23]，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於採用

線上文本分析法，藉由透過實際觀察

受歡迎之粉絲專頁的貼文，以 S-O-R

模式及Muruganantham and Bhakat [22]

所提出的刺激架構為基礎，探索粉絲

專頁受歡迎貼文可能包含之吸引粉絲

關注貼文的刺激要素。研究結果可以

讓企業了解粉絲專頁貼文受歡迎的因

素，並做為企業經營粉絲專頁與設計

貼文內容的參考，提升粉絲對貼文的

關注力及互動率，達到粉絲專頁經營

的成效。 

 

2.文獻探討 

2.1 S-O-R 模式 

刺 激 - 有 機 體 - 反 應 架 構
(Stimulus-Organism-Response 

Framework, S-O-R 模式)於 1974 年，由

Mehrabian 及 Russell 從環境心理學的

角度所提出。最初被 Donovan and 

Rossiter [24]用來探討消費者的購買行

為，該研究表明，零售商店中的商店

氣氛會影響消費者的情緒狀態，以進

而轉變他們的購買行為。此外，亦有

許多研究以 S-O-R 為基礎，探討消費

者的衝動購買行為 [19][25] 。根據

S-O-R 模式，環境變化知覺 (刺激

Stimulus)，影響對環境的情感反應(有

機體 Organism)，而促使消費者接近或

避免該環境(回應 Response)[25]。在實

體商店中，外部刺激因素可能包含產

品、品牌、商標、廣告、包裝、價格

及商店環境等[15]；而在網路商店中，

外部刺激因素可能為網站設計、商品

照片及網頁導航[13]。有機體是藉由情

感及認知，中介狀態及過程，進行干

預刺激與反應之間的關係[13]。反應指

最終的結果，意即消費者的接近或規

避的行為[13]。Mehrabian and Russell 

(1974)從環境心理學的角度發展出

S-O-R 理論，該理論表明，環境因素所

帶來的刺激，會影響個人的情緒，進

而影響個人行為[17]。 

 

2.2Muruganantham and Bhakat 

[22]衝動性購買研究的整理 

Muruganantham and Bhakat [22]以

過去學者所提出的影響衝動性購買因

素為基礎，提出了四大刺激因素，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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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外部刺激、內部刺激、情境與產品相關因素、

及人口統計變項與社會文化因素，用以探討影

響消費者產生衝動性購買的重要因素。外部刺

激是指外在人事物對消費者的影響，如：商店

的燈光或佈置、商店內的員工態度或服務好壞，

甚至是商店帶給消費者的感官刺激，如店內的

背景音樂等；內部刺激為消費者的內在心裡感

受，如享受、快樂、情緒等；情境與產品相關

因素意指消費者當下所面臨的情況，如：消費

者購物當時的可用時間或金錢，以及產品上市

時的實際狀況，如產品為新產品或流行產品；

人口統計變項即是消費者的個人狀態，如性別、

年齡、所得等。Muruganantham and Bhakat [22]

整理近三十篇關於衝動性購買的論文，並且將

造成衝動性購買的刺激因素分為四大類。透過

收集各種零售業領域及消費者行為之研究文

獻，提供衝動性購買行為的詳細說明。 

 

2.3 粉絲專頁相關研究 

 目前粉絲專頁的相關研究議題包含了粉

絲參與、貼文人氣、忠誠度、粉絲與專頁間的

關係維護，例如，Jahn and Kunz [16]曾探討粉

絲專頁對顧客及品牌間關係的影響，以及激發

粉絲參與粉絲專頁的因素。Kang et al. [18]專注

於功能性利益、社會心理利益、享樂利益及金

錢利益，探討此四種利益與粉絲參與社群並且

信任品牌及支持品牌的關係。Vries et al. [23]

則針對粉絲專頁中貼文的點讚人數及回應數

量 ， 探 討 影 響 貼 文 人 氣 的 重 要 因 素 。

McCorkindale [20]分析了 55 個 Facebook 的成

員及粉絲專頁，以確定在 2008 年間排名財富

50 強的企業如何運用 Facebook 做關係維護、

訊息發表及參與。Mafe et al. [11]探討驅使

Facebook 粉絲專頁忠誠度之因素，以促進與成

員間建立情感連繫及長期關係。Huber et al. [14]

提出測量企業的努力是否能成功的刺激使用

者在粉絲專頁上的活躍度。 

 由此述粉絲專頁相關的研究結果可以發

現，顯少有研究探討影響粉絲專頁關注貼文的

因素。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本研究採用

Mehrabian and Russell(1974)所發展出的 S-O-R

模式為基礎，藉由內容分析法從受歡迎之粉絲

專頁的實際觀察中，找出可能吸引粉絲關注貼

文的刺激因素。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線上文本分析法，探討刺激粉

絲關注受歡迎之粉絲專頁貼文的因素。刺激因

素採用Muruganantham and Bhakat [22]

所提出的外部刺激、情境與產品相關

因素為分析的基礎。由於線上文本分

析法無法探討粉絲專頁成員觀看貼文

後之Muruganantham and Bhakat [22]架

構中的內心感受，因此，本研究將享

受、快樂、及情緒等內部因素融入貼

文內容的分析中，亦即探討貼文內容

可能包含哪些會觸動成員情感的要

素。 

本研究的樣本收集程序為從百大粉絲

專頁中找出具有代表性的粉絲專頁：

17life、GOMAJI、瘋狂賣客、生活市

集、好吃宅配網、生鮮市集、7-11 及

ASUS 粉絲專頁。接著，由於粉絲專頁

之貼文的被點讚數量、分享數量、及

留言數量愈高，即代表其受粉絲的關

注程度也愈高，因此，藉由實際觀察

及分析上述粉絲團的貼文內容、分享

數量、點讚數量、留言數量、留言種

類、及成員間的互動次數，找出被點

讚次數、分享次數、及留言次數達百

則以上之貼文，做為文本分析的對

象。 

資料收集的期間為 2014 年 10 月

至 2014 年 12 月之間，總共收集了 712

篇貼文。即便粉絲專頁之貼文的型式

較多元，然而，本研究實際觀察上述

各個粉絲專頁的貼文後，發現受歡迎

之企業粉絲專頁的貼文，其類型多數

以折扣、問候及舉辦活動為主。因此，

本研究進一步以此三大類型的貼文做

為分析的對象，統整其貼數、分享數、

點讚數、及留言數，整理於表一。最

終選取貼文之點讚數、分享數及回應

數達 100 個以上者共 302 篇，做為最

後內容分析的對象。分析的結果明於

下一章節。 

 

表一：貼文內容的統整 

粉絲

專頁 

貼文

類型 

數

量 

帄均

分享

數 

帄均

讚數 

帄均

留言

數 

17 

Life 

折扣

訊息 
35 3 則 

666

則 
2 則 

問候

訊息 
12 1 則 35 則 0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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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絲

專頁 

貼文

類型 

數

量 

帄均

分享

數 

帄均

讚數 

帄均

留言

數 

 抽獎

活動 
11 

100

則 

310

則 
97 則 

GOM

AJI 

折扣

訊息 
33 0 則 69 則 2 則 

趣味

訊息 
37 

744

則 

1550

則 
23 則 

抽獎

活動 
6 82 則 

182

則 
93 則 

瘋狂

賣客 

折扣

訊息 
64 42 則 

1410

則 
26 則 

趣味

訊息 
52 4 則 

192

則 
2 則 

抽獎

活動 
2 

162

則 

1636

則 

2279

則 

生活

市集 

折扣

訊息 
169 3 則 73 則 2 則 

好吃

宅配

網 

折扣

訊息 
140 0 則 59 則 0 則 

生鮮

市集 

折扣

訊息 
109 0 則 69 則 0 則 

7-11 

折扣

訊息 
42 69 則 

1436

則 

246

則 

問候

訊息 
7 13 則 

1015

則 
31 則 

趣味

訊息 
2 35 則 

987

則 

119

則 

抽獎

活動 
11 

978

則 

732

則 

2037

則 

ASUS 

折扣

訊息 
20 32 則 

656

則 
22 則 

問候

訊息 
7 28 則 

312

則 
7 則 

趣味

訊息 
16 26 則 

476

則 
6 則 

抽獎

活動 
22 

155

則 

885

則 

329

則 

 

4.研究結果 

  本研究從受關注貼文的文本分析

中發現圖文並茂、關鍵第一天、詼諧

有趣的經營者、幽默訴求、產品品牌

知名度、問候貼文、時事貼文、感情

訴求、季節性促銷、貨幣性促銷-降價

折扣、非貨幣性促銷-抽獎、積極與粉

絲互動，以及營造參與感等刺激要素，

可能是促使粉絲專頁貼文能吸引大量

粉絲目光的原因。基於保護個資因素，

引用之貼文僅保留文字敘述及圖片，

並遮蓋貼文者的大頭照以確保其隱私。

以下將逐一說明各刺激要素。 

1.圖文並茂 

所謂圖文並茂指的是貼文中同時

使用文字及圖片的方式呈現，藉由豐

富且明確的圖文線索，消除網路溝通

情境中的不確定因素，並強化貼文對

粉絲的吸睛力。 

數位時代於 2014 年 4 月調查報告

顯示，根據 Socialbakers 日前針對超過

3 萬個品牌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共

1,253,840 則貼文進行發文種類的調查。

品牌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行銷自家

產品或服務時，以照片方式分享的比

例高達 75%，且可得到的互動率達 87%，

其次為連結(4%)、相簿(4%)、影片(3%)

及文字(2%)[9]。本文從受關注之粉絲

專頁的文本中，也發現同樣的趨勢。

亦有研究調查報告顯示照片貼文所得

到的互動率高於帄均水準的 39%[9]。

受限於網路上僅能以圖片想像產品的

實際面貌，在線索不足的情況下粉絲

專頁若能將產品以更細膩的方式呈現

給粉絲，則粉絲將會更願意關注該產

品貼文。本研究發現，相較於一般只

有文字敘述的貼文，多數受關注的貼

文能巧妙的將圖片與文字融合，透過

資訊承載量較豐富的圖片，來補強文

字欠缺的生動力及視覺刺激力，以吸

引粉絲對貼文的注意程度。例如，圖 1

為瘋狂賣客販賣被套的貼文。貼文中

除了商品的基本介紹外，也夾帶了商

品的圖片，包含商品優點介紹及商品

各種款式的拍攝圖片，強化貼文意義

的完整性及真實性。同時，亦可以讓

粉絲在看到貼文的第一時間即被漂亮

且繽紛的圖片吸引，進而從圖文並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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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中清楚了解該商品具有的特色及款式，

達到較為清楚之訊息溝通與傳遞的效果，進而

提升粉絲對該貼文的關注力。 

 
圖 1：瘋狂賣客販售被套貼文 

 

除此之外，影片亦是提升貼文媒體豐富度

的最佳媒介。由於影片是以動態的方式呈現，

人物搭配聲音的傳遞方式，更能將情感細膩的

顯現出來，演員的表情、情緒加上聲音的搭配，

不僅有視覺上的刺激、更有聽覺上的刺激，在

資訊線索越豐富的情況下，貼文更能牽動粉絲

的情緒，提升粉絲對貼文的關注力。 

本文從熱門的粉絲專頁中亦發現以影片

的方式所發表的貼文也可以吸引大量粉絲的

目光。例如圖 2 為 7-11 的品牌形象影片貼文，

影片中除了宣傳自家品牌外，也含有一則動人

心弦的小故事，此則故事以影片的方式牽動粉

絲的情緒，讓許多觀看後的粉絲產生共鳴，致

使提升粉絲關注貼文的意願，而留下回應或分

享貼文。 

 

圖 2：影片貼文 

 

2.第一手即時資訊 

關鍵第一天是指產品上市當天，

經營者即透過粉絲專頁傳遞產品訊息

予粉絲，讓粉絲立即接收到產品相關

訊息。廣告的主要目的是提供產品訊

息予消費者，作為消費者選購時的參

考。其中，產品上市初期使用告知性

廣告，可以引發消費者需求、創造消

費者對產品的認知與注意，建立消費

者的基本需求[7]。換言之，由於消費

者容易被其有興趣的新穎產品所吸引，

因此，粉絲專頁的貼文若能包含第一

手最新的產品資訊，或許可以刺激成

員從中尋求其有興趣之新產品的資訊，

並增進其對貼文的關注程度。本文從

許多受關注貼文的分析結果中，也發

現了這樣的趨勢。例如圖 3 為華碩

ZenWatch 正式上市當天的貼文，經營

者在新產品上市當天即透過粉絲團介

紹產品訊息，藉由消費者對新產品的

好奇心，提升了關注度。 

 
圖 3：華碩 ZenWatch 上市廣告貼文 

 

同樣的，7-11 粉絲專頁受關注的

貼文中也發現關鍵第一天刺激的重要

性。圖 4 為 7-11 上市新口味霜淇淋的

貼文，在新口味上市的第一天即透過

粉絲專頁宣傳該商品，此舉不但增加

產品的曝光度，同時也能誘發粉絲對

產品的好奇心，提升對貼文的關注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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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1 上市新口味冰淇淋貼文 

 

3.獨特的經營風格 

經營者是主掌粉絲專頁的重要人物，粉絲

專頁經營者為粉絲專頁建構一個顯明的形象

或特色，在粉絲專頁的管理上亦顯得十分重要。

若經營者本身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質，可讓粉絲

專頁具有獨特及可辨識的形象，並帶給粉絲獨

特的體驗。 

本研究發現諸多受關注貼文的粉絲專頁

經營者皆能呈現一股獨特的經營風格，透過建

立風趣、熱情、幽默、及俏皮等不同於其他粉

絲專頁的獨特氛圍，成功吸引粉絲觀看其貼文。

例如，瘋狂賣客粉絲專頁營造了一股幽默風趣

的獨特氛圍，多數貼文中也同樣以此為訴求，

成功塑造討喜及解憂的形象。圖 5 為瘋狂賣客

的眾多貼文之一，經營者藉由有趣圖片及文字

敘述，將整個粉絲專頁塑造出幽默風趣的形象。

當粉絲專頁能帶給粉絲愉悅的情緒時，可以降

低專頁中的廣告被粉絲排斥的程度，並因此提

升粉絲對該專頁貼文關注的意願。 

 
圖 5：瘋狂賣客貼文 

4.情緒訴求 

(1)幽默訴求 

幽默訴求是指粉絲專頁貼文中的

內容加入幽默的圖片或文字，讓粉絲

在閱讀貼文後能產生愉悅的感受。 

幽默的訊息能讓日標群眾處於開

心、興奮、及愉快的情緒下，而使人

暫時忘記廣告的功利性，影響其對該

品牌產品的態度或行為[8]。粉絲專頁

提供企業一個方便的產品推廣品牌，

企業可以自由的在專頁中以任何形式

發表訊息，但訊息內容若是顯得枯燥

乏味，或具有明顯的廣告意涵，將容

易被粉絲排斥，而讓粉絲專頁的經營

無法達到成效，因此，粉絲專頁除了

產品推廣外，幽默的貼文增加粉絲專

頁的趣味性，也將能提升粉絲關注貼

文的意願。 

本文從熱門粉絲專頁受歡迎的貼

文中，也發現許多貼文具有幽默的性

質。可見，以幽默及趣味為訴求的貼

文可能是吸引粉絲關注貼文的重要因

素之一。例如，圖 6 為 Gomaji 所發佈

的趣味貼文，貼文中的可愛圖片輔以

趣味的文字，可以讓粉絲撇除成為專

頁的粉絲只會收到廣告訊息的印象，

並產生愉快的情緒，進而提升粉絲關

注貼文的意願。 

 
圖 6：Gomaji 的趣味貼文 

 

(2)感情訴求 

指粉絲專頁發表的貼文內容中加

入能帶動粉絲情緒的元素，如粉絲頁

經營者自身的生活經歷或生活小故事，

撰寫出影響粉絲心靈感受或產生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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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貼文。 

情感文的重要特色在於「親密關係」，能

讓閱讀者引發感想或產生投射對象的親情、友

情、寵物或伴侶相關情感洋溢的短文皆屬於情

感文。情感文會因為個人的不同生活際遇，而

產生不同的感觸與祝福，特別在特殊節日，例

如，母親節、父親節等佳節團圓的日子，更能

引發共鳴。因此，在特殊時間點所發表的情感

文能更加提升點閱率，打動人心[5]。 

本研究從受歡迎的粉絲專頁中也發現情

感相關貼文，例如，圖 7 為華碩在九九重陽節

發表的貼文，貼文中經營者將自已與爺爺相處

的生活經歷以文字的方式敘述予粉絲，並搭配

重陽節日的時間點發表，並提醒粉絲，在忙碌

的生活中也不忘家中長輩，此種傳的價值觀的

貼文更能觸動人心，因此更能提升粉絲關注該

貼文的意願。 

 

 
圖 7：感情訴求貼文 

 

5.產品品牌知名度 

產品品牌知名度係指粉絲專頁貼文中，包

含人氣或知名度相當高的產品。由於產品品牌

本身原本即擁有高人氣，並已擁有高忠誠度的

顧客，因此，在產品本身之高知名度的加持下，

含有知名品牌之產品的貼文較能吸粉絲關注

的目光。 

本文從許多粉絲專頁中受歡迎的貼文中

也發現了相同趨勢。如圖 8 為好吃宅

配網販賣花蓮公正街小籠包的貼文。

由於花蓮公正街包子屬花蓮當地的排

隊人氣小吃，是外地遊客到花蓮旅遊

時必買的其中之一產品，許多部落客

也都曾經介紹過此產品。由此可知，

花蓮公正街小籠包本身已經具有相當

知名度，因此，當此廣告貼文出現在

粉絲專頁時，也更能受到粉絲的關

注。 

 
圖 8：花蓮公正街販賣貼文 

 

此外，從 17Life 也發現到相似貼

文，如圖 9 為販賣鼎王麻辣鍋優惠券

的貼文，鼎王麻辣鍋創立於 1991 年，

在麻辣鍋品牌中具有相當知名度，因

此也將能提升粉絲關注該商品貼文的

意願。 

 
圖 9：鼎王麻辣鍋優惠券貼文 

 

6.問候貼文 

粉絲專頁對於粉絲的關懷問候，

如早安、晚安、地震文等傳遞關懷的

貼文，讓粉絲閱讀後有窩心感受，將

能提升粉絲關注貼文的意願。 

除了針對提升銷售量的廣告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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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適時的發表能讓粉絲感到備受關心的貼

文，讓粉絲感到專頁的親切感，也將能提高粉

絲對貼文的關注意願。 

本文從熱門粉絲專頁，17Life 的粉絲專頁

中也發現問候貼文，如圖 10 為 17Life 的早安

問候貼文，貼文中不僅有文字問候，也夾帶了

一段動物慵懶吃食物的影片，使貼文更為貼切，

貼近人的心聲，越是能讓粉絲產生共鳴的貼文

越能提升粉絲對貼文的關注力。 

 
圖 10：早安問候貼文 

 

7.普天同慶的時事貼文 

粉絲專頁經營者發表當今熱門的時事話

題，以提高粉絲間的話題性，並創造出更高的

互動率。 

時事貼文容易創造話題性，提高粉絲間互

動的意願。但要讓時事貼文產生話題性則必須

讓貼文引發共鳴，因此，在貼文中添加個人對

時事的觀點，如：貼文內容中加入個人對時事

的觀後感想，此外亦可在內容中加入激勵字眼，

如：加油!好棒!，以創造更高的話題性。當時

事貼文越能讓粉絲產生共鳴時，則貼文的受關

注度也將隨之提高。 

本文從受關注的粉絲專頁中也發現受歡

迎之時事相關貼文通常可以帶來高度的關注。

例如，圖 11 為 7-11 在世界盃棒球賽期間所發

表的貼文，貼文內容中不僅傳遞了中華隊的佳

績，且含有激勵的文字敘述，如：中華隊太棒

啦，此貼文能創造照出話題性，讓粉絲願意在

貼文中留下回應，提升了粉絲關注貼文的意

願。 

 
圖 11：時事貼文 

 

8.季節性促銷 

粉絲專頁發佈當季盛產的產品促

銷，或是符合季節氣溫的產品促銷貼

文，如：夏季的涼麵、冰品；冬季的

關東煮等，讓粉絲能透過粉絲專頁即

時掌握特價產品，將能吸引粉絲對專

頁的關注力。 

把握季節性產品的促銷時間，在

適當的時機點促銷符合當季的產品，

將有效提升產品的銷售量及營業額。 

本文從受關注的粉絲專頁中也能

發現季節性促銷的相關貼文，如圖 12

為 7-11 在秋季時所發表的商品貼文，

貼文中主要以促銷巧克力為主，季節

性的產品促銷廣告將能吸引粉絲對該

項產品的關注，以進而也提升粉絲關

注該產品貼文的意願。 

 
圖 12：季節性促銷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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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獎勵活動

(1)貨幣性促銷-降價折扣

指粉絲專頁發表限時折扣訊息或超值組

合的促銷方案，可以提高粉絲對貼文的關注。 

降價折扣是零售業者最常使用的促銷手

法之一，指的是廠商提供比原來產品售價更低

的價格予消費者，以吸引消費者增加促銷產品

的購買量，或使消費者轉而購買該廠商品牌之

產品。優惠券則是指購買特定商品的折扣券，

相較於一般帄均售價的產品廣告，現今許多廠

商採以限時折扣或優惠券的方式，以吸引更多

消費者的注意，提升銷售量。 

本文亦從許多熱門粉絲專頁貼文的分析

結果中發現，企業經常會在貼文中分享粉絲專

屬的折扣，或限時特賣的方式發表產品貼文，

進而提升粉絲對貼文的關注。例如圖 13 為生

鮮市集所發佈之粉絲專屬折扣的降價貼文，即

是結合了降價及優惠券兩種策略，將有助於提

高粉絲關注貼文的意願。 

圖 13：價格促銷貼文 

(2)非貨幣性促銷-抽獎

經營者在粉絲專頁中舉辦抽獎活動，鼓勵

粉絲在貼文中留下指定留言或完成指定動作，

如：點讚、分享，以參與抽獎活動也是吸引粉

絲關注貼文的重要刺激。 

除了降價折扣及優惠券以外，受歡迎之粉

絲專頁的貼文中，也不乏抽獎活動訊息。

Muntinga et al. [21]曾提出，以抽獎活動作為報

酬經常被認為是人們參與活動的動機。例如圖

14、15、16 分別為瘋狂賣客、7-11、ASUS 在

粉絲專頁中舉辦抽獎活動的貼文，藉由鼓勵粉

絲在貼文中留下指定留言，並且對貼文點讚及

分享，即可參與抽獎活動的資格。此種舉辦抽

獎活動的貼文將能提升粉絲對該貼文的點讚、

分享、留言數，提升粉絲關注貼文的意願。 

圖 14：瘋狂賣客抽獎貼文 

圖 15：7-11 抽獎貼文 

圖 16：ASUS 抽獎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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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互動回應 

(1) 營造參與感 

營造參與感係指粉絲專頁經營者在發表

貼文的同時也提出問題予粉絲，讓粉絲有機會

回應貼文中的問題，以塑造出粉絲專頁中的互

動性，提高關注度。 

粉絲專頁的互動性取決於粉絲回應貼文

的意願，在發佈貼文的內容中，明確告知粉絲

如何與貼文互動，如：提出問題讓粉絲回答，

此種貼文將能提升粉絲對貼文的回應意願。 

本文從受關注的粉絲專頁中也發現問答

式的貼文，如圖 17 為華碩筆記型電腦的貼文，

貼文中添加互動性的問答，如：讓粉絲回應喜

歡的工作地點，藉此讓粉絲在專頁中也能獲得

參與感，能有效的使粉絲對貼文作出回應，提

升貼文關注度。 

 

 
圖 17：互動問答貼文 

 

除此之外，互動小遊戲也是另一種營造參

與感的方式。本文從受關注的粉絲專頁中也發

現互動遊戲相關貼文，如圖 18 所示，

華碩粉絲專頁發起小遊戲，貼文中以

文字敘述的方式給予粉絲三個提示，

讓粉絲猜測正確的商品名稱，此互動

方式可以增加粉絲對專頁的回應率，

營造粉絲參與感，並且提升粉絲關注

貼文的意願。 

 

 
圖 18：小遊戲互動貼文 

 

(2)積極與粉絲互動 

意指粉絲回應粉絲專頁的貼文，

而經營者也會在貼文中回應粉絲，進

行交流、溝通。粉絲專頁提供粉絲方

便與企業溝通的渠道，也因為如此，

粉絲頁經營者應注重粉絲於專頁中所

提出的問題，給予即時且適當的回覆，

而非採用罐頭式回應，讓粉絲有備受

重視的感受，將有助於粉絲提升關注

貼文的意願。 

本研究從人氣粉絲專頁中也發現，

許多專頁經營者會注意貼文中的粉絲

留言，並且適時的回應粉絲，讓粉絲

感受到被關注的感覺，也藉此讓粉絲

有與企業交流、互動的機會，以提升

粉絲持續在專頁中與企業互動，並且

關注貼文的意願。例如：圖 19 為華碩

的互動貼文，從圖片中可以發現，經

營者皆依照粉絲的回應內容而進行回

覆，讓粉絲知覺其問題有專員回應，

且意見有受重視。此互動性有助於企

業了解粉絲的想法，並進一步吸引粉

絲在專頁中進行關注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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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經營者與粉絲的互動貼文 

 

伍、研究結果 

粉絲專頁目前已是企業傳遞商業訊息予

消費者的重要行銷工具，然而，由於每位

Facebok 的使用者可能同時加入非常多的粉絲

專頁，在使用者時間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使得

多數粉絲專頁的貼文無法有效傳遞予粉絲，達

到曝光的效果。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以

S-O-R 模式為基礎，探索受歡迎之粉絲專頁的

貼文中，可能包含哪些會吸引粉絲目光的刺激

要素，以做為企業經營粉絲專頁的參考。 

 研究結果發現擁有高人氣的貼文其內文

中皆含有特定的刺激因素，包含了圖文並茂、

關鍵第一天、詼諧有趣的經營者、幽默訴求、

感情訴求、產品品牌知名度、關懷問候、時事

討論、季節性促銷、降價折扣、抽獎，以及互

動性。因此，本研究最後基於這些刺激因素，

提出以下 7 點建議，供企業經營粉絲專頁的參

考： 

1. 生動性：由於觀察結果顯示，貼文的生動性

是影響粉絲關注貼文意願的重要因素，因此，

本研究建議企業發佈貼文時可以搭

配趣味、精美，或具啟發性的圖片

及影片，並依據貼文的主題搭配最

合適的媒介來呈現貼文的資訊，讓

粉絲可以從文字、圖片、及影片的

組合中，獲取明確的資訊線索，除

了可以提升粉絲對貼文的觀看意願

外，也有助於提升粉絲對貼文的討

論性。 

2. 時限性：話題的討論具有時效性，

掌握第一手資料，並且即時發佈有

助於提升討論性。由於產品具有生

命週期，產品的上市的初始階段即

為散播產品消息的重要階段。基於

人們對新事物的好奇心，企業可以

將新產品消息發佈於粉絲專頁，當

粉絲對新產品產生好奇時，也會提

升粉絲關注貼文的意願。除此之外，

本研究亦建議企業適時發表具有共

通性之受歡迎的時事話題，如：世

界盃棒球賽、奧運比賽期間發表中

華隊賽程資訊、獲獎資訊，並可在

貼文內容中邀請粉絲一起留言為中

華隊加油，除了可以提升專頁的娛

樂性外，也可以提升粉絲對貼文的

回覆率。 

3. 獎勵性：當粉絲知覺粉絲專頁能帶

給自身額外報酬，如：粉絲專頁舉

辦抽獎活動，讓粉絲有機會獲獎、

不定期發佈專屬折扣、優惠訊息，

讓粉絲可以從專頁中獲得好康消息。

當粉絲知覺能從專頁中獲得報酬時，

將會提升對貼文的關注意願。 

4. 關懷問候：粉絲專頁提供企業與粉

絲進行關係維護的渠道，企業可適

時的於粉絲專頁中發表對粉絲關懷

及問候的相關訊息。因此，本研究

建議企業可以發表關懷問候貼文，

如早晚安或佳節問候，展現專頁的

親和力，有助於提升粉絲對專頁的

關注意願。 

5. 獨特經營風格：獨樹一格的粉絲專

頁更能引發粉絲的注意力。因此，

本研究建議企業經營粉絲專頁時，

可以豎立出特定的風格，如幽默、

風趣，讓粉絲瀏覽專頁時不會感受

到明顯的廣告氣息，較能提升粉絲

關注貼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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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情緒觸動：經由文本分析的結果可以發現，

越能讓粉絲對貼文產生認同感，則貼文所獲

得的人氣明顯提升。因此，本研究建議企業

應適時發表較易牽動粉絲情緒的貼文，例如：

母親節、父親節及重陽節的感恩貼文，或是

與人際、動物相處間的感人圖片及影片，都

有助於觸動粉絲內心的情感，提升粉絲觀看

貼文的意願。 

7. 產品知名度：在實體商店通路中，經常有些

商店舉辦一日店長的活動，意即請來商品代

言人，或知名偶像歌手到特定商店中擔任一

日店長，以吸引顧客的注意力。在粉絲專頁

的情境中，則可以將產品代言人視為貼文內

的產品品牌，當貼文中的產品本身具有相當

知名度時，則可能提升該則貼文的關注度。

因此，本研究建議經營者應慎選廣告產品，

以提升專頁貼文的受關注度。 

8. 專頁互動性：粉絲專頁主要提供企業與粉絲

進行溝通、交流的便利管道。因此，本研究

建議，若粉絲於專頁中的貼文提出問題時，

經營者因盡速給予適切的回應，讓粉絲的問

題能獲得解答，感受到專頁對粉絲的重視感，

有助於提升粉絲關注貼文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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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思考可能模式探討影響企業主導之粉絲專頁成員

採用訊息的因素 

 

 

 

摘要 

 
粉絲專頁的經營已成為企業行銷的主要

策略。其最終的目的在於透過與消費者之關係

的建立與維持，提升消費者採用商業訊息的意

願，以為企業帶來獲利。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

於以思考可能模式為基礎，結合成員知覺粉絲

專頁的社會資本程度及來源可信度等邊陲路

徑因素，以及內容品質等中央路徑因素，探討

其對粉絲專頁成員採用訊息意願的影響。研究

結果發現，企業經營粉絲專頁有助於凝聚社會

資本。其中，關係面的社會資本、貼文的內容

品質、及貼文的來源可信度會正向影響粉絲專

頁成員的知覺訊息有用性。而來源可信度、結

構面社會資本、及認知面社會資本則會正向影

響粉絲專頁成員對專頁的態度。同時，粉絲專

頁成員的知覺訊息有用性及其對專頁的態度

則會進一步提升其採用專頁貼文的意圖。最後

則針對研究結果提出實務意涵。 

關鍵詞：粉絲專頁、思考可能模式、內容品質、

來源可信度、社會資本 

 

Abstract 
 

Operating a fan page has become a primary 

marketing strategy for firms. The final purpose of 

fan page operation is to increase profit by 

enhancing customers’ commercial information 

adoption willingnes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customer relationships on a 

fan page. Based on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this study used the social capital and 

source credibility as the peripheral route related 

factors; and the content quality as the central 

route related factors, to explore their effects on 

fan page followers’ willingness toward the 

information adop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firms can aggregate social capital by 

the operation of fan pages. The results also 

revealed that relational social capital, content 

quality, and source credibility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ollowers’ perception of 

information usefulness. Moreover, the source 

credibility, structural social capital, and 

cognitional social capital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he attitude to that fan page. Final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followers’ perception of 

information usefulness and their attitude to a fan 

page i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information adoption willingness.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Fan Page, 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Content Quality, Source Credibility, 

Social Capital 

 

1. 前言 
社會網絡平台（Social Network Sites, SNSs）

的使用人數正持續成長中。依據 Facebook 於

2015 年 6 月所公佈的第二季財務報告顯示

[1]，Facebook 在 2015 年 6 月時，每月活躍的

使用者已超過 14.9 億人，較去年同期成長

13%。在眾多的 Facebook平台服務當中，粉絲

專頁(Fan Pages，又稱粉絲團或專頁)是最受到

企業矚目的服務之一。依據 Facebook官方網站

的說明，粉絲專頁主要的目的是「讓實體組

織、企業、名人、及品牌可以廣泛的與喜愛他

們的個體溝通」[2]。粉絲專頁提供組織、企業、

或名人一個網路上專屬的空間，粉絲專頁的經

營者可以在該空間中發佈訊息予粉絲，粉絲亦

可以在該粉絲專頁中發表意見或與其所喜愛

的品牌及企業互動，使得粉絲專頁已成為企業

進行顧客關係管理的重要工具[3]。 

依據 Digital Marketing Rambling (DMR)於

2013 年 5 月所公佈的 Facebook 使用調查報告

顯示，Facebook 的粉絲專頁已達 5000 萬個帳

號[4]。Zephoria公司於 2013 年 11月亦曾整理

Facebook使用情況調查相關數據。其結果顯示

在 2013年 5月底時，在美國當地已有 1600 萬

個公司型態的粉絲專頁，相較於 2012 年 6月，

柯秀佳 洪純雅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副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研究生 

hcko@cyut.edu.tw sandyhung.21@gmail.com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88



成長了 100% [5]。可見，許多企業或品牌開始

在 Facebook建立官方粉絲專頁或帳號，藉由網

站所提供的相關服務和消費者溝通，並進行相

關產品或行銷活動的宣傳[8]。 

對企業而言，設立粉絲專頁主要的目的除

了與潛在消費者或既有消費者建立良好的互

動關係、收集消費者的意見、及增進行銷活動

訊息的曝光度外，亦期望可以藉由粉絲專頁所

發佈的訊息來提升消費者對行銷或相關活動

資訊的採用程度，以進而對其購物決策產生正

向的影響，最終達到增加企業獲利的目的。然

而，過去，粉絲專頁相關的研究議題多數集中

在粉絲參與[36]、貼文人氣[38]、忠誠度[35]、

粉絲與專頁間的關係維護[39]、及品牌支持

[37]，較少有研究探討企業經營粉絲專頁的成

效以及其對粉絲專頁成員採用訊息之決策制

定的影響。因此，探討企業粉絲專頁的經營對

消費者採用訊息決策的影響是個值得探究的

重要研究問題。 

本研究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思考可能模

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及社會

資本理論為基礎，進一步探索可能影響企業主

導之粉絲專頁成員採用粉絲專頁所張貼之行

銷或宣傳活動訊息的因素，以嘗試解開粉絲專

頁成員接收了粉絲專頁所傳遞之訊息的刺激

後，如何透過中央路徑及邊陲路徑的雙軌模

式，而影響態度及資訊採用意願之過程的黑盒

子。以協助企業更清楚粉絲專頁成員採用訊息

的決策過程，並了解粉絲專頁的經營成效，最

後做為企業未來經營粉絲專頁及進行顧客關

係管理的參考。 

 

2. 文獻探討 

2.1 Facebook 粉絲專頁 

(1)線上品牌社群 

Facebook 粉絲專頁是線上品牌社群

(Online Brand Community)的一種。所謂的品牌

社群指的是「不受地域限制的特殊消費者基於

對某特定品牌之共同喜好所形構的結構和社

會關係」[9]。網際網路打破了時空地域的限

制，讓企業可以透過線上品牌社群的經營與顧

客進行溝通及互動，並收集有價值的顧客想

法。除此之外，線上品牌社群亦讓公司多了一

個管道，可以與忠實的顧客進行連結[10]。

McAlexander et al. [11]進一步指出品牌社群有

四種重要的關係，分別為顧客對品牌、顧客與

公司、顧客與正在使用的產品、以及顧客與顧

客之間。 

線上品牌依建立者的不同可以分成兩種

不同的類型，分別為由消費者建立及由公司所

建立[10]。前者係指品牌社群的建立是由其顧

客自發性的所為；而後者則是指品牌社群的建

立是由品牌擁有者的公司所為。由公司所建立

的線上品牌社群的優點是公司可以提供詳細

的產品資訊及使用情況予成員。然而，由於社

群的管理乃由公司所控制，和消費者所建立的

品牌社群相較，顧客所發表的一些負向的意見

可能會被公司所移除，消費者不愉快的消費經

驗亦較不會顯示在社群資訊中。 

 

(2)粉絲專頁 

    依據 Facebook官方網站的說明，粉絲專頁

或稱粉絲團主要的目的是「讓實體組織、企

業、名人、及品牌可以廣泛的與喜愛他們的個

體溝通」[2]。其主要的目的在於提供社交、溝

通、及參與的環境，形構虛擬品牌，讓粉絲專

頁不僅只是個廣告的平台，也是讓廣告可以透

過較為親密且互動的方式讓消費者參與[7]。由

於粉絲專頁可以是一個品牌、產品、或企業所

組成，因此，粉絲專頁可以視為是線上品牌社

群的一種[7, 12-14]。 

   粉絲專頁類似 Facebook 的個人帳號，然

而，以提供組織或企業宣傳商業活動為目的。

因此，企業可以使用諸如動態牆等功能，定期

發表相關資訊予成員，並與成員進行互動。

Facebook 的使用者只需透過「讚」(Like)的按

鈕即可以成為粉絲專頁的成員，並意謂著其願

意接收來自粉絲專頁所張貼的訊息。在此種情

況下，企業透過粉絲專頁所推播(Newsfeed)的

訊息，很有可能會出現在個人的動態牆中

[14]，成為影響消費者購物決策制定的資訊來

源。 

 

2.2 思考可能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 
ELM 主要用來探討在溝通說服的過程

中，哪些相關變數會造成個人態度的改變。所

謂態度係指個人對自己、他人、事物、及議題

的一些評價。而評價的依據主要來自於行為、

情感、及認知經驗[15]。不同於單一過程的主

張，任何單一變數對單一說服過程僅有單一效

果，ELM認為在說服的過程中，任何一個變數

對態度的影響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同一個變數

對態度的影響力均視情況而定。且無論任一變

數對說服的影響效果是提升或減少，同一個變

數會透過許多不同的機制影響個人的態度。 

    ELM指出在說服的過程中，個人態度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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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主要受到雙軌模式：中央路徑及邊陲路徑相

關因素的影響。所謂中央路徑係指當個人處理

訊息相關資訊的動機及處理能力均高時，個人

態度的改變主要是受到個人仔細分析及檢視訊

息中每一個論點的優點，並整合個人想法後，

所得到的一致性結果。相反的，當個人處理訊

息相關資訊的動機或訊息處理能力較低時，個

人態度的改變主要是受到邊陲路徑的影響，例

如，僅檢視前一個或前兩個論點的優點而非所

有論點，或是看論點的多寡等因素而決定。 

   簡而言之，ELM 將說服過程視為是思考的

連續帶。當態度的改變是被大量議題相關資訊

的分析結果所影響時，則可以說個人是依循中

央路徑做決策。相反的，當個人態度的改變僅

極少部分是受到訊息本身論點所影響，而是受

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時，則可以說個人是依循

邊陲路徑做決策。ELM認為態度的改變會同時

受到中央路徑及邊陲路徑相關因素之雙軌模式

的影響。 

 

2.3 社會資本理論 

Bourdieu[16]曾提及社會資本內鑲於關係

之中，關係是藉由成員之間的不斷聯繫與互動

而建立，透過該種聯繫，成員之間將建立起共

同的資本，並可以被當成信任而被成員加以使

用，且當成員持續投資此種關係時，將會維持

與加強其效用。因之，社會資本是某個社會網

絡或團體成員所共同擁有的資本。 

而Coleman[17] 強調社會資本存在於人際

關係的結構中，並不依附於獨立的個人。

Putnam[18]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社會網絡和人

力資本的累積以及伴隨網絡而來的規範與互

惠。Lin [19]將社會資本定義為透過社會關係所

取得的資本，而這些資本可能會影響經濟產

出。亦即，所謂的資本係存在於個人社會關係

的一種財富或利益，而影響這種社會關係的因

素則是關係結構、人際互動、及關係結構[41]。

Nahapiet &Ghoshal [20]認為社會資本是「鑲

嵌、可取得、及衍生自個人或社會單位所組成

的關係網絡中，實際或潛在資源的總合」。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多位學者均認為社會

資本內鑲於關係之中，且社會資本是由群體成

員不斷地經營而共同產生與擁有。但是社會資

源如何運用仍視個人而異。群體之間的凝聚力

可以增強個人的認同與認知，確保與認可個人

的價值，並提供成員之間情感的支持，以強化

及維持個人的心理健康。此外，社會資本也可

以藉由與外部的連結而獲得更多外部的訊

息，協助人際網絡的延伸，並可以帶來經濟上

的利益。 

由於粉絲專頁是線上品牌社群的一種，且

公司所成立的粉絲專頁與其粉絲之間是屬於

顧客與公司的關係[11]，因此，本研究將企業

經營粉絲專頁及與粉絲互動視為是其與顧客

或潛在顧客建立及維持關係的方法。同時，研

究中並進一步探索此關係的經營是否有助於

社會資本的凝聚，以了解除了訊息本身等中央

路徑因素外，企業與粉絲之關係的邊陲因素對

專頁成員採用粉絲專頁訊息的影響，以探討粉

絲專頁經營的成效。 

 

3. 研究模式與假說推導 

3.1 研究模式 

    綜整上述文獻與理論，儘管粉絲專頁的經

營已被企業視為是將品牌及產品資訊推播予

粉絲以及和粉絲建立與維持關係的重要管

道，然而，粉絲專頁的經營對成員採用訊息決

策過程的影響仍不明確。本研究所界定的粉絲

專頁為公司所建立的類型，以探討粉絲專頁成

員與公司之間的關係為主。本研究以 ELM 理

論及社會資本理論為基礎，探討企業在經營粉

絲專頁時，除了訊息本身的內容品質等中央路

徑因素對粉絲知覺訊息有用性及對粉絲專頁

之態度的影響外，亦加入了社會資本及來源可

信度等邊陲路徑的要素。最後，則進一步檢視

個人對粉絲專頁所張貼訊息的有用性認知及

對粉絲專頁的態度對其採用粉絲專頁訊息之

意願的影響。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模式如圖 1

所示。 

 

內容品質

來源可信度
資訊有用性

資訊採用

態度

結構面社會資本

關係面社會資本

認知面社會資本

中央路徑

邊陲路徑

H1a

H1b

H2a

H2b

H3a

H3b

H4a

H4b

H5a
H5b

H6

H7

H8

 
圖 1、研究模式 

 

3.2 假說推導 

3.2.1內容品質對資訊有用性及態度的影響 

Siegal & Sussman [21]以 ELM 為基礎，提

出資訊採用模式(Information Adop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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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其主要是探討個體透過電腦進行資訊篩

選的程序，亦即資訊在電腦中介溝通的環境

中，使用者如何被訊息所影響，讓使用者選擇

對自身有用的訊息並且採用的過程[40]。其

中，Siegal & Sussman [21]指出訊息的內容品質

與來源可信度是影響消費者採用資訊的重要

因素。所謂的內容品質為傳遞的資訊中含有高

度說服力的訊息[22]，且是影響使用者對於資

訊有用性認知的重要因素。資訊品質可藉由內

容、準確性、格式、與即時性進行衡量[23]，

亦即當資訊提供者給予的資訊完整性高、格式

的正確性高、並且更新頻率亦高時，則此類訊

息即具有較高的內容品質，並可以提升使用者

對於資訊之有用程度的認知。而有用性

(Usefulness)的概念來自於 Davis [24]。Davis 在

科技接受模式中指出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為個體相信使用資訊科技後能提升

工作績效的程度。Siegal & Sussman [21]將此觀

念延伸至資訊採用的情境，並指出資訊有用性

為資訊搜尋者對所尋獲的訊息是否提供解決

問題的方式，以及是否符合自身需求的評估。 

此外，依據 ELM，中央路徑所形構的線索

會影響個人的態度。當個人與他人溝通時，若

訊息本身即具備完整性與準確性，意謂著該訊

息具備高度的說服力，則有助於提升個人對該

訊息的正向評價，使得個人對於該事物的態度

也趨於正向。 

在粉絲專頁的情境中，粉絲專頁主要是透

過貼文的方式將品牌、商品、及服務等相關商

業活動訊息傳遞予粉絲。若其貼文中的訊息具

有較高的品質，例如，以促銷訊息為例，若促

銷訊息中明確指出活動的期間、折扣的性質、

及折扣地點等，讓粉絲可以在收到訊息的第一

時間即清楚明白促銷活動的內容，則愈有助於

提升粉絲對其所接收到之訊息的有用性認

知，並從中判斷這些促銷訊息符合自己需求的

程度。此外，粉絲也會因專頁中訊息本身高度

的完整與準確性而對該訊息持正向的態度。因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1a：粉絲專頁成員知覺貼文的內容品質愈

高，則其對貼文之有用性的知覺也愈

高。 

H1b：粉絲專頁成員知覺貼文的內容品質愈

高，則其對粉絲專頁的態度也愈正向。 

3.2.2來源可信度對資訊有用性及態度的影響 

除了內容品質以外，IAM 亦指出來源可信

度也是影響個人採用資訊的重要因素。所謂來

源可信度係指接收者對訊息之採信程度的判

斷並非來自於訊息的內容，而是對訊息傳遞者

之可靠程度的認知[25]。例如，訊息的來源是

專家、高知名度的代言人或是身邊的親朋好友

等，皆有可能影響接收者對該訊息的態度及有

用性認知。Ha & Ahn [26]在探討個人為何分享

他人的推特訊息時，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所知覺

之推特訊息的內容品質及來源可信度會正向

影響其對該訊息之有用性的認知。由此可知，

訊息的來源可信度(Source Credibility)是個人

評估對所接收到之訊息喜好程度及有用性認

知的重要線索。當傳遞來源的可信賴程度愈

高，則愈有助於提升個人對資訊的有用性認

知，並對訊息持較為正向的態度。 

就企業主導的粉絲專頁而言，其本身可以

視為是一個線上品牌社群，企業品牌即是代表

企業的形象、專業、及能力。若企業品牌給消

費者的形象愈正向、知名度高、具有高度的專

業能力、及擁有豐富的產品或服務相關知識，

即意謂著跟隨者可能會認為該企業的粉絲專

頁所傳遞的訊息是可以信任的，進而增強其對

所接收到之訊息的有用性認知及正向態度。因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2a：粉絲專頁成員知覺貼文的來源可信度愈

高，則其對貼文之有用性的知覺也愈

高。 

H2b：粉絲專頁成員知覺貼文的來源可信度

愈高，則其對粉絲專頁的態度也愈正

向。 

 

3.2.3社會資本對資訊有用性及態度的影響 

    社會資本有三個主要的類別[20]，分別為

關係面、認知面、及結構面。其中，Nahapiet & 

Ghoshal [20]採用 Granovetter[27]的結構鑲嵌及

關係鑲嵌的觀點，用於說明結構面的社會資本

與關係面的社會資本。所謂結構鑲嵌係指：「社

會系統及整體關係網絡中相關的屬性」。此詞

彙說明了個體與個體之間的人際連結關係

(Impersonal Configuration)。Nahapiet & Ghoshal 

[20]以此概念為基礎，進一步將結構面的社會

資本定義為「行動者之間所有連結關係的樣

式，亦即，個人所觸及的他人以及個人如何觸

及這些人」。此外，所謂的關係鑲嵌係指「經

過長期的互動後，人們與其他人所發展出來的

關係」。此概念著重在人們所擁有之會影響行

為的特別關係，例如尊重或友誼。Nahapiet & 

Ghoshal [20]則參考上述定義，將關係面的社會

資本定義為「藉由關係所建立而形成的資

產」。最後，認知面的社會資本則是指「在成

員當中共享資源所提供的陳述、詮釋、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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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 

就企業主導的粉絲專頁而言，粉絲專頁主

要的功能即在於協助企業觸及更多對其品

牌、產品、或服務有興趣的消費者或潛在消費

者。企業可以藉由分享優惠、折扣、與活動等

商業訊息、生活小故事與產品及服務相關知識

等非商業訊息、以及持續和粉絲互動與回應他

們的問題等連結方式，建立及維護關係面及結

構面的社會資本。同時。由於粉絲專頁的主要

精神之一即在於分享有趣、有用、及優惠訊

息，並透過企業與粉絲或粉絲之間的互動、經

驗分享、及回應來建立互助及分享的氛圍。即

便有新成員加入，當其觀察該粉絲專頁的貼

文、互動、與回應方式之後，即可感受該粉絲

專頁的氛圍，並依此氛圍參與該粉絲專頁或其

他粉絲互動。此亦有助於認知面社會資本的建

立。 

理性行為理論[28]認為態度是個人從事某

行為之諸多信念以及這些信念之結果評價的

函數。言下之意即為個人對於所從事之行為的

態度是由許多該行為可能導致的結果以及對

個別結果的評價所組成。過去，有許多研究結

果即以理性行為理論為基礎，探討在某些特定

情境中，哪些重要的信念會影響個人從事某行

為之態度的影響。例如，Chow & Chan [29]曾

結合社會資本理論與理性行為理論探討社會

資本對個人在組織內部分享知識之態度的影

響。因此，本研究亦將結構面、關係面、及認

知面等社會資本視為是可能影響粉絲專頁成

員對粉絲專頁之態度評斷的重要信念。換言

之，粉絲可能因為加入粉絲專頁可以獲得這些

社會資本等邊陲因素，來思考是否持續加入粉

絲專頁以取得相關的訊息。 

此外，社會資本也可能是影響個人知覺粉

絲專頁貼文之有用性的重要因素。Choi & 

Chung [30]在探討影響個人使用 Facebook 或

Twitter 之使用意圖時，證實社會資本顯著影響

了使用者對社會網絡平台之有用性知覺。過去

研究曾指出，個人加入粉絲專頁主要的目的之

一即在於獲得更多優惠及折扣訊息、了解新產

品及服務的特色、尋求省錢的機會、及娛樂等

[31]。而企業在經營其粉絲專頁時，多數的時

間均用於分享優惠折扣訊息、新產品的介紹、

及主動回應粉絲的問題，因此，可以滿足粉絲

成員加入粉絲專頁之獲取相關訊息的需求，進

而提升對所接收之訊息的有用性認知程度。同

時，隨著加入粉絲專頁時間的增加，對粉絲專

頁的了解及信任程度也可能跟著提升，此亦有

助於增進粉絲對其所接收到之訊息的有用性

認知。由此可推測，企業主導之粉絲專頁所建

立及維持的結構面、關係面、及認知面的社會

資本，可能有助於提升個人對所接收到之訊息

的有用性認知程度及對專頁的正向態度。 

綜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 

H3a：粉絲專頁成員知覺粉絲專頁之結構面社

會資本愈高，則其對貼文之有用性的知

覺也愈高。 

H3b：粉絲專頁成員知覺粉絲專頁之結構面

社會資本愈高，則其對粉絲專頁的態度

也愈正向。 

H4a：粉絲專頁成員知覺粉絲專頁之關係面社

會資本愈高，則其對貼文之有用性的知

覺也愈高。 

H4b：粉絲專頁成員知覺粉絲專頁之關係面

社會資本愈高，則其對粉絲專頁的態度

也愈正向。 

H5a：粉絲專頁成員知覺粉絲專頁之認知面社

會資本愈高，則其對貼文之有用性的知

覺也愈高。 

H5b：粉絲專頁成員知覺粉絲專頁之認知面

社會資本愈高，則其對粉絲專頁的態度

也愈正向。 

 

3.2.3資訊有用性、態度、與資訊採用 

依據科技接受模式，個人對系統的有用性

認知會提升個人對系統的評價及使用系統的

意圖，且個人態度亦會正向影響其使用系統的

意圖[32]，過去亦有許多研究已證實上述科技

接受模式中各構念之間的關係。在訊息採用的

情境中，依據 IAM，個人知覺資訊有用性會影

響其對資訊的採用。同樣的，在粉絲專頁的情

境中，粉絲專頁主要的目的之一即在於透過商

業或非商業訊息的推播，吸引粉絲專頁的目光

及興趣，並進一步採用這些訊息。因此，成員

對粉絲專頁所推播之訊息的有用性知覺也會

影響其對該粉絲專頁的評價以及採用。而成員

對粉絲專頁的整體評價亦會影響其採用粉絲

專頁所傳遞之訊息的決策。因此，本研究提出

以下假說： 

H6：粉絲專頁成員對貼文的有用性知覺愈

高，則其對粉絲專頁的態度也愈正向。 

H7：粉絲專頁成員對貼文的有用性知覺愈

高，則其愈有可能採用粉絲專頁的訊息。 

H8：粉絲專頁成員對粉絲專頁的態度愈正

向，則其愈有可能採用粉絲專頁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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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方法及資料分析 

4.1問卷設計、研究對象、與樣本蒐集 

依據 Socialbakers於 2015年 5月的調查報

告顯示，7-Eleven 及星巴克咖啡在台灣所有粉

絲專頁排行榜中位居第一名及第二名[33]。

7-Eleven 的粉絲超過 220 萬，星巴克的粉絲專

頁成員也接近 200 萬。再加上兩個粉絲專頁皆

以推播商業折扣訊息為主，因此，本研究以

7-Eleven 及星巴克咖啡兩個粉絲專頁為研究標

的，並將個人最常造訪之粉絲專頁為此兩個專

頁者列入本研究的研究樣本。 

本篇研究採用網路問卷的方式作為資料

收 集 的 來 源 。 本 研 究 利 用 MySurvey 

(http://www.mysurvey.tw/)網路問卷平台進行問

卷的製作與發放，且透過台灣最多人使用的社

會網絡平台 Facebook 與台灣最多人會員數的

BBS 站台(批踢踢實業坊)進行問卷訊息的發放

與宣傳。此外，本研究以填問卷即可獲得 7-11

禮券抽獎機會的方式加強使用者填答的意

願，進而增加樣本數量。 

本研究使用的問項皆參考過去已經過驗

證後的相關研究，並經由小幅修改轉換成適合

本研究的情境。問卷問項透過李克特七等量表

(7-Point Likert-Format Scale)進行測量，由填卷

者依據題項的內容，圈選其同意程度(1代表非

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爾後經過三位具

有問卷設計經驗的相關研究領域者，以及 10

位曾加入粉絲專頁超過一年的使用者針對問

卷問項字義、問項順序、易讀性進行內容效度

檢驗判斷，並給予修改的建議，以確認問卷的

內容效度。 

本研究問卷總共收集了 204 份有效樣本。

其中，男性使用者(n=109, 53.4%)多於女性使用

者(n=95, 46.6%)，教育程度以大學為多數(n = 

137, 67.16%)，年齡的分佈以介於 19~26歲居多

(n = 126, 67.76%)，平均每週花在最常造訪之粉

絲專的時間為少於 30 分鐘，平均每天會按兩

則最常造訪之粉絲專頁的貼文。 

5.2問卷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研究在聚合效度方面以平均變異抽取

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及組合信

度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做為檢測的指

標。從表 1可以看出本研究各構念的 AVE值均

大於 0.5，且 CR 值均大於 0.7，表示本研究問

卷具有良好的信度水準[34]。而在區別效度的

檢測上，表 2則是檢測 AVE 的平方根與各構念

之相關係數的關係，表 2對角線粗體的部分表

示 AVE的平方根，其下方每一個格子的數字表

示各構念的相關係數，經由比較 AVE平方根與

各構念相關係數的值後可以發現，各 AVE的平

方根均大於各構念的相關係數，表示本研究構

念符合區別效度檢測的要求[34]。 

 

表 1、各構念的平均數、標準差、AVE、及 CR 

  平均數 標準差 AVE CR 

CCE 5.227 0.778 0.790 0.918 

SCE 5.317 0.803 0.782 0.935 

STD 4.428 0.864 0.612 0.863 

SSC 4.710 0.838 0.697 0.873 

CSC 4.776 0.841 0.822 0.902 

IU 5.471 0.777 0.822 0.933 

ATT 5.058 0.797 0.762 0.927 

IA 4.995 0.807 0.772 0.910 

說明： 

1、AVE: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CR: Composite Reliability. 

2、CCE：內容品質；SCE：來源可信度；STD：結構面社會資

本；SSC：關係面社會資本；CSC：認知面社會資本；IU：資訊

有用性認知；ATT：態度；IA：資訊採用 

 

表 2、各構念的 AVE 平方根與相關係數 

  (1) (2) (3) (4) (5) (6) (7) (8) 

CCE 0.889 
      

  

SCE 0.620 0.906 
     

  

STD 0.534 0.409 0.782 
    

  

SSC 0.633 0.634 0.579 0.835 
   

  

CSC 0.561 0.447 0.539 0.717 0.906 
  

  

IU 0.707 0.698 0.382 0.588 0.433 0.873 
 

  

ATT 0.622 0.620 0.534 0.633 0.561 0.538 0.873   

IA 0.615 0.536 0.519 0.570 0.485 0.524 0.566 0.878 

說明：對角線粗體字代表 AVE的平方根 

 

5.3 研究模式與假說檢定 

本研究採用最小平方法  (Partial Least 

Squares, PLS)做為模式驗證的工具。PLS 提供

了一種可以直接估計潛藏變數之元件分數的

方法。PLS並不提供整體模式之配適度，而是

以 R
2來檢測結構路徑的預測能力。本研究依據

Chin [34] 的建議，將重新抽樣的次數設為

500，以做為每條結構路徑之估計值的顯著性

檢定依據。 

結果如圖 2 所示，內容品質 (β=0.369, 

p<0.001)、來源可信度(β=0.305, p<0.001)、及關

係面社會資本(β=0.190, p<0.05)會正向影響粉

絲對粉絲專頁之訊息的有用性知覺，並解釋了

56.6%的變異。因此，假說 H1a、H2a、及 H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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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模式驗證的支持。來源可信度(β=0.253, 

p<0.01)、結構面社會資本(β=0.178, p<0.05)、及

認知面社會資本(β=0.164, p<0.05)則正向影響

粉絲對粉絲專頁的態度，並解釋了 53.7%的變

異。因此，假說 H2b、H3b、及 H5b 獲得模式

驗證的支持。最後，個人對粉絲專頁之訊息的

有用性知覺(β=0.309, p<0.001)及個人對粉絲專

頁的態度(β=0.400, p<0.001)則正向影響了個人

專粉絲專頁之訊息的採用，共解釋 38.8%的變

異。因此，假說 H7 及 H8獲得模式驗證的支持。

其餘假說則未獲得模式驗證的支持。 

 

內容品質

來源可信度
資訊有用性
(R2=0.566)

資訊採用
(R2=0.388)

態度
(R2=0.537)

結構面社會資本

關係面社會資本

認知面社會資本

中央路徑

邊陲路徑

0.369***

0.109

0.305***

0.253**

-0.037

0.178*

0.190*

0.149

-0.010
0.164*

0.057

0.309***

0.400***

 
* p<0.05, ** p<0.01, ***p<0.001 

圖 2、研究模式驗證結果 

 

5.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中以 ELM 理論及社會資本理論為

基礎，探討粉絲專頁成員對粉絲專頁所推播之

訊息的內容品質所形構的中央路徑因素，以及

來源可信度、結構面社會資本、關係面社會資

本、及認知面社會資本所形構的邊陲路徑因

素，對粉絲知覺所接收之訊息的有用性及個人

對粉絲專頁之態度的影響。同時，並探討粉絲

知覺所接收之訊息的有用性與個人對粉絲專

頁之態度對其採用粉絲專頁推播訊息的影

響。藉由此研究模式以解開個人採用粉絲專頁

之資訊的決策過程。研究結果顯示，粉絲專頁

推播訊息的內容品質、來源可信度、及關係面

社會資本顯著影響了粉絲專頁成員對所接收

之訊息的有用性知覺。而來源可信度、結構面

社會資本、及認知面社會資本則顯著的影響成

員對粉絲專頁的態度。最後，粉絲專頁成員對

所接收之訊息的有用性知覺及成員對粉絲專

頁的態度則正向提升其採用訊息的意願。針對

模式驗證結果，本研究提出以下幾點討論： 

1、 粉絲加入粉絲專頁所知覺的社會資本 

從表 1 中可以發現，粉絲對於加入粉絲專

頁所知覺到的結構面、關係面、及認知面社會

資本均大於 4.4 以上，由此可見，企業經營粉

絲專頁有助於凝聚社會資本，而此社會資本對

於成員採用其所推播之訊息的影響則於以下

討論之。 

2、 資訊有用性知覺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顯示，粉絲專頁所分享之訊息

本身的內容品質仍是影響粉絲知覺訊息有用

性的主要因素，其次為來源可信度、及關係面

社會資本。此意謂著粉絲仍然會依據其所接收

到之訊息內容本身的完整性及準確性來判斷

其有用性。因此，企業仍需付出相當的心力於

設計粉絲專頁的相關文案及內容。當推播的訊

息本身具有較高的準確性及完整性時，粉絲較

會認為其所收到的訊息對其有所助益。此外，

就邊陲路徑而言，來源可信度及關係面社會資

本也是影響粉絲知覺訊息有用性的主要因

素。由此可見，企業的粉絲專頁經營者本身對

公司相關產品的知識及經驗亦非常重要。粉絲

專頁亦可能藉由分享產品相關的資訊而獲得

粉絲的信任，並增進粉絲對粉絲專頁的認同

感，進而願意回饋相關的建議予企業。而此獲

得的關係面社會資本也有助於增進粉絲對其

所接收之訊息的有用性知覺。 

3、粉絲專頁態度的影響因素 

    本研究結果亦揭露了來源可信度、結構面

社會資本、及認知面社會資本是影響個人對粉

絲專頁態度的主要因素。此意謂著粉絲專頁本

身給予粉絲的正面、專業、且真誠的形象非常

重要。粉絲會因為粉絲專頁本身所營造的專業

形象而對該專頁持正向的態度。此外，企業經

營粉絲專頁時，也能藉由舉辦活動：例如問與

答或鼓勵粉絲共同參與某任務等，提升粉絲參

與活動及與該粉絲專頁互動的機會，而創造、

建立、與維持與粉絲之間的關係。換言之，企

業透過與粉絲互動，讓粉絲知覺到其在該粉絲

專頁可以擁有結構面的社會資本，並進而提升

其對該粉絲專頁的正向態度。而認知面的社會

資本亦有助於提升成員對某一特定粉絲專頁

的態度。因此，企業仍然需在其粉絲專頁中致

力於營造一股互助互信的氛圍，成員則能從該

氛圍中習得與粉絲專頁或其他成員互動的方

式，進而達到彼此互利的目的，並提升其對該

粉絲專頁的正向態度。 

4、粉絲專頁訊息的採用 

在影響粉絲專頁成員採用訊息的因素方

面，成員對粉絲專頁的態度及其對接收到之訊

息的有用性認知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此意謂

著無論是訊息本身對成員的助益或是整個粉

絲專頁給成員的評價均會獨立影響專頁成員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94



對訊息的採用決策。因此，企業仍需努力提升

訊息本身的品質、提升自身形象的專業程度、

並透過粉絲專頁的經營與成員建立及維持結

構面、關係面、及認知面的社會資本。如此，

企業即可透過上述條件而讓成員認為可以從

專頁中獲得有價值的資訊，亦可提升其對粉絲

專頁的正向評價，最後，進一步採用粉絲專頁

所推播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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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d a novel 

approach which aims to automatically obtain 

the multilevel thresholds of histogram for 

image segmentation purposes.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unsupervised, i.e. we don’t make 

any assumption about the input images,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and the distributions of 

histograms. In contrast to the conventional 

algorithms which aim to minimize the within-

class variance or maximize the entropy 

function, our method aims to find 

the ”significant peaks” to represent the major 

clusters of histogram and select the thresholds 

between every pair of successive peaks. The 

significant peaks are determined by the 

proposed histogram local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LLSR), which is robust to noisy 

histogram and false peaks. There are only two 

parameters which are all independent to input 

image and fixed, thus the proposed method is 

adaptive to different cases of histograms.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our algorithm is able to 

obtain appropriate thresholds without any 

prior knowledge and gives visually satisfactory 

thresholding results. We also proposed a novel 

quantitative index which is suitable for 

evaluating the thresholded histogram. 

 
Keywords—Automatic multi-level histogram 

thresholding,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image 

segmentation. 

1. INTRODUCTION 

Image segmentation is an important low-level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 which is widely used 

as a pre-processing step in many computer vision 

applications. The objects with different colors or 

intensities will be extracted in image 

segmentation step for further processing. 

There are many algorithms for image 

segmentation task. For example, mean shift 

[10][11] are most well-known algorithms for 

their satisfactory segmentation results. 

Comaniciu et al. [10] proposed the first mean-

shift based image segmentation algorithm which 

clusters every pixel to the local mode in high 

dimensional feature space. However, the 

segmentation results depend on the parameter 

settings, i.e. the color distance and spatial 

distance. Moreover,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is expensive since every pixel is 

clustered in 3-D/5-D feature space for gray/color 

images. 

Image thresholding is another popular 

approach for image segmentation purposes. The 

thresholding can be classified into spatial based 

[12] and histogram based [1]-[8] algorithms. 

Bradley et al. [12] proposed an adaptive 

thresholding algorithm using the integral image 

to achieve real-time performance which is robust 

to extremely non-uniform illumination condition. 

However, this method is only able to binarize the 

image, hence this method is more suitable for 

extracting the text on documents images. 

Histogram based algorithms first compute the 

histogram and find thresholds to classify all the 

pixels into a few intensity valu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number of thresholds, the 

histogram based algorithms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automatic [1]-[4] and semi-

automatic [5]-[8]. Automatic algorithms [1]-[4] 

make no assumption about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and find the thresholds to minimize 

some cost functions while semi-automatic 

methods require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as an 

input parameter such that the algorithms can start 

to find the optimal thresholds.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f histogram based algorithms is 

usually low in contrast to other algorithms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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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algorithms only process 256 bins rather 

than all pixels in image. In this paper, we focus 

on the histogram based algorithms. 

We proposed a histogram based algorithm 

which aims to find the “significant peaks” based 

on histogram information. To make the algorithm 

robust to noisy histogram, we proposed a local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to re-estimate every bin in 

the histogram and obtain the significant peaks. 

The thresholds are located between every two 

successive peaks. The main advantage of our 

method is that there are only two parameters 

independent to the input images, hence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adaptive to most cases of 

images. 

The remainder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he conventional histogram based 

algorithms are briefly reviewed in Section II. The 

proposed algorithms are described in Section III. 

The experiments and comparisons are shown in 

Section IV. And finally, conclusions are 

summarized in Section V. 

2. RELATED WORKS 

Image thresholding techniqu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low level computer vision 

applications. Otsu [5] proposed an optimal 

threshold-selection method which selects the 

thresholds to maximizing between-class variance. 

Original Otsu’s method is an exhaustive 

searching algorithm which considers all the 

possible combinations of k (desired number) 

thresholds and selects the optimal ones which 

maximize the between-class variance, hence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is extremely expensive 

as the number k increase. Liao et al. [6] proposed 

a fast version of Otsu’s method which is able to 

significantly speed up the algorithms. However, 

the complexity still exponentially increases as the 

k increases since the nature of exhaustive 

searching. Dong et al. [7] proposed an algorithm 

which is mathematically equivalent to Otsu’s 

method with only linear complexity of k rather 

than exponential complexity. Lopes et al. [8] 

applied the fuzzy set theory and proposed a 

fuzzy-based algorithm which selects the optimal 

thresholds according to the index of fuzziness. 

The above methods require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as input parameter which affects the 

thresholding results and quality. If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is equal to the number of modes in the 

histogram, the thresholding results will be 

satisfactory. Otherwise, the image will be over-

segmented or under-segmented. 

To make the thresholding task more adaptive 

to different histogram distribution without any 

prior knowledge, automatic thresholding 

algorithms were proposed in many works, e.g. 

[1]-[4]. Yen et al. [2] proposed an automatic 

method which selects the optimal thresholds 

based on maximizing total correlation. The 

histogram is first separated into two partitions 

and the one of all partitions with largest variance 

will be separated into another two partitions. The 

process repeats until the cost function of 

discrepancy and number of clusters reaches its 

minimum. Sezgin et al. [3] proposed an improved 

version of [2], which selects the optimal 

thresholds based on not only maximizing the total 

correlation but also minimizing the within-class 

variance. The overall separation process is 

similar to the algorithm in [2], except the 

threshold selection criterion. Sahaphong et al. [4] 

proposed an automatic thresholding method 

based on fuzzy c-means clustering algorithm 

which starts from Otsu’s method to find the 

initial two partitions of the histogram and 

increases the threshold number until the change 

of energy function is below a pre-defined 

tolerance. Bruzzese et al. [1] proposed an 

algorithm which selects the thresholds by 

minimizing the fuzzy entropy. The “divide and 

conquer” strategy adopted in [1] is quite similar 

to the algorithms proposed in [2][3]. The 

histogram partitioning process repeats until the 

changing ratio of fuzzy entropy is below a pre-

defined value. 

In general, the automatic methods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unsupervised histogram 

thresholding with unknown input images. For 

more comprehensive thresholding algorithms of 

earlier researches, please refer to Segzin’s survey 

of image thresholding [9]. 

3. PROPOSED ALGORITHM 

3.1. Overview 

Histograms of images provide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nsity or color 

distributions. The ideal histogram is that one 

intensity level represents one object. However, 

there are many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captured 

image in real world, e.g., non-uniform 

illumination, noise, blurring, nonhomogeneous 

object textures, etc. Fig. 1 shows the comparison 

of ideal and real-world image histogram. 

Although the histogram is influenced by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we are still able to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98



separate different object or intensity level by 

locating the significant peaks and determine the 

thresholds between two successive peaks to 

segment the object in image. Our goal is to 

develop an algorithm which is automatic and 

adaptive to different histogram distribution 

without any prior knowledge. The overall flow of 

the proposed method is shown in Fig. 2. 

 
Fig. 1. The comparison of ideal and real-world 

image histogram. 

 

 
Fig. 2. The flowchart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 

 

First, we compute the histogram of input 

image I as follows: 

   h g I g


   
x

x             (1) 

where h(g) is g-th bin of histogram, g ∈ [0, 255]. 

We normalize the histogram by dividing each bin 

by the maximal bin: 

 
 

 max
g

h g
H g

h g
                    (2) 

where H(g) is the g-th bin of normalized 

histogram, g ∈ [0, 255]. Note that the 

normalization of our method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one since we want to fix the scale of 

histogram in the range of minimum 0 and 

maximum 1, such that the parameter setting can 

be fixed. Next, we smooth the histogram and 

obtain peak candidates by applying 2ndorder 

polynomial regression to every bin of histogram. 

The regression is perform in least square sense, 

hence the proposed histogram smoothing scheme 

is named “local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LLSR). 

Next, we select the true peaks according to the 

location of peak candidates and the original 

histogram information. Finally, we determine the 

thresholds between every two successive peaks 

and segment the image based on the thresholds.     

3.2. Local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LLSR) 

Histograms of real-world images may contain 

many noises and “false peaks”. For example, Fig. 

3 shows a desktop image of windows XP and the 

corresponding histogram. It is clear that there are 

many noise and false peaks in the histogram. To 

make the histogram smoother, the intuitive 

method is filtering, e.g. Gaussian filter or mean 

filter. However, the smoothness of filtered 

histogram depends on the window size, hence the 

filtering cannot be adaptive to different histogram 

distributions. The noisier the histogram is, the 

larger windows size is needed. Moreover, these 

linear filters are not able to filter out the false 

peaks clearly. Thus, our goal is to develop an 

algorithm which is able to smooth different 

histograms adaptively without tuning any 

parameter. 

 
Fig. 3. Example image (left) and the intensity 

histogram (right). 

 

Motivated by the data analysis, we apply a 

second order linear regression to find the “trend” 

of data in a window centred at i-th bin and re-

estimate the value of i-th bin according to the 

regression solution.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polynomial coefficients is obtained by least 

square method, hence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named “local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LLSR). 

Fig. 4 depicts the LLSR algorithm. To re-

estimate every bin of histogram, the information 

of histogram bins within the window of size 

2*w+1 centred at i-th bin are exploited to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We denote the polynomial 

coefficients of i-th bin as  2 1 0, ,
T

i i i ia a aa ,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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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vector   2 , ,1
T

j j jx  where j ∈ {-w, -w 

+1, ..., 0, ..., w-1, w}, and histogram information 

of i-th bin iy  . The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can be 

written as follows: 

2

arg min
w

T

i j i j

j w

y 



 a x a            (3) 

Let  ,...,
T

w wX x x  be a (2w+1)-by-3 data 

matrix, and  1,...,
T

i i i wy y y , the optimal 

solution of the least square problem can be 

obtained as follows: 

 
1

T T

i i



a X X X y                  (4) 

Consider the boundary problem, i.e. the range of 

the window is out of [0, 255], we reflect the 

histogram information at boundaries 0 and 255. 

In other words, the elements 
i jy 

  in (3) should 

be re-written as follows: 

    

  
 

, 0.

510 , (i j) 255.

, .

i j

h i j if i j

y h i j if

h i j otherwise



    


    




   (5) 

The LLSR processes every bin of histogram, as 

shown in Fig. 5. It is obvious that the re-estimate 

histogram is much smoother than the original one. 

 

 

 
Fig. 4. Illustration of LLSR algorithm. All the 

histogram information in the window centred at i-

th bin are exploited to re-estimate the i-th bin. 

The sliding window will process all the bins of 

histogram. 

 

 

 
Fig. 5. Left: original histogram. Right: histogram 

re-estimated and smoothed by local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The peaks are much clearer than 

original ones. 

3.3 Peak candidates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s of a second order 

polynomial (parabola) can be further exploit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i-th bin is a possible peak 

or not. A peak can be described as a “downward 

parabola”, hence we only have to consider the 

coefficient of second order term, namely 2ia .  

Fig. 6 shows different 2ia  and the corresponding 

curves of second order terms. 2 0ia   describes 

an upward parabola, which is obviously not a 

peak. However, if 2ia  approaches to 0, the 

second order polynomial function degrades to 

linear or constant function. Here we set a pre-

defined a positive value θ for 2ia  to select 

possible peaks. In other words, the i-th bin is a 

possible peak if 2ia    . The constraint of 2ia  

only describes a downward parabola. However, 

as shown in Fig. 7, the peak of second order 

polynomial may not locate at i-th bin (the center 

of window), hence we defined the second 

condition to eliminate inappropriate peak 

candidates. Let  ˆ ˆ ˆ ˆ,..., ,...,
T

i i w i i wy y y y  be 

the histogram bins estimated by ia  and X , 

ˆ
i iy Xa                             (6) 

As shown in Fig. 7, an appropriate peak is at least 

greater than the two boundary bins in the window, 

i.e. ˆ
i wy   and ˆ

i wy  . Hence the i-th bin with 

coefficient 2ia    which satisfies ˆ ˆ
i i wy y   

and ˆ ˆ
i i wy y   is defined as a peak candidate. 

 

 

 
Fig. 6. Examples of different coefficients of 2

nd 

order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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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7. Examples of different downward 

parabolas. 

3.4. Thresholds selection 

After LLSR re-estimation and selection of 

peak candidates, we refine the peaks locations 

from the peak candidates. Since the candidates 

are selected coarsely, one real peak may be 

surrounded by many candidates. Hence a simple 

rule for truth peaks selection is defined as follows: 

  arg max
k

k
g S

p h g


                 (7) 

Where kp  is the k-th peak, g is the gray level 

which belongs to the range of k-th successive 

candidates kS . Note that here we select the peaks 

according to corresponding original histogram 

bins instead of the re-estimated ones since the 

local peaks in original histogram are more 

representative than peaks in the re-estimated 

histogram. Fig. 8(a) shows an example of peaks 

selection. 

 

 
(a) 

 
(b) 

Fig. 8. Peaks and thresholds Selection. (a) Peaks 

selection (b) thresholds selection. 

 

After all the truth peaks are located, we 

determine the thresholds by choosing the 

“deepest valley” between every two successive 

peaks since the valleys usually minimize the 

misclassification error. The thresholds selection 

is defined as follows: 

 
  

1,

arg min
k k

k
g p p

t h g


                    (8) 

where kt  is the k-th threshold. Fig. 8(b) shows an 

example of thresholds selection. The locations of 

thresholds are marked by black vertical lines. The 

thresholded image is shown in Fig. 9. 

Let 
pN  be the number of peaks and tN   be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valleys), tN  is always 

equal to 1pN   in our method. If 1pN  , i.e. 

there is only one peak or even no peak to 

determine one threshold. For this situation, we 

apply the Otsu’s method [5][6] to obtain one 

threshold which optimally divides the histogram 

into two partition. Note that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f Otsu’s method for binarizing 

histogram is still low. 

 

 
Fig. 9. Example of image thresholding according 

to the thresholds obtained by our method. 

4. EXPERIMENTS 

This section show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compares our method with Bruzzese’s 

method [1] and Sezgin’s method [3]. We denote 

the fuzzy entropy thresholding [1] as “FET” and 

Sezgin’s method [3] as “SEZ” in the rest of this 

paper. We tried our best to implement the FET 

and SEZ algorithms according to the steps 

described in the papers for fair comparisons. In 

our method, there are only two parameters, which 

are window size w and the constraints value θ of 

2ia . The window size affects the result of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Smaller w leads to noisier 

estimation while larger w leads to smoother 

estimation. Fortunately, the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is not very sensitive to the number of 

data, hence we only need to give a reasonable 

window size, e.g. 10 times the order of 

polynomial model. In this paper, we set w = 10 

and θ = 0.0001, and fixed these two parameters in 

all experiments. 

4.1.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Since the multilevel thresholding is 

application-dependent,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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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truths for all applications. In [1][3], the 

authors applied the “non-uniformity” (NU) 

or ”uniformity” (U) to evaluate the thresholded 

histogram. The uniformity is given b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1 2 2

1

2 2

max max

1 1 1

tN

k kk W
w

U NU
 

 



     


  (9) 

where kw  is sum of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within k-th histogram interval, 
2

k  is the 

corresponding within-class variance, 
2

max  is the 

variance of overall distribution used for 

normalizing the non-uniformity value to [0, 1], 

and 
2

W  is denoted as the total within-class 

variance. The non-uniformity has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discrepancy” defined in [2], 

which describ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resholded histogram and original histogram. 

However, these measurements will monotonic 

decrease as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increases. 

Here we modify the uniformity formula and 

define a novel quantitative index as follows: 
2

2
1 W

B





 


                       (10) 

Where the 
2

W  is the same within-class variance 

in (9) and 
2

B   is a novel between-class variance 

defined as follows: 

   
2 2

1 12

1 1

tN
k k k k k k

B

k k k

w t w t

w w

 
  

 

  
 


  (11) 

where k is the weighted mean of k-th histogram 

interval. The novel between-class variance 

describes the sum of between-class variance with 

respect to each threshold. In contrast to the 

original between-class variance defined in [5] 

which increases as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increases, our version of between-class variance 

will not always increase as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increases, hence the situation that 

over-segmented histogram leads to high index 

value can be avoided. 

4.2. Results 

In the following experiments, we select some 

test images in the UC Berkeley segmentation 

dataset [13][14], four desktop images of 

Windows XP, and some classical test images in 

image processing area, e.g. Lena, peppers, house, 

cameraman. 

Fig. 10 shows the thresholded images of 

Windows XP desktop. By visual observation, the 

SEZ method gives more details but the 

thresholded image is noisier; the FET method 

gives less number of thresholds and leads to more 

homogeneous results but loses some details; our 

method gives clearer results than SEZ and more 

details than FET. Since our algorithm aims to 

find the significant peaks and there is only one 

peak in the image winter, hence our algorithm 

switches to Otsu’s method and find one optimal 

threshold to separate the histogram. Table 1 lists 

the evaluation of thresholded histograms using 

(10), the values marked by black bold style are 

the highest index values corresponding to each 

test image. 

 

TABLE 1 

Evaluations of Windows XP Desktop Images 

Images SEZ[3] FET[1] Ours 

Blue hills 0.9487 0.9053 0.9765 
Water lilies 0.9439 0.6971 0.9409 
Sunset 0.9017 0.8070 0.9110 
Winter 0.9525 0.8847 0.8044 

Average 0.9367 0.8235 0.9082 
 

Fig. 11 shows the thresholded images of 

classical test images. Our method still gives more 

homogeneous images than images thresholded by 

SEZ, and preserves more details than images 

thresholded by FET. The quantitative index 

values are shown in Table 2. Note that our 

method obtained the lowest quantitative index 

value for thresholding Sailboat image, however, 

the result is still acceptable. 

 

TABLE 2 

Evaluations of Classical Test Images 

Images SEZ[3] FET[1] Ours 

Lena 0.9397 0.7376 0.9220 

Peppers 0.9338 0.9719 0.9702 

House 0.9240 0.6032 0.9252 

Cameraman 0.9419 0.9046 0.9420 

Sailboat 0.9393 0.9327 0.8814 

Average 0.9357 0.8300 0.9282 
 

Fig. 12 and Fig. 13 show 14 images we 

selected from UC Berkeley segmentation dataset 

[14] for visual comparisons. By observation, our 

algorithm gives clearer thresholded images than 

SEZ and preserves more details than FET. Table 

3 lists the quantitative index evaluated by (10). 

Our algorithm is slightly higher than SEZ and 

greatly higher than FET in most cases. In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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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the SEZ obtained over-segmented 

histograms, the quantitative index values 

decrease since the between-class variance defined 

in (11) become smaller as the number of 

thresholds increases. The FET usually produces 

images with fewer thresholds then other methods, 

hence in some cases with significant multi-modal 

distributions, the images thresholded by FET 

obtained poor index values. 

 

TABLE 3 

Evaluations of UC Berkeley Dataset 

Images SEZ[3] FET[1] Ours 

UCB-1 0.9577 0.5606 0.9547 

UCB-2 0.9709 0.9732 0.9454 

UCB-3 0.9676 0.8594 0.9368 

UCB-4 0.9613 0.9059 0.9790 

UCB-5 0.8901 0.8904 0.9058 

UCB-6 0.9176 0.7931 0.9342 

UCB-7 0.9064 0.7000 0.9067 

UCB-8 0.8843 0.8925 0.9098 

UCB-9 0.9403 0.3397 0.9479 

UCB-10 0.9380 0.9022 0.9472 

UCB-11 0.9336 0.9065 0.9430 

UCB-12 0.9191 0.8286 0.9548 

UCB-13 0.9267 0.7422 0.9224 

UCB-14 0.9137 0.6275 0.9543 

Average 0.9305 0.7801 0.9387 
 

In most cases of the experiments, the SEZ gave 

more details but noisier images; the FET gave 

much more homogeneous images but lost many 

details; on the contrary, our algorithm obtained 

homogeneous thresholded images and preserved 

important intensity level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according to visual observation and 

quantitative evaluations, our method is not 

suitable for thresholding uni-modal distribution. 

For the cases with uni-modal or near uni-modal 

distributions, the SEZ and FET are more suitable 

than our method to threshold the histograms. 

5.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roposed a novel histogram 

thresholding algorithm which aims to find the 

significant peaks and determine the thresholds 

between every two successive peaks. In order to 

make the algorithm robust to noisy histogram and 

false peaks, we proposed the local least square 

regression (LLSR) scheme to re-estimate each 

bin and select peak candidates simultaneously. 

The proposed method is fully automatic, and 

suitable for thresholding the images with 

significant intensity levels without any prior 

knowledge. The experiments show that our 

method gives the results which are homogeneous 

with appropriate number of thresholds. The 

quantitative index values show that our algorithm 

slightly outperforms the SEZ algorithm [3] and 

FET algorithm [1]. 

In the future, we will try to modify our 

algorithm for more general images. For example, 

develop a strategy for the unimodal histogram 

instead of applying the Otsu’s method [5], or 

determine appropriate thresholds for extremely 

noisy (spiky) hist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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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Thresholding results of the Windows XP desktop images. The 1st row: input gray images, 

from left to right, which are blue hills, water lillies, sunset, winter, respectively. The 2nd row: 

histograms corresponding to the input images. The 3rd row: images thresholded by SEZ [3]. The 4th 

row: images thresholded by FET [1]. The 5th row: images threshold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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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1. Thresholding results of the classical test images. The 1st column: original images, from top to 

bottom, which are Lena, House, Peppers, Cameraman, and Sailboat, respectively. The 2nd column: 

histograms corresponding to the input images. The 3rd column: images thresholded by SEZ [3]. The 

4th column: images thresholded by FET [1]. The 5th column: images threshold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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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Thresholding results of the UC Berkeley dataset [14]. The 1st column: original images, from 

top to bottom, which are UCB-1, UCB-2, UCB-3, UCB-4, UCB-5, UCB-6, UCB-7, and UCB-8, 

respectively. The 2nd column: histograms corresponding to the input images. The 3rd column: images 

thresholded by SEZ [3]. The 4th column: images thresholded by FET [1]. The 5th column: images 

threshold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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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3. Thresholding results of the UC Berkeley dataset [14]. The 1st column: original images, from 

top to bottom, which are UCB-9, UCB-10, UCB-11, UCB-12, UCB-13, and UCB-14, respectively. 

The 2nd column: histograms corresponding to the input images. The 3rd column: images thresholded 

by SEZ [3]. The 4th column: images thresholded by FET [1]. The 5th column: images thresholded by 

the proposed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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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 App 內部購買關鍵研究:SVM-RFE 和 LASSO

之比較 

 

 

 

摘要 

 
隨著行動通訊服務與手持裝置的增長，帶動了

行動應用程式(App)呈現爆炸式的發展，在遊戲

市場，行動應用程式將達到 20％的收入。相關

研究人員還指出，遊戲應用相對較於其他應用

程式是收益的最大來源。目前遊戲 App 主要收

益模式為有免費下載、付費下載，以及遊戲內

部購買(In-App purchases)。最近的調查顯示，

內部購買已成為主要趨勢。因此，遊戲發開商

需要知道哪些是會影響內部購買行為的重要

因素。因此，本研究試圖定義影響使用者在遊

戲 App 內消費之潛在要素，再利用支持向量機

遞 歸 特 徵 消 除 (Support Vector 

Machine-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與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兩種特徵選取方法，以確認影響使用

者在遊戲 App 內消費的重要因素，研究結果望

能為遊戲開發商與研究學者做為設計遊戲的

參考依據。 

關鍵詞：特徵選取、行動遊戲 App、支持向量

機遞歸特徵消除、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 

 

Abstract 
 

With the growth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services and handheld 

devices, it led to explosive development in 

mobile applications (App). In the gaming 

market, mobile applications will reach 20 % 

of revenue. Related researchers also noted 

that game applications are the biggest source 

of revenue compared to other applications. 

Currently, there are three major revenue 

models, paid Apps (subscriptions), free Apps 

(Ad-based) and in-App purchases (virtual 

currency). According to recent surveys, 

in-App purchases have become a major trend. 

Therefore, the game App providers need to 

know what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affecting 

in-App purchase behaviors are.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define the potential 

factors of influencing in-App purchases for 

game users. Then, we use two feature 

selection methods, Support Vector 

Machine-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 and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to identify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users in-App 

purchases. The finding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when designing game Apps for 

game developers and researchers. 

Keywords: Feature selection, Game App, 

SVMRFE, LASSO. 

 

1. 前言 
 

隨著行動通訊服務與手持裝置的增長，帶

動了行動應用程式(App)呈現爆炸式的發展。智

慧型行動裝置的使用者數量越來越多，逐漸的

驅動人們對行動應用軟體的使用，一般也通稱

為“行動 Apps”[2]。 

在遊戲市場，行動應用程式將達到 20％的

收入。相關研究人員還指出，遊戲應用相對較

於其他應用程式是收益的最大來源。從 Juniper

研究公司的最新數據發現，數位遊戲產業在

2015 年將會產值高達 800 億美元，預估到 2018

年底將會提高到 1040 億美元[15]。Juniper 公司

預測，這種趨勢將繼續下去，行動設備的收入

到 2020 年將接近總遊戲收入的近 35％[15]。 

目前遊戲 App 主要收益模式為有免費下

載、付費下載，以及遊戲內部購買 (In-App 

purchases)，最近的調查顯示，內部購買已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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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趨勢。資策會 2015 調查發現智慧型手機

遊戲為最多台灣玩家遊玩的遊戲平台，而其產

業分析師也表示，排名前十名的 App 軟體，幾

乎全部是免費遊戲，並且都採取廣告結合遊戲

內購買的獲利方式，此模式目前已經發展為行

動遊戲的主要模式[17]。綜觀上述，遊戲 App

內購買將是未來的大趨勢，對於遊戲 App 製造

商來說知道哪些因素會影響內部購買行為是

非常重要的。 

因此，本研究試圖定義影響遊戲 App 內部

購買之潛在因素，並利用特徵選取方法支持向

量機之遞迴式特徵消除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

和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來找出

影響遊戲 App 內部購買的關鍵重要因素，幫助

遊戲製作商開發設計新遊戲以增加收益。 

 

2. 文獻探討 

 

2.1 遊戲 APP 相關研究 

 

隨著應用程式的多元化發展，大大改變了

我們過去使用網路的習慣。行動應用程式商店

(App Sto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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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對於這樣的市

場所提供的行動應用服務，多年來，研究人員

一直想知道什麼樣的行動資訊服務會被人們

認為是殺手級應用，它可以帶動行動資訊服務

的廣泛應用[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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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過去幾年裡，因為使用者在免費下載

行動遊戲內購買附加價值物品的普及，使得行

動遊戲產值也不斷成長。此外，免費遊戲 App

的遊戲項目對於日益增加的線上遊戲利潤來

說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4]。免費遊戲可以讓使

用者玩遊戲不需支付任何報酬，而且使用者能

在遊戲內部購買虛擬產品如服裝，槍支，刀劍

來自己的遊戲人物[14]。 

相關研究亦相當多，如[19]調查使用者的

購買行為和使用行為及易用性之間的關聯

性，[9]利用貝式網路探討行動 App 成功的關鍵

因素，[22]探討關於老年人玩手機遊戲的主要

原因。儘管遊戲 App 如此受歡迎和重要，卻鮮

少研究探討關於影響內部購買行為議題。因此

本研究試圖發現能影響在關鍵因素在遊戲 App

內部購買的重要因素。 

2.2 特徵選取 

2.2.1支持向量機遞迴式特徵消除 

(Support vector machine recursive feature 

elimination, SVM-RFE)  
 

支持向量機遞迴式特徵消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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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M-RFE 主要

是根據 SVM 演算法訓練分類器，利用訓練時

所生成權重向量 w 排序係數來構造排序係

數，每次迭代去掉一個排序係數最小的特徵屬

性，最終得到所有特徵屬性的遞減順序的排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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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許多成功

的應用。如有研究SVM-RFE來識別產品型態的

特徵[23]，其應用了整體排名與個別分類兩種

策略方式來挑選產品外型的關鍵特徵。[6] 運

用支持向量機遞迴式功能消除（SVM-RFE）在

近紅外線/中紅外線(NIR/MIR)資料集中有效的

降維。Archibald和Fann學者將遞迴式特徵消除

(RFE)修改其演算法後，用於選擇高光譜影像

資料[7]。因此，本研究應用SVM-RFE來我們

彙整的影響要素之重要排名。 

 

2.2.2 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 (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 

 

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LASSO)的主要特

色是能在估計的過程中自動完成壓縮係數與

變數選取，它通過構造一個閥函數得到一個較

為精練的模型，使得它壓縮一些係數，同時設

定一些係數為零，表示該係數不建議選入模式

中，因此保留了子集收縮的優點。 

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LASSO)已經被廣

泛應用在高維線性回歸模型上[21]，[24]使用最

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LASSO)在高維癌症的資

料分類。 [18]利用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

(LASSO)來簡化模型流程。因此，本研究也將

LASSO納入特徵選取方法之一。 

 

3.研究方法 
 

本研究實驗流程如下圖一所示，詳細說明

步驟如下: 

步驟1：定義影響使用者在免費遊戲App內消費

之重要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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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根據國內外之行動服務相關

文獻，找出潛在可能影響使用者在免費APP內

消費的重要因素，來建構本研究調查要素。 

 

步驟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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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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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詢問受訪者對影響在免費下載行動

遊戲App內消費之重要要素的看法(重要程度) 

第三部分：了解受訪者在第二部份認為重要之

要素對於影響在免費遊戲內消費的看法 

 

步驟3：資料前處理  

本問卷主要以紙本問卷為主，部分採用網

路問卷方式發送，受訪對象為具有智慧型手機

使用經驗者。 

 
圖一、實驗流程圖 

步驟4：資料前處理  

在此階段，本研究根據所採用的特徵選取

方法來對資料進行量化處理、格式轉換及二元

分類，而在二元分類的部分則為願意消費和不

願意消費兩類，最後再使用五折交叉驗證法將

資料分為五等份，使實驗結果更具可靠性。 

 

步驟5：特徵選取 

 

支持向量機遞迴式特徵消除(SVM-RFE)  

SVM-RFE 是根據 SVM 演算法訓練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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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 1：訓練樣本矩陣  1 2, , ,
T

mX x x x ，

類別標籤  1 2, y , , y
T

mY y  

Step 2：確定會保留的特徵子集  1,2, ,S k  

Step 3：特徵排序列表  R   

Step 4：重複 Step 4.1~4.5，直到  S  ，最後

Step5 輸出特徵排序列表 R 

Step 4.1 訓練樣本 0 ( :  ,s)X X ；//當前樣本

訓練集 

Step 4.2 給 定 參 數 後 ， 訓 練 分 類 器

0( , , , )SVMtrain X Y C  ，其中C 為懲罰

因子，  為 RBF 的核心函數 

Step 4.3 計算排序係數
2

i iC w ；if (S. length > 

1000)二次劃分動態限定，else 刪除排序係數最

小的特徵 

Step 4.4 更新特徵排序表：  ( ),RR s f ，

( )s f 為此次迭代預備刪除的特徵或特徵集合 

Step 4.5 排除最小依據的特徵集合： 

   (1: 0 1,  ( ) : ( ))S S f f length f length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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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輸出特徵排序列表 R 

藉由 Step1~5 過程，得出對於影響在免費

遊戲內消費因素的重要度排名。 

 

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LASSO)  

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LASSO)主要透過

某特定的處罰選取準則來限制迴歸參數值，選

取適當的變數，其選取準則如下式(1)所示。 

 

 

(1) 

 

從上式中可發現，當λ →∞時，參數估

計值β部會受到上式的限制，因此估計值會等

於利用最小平方所估計出的值。但相反的，當

λ調整到 0 時，則所有參數估計值均為 0。 

也因為上式的數學特性，若將 λ 值慢慢放

大，則跟 相關性較強的解釋變數其係數會改

變而異於 0。但跟  相關性較小的解釋變數，

其對應的係數還是會維持在 0。因此我們便可

透過係數值是否為 0 來當做選取變數的標

準。    

 

步驟6：SVM 績效評估  

本階段是使用 LibSVM 來做為支持向量

機，進行分類任務，並利用採取 RBF(徑向基

函數)核中的 C-SVM分類參數選擇工具 grid.py

來取得最佳參數。 

 

步驟6：實驗結果  

經由 SVM 分類器得到實驗數據後，以總準

確率(Overall Accuracy, OA)、G-mean(GM)等指

標之平均值與標準差進行結果分析。 

 

4.實驗結果 

4.1 要素定義 

 

本章節利用行動App相關文獻探討共提出

17個潛在可能要素，如表1所示。 

 

4.2 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問卷總共發放 200 份，去除掉無效

問卷後剩餘 114 份，如表 2 所示。 

在表2中，114份有效樣本中，男性佔58%，

女性佔 42%，年齡主要為 18~33歲居多 (佔

88%)，平均月收入為 5000元以下居多 (佔

31%)，使用之作業系統多為Android(佔60%)，

每天使用遊戲時間大多在 3小時以下 (佔

46%)，而整體114份樣本中，49%的人有遊戲

內消費的經驗，消費金額為151元(含以上)居多

(49%)。 

 

表1 行動遊戲App要素定義表 

編

號 
代號 要素 

支持文

獻 

1 V 
金錢價值

(Value-for-money) 
[2, 8, 12] 

2 SV 社會價值(Social value) 
[2, 8, 12, 

14] 

3 AR 
App 評分等級(App 

rating) 
[2] 

4 S 滿意度(Satisfaction) 
[1, 2, 3, 

5, 11] 

5 U 意外性(Unexpectedness) [11] 

6 Con 確認(Confirmation) [11] 

7 Com 相容性(Compatibility) [16] 

8 AI 
情感互動性(Affective 

involvement) 
[16] 

9 PU 
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1, 5, 

10,] 

10 PE 
知覺享樂性(Perceived 

enjoyment) 

[1, 5, 

10,] 

 

表 2 樣本統計 

變數 分布 變數 分布 

性別 
男性：58% 

女性：42% 

總遊

戲時

間 

1年以內 (22%) 

1~3年 (38%) 

3年以上 (40%) 

年齡 

<18歲 (6%) 

18~30歲 (88%) 

31~40歲 (3%) 

>40歲 (3%) 

遊戲

類型 

運動/模擬/駕駛類遊戲 (6%) 

角色扮演/多人角色扮演/策略

類遊戲 (42%) 

動作/冒險/格鬥類遊戲 (22%) 

兒童/教育類遊戲 (1%) 

以上皆有 (19%) 

月收

入 

5000元以下 (31%) 

5000~10,000元 (17%) 

10,001~20,000元 

(16%) 

20,001~50,000 元 

(13%) 

>50,001元以上 (3%) 

付費

方式 

信用卡或金融卡 (21%) 

電信代扣 (26%) 

Google play儲值卡 (2%) 

PayPal (4%) 

Google電子錢包 (2%) 

ATM 轉帳或網路ATM(2%) 

點數卡儲值 (43%) 

作業

系統 

iOS (36%) 
Android (60%) 

Windows Phone (4%) 

遊戲

內消

費經

驗 

有 (49%) 

無 (51%) 

使用

遊戲

時間

(天)  

3小時以下 (46%) 

4~6小時 (42%) 

7~9小時或以上 

(12%) 

遊戲

內消

費金

額 

30元以下 (9%) 

31~60元 (9%) 

61~150 元 (34%) 

>151元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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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特徵選取實驗結果 

 

在此研究中利用特徵選取方法並使用五

折交叉驗證法(5- fold cross-validation)來篩選

其重要要素。 

 

4.3.1 支持向量機遞迴式特徵消除 

 

首先，我們採用支持向量機遞迴式特徵消

除(SVM-RFE)搭配 Ranker 來計算遊戲 App 的

10 個潛在要素之排名(Merit)，並選擇排序在前

7 位之因素來依 5Fold 中的出現頻率篩選其重

要因素。表 3 列出要素之排名結果。 

 

表 3 SVM-RFE 選取因素 
        

Fold 

特徵 
Fold1 Fold2 Fold3 Fold4 Fold5 

出現頻

率 

PU      5 

SV      5 

AR      5 

V      5 

S      5 

U      4 

Con      3 

 

根據表 3 之出現頻率，可建立三個特徵

集，SVM-RFE 特徵集 #1{PU, SV, AR, V, S} 

(出現5次)、SVM-RFE 特徵集 #2 {PU, SV, AR, 

V, S, U} (出現 4 次)和 SVM-RFE 特徵集 

#3{PU, SV, AR, V, S, U, Con} (出現 3 次)。 

 

4.3.2 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 

 

再來，我們採用最小絕對壓縮挑選機制

(LASSO)來估計要素係數，並選擇異於 0 之要

素加上出現頻率來建立特徵集，表 4 列出其

估計結果。 

     

表4  LASSO選取因素 
        

Fold 

Factors 

Fold1 Fold2 Fold3 Fold4 Fold5 
出現

頻率 

SV 0.43 0.39 0.33 0.43 0.18 5 

AR 0 0 0 0 0 0 

S 0 0 0 0 0 0 

U 0 0 0 0 0 0 

Con 0 0 0 0 0 0 

Com 0 0 0 0 0 0 

AI 0 0 0 0 0 0 

PU 0 0 0 0 0 0 

PE 0 0 0 0 0 0 

V 0 0 0 0 0 0 

  根據表4之出現頻率，此部分也可建立一個特

徵集，LASSO特徵集#1{SV}(出現5次)。 

 

4.4 SVM 績效評估 

 

此階段我們採用SVM來針對上述兩種方

法所篩選出的五個特徵集加上兩個原始特徵

集來進行績效評估。結果如下表5~7所示。 

 

表5 SVM評估SVM-RFE之結果 
特徵集 

 

 

衡量 

指標 

原始特徵

集 

SVM-RFE 

特徵集 #3 

SVM-RFE 

特徵集 #2 

SVM-RFE 

特徵集 

#1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PA  
(%) 

92.60 
(7.94) 

96.53 
(5.06) 

97.78 
(4.97) 

97.78 
(4.97) 

NA  

(%) 

65.43 

(30.52) 

53.26 

(19.97) 

55.48 

(15.84) 

59.48 

(16.62) 

GM 
(%) 

75.61 
(20.00) 

70.24 
(13.69) 

72.84 
(9.47) 

75.43 
(10.46) 

OA  

(%) 

80.47 

(12.64) 

80.51 

(7.95) 

82.25 

(7.05) 
84.07 

(6.60) 

F1  

(%) 

84.42 

(9.77) 

85.15 

(6.33) 

86.26 

(6.43) 

87.48 

(6.71) 

 

從表5可看出SVM-RFE特徵集#1有較好的

整體分類正確率(OA)，且標準差相較於其他3

個特徵集也較低。 

 

表6 SVM評估LASSO之結果 
   特徵集 

 

 

衡量指標 

原始特徵集 
LASSO  

特徵集 #1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PA  

(%) 

92.60  

(7.94) 

98.57  

(3.19) 

NA  

(%) 

65.43  

(30.52) 

44.45  

(20.65) 

GM  

(%) 

75.61  

(20.00) 

64.62  

(16.06) 

OA  

(%) 

80.47  

(12.64) 
79.68  

(3.64) 

F1  

(%) 

84.42 

(9.77) 

85.05  

(3.60) 

 

同樣的，從表6也可看出LASSO特徵集 #2

不管是整體分類正確率(OA)或是標準差都優

於其他2個特徵集。 

 

而從表 7 中可以發現，SVM-RFE 的整體

分類正確率(OA)高於其他兩者，雖然其整體分

類正確率(OA)和F1之標準差較LASSO特徵集 

#2 高，但在其他衡量指標的比較下可以看出

SVM-RFE 的整體績效還是比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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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SVM-RFE和LASSO績效比較 
    特 徵

集 

 

衡量指標 

原始特徵集 
SVM-RFE  

特徵集 #1 

LASSO 

特徵集 #1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平均值 

 (標準差) 

PA  

(%) 

92.60  

(7.94) 

97.78  

(4.97) 

98.57  

(3.19) 

NA  

(%) 

65.43  

(30.52) 

59.48  

(16.62) 

44.45  

(20.65) 

GM  

(%) 

75.61  

(20.00) 

75.43  

(10.46) 

64.62  

(16.06) 

OA  

(%) 

80.47  

(12.64) 
84.07  

(6.60) 

79.68  

(3.64) 

F1  

(%) 

84.42  

(9.77) 

87.48  

(6.71) 

85.05  

(3.60) 

 

最後，我們可以找出 5 個影響使用者在遊

戲App內消費的關鍵重要因素，如下表 8所示。 

 

表 8 使用者在遊戲 App 內消費之關鍵因素 
編

號 

要素 
定義 

1 
金錢價值 

(Value-for-money) 

指使用者對於付出的金錢而得到

服務後對代價的衡量 

2 
社會價值 

(Social value) 
指使用者認為能夠提高自我認知 

3 
App 評分等級 

(App rating) 
指使用者對 App 的整體評價 

4 
滿意度 

(Satisfaction) 

指使用者基於使用過 App 後對

App 表現的感知反應 

9 

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個人認為，玩手機遊戲會提高我的

生活品質的程度 

 

5.討論與結論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確認影響使用者在免

費遊戲 App 內消費的關鍵因素，根據行動 App

相關文獻定義出 10 個潛在因素，並利用支持

向量機遞迴式特徵消除(SVM-RFE)和最小絕

對壓縮挑選機制(LASSO)來篩選出重要因素。 

結果指出，其 5 個重要因素分別為金錢價

值、社會價值、App 評分等級、滿意度和知覺

有用性。對遊戲開發人員而言，即可做為參考

的依據，例如在內部購買商品部分提高商品價

值以增加消費者之金錢價值，而社會價值則可

以透過遊戲內分享和發佈遊戲資訊到社群來

提升，並鼓勵玩家多參與 App 評分，提高遊戲

體驗以增加使用者滿意度。 

另外，我們針對有無消費經驗及消費金額

進行了交叉分析，發現在有消費經驗的部分，

使用者認為滿意度、App 評分等級和意外性比

較重要，無消費經驗的使用者則認為是社會價

值、App 評分等級、意外性、知覺有用性和金

錢價值。而消費金額的部分則分為 150 元以下

及 150 以上進行分析，在消費金額為 150 元以

下的情況下，使用者認為滿意度和相容性較為

重要，消費 150 元以上的使用者則認為是情感

互動性、確認、意外性和滿意度。 

關於未來的研究方向，可以新增額外的特

徵選取方法來評估其實驗有效性，此外，不同

類型的 App 也可當作不同的研究主題，這些方

式或許可以雙重確認本研究之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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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中以中以中以中以感測訊息之感測訊息之感測訊息之感測訊息之情境感知情境感知情境感知情境感知與資訊回饋與資訊回饋與資訊回饋與資訊回饋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提昇提昇提昇提昇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電子商務電子商務服務品質服務品質服務品質服務品質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物聯網意指物與物之間互聯的網路，互聯

是透過將感測器或無線射頻辨識標籤裝置於

載體上，以通訊技術支持載體之間能夠傳遞感

測資訊，達成物體智慧化自動控制等應用功能

的實現。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物聯網環境

中感測設備的感測訊息之應用，並提出適合於

物聯網環境的電子商務模型，將物聯網技術實

現於電子商務環境中。除此之外，本研究更著

眼於感測訊息的情境感知技術探討及根據使

用者回饋資訊調校感測設備之設定，以期改善

企業的服務品質與提升產品品質。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情境感知情境感知情境感知情境感知、、、、回饋回饋回饋回饋資訊資訊資訊資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品質品質品質品質 

 

Abstract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s the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ings in a network. The 

sensors or RFID tag is embedded into an 

equipment to suppo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nsor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carriers by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n the smart 

automatic control and applications can be 

provided. However, the usages of sensor data 

underlying IoT are investigated. In this study, the 

context aware technology is used to process the 

sensor data.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the 

feedback information of user, the sensor devices 

can be adjusted. However, the quality of service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of product can 

be promoted. 

Keywords: Internet of Things, Context Aware, 

Feedback, Quality of Service.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由於資訊科技不斷的進步，加上資訊技術

與網路型態不斷的改良與創新，人們的生活正

逐漸進入一種始終連接(Always Connect)的網

路世代，因此形成了一個無所不在(Ubiquitous)

的網路環境。而科技的進步使得網路型態已從

過去以人為導向(Internet of People)進入以物

(Thing)為導向的物聯網環境網路型態[8]，未來

人們的生活將進入人與物、物與物互相傳遞訊

息與溝通的世界。 

物聯網意指物與物之間互聯的網路，互聯

的方式是透過將感測器或無線射頻辨識標籤

裝置於載體上，以通訊技術支持載體之間能夠

傳遞感測資訊，甚至是自動控制裝置，達成物

體智慧化自動控制與反應的功能，進一步透過

智慧化的功能介面或是雲端運算技術，則可做

為更進階的遠端監控、海量資訊分析判讀等應

用功能的實現[4]。以物體通訊為主的網路，被

稱為物聯網，但物體資訊也須回饋與人，以發

揮服務之目的[2]。 

物聯網技術為三層式架構，包含：感知層、

網路層與應用層。其中以感知技術為主要特性

之一，透過感測設備獲取感測訊息，使之提供

相關感測資訊服務與應用，因此於物聯網環境

中將會獲得大規模的感知訊息。透過感測器獲

取感測訊息，由「感」而「知」的過程則須藉

由智慧分析和訊息處理技術來實現，訊息處理

技術貫穿「感」而「知」的全過程，基於物聯

網感測層的設備所蒐集到的感測訊息，實現徹

底感知、智慧反饋與決策的過程[6]。透過情境

感知技術及資料處理，可以提供情境感知服務

於消費者或所需的資源應用中。 

由於物聯網建置的基礎仍於網際網路上，

因此本研究將物聯網的技術實現於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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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中。亦即，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探討物聯

網環境中感測設備的感測訊息之應用，並提出

適合於物聯網環境的電子商務模型[1]。本研究

所提出的電子商務模型架構稱之為「以物聯網

為 基 礎 之 電 子 商 務 架 構 (IoT-based EC 

architecture；IoTEC)」。IoTEC探討物聯網技術

與電子商務的結合，並提供多樣化服務給使用

者。在研究中，將於 IoTEC架構中建置情境感

知模組，並說明情境感知模組的應用與資訊回

饋。由於感測訊息是物聯網環境訊息的提供重

點之一，因此本研究將著眼於感測訊息的情境

感知技術探討及根據使用者回饋資訊調校感

測設備之設定，以期改善企業的服務品質與提

升產品的品質。 

本文在第 2節中將說明物聯網與情境感知

的概念；第 3節則說明本研究所提出的 IoTEC

架構；第 4節則說明情境感知模組；第 5節為

實例說明；第 6節則是結論與未來工作。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本節中將說明物聯網的概念及情境感知

概念。 

 

2.1 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物聯網 

 
物聯網被稱為全球訊息產業繼電腦與網路

後的第三次資訊浪潮[10]。物聯網的概念最早

是由 Kevin Ashton學者在 1999年於MIT發表

提出，意指透過無線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技術將網路與物件相互連

接[15]。而在 2005年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正式發表物聯

網的定義，其定義物聯網是：以 RFID、紅外

線感測器(Infra Red；IR)、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等感測設備，透過網

際網路來連接，並且依據協定(Protocol)來進行

訊息的交換和通訊，進而實現智慧化識別、定

位、跟蹤、監控和管理[16]。隨後在 2008年 IBM

提出了“智慧地球(Smart Planet)”的概念，表示

透過網路連接物件及應用智慧技術和服務到

物件(Object)中，將感測器嵌入和裝載在電網、

鐵路、建築、油氣管道等物件中，讓物與物之

間能互相傳遞訊息，再透過超級電腦與雲端運

算進行訊息整合，將物件融合到大眾社會，形

成所謂“物聯網”[18]。 

物聯網技術為三層式架構，包含：感知層、

網路層與應用層。(1)感知層(Perceived Layer)：

主要包括資料搜集設備，如：感測器、RFID 

Tag、GPS 等相關感測設備，感知層的主要任

務為辨識物件以及收集各種異質性感測資料

的訊息。(2)網路層(Network Layer)：建立在現

有的移動通信網路和網際網路中，其主要的功

能是在進行訊息的傳送以及處理，網路層還包

括網路管理中心、訊息管理中心及智慧型處理

中心等相關的管理中心。換言之，網路層主要

是將在感知層所收集到的資訊進行傳輸和處

理。(3)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指的是將社

會需求及生活需求進行結合後，進而達到應用

系統的智慧化，例如智慧型物流系統、智慧型

運輸系統、及智慧型建築系統等相關的智慧型

相關應用[16]。 

物聯網中的「物(Things)」被嵌入智慧系統

中使之成為智慧物件(Smart Object)，並且透過

智慧系統可以主動或是被動的與使用者溝

通，因此智慧技術也是物聯網的關鍵技術之一

[14]。物聯網中所採用的各種智慧技術能夠有

效實現預期的目標，而智慧物件為物聯網中最

重要的角色之一，所使用的每一個智慧物件都

能夠經由網際網路進行溝通[7,11]，而每一個智

慧物件都有唯一的標識，透過網路的連接，物

件的位置及狀態都能被知道[8,9]，進而實現智

慧化追蹤、監控及管理。 

物聯網除了具有智慧技術的特性之外，另

一項特性是具有「資訊的透通性」。舉例而言，

在周宣光等學者[3]的研究中提到，以農產品產

銷履歷來說，目前的產銷履歷只記錄了生產資

料而已，但是產銷履歷的目的在於實現「從農

場到餐桌」這整個流程資訊的透通性。在 Luigi 

Atzori[12]等學者的研究中提到：在整個物件的

生命週期中透過時間與空間可以作為被追蹤

的對象，並且是可持續性、可強化和獨特的識

別。因此，在物聯網環境中，透過智慧物件、

無線感測網路的感測資訊、網際網路的訊息交

換以及 RFID 的識別等技術應用，使得物聯網

技術提供了大量的資訊(Big Data)，且可透過物

聯網技術的自動化進行資訊的記錄，使得能夠

達到資訊的透通性。 

 

2.2 情境感知情境感知情境感知情境感知 

 
於物聯網的架構中，感知層是最基礎也是

最重要的一層，透過各種技術的應用，實現對

大範圍內真實世界中的各種訊息之蒐集、轉換

和收集。其中可使用的感知技術主要包括條碼

技術、RFID 技術、感測器技術等，所蒐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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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訊息可分為屬性訊息、狀態訊息、及環境訊

息三類。RFID 技術所蒐集的大多屬於貨物的

屬性訊息，如貨物名稱、型號、生產日期與製

造歷程等；感測器則蒐集設備或環境的狀態訊

息，如溫度、濕度、壓力等[5]。 

透過所收集的感知訊息進行情境感知處

理，進而提供相關的情境感知服務。情境

(Context)的定義是構成事件、聲明、情況或想

法的裝置情況或事實，構成情境感知行為的四

類最重要的資訊包括身分、地點、時間與活動

[17]。情境感知訊息的生命週期，包括四個階

段。其中，Context Acquisition階段負責感知訊

息的來源獲取；Context Modeling 階段將收集

的感知訊息進行建模以及表示感知訊息其內

容；Context Reasoning階段將感知訊息透過相

關 技 術 進 行 情 境 分 析 處 理 ； Context 

Dissemination階段則將情境資訊服務發布給需

要或是感興趣的使用者。情境感知訊息的生命

週期，如圖 1所示[13]。 

 

 

圖 1情境感知訊息的生命週期[13]  

 

本研究於情境感知技術的應用，著重於物

聯網環境中感知訊息的處理及情境感知模組

的建置，並探討感知訊息的相關處理。 

 

3. 以物聯網為基礎之電子商務以物聯網為基礎之電子商務以物聯網為基礎之電子商務以物聯網為基礎之電子商務架架架架構構構構 

(IoT-based EC architecture；；；；IoTEC) 
 

本研究所提出的電子商務模型架構稱之為

「以物聯網為基礎之電子商務架構(IoT-based 

EC architecture；IoTEC)」。IoTEC架構的主要

目的是將物聯網的技術與電子商務中相關使

用者的資訊集結成一個模型，透過 IoTEC架構

可以讓不同需求的使用者能夠充分掌握多方

資訊，並且將物聯網感測技術之特性加入於模

型中，透過感測技術獲取相關感測資訊，豐富

使用者可獲得多元化訊息。由於 IoTEC架構中

的使用者可根據使用者服務需求獲取所需資

訊，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IoTEC架構中情境感知

模組(Context Aware Module)進行物聯網環境情

境感知之應用探討。本研究所提出的 IoTEC架

構，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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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Layer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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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ce Management

Heterogeneous Data Middleware

Marketing Module

Enterprise Customer Manufacturer Logistic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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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SensorsWSNMobileRFIDMonitor GPS

 

圖 2以物聯網為基礎之電子商務架構

(IoT-based EC architecture；IoTEC) 

 

由圖 2中的 IoTEC架構，可以了解 IoTEC

架構的訊息流向，且模型內所有階層之訊息皆

能夠互相傳遞。IoTEC架構主要分為三層，第

一層為感知層(Sensor Layer)、第二層為處理層

(Process Layer)、第三層為使用者層 (User 

Layer)。 

� Sensor Layer：感知層主要目的為感測設備

之相關管理，其作用為監控設備與調校感

測設備之設定，且可搜尋與紀錄感測設備

之相關訊息，如：設備編號、設備位置或

設備資訊等。Sensor Layer 的作用也包含

收集感測資訊並傳送至 Heterogeneous 

Data Middleware中處理所有感測訊息。 

� Process Layer：處理層主要目的為處理

IoTEC架構中所有訊息之處理。其中包含

(1)異質資料中介軟體(Heterogeneous Data 

Middleware)：主要為處理從 Sensor Layer

接收到的異質感測訊息進行前置處理，

如：異質感測訊息的分析、統一格式與過

濾冗餘資訊等。(2)資料管理模組(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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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Module)：主要為處理 IoTEC

架構中所有資訊、分析、運算與儲存的管

理，並提供資料混搭(Data Mashup)之處

理，使之根據使用者各自需求獲取所需資

訊。 (3)情境感知模組 (Context Aware 

Module)：主要為處理感測資訊及使用者之

行為判斷，如：紀錄感測資訊、處理感測

資訊與使用者使用 Web Service 資訊的感

知等相關處理應用及資訊回饋(Feedback)

的處理。(4)行銷模組(Marketing Module)：

因本研究鎖定於以物聯網為基礎之電子

商務模型，因此行銷模組主要為提供給企

業做為在物聯網環境中可使用的行銷管

理。 (5)服務導向架構 (Service Oriented 

Architecture)：主要提供使用者進入 IoTEC

模組時的網路接口與使用者管理，並且將

IoTEC模組所提供的所有服務於服務導向

架構中註冊與提供服務，以及可針對使用

者的身分提供不同資訊。 

� User Layer：使用者層主要目的為根據不同

身分的使用者提供相關資訊或服務應用。 

 

本研究所提出的 IoTEC架構，主要實現物

聯網相關技術至電子商務中，其中物聯網環境

的感測技術為主要特性之一，因此本研究將於

IoTEC 架構中進行情境感知模組的探討與應

用。本研究除了探討情境感知相關應用外，於

物聯網環境中資訊的回饋對 IoTEC架構而言也

相當重要。因此透過使用者的操作、服務的使

用、及資訊的獲取等相關服務之應用，從中獲

取可改善 IoTEC架構的服務提供、感測設備資

訊的提供、企業改善產品的訊息、物流改善配

送服務、及製造商根據回饋訊息進行產品修

改，甚至可針對使用者所提供的回饋資訊更改

感測設備的相關設定，以期能夠改善產品品質

或是服務品質。 

 

4. 情境感知模組情境感知模組情境感知模組情境感知模組 (Context Aware 

Module) 
 

從過去相關的文獻可以了解在情境感知應

用包含了四個週期階段[13]，在本研究所提出

的情境感知模組中僅在三個週期階段進行相

關情境應用。在過去的情境感知應用中使用相

關的技術，包括：模糊理論、本體論或規則等

情境感知推理技術，相對的在物聯網環境中仍

可探討這些感知技術的應用[13]。但在本研究

中情境感知訊息與感知設備的回饋訊息之探

討為主要重點。因此，在情境感知模型結構圖

中並未加入情境推理(Context Reasoning)的應

用。本研究主要探討在物聯網環境中，可透過

使用者需求與使用者反饋的訊息進行設備的

設定調校或可根據使用者的行為改善企業所

提供的服務，使得能夠提供更符合使用者需求

的服務或是提升服務的品質。 

在 IoTEC架構中，情境感知模組主要為處

理感測資訊與使用者行為之判斷以及回饋資

訊之處理，IoTEC架構之情境感知模組結構如

圖 3 所示。 

 

 

 

圖圖圖圖 3 IoTEC架構架構架構架構之情境感知模組結構之情境感知模組結構之情境感知模組結構之情境感知模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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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提出之情境感知模組主要透過三

個階段處理情境感知應用，包含情境資訊獲取

(Context Acquisition)、情境感知模組(Context 

Module)與情境資訊發布或分配 (Context 

Distribution)。 

� 情境資訊獲取階段：本階段包括兩部分感

測訊息的獲取。 

(1) 第一部分為在異質資料中介軟體所

處理的初步感測訊息，主要為感測層

中的感測設備所獲取的感測訊息。 

(2) 另一部分則從服務導向架構中的網

頁服務所獲取之感測訊息，主要為使

用者的行為感知，透過使用者使用

IoTEC架構所提供的服務，從中獲取

使用者操作或是使用者行為模式判

斷使用者所需的服務要求。 

� 情境感知模組階段：主要為處理所有情境

之訊息，包含事件管理元件 (Event 

Management)、情境資訊元件 (Context 

Information)、情境管理元件 (Context 

Management)及情境回饋元件 (Context 

Feedback)。 

(1) 事件管理元件：針對使用者之行為，

判斷使用者之行為及事件的處理。在

事件管理元件中可以了解使用者透

過網頁服務獲取 IoTEC 架構的相關

服務應用，可判斷使用者之身分、了

解使用者在甚麼時候或進行某些操

作應用時等事件發生的訊息。 

(2) 情境資訊元件：針對從感測設備所獲

取的感測訊息，主要為獲得感測設備

的感知訊息屬性等資訊。在情境資訊

元件可了解情境訊息的屬性，包括資

料屬於何種感測設備的感測訊息、感

測訊息的類型、及感測的時間等訊

息，可作為情境感知模組處理感知服

務之判斷。 

(3) 情境管理元件：在情境管理元件是透

過資料管理模組 (Data Management 

Module)的處理元件進行感測訊息的

分析、運算與儲存的處理，因此資料

管理模組可支援情境感知訊息的相

關處理，且可透過資料管理模組的元

件將訊息整合成使用者所需的資訊。 

(4) 情境回饋元件：主要作為感測設備之

訊息回饋，調校感測設備之設定，以

期改善產品的品質與改善 IoTEC 架

構網頁應用的服務之處理。透過使用

者售後服務、產品使用狀況或網頁應

用之操作等回饋資訊，進而改善服務

的品質。 

� 情境資訊發布或分配階段：將 IoTEC架構

中提供的情境感知訊息服務，透過服務導

向架構模組進行情境感知的服務提供並

發布可使用的情境資訊服務，如感知設備

訊息的查詢及訂閱感知資訊等的服務。 

 

在物聯網環境中，情境感知的應用為主要

的特性之一，由於物聯網環境可提供的服務多

元化，使得提升服務的品質與提供整合性的資

訊顯得更加重要。因此本研究所探討的情境感

知應用模組，其重點著眼於感知設備的訊息獲

取與回饋資訊進行調校感測設備設定、提供的

服務或改善產品品質等，藉以提升服務品質。 

 

5. 實例說明實例說明實例說明實例說明-以農產品結合電子商務以農產品結合電子商務以農產品結合電子商務以農產品結合電子商務

網站購物網站購物網站購物網站購物應用為例應用為例應用為例應用為例 
 

本研究以農產品結合電子商務網站購物應

用為 IoTEC架構中情境感知模組的實例探討，

透過實例之說明可以了解在物聯網環境中感

測設備訊息的獲取與回饋資訊調校的說明。 

本研究之實例說明將探討在物聯網環境

中，顧客利用電子商務網站購買農產品之流

程，當顧客於電子商務購買農產品時，透過企

業的電子商務網站進行商品之訂購，完成購買

程序即訂單成立，而後企業將訂購資訊傳送至

製造商通知商品出貨配送，而後透過物流業者

將商品配送至消費者手中，即完成電子商務購

物流程。顧客利用電子商務網站購買農產品之

流程，如圖 4所示。 

本研究之實例說明，將探討在物聯網環境

中，顧客利用電子商務網站購物之流程，及探

討企業中的製造商、農產品供應商與物流業者

等各階段使用的感測設備之資訊。在第 4節中

所探討的情境感知資訊獲取分為兩個部分，一

部分為從感測設備獲取感測資訊，另一部分為

從網頁服務中獲得相關顧客感知資訊。從圖 5

中可以了解從網頁服務與感測設備所獲得的

資訊與使用的感測設備，物聯網之電子商務流

程與感測設備配置，如圖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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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 顧客利用電子商務網站購買農產品之流程顧客利用電子商務網站購買農產品之流程顧客利用電子商務網站購買農產品之流程顧客利用電子商務網站購買農產品之流程 

 

 

圖圖圖圖 5 物聯網之電子商務流程與感測設備配置物聯網之電子商務流程與感測設備配置物聯網之電子商務流程與感測設備配置物聯網之電子商務流程與感測設備配置 

 

在物聯網環境中，雲端技術的使用可作為

物聯網環境的技術資源輔助，如資源儲存、資

料分析與運算等技術，因此在圖 5中將雲端運

算技術表示於圖中。在圖 5中可了解每個角色

中所使用之感測設備，並且可以了解在 IoTEC

架構中情境感知的感測資訊來源為何種設備

或服務。 

� 在顧客(Customer)環節中，當接收商品時

可使用行動設備(Mobile Device)進行近距

離的商品交易付款時的感測設備，並且包

含使用電子商務網站的網頁服務進行電

子商務網站購物之服務應用獲取感測訊

息，如：顧客操作介面進行網站購物之行

為可作為感測資訊之來源及消費者使用

商品後企業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之結果

作為回饋資訊的來源。 

� 在企業(Enterprise)環節中，提供電子商務

的網頁服務，如：感測設備的感測訊息提

供、訂閱、查詢服務、售後服務等資訊皆

可作為在物聯網環境中情境感知網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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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訊息以及回饋資訊的來源，透過回饋資

訊可作為改善產品品質或是網頁服務的

依據，進而改善服務的品質。如：當顧客

回饋資訊告知企業電子商務網站之顧客

操作介面認為複雜或是提供的資訊並非

顧客所需的訊息等問題反應，企業即可針

對這些問題改善電子商務網站的頁面或

改善服務的提供內容等，雖然這些對於企

業而言並非重大問題，但是從顧客的角度

去改善電子商務服務的品質，更能符合消

費者的需求。 

� 在製造商(Manufacture)環節中，可利用

RFID 作為倉儲管控與產品生產之感測設

備以及產品包裝，並且可透過 EPC tag查

詢與記錄產品資訊，在物聯網環境中的資

訊透通性表示可將產品的所有資訊皆紀

錄，例：農產品的生產履歷、產品製作歷

程等訊息皆可被記錄與獲知。透過顧客之

使用紀錄等回饋訊息，可改善產品的品質

或是根據消費者需求開發新產品，使其產

品品質更好與符合消費者所需之產品。 

� 在農產品供應商(Agriculture)環節中，透過

相關感測設備的應用，可監控農產品成長

的環境，如：環境溫度感應器、土壤溼度

感應器、環境光感感應器或灑水感應器等

感測設備，透過感測設備監控可達到品質

保證以及隨著環境因素的改變進而修正

感應器之相關設定。並且可透過顧客之資

訊回饋或種植新農產品之因素改變原有

的感測設備設定，如：種植水果須每小時

澆水一次，但若改種植其他水果或是澆水

次數太多造成水果腐爛，此時即可改善灑

水器感應器的灑水時間設定。透過回饋資

訊與相關種植知識更改感測設備的設

定，使得可改善產品品質狀況，並且可提

供相關農產品生長之歷程紀錄給消費者

了解，以保證農產品之品質。 

� 在物流(Logistic)環節中，當商品配送過程

中仍必須持續監控產品狀況，可透過全球

定位系統、攝影機、低溫配送溫度感測

器、行車紀錄器等感測設備之使用。然而

透過感測資料的服務，包括：商品位置、

溫度、運輸途中的震動等感測訊息提供事

先告知腐敗情況，然後透過控制中心自動

與運輸中的車輛進行通訊，重新安排運輸

路線。透過物流車之感測設備進行產品監

控，以確保產品目前狀況以及生鮮農產品

品質監控，避免生鮮農產品腐爛。 

透過本節中實例的說明，可了解物聯網環

境之感測設備與資訊回饋的應用。透過感測資

訊的獲取，進而藉由情境感知模組進行感測訊

息的分析與處理，再提供相關感測資訊給使用

者。除此之外，可透過使用者回饋的資訊進行

感測設備設定的調校與改善網頁服務的服務

提供，以改善企業的服務品質與進行產品品質

的監控。 

 

6. 結論與未來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結論與未來研究 
 

由於資訊科技技術的進步，人們的生活正

逐漸進入一種始終連接的網路世代。由於物聯

網技術的實現，使得未來的生活將形成人與

物、物與物相互傳遞訊息與溝通的世界。 

本研究所提出的 IoTEC架構將物聯網技術

實現於電子商務環境中，透過 IoTEC架構可使

用物聯網技術所提供的多元化服務。研究中並

探討 IoTEC架構中情境感知模組的建置，情境

感知模組主要為處理感測資訊與使用者行為

之判斷及回饋資訊之處理。本研究透過情境感

知模組處理感知設備的訊息與回饋資訊進行

感測設備的調校設定，改善提供的服務或改善

產品品質等，藉以提升企業的服務品質。 

在未來的研究中，將探討情境感知中情境

推理階段的情境感知推理技術，如：類神經網

路、本體論、及規則等推理方法，將情境感知

推理技術應用至物聯網技術中，並探討其可行

性。 

 

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參考文獻 

 

[1] 王淑卿、王順生、嚴國慶、盧可茵，“建

構以物聯網為基礎之電子商務模型”，第第第第
七屆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七屆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七屆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七屆資訊科技國際研討會，朝陽科技大
學，pp. 10，2013。 

[2] 李達生、翁仲銘、彭永新，物聯網核心技物聯網核心技物聯網核心技物聯網核心技
術術術術、、、、原理與應用原理與應用原理與應用原理與應用，前誠文化出版社，2012。 

[3] 周宣光、黃麗嘉，“推動物聯網應用策略

之研究-以農產品履歷為例”，數位科技與數位科技與數位科技與數位科技與
創新管理研討會創新管理研討會創新管理研討會創新管理研討會，新北市，pp. 239-249，

2012。 

[4] 拓墣產業研究所，TRI 產業專題報告

-164，第三波資訊潮第三波資訊潮第三波資訊潮第三波資訊潮-物聯網啟動智慧感測物聯網啟動智慧感測物聯網啟動智慧感測物聯網啟動智慧感測
商機商機商機商機(初版)，拓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5] 董耀華、佟銳、孫偉、董麗華，物聯網技物聯網技物聯網技物聯網技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221



術與應用術與應用術與應用術與應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 

[6] 劉海濤、馬建、熊永平，物聯網技術應用物聯網技術應用物聯網技術應用物聯網技術應用，
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 

[7] Bin, S., Liu, Y. and Wang, X., “Research on 

Data Mining Models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mage Analysis and Signal 

Processing, pp. 127-132, 2010. 

[8] Coetzee, L. and Eksteen, J., “The Internet of 

Things-Promise for the Future an 

Introduction,” Proceedings of IST- Africa 

Conference, pp. 1-9, 2011. 

[9] Fan, T. and Chen, Y., “A Scheme of Data 

Management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Digital 
Content, pp. 110-114, 2010. 

[10] Liu, Y. and Zhou, G., “Key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of Internet of Things,” 

Proceedings of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Computation 
Technology and Automation, pp. 197-200, 

2012. 

[11] Lopez, T.S., Ranasinghe, D.C. Patkai, B. 

and McFarlane, D., “Taxonomy,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of Smart 

Objects,”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Vol. 13, No. 2, pp 281-300, 2011. 

[12] Luigi, A., Antonio, I. and Giacomo, M.,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 Survey,” 

Computer Networks, Vol. 54, No. 15, pp. 

2787-2805, 2010. 

[13] Perera, C., Zaslavsky, A., Christen P. and 

Georgakopoulos, D., “Context Aware 

Computing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 

Survey,”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 Tutorials, pp. 1-41, 2013. 

[14] Shen, G. and Liu, B.,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of Things in 

Electronic Commerce,” Electronic 

Commerce and Security, pp. 13-16, 2010. 

[15] Wu, M., Lu, T.J., Ling, F.Y., Sun, J., and Du, 

H.Y., “Research on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net of things,” Advanced Computer 

Theory and Engineering, pp. 

V5-484-V5-487, 2010. 

[16] Yu, C., “Research and Design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System based on Internet of 

Thing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pp. 6314-6317, 2011. 

[17] 技術前瞻，“結合感測器融合與 REC技術

物聯網應用功能再升級”，新通訊 2013年

8月號 150期，http://www.2cm.com.tw/tech 

nologyshow_content.asp?sn=1307240007。 

[18] IBM, “Smarter Planet-United States,” 

http://www.ibm.com/smarterplanet/ us/en/。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222



 

Grounded-inductor employing Multi-output Current 
Controlled Convey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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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mulation of grounded inductor 
using two Multi-output Current Controlled 
Conveyors (MCCCIIs), a grounded capacitor and 
two grounded resistors is presented. Proper 
selection of the values of the passive elements can 
yield very large as well as very small of simulated 
inductances. The grounded inductor simulated can 
be used in the LCR passive filters. Thus, their 
advantages include low component sensitiv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utilize the extensive knowledge of LCR 
filter design. In addition, these filters are suitable 
for integration. Finally, a simple biquad filter is 
experimentally demonstrat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of a RLC passive bandpass filter confirming 
the theory is included.  
 

Key words: differential-voltage current conveyor,  
inductor simulators, analog circuit design, active  
filters. 
 

1. Introduction  
Many sinusoidal oscillators, active filters and 

admittance simulating circuits using current conveyor 
(CCII), four-terminal active current conveyor (CFCCII) 
and differential-voltage current conveyor (DVCC) as 
building active elements have been reported in the 
literatures[1]~[30]. The multi-output current controlled 
conveyor (MCCCII) is also a versatile building block, 
because it can extend operating large signal bandwidth, 
great linearity, wide dynamic range, high input 
impedance and arithmetic operation capability. 
Recently, the MCCCIIs have been applied in the areas 
of simulation inductance design, filters, and 
cancellation of parasitic elements [31]~[39]. For 
example: Jiraseree-amornkun and Surakampontorn 
employed some MCCCIIs and some passive elements 
to synthesize the simulation of floating inductance and 
filters. Jiraseree-amornkun and Surakampontorn 
proposed a Butterworth lowpass filter, an elliptic 
lowpass filter and a Chebyshev bandpass filter again 
[31] ~ [33]. Zhijun used five MCCCIIs and two 
grounded capacitors to realize low-pass, high-pass, 
band-pass filter functions from the same topology 

simultaneously in 2009 [34]. Yin proposed a current-
mode filter circuit which can realize either notch or all-
pass or lowpass or highpass or bandpass filter using 
four MCCCIIs as active elements together with some 
passive components in 2011 [35]. Yin employed two 
MCCCIIs and some passive elements to synthesize 
current-mode notch, highpass, allpass, bandpass and 
lowpass filters in 2012 [36]. The required number of 
the active components for the above filters is quite 
large. Minimizing the number of the active component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cost and power dissipation. 
Yin and Liu used one MCCCII and some passive 
elements to construct the voltage-mode and current-
mode configuration filter circuits, which can realize 
bandpass, lowpass, highpass, notch and allpass filters 
[37]~ [39]. From the above statement, the MCCCII-
based grounded inductance-simulation circuit has 
never been presented apparently. In the area of active 
filter design, inductor simulation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because the advantage of 
designing active filters by simulating the inductor of a 
passive LCR realization of the filter include low 
component sensitiv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utilize the 
extensive knowledge of LCR filter design.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ounded inductor is also frequently 
required for the design of analogue IC building blocks. 
For this reasons, it is, therefore, attractive to use 
MCCCII-based circuits for simulating grounded-
inductor. In this paper, a grounded inductance 
simulator using two MCCCIIs, a grounded capacitor 
and two grounded resistors was constructed. This 
inductance simulator was used to RLC passive filters 
to enjoy the advantages of the RLC filters. Meanwhile, 
the use of the grounded capacitor simplifies the etching 
process for monolithic or hybrid fabrication. Therefore, 
these filters are suitable for monolithic implementation. 
Finally, a RLC passive filter using the proposed 
simulated inductor is given to confirm the afore 
mentioned theoret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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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IRCUIT DESCRIPTION 
The circuit symbol for a MCCCII is shown in Fig.1. 

The port relations of a MCCCII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Vx= Vy+ IxRx, Iy=0, IZ+=Ix and IZ-=-Ix. The ‘+’ and ‘‐’ 
signs of the current iz denote the non-inverting and 
inverting, respectively.  

 

               
                    Fig.1. A MCCCII symbol. 

 
The proposed simulation of grounded inductor 

circuit is shown in Fig. 2. Using the standard notations 
of ideal MCCCII, it is easy to show that the input 
impedance of the circuit of Fig. 2 can be expressed as 

 

 
Fig.2 The proposed ground impedance simulator. 

Zin=
3

21

Z

ZZ
 ----------------(1) 

where Z1, Z2 and Z3 are the impedances. If the 
impedances are chosen as Z1 = R1, Z2 = R2, and Z3 
=1/sC3 shown in Fig.3. 

      

Fig.3. Grounded inductance simulator. 
This is equivalent to an inductor with inductance Leq 
given by       
 

 Leq = R1R2C3 ----------------------(2) 
 

From (2), it can be seen that by properly selecting 
values of the resistors R1, R2 and the capacitor C3, very 
large as well as very small values of inductance can be 
easily obtained. Clearly, the grounded inductance 
simulator is constructed. 
 

3.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MCCCII is implemented by three ICAD844s, 

three IC op-amps and five resistors. The proposed 
grounded inductor simulated was experimentally tested 
using R1=R2=1K, C3=1μF and AD844s, so this is 
equivalent to an inductor with Leq =1H. Then, this 
proposed grounded inductor simulated was used to 
replace the inductor of the RLC passive bandpass filter 
shown in the figure 4(a). The transfer function of the 
active filter has a biquadratic bandpass characteristic 
with 
 

in

out

v

v
= 

CLCR
ss

s
CR

eq

1
)

1
(

)
1

(

2 
----------  (3) 

the central frequency:  o = (
CLeq

1
)1/2 

the quality factor:   = R(
eqL

C
)1/2 

From the figure 4 (b), a biquadratic bandpass filter was 
constructed with R = 103, C =1μF and Leq=1H. The 
resonance frequency was monitored and measur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ductance value was calculat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theoretical value calculated using 
equation (2). 
  

 
 
 (a) The prototype passive RLC bandpass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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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andpass filter circuit used to test the inductor 

realized using circuit of Fig. 3. 
 
Fig.4  (a) The prototype passive RLC bandpass filter. 

(b) Bandpass filter circuit used to test the 
inductor. realized using circuit of Fig. 3. 

 
The figure 5 (a) and (b) show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for the gain and phase responses. They showed 
a good agreement between theoretical calculations and 
practical measurement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correlated with the measured results with few errors 
which due to the errors of the use of passive elements. 
  

 
(a) The gain response curve of the banspass filter using 

simulated inductor. 
 

 
(b) The phase response curve of the banspass filter 

using simulated inductor. 
Fig.5  (a): The gain response curve of the banspass 

filter using simulated inductor. 

(b): The phase response curve of the banspass 
filter using simulated inductor. 

*: Experimental result for banspass gain. 
+: Experimental result for bandpass phase. 

             —: Ideal curve. 

4.  CONCLUSION 
The realization of grounded inductor using two 

MCCCIIs, a grounded capacitor and two grounded 
resistors has been proposed. A proper selection of the 
values of the resistors and capacitor, of the figure 2, 
can yield very large as well as very small of simulated 
inductances. The advantages of designing active filters 
by simulating the inductors of a passive LCR 
realization of the filter include low component 
sensitivities and the ability to utilize the extensive 
knowledge of LCR filter design. Meanwhile, these 
filters are suitable for monolithic implementation. 
Finally, the experimental grounded inductors results of 
a LCR bandpass passive filter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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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健康 APP管理系統之研製 

 
 

 

摘要 
隨著人們忙碌於工作和事業的發展，沒有

多餘的時間，而忽略自我健康照護。因此健康

狀況處於危險的狀態。為了緩解這一項問題，

本論文提出自我健康照護系統利用智慧型手

機應用程式和雲端計算技術主要用於記錄和

監控健康狀態。本論文將說明雲端健康 APP 管

理系統之研製並展示所發展的系統。 

關鍵詞：Android、雲端運算、醫療健康管理 
 

Abstract 
As people are busy in work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have little time, if not 

neglected, to take good care of their health. 

Consequently, health condition is put into a 

dangerous state. To relieve the problem, a self-

management health care system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here an APP on smart phones with 

cloud technology is developed to record and 

monitor the healthy con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posed health care 

system is presented where demonstrations are 

given as well. 

Keywords: Android、Cloud Computing 、

Health Care Management、 

 

1. 前言 
隨著生活步調加快，每天都需要和時間賽

跑，民眾生活作息不正常和缺乏適度的運動，

而且又無多餘的時間能夠關心自己的健康狀

況，導致民眾的身體健康亮起紅燈，定期的管

理及檢查自己的健康狀況成為目前重要的議

題。 

近年來，人們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比率大大

提升，根據市場調查機構國際數據資訊公司 

(IDC)調查資料顯示，Android 智慧型手機市場

占有率達到 81.5%，比較去年成長 2.8%，手機

的便利性和多樣化也慢慢的改變民眾的生活

習慣[1]。 

隨著慢性病盛行率節節升高，醫療服務逐

漸轉為以慢性疾病治療為主，因此如何能達到

提早預防與治療成為重要的議題。目前常見的

慢性病包括 :高血壓 (Hypertension)、高血糖

(Hyperglycemia)和高血脂(Hyperlipidemia)，患

者雖然在一般的狀況下不會影響生活，一旦發

病就有可能造成生命與經濟等方面的危害[2-

5]。 

現在的遠距健康照護系統中的遠距病人監

測系統(Remote Patient Monitoring)，主要是提

供慢性病患者或一般民眾能夠在家中或公共

場合進行生理資訊的量測與自我健康管理，將

病患對於自我健康管理從被動轉為主動，進而

提升病患對於自我健康的危機意識、醫病關係

和醫療品質[6, 7]。 

因為手機的普及化及遠距健康照護之發展

趨勢，本論文將提出一個雲端健康 APP 館管理

系統，其考量因素如下: (i) 民眾能夠養成每天

按時量測生理資訊的習慣，關心自己的健康狀

態;(ii) 排除紙張記錄的不便性;(iii) 達到即時

觀察自身的健康狀況;(iv)簡易的即時健康分析。 

 

2. 架構分析 
雲端健康 APP 管理系統可以讓使用者量

測生理資訊資之後，將資料上傳至雲端伺服器，

使用者可以透過 APP 讀取和管理每日生理資

訊，達到提升使用者健康自我管理的能力。 

雲端健康 APP 管理系統因受限於設備因

素，目前只實施定點生理資訊量測，例如:公司、

醫院、家庭、養護中心等做為應用場域。 
 

2.1 系統架構 

本論文提出之雲端健康 APP 管理系統，概

分為三個部分:硬體設備、雲端伺服器、APP使

用者，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使用者將 RFID 卡放置於 NFC 讀取器，完

成身分驗證後。使用量測設備後，透過無線閘

道器，將相關資訊上傳至雲端服務器對應資料

庫，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或平版等行動裝置，

觀察使用者每日數值的起伏變化和簡單的評

估目前的健康狀況，讓使用者了解目前的健康

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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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傳輸體重計 無線傳輸耳溫
槍

無線傳輸血壓機 無線傳輸血
糖機

無線傳輸計步器

APP使用者

雲端伺服器

無線閘道器

NFC身份辨識

硬體設備

雲端伺服器

APP使用者

 

圖 1 雲端健康 APP管理系統架構圖 

                         

2.2 APP 系統架構 

APP 使用者端之系統架構如圖 2 所示。開

啟系統時會進行會員的登入驗證，當系統驗證

成功時，立即登入功能頁面，使用者可依狀況

所需做選擇，其功能分為:即時資訊，資訊瀏覽，

健康分析，緊急通知。可以讓使用者隨時隨地

的關心自己身體的健康狀態，系統提供簡單的

健康分析，幫助使用者對於自己的身體狀況更

加了解。各細部之功能與流程圖分別如下: 
  

會員登入系統

資訊瀏覽 緊急通知健康分析
即時資訊

身體
質量
指標

基礎
代謝

血壓
分析

血糖
分析 燃脂

運動
心率

 

圖 2. 雲端健康 APP管理系統 APP端架構圖 

 

 

2.2.1 會員登入系統 

 APP 會員登入之流程分析如圖 3 所示。當

系統登入時，使用者需要輸入帳號密碼，程式

會透過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前往 MS-SQL

資料庫驗證使用者資料的存在性，當使用者的

資料為存在時，即可登入系統。若帳號或密碼

不存在則會顯示”登入失敗”並讓使用者重

新輸入帳號密碼。 
 

開始系統

輸入
“帳號”

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MS-SQL資料庫

帳號和密碼是否存
在 ?

登入健康照護平台

結束系統

是

否

輸入
“密碼”

 
圖 3.  APP會員登入流程圖 

 

2.2.2 即時資訊 

 APP 即時資訊之流程分析如圖 4 所示。當

系統登入時，透過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前

往 MS-SQL 資料將使用者資料、血壓、血糖、

體重、耳溫、計步數據、計步分析最新生理資

訊顯示在畫面。如果選擇資料更新，會再度透

過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前往 MS-SQL 資料

重新讀取資料，畫面上的生理資訊會再度進行

更新。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229



開始系統

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MS-SQL資料庫

血壓 血糖 體重 耳溫 計步數據 計步分析使用者資料

顯示於畫面

最新資料更
新 ?

是

結束系統

否

 

圖 4.  APP即時資訊流程 

2.2.3 資訊瀏覽 

 APP 資訊瀏覽之流程分析如圖 5 所示。當

系統登入時，依照使用者需求選擇，顯示相對

應的畫面，透過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前往

MS-SQL 資料庫將歷史生理資訊顯示在畫面上。

依照 Tab 分頁標籤不同的選擇，會有不同顯示

方式，分別是: Listview列表模式和圖表模式(折

線圖)，讓使用者可以透過不同方式更加瞭解自

身健康的每日變化。 
 

開始系統

MS-SQL資料庫

血壓 血糖 體重 耳溫 計步數據 計步分析

依照需求選擇對應的頁面

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以折線圖方式顯示
於畫面

結束系統

以ListView方式顯
示於畫面

 
圖 5.  APP資訊瀏覽流程 

2.2.4 健康分析 

APP 健康分析，其分為五部分:身體質量指

標、基礎代謝，血壓分析、血糖分析、燃脂運

動心率。各部分之功能與流程圖分別說明如下: 
 
A.身體質量指標 

 APP身體質量指標之流程分析如圖 6所示。

當系統登入時，透過雲端伺服器Web Service前

往MS-SQL資料庫將使用者資料中的身高和體

重顯示於畫面上，並進行身體質量指標(BMI)的

計算，判斷之身體質量指標分類如表 1，計算

公式如下: 

𝐵𝑀𝐼 =
1.3×𝑊

𝐻2.5             (1) 

其中 W代表體重(公斤)，H代表身高(公尺)。 
 

表 1. 身體質量指標分類表 

成人 BMI定義 
身體質量指數

(BMI) 

體重過輕 𝐵𝑀𝐼 < 18.5 

健康體位 18.5 ≤ 𝐵𝑀𝐼 < 24 

體位異常 

過重 24 ≤ 𝐵𝑀𝐼 < 27 

輕度肥胖 27 ≤ 𝐵𝑀𝐼 < 30 

中度肥胖 30 ≤ 𝐵𝑀𝐼 < 35 

重度肥胖 𝐵𝑀𝐼 ≥ 35 

 

使用者資料

進行身體質量指
標分析 ?

是

結束系統

否

開始系統

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MS-SQL資料庫

體重

分析結果顯示於畫面

 
圖 6. 身體質量指標分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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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基礎代謝 

APP 基礎代謝之流程分析如圖 7 所示。當

系統登入時，依照使用者需求選擇，顯是相對

應的畫面，透過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前往

MS-SQL 資料庫將使用者資料中的身高和體重，

接下來輸入使用者的年齡，即可計算出基礎代

謝率(BMR)，可以讓使用者了解每天至少需要

消耗多少熱量，計算公式如下: 

𝐵𝑀𝑅_男 = (13.7 × 𝑊) + (5.0 × 𝐻) − (6.8 ×

𝑌) + 66                              (2) 

𝐵𝑀𝑅_女 = (9.6 × 𝑊) + (1.8 × 𝐻) − (4.7 ×

Y) + 655                             (3) 

其中 W代表體重(公斤)，H代表身高(公尺)，Y

代表年齡(歲)。 

使用者資料

進行基礎代謝分
析 ?

是

結束系統

否

開始系統

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MS-SQL資料庫

體重

分析結果顯示於
畫面

輸入
“年齡”

 
圖 7. 基礎代謝流程圖 

 

C.血壓分析 

APP 血壓分析之流程分析如圖 8 所示。當

系統登入時，透過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前

往 MS-SQL資料庫將血壓顯示於畫面上，並進

行血壓分析，讓使用者了解目前血壓狀況，進

而調整自己的飲食生活習慣。判斷之高血壓分

類如表 1。 

 

 

 

 

 

 

 

表 2. 高血壓分類表 

分類 收縮壓 

(mm Hg) 

舒張壓 

(mm Hg) 

低血壓 < 90 <60 

正常血壓 <120 <80 

輕度高血壓 120-139 80-89 

中度高血壓 140-159 90-99 

重度高血壓 >160  >100 

 

血壓分析 ?

是

結束系統

否

開始系統

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MS-SQL資料
庫

血壓

分析結果顯示於
畫面

 
圖 8. 血壓分析流程 

 

D.血糖分析 

 APP 血糖分析之流程分析如圖 9 所示。當

系統登入時，透過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前

往 MS-SQL資料庫將血糖顯示於畫面上，並請

使用者選擇數據是在飯前量測還是飯後量測，

並進行血糖分析，分析結果會依照使用者的狀

況顯示正常血糖和糖尿病，讓使用者了解目前

身體狀況，讓使用者能對糖分的攝取量做穩定

的控管。 

若血糖為飯前量測，其判定方式如下: 

A.  B<100 判定為正常血糖 ; 

B.  B≥100 判定為高血糖; 

其中 B 代表血糖(mg／dL)。 

若血糖為飯後量測，其判定方式如下: 

A.  B<110 判定為正常血糖 ; 

B.  B≥110 判定為高血糖; 

其中 B代表血糖(mg／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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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血糖分析 ?

是

結束系統

否

開始系統

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MS-SQL資料
庫

血糖

分析結果顯示於
畫面

選擇飯前 選擇飯後

 
圖 9. 血糖分析流程 

 

E.燃脂運動心率分析 

APP 燃脂運動心率分析之流程分析如圖

10所示。當系統登入時，透過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前往 MS-SQL 資料庫將心率顯示於畫

面上，並進行燃脂運動心率計算，計算公式如

下: 

𝐻𝑅𝐿 = (220 − 𝐴𝑔𝑒) × 60%     (4) 

𝐻𝑅𝑈 = (220 − 𝐴𝑔𝑒) × 80%     (5) 

其中𝐻𝑅𝐿代表燃脂運動心率的下限值，𝐻𝑅𝑈代

表燃脂運動心率的上限值。 

若𝐻𝑅𝐿 ≤心率≤ 𝐻𝑅𝑈則運動達到燃脂的效果。 
 

進行燃脂運動心
率分析 ?

是

結束系統

否

開始系統

雲端伺服器
Web Service

MS-SQL資料
庫

心率

分析結果顯示於
畫面

輸入
“年齡”

 
圖 10. 燃脂運動心率流程 

 

2.3 APP緊急通知流程分析 

APP 緊急通知之流程分析如圖 11所示。當

系統登入時，會先彈出提醒視窗提醒使用者一

些注意事項，當使用者輸入電話後，如果有開

啟定位，系統將會把定位資訊顯示畫面上。當

使用者選擇撥打電話功能之後，會讀取電話號

碼後進行電話撥打。當使用者選擇發送簡訊功

能後，會讀取電話和定位資訊，將定位資訊發

送出去。 
 

發送

結束系統

不發送

開始系統

輸入緊急
聯絡人電
話

提醒視窗

開啟定位
將資訊顯示於畫面

撥出電話 ?

發送簡訊 ?

撥出

不撥出

讀取緊急聯絡人電話後撥出
電話

讀取緊急聯絡人電話和定位
資訊後發送簡訊

 
圖 11. 緊急通知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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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實作與成果 
 

3.1 實驗環境 

由於本研究利用 Eclipse 搭配 Web Service

與 MS-SQL 建立的雲端健康 APP 管理系統，

因此將實驗環境分成軟體和硬體兩個部分作

為開發，相關內容如下: 
 

A. 軟體描述 

軟體環境相關內容如下: 

(A)作業平台: Android 4.4.2 

(B)資料庫系統: MS-SQL資料庫 

(C)程式語言: Java, c# 

(D)開發平台 : Android Studio 和 Visual 

Studio 2015 
 
B.硬體規格 

硬體規格相關內容如下: 

(A)裝置: Asus Padfone Mini 4.3 

(B)核心版本 :3.10.20 android@mec9 # 1 

Thu Dec 4 14:45:55 CST 2014 

(C)記憶體規格: 8GB 
 

3.2 實驗結果展示 

本章節將雲端健康 APP管理系統進行模擬

測試，將生理資訊上傳、會員登入、即時資訊、

資訊瀏覽、身體質量指標(BMI)分析，基礎代謝、

血壓分析、血糖分析、燃脂運動心率、緊急通

知功能作完整的結果展示。 
 

3.2.1生理資訊上傳 

生理資訊上傳之功能驗證如圖 11所示，其

執行說明如下: 

使用者運用RFID卡放置於NFC讀取器上

進行身分驗證，當驗證成功後，利用設備做生

理資訊量測，動作完成後，資料自動傳送到資

料庫，省去使用者記錄生理資訊的時間。 
  

RFID卡驗證
設備量測

資料上傳 資料庫   
圖 12. 生理資訊上傳 

 

3.2.2會員登入 

 APP 會員登入之功能驗證如圖 12所示。 

輸入帳號和密碼之後就能登入系統，如果選擇

儲存登入狀態，系統會自動記錄您的帳號密碼，

下次登入會自動填入帳號和密碼，減少使用再

次使用的時間。 
 

 
圖 13. 會員登入 

 

3.2.3 即時資訊 

 APP 即時資訊之功能驗證如圖 13所示。 

若使用者通過系統登入之後，左上角會顯示使

用者的基本資料，而頁面會呈現所有生理資訊

的最新一筆資料。當上傳新的生理資訊之後，

依照使用者的需求可以將生理資訊作立即性

的更新。 
  

 
圖 14. 即時資訊 

 

3.2.4資訊瀏覽 

APP 資訊瀏覽之功能驗證如圖 14所

示。依照使用者當前的需要選擇要查看的數

據，將歷史資訊以 Listview列表的方式顯示

於畫面上，可以觀看每一天的生理資訊量測

記錄。切換成圖表模式，數據會以折線圖的

方式顯示於畫面上，讓使用者透過變化更了

解自我健康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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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資訊瀏覽 

3.2.健康分析 

 健康分析功能主要目標為使用者的健康做

簡易的分析，各細部之功能驗證分別如下: 
 

A.身體質量指標分析 

APP 身體質量指標之功能驗證如圖 15 所

示。系統會自動讀取資料庫的使用者資料和體

重資料，免去使用者手動輸入的時間，減少不

必要的浪費，當按下按鈕時，系統會自動幫您

做運算，並將結果顯示於畫面上。過高的 BMI

會對身體造成傷害，罹患特定疾病也大福的提

高，所以有效的控制 BMI 是非常重要。 
  

 
圖 16. 身體質量指標分析 

 
B. 基礎代謝 

 APP 基礎代謝之功能驗證如圖 16 所示。

系統會自動讀取資料庫的使用者資料和體重

資料，免去使用者手動輸入的時間，減少不必

要的浪費，當按下按鈕時，系統會自動幫您做

運算，並將結果顯示於畫面上，不僅能幫您算

出基礎代謝量(躺著不動一整天)，還能幫您算

出其他運動類型(輕度活動和中度運動..等運動

類型)所消耗的熱量，能幫助使用者有效的控制

體重及達到減重的目標。 
 

 
圖 17. 基礎代謝 

 

C.血壓分析 

 APP 血壓分析之功能驗證如圖 17所示。 

系統會自動讀取使用者最新一筆血壓的生理

資訊做為分析，當按下按鈕之後，系統經過分

析之後，將分析結果顯示於畫面上。高血壓是

目前國人最常見的慢性病之一，與其他併發症

產生關聯，持續性的量測血壓，能有效達到預

防和控制高血壓的目標。 
  

 
圖 18. 血壓分析 

 

D.血糖分析 

 APP 血糖分析之功能驗證如圖 18 所示。

在登入系統之後，系統會自動讀取資料庫最新

一筆血糖資料做為分析，當使用者按下按鈕進

行分析後，系統會將結果顯示於畫面上。高血

糖的狀態下，容易造成糖尿病，會破壞全身血

管之內皮細胞，進而損害器官的功能，引發其

他併發症，對健康造成非常大的危害。所以持

續性的量測和觀察自己的血糖，可以讓使用者

對自己飲食和生活習慣做調整，有效地控制血

糖，達到健康生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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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血糖分析 

 

E.燃脂運動心率 

 APP 燃脂運動心率之功能驗證如圖 19 所

示。系統從資料庫自動讀取使用者最新一筆心

率生理資訊做為分析，當按下分析按鈕後，系

統會針對心率生理資訊做分析，並將結果顯示

於畫面上。燃脂運動心率可以幫助使用者找到

適合有效的燃脂區間，提醒使用者在每一次運

動都能保持在範圍內，更有效率的達到瘦身的

標準。 
  

 
圖 20. 燃脂運動心率 

 

3.2.9緊急通知 

 APP 緊急通知之功能驗證如圖 20 所示。

當定位開啟時，系統會自動幫使用者抓曲目前

位置的定位資訊。當使用輸入完電話號碼後，

會目前位置的定位資訊以簡訊的方式發送出

去。接收方收到訊息之後，可以透過訊息開啟

GoogleMap 找尋位置和進行路線規劃，幫助接

收方快速找到使用者。病患在生活上會遇到許

多的突發狀況，本功能可以提供給使用者快速

求救，達到及時救援的目標。 
 

 
圖 21. 緊急通知 

 

4. 結論 
本研究已經成功設計雲端健康 APP 管理

系統。對於忙碌的生活步調，病需要更佳的注

意自己的健康狀況，本系統達到可以輕鬆的量

測與管理使用者的生理資訊，方便使用者控管

自身的健康狀況，進而對自己的健康產生危機

意識。為了讓使用者有更多的便利性，因此未

來的方向可以針對語音控制與 Google Places 

API 進行結合，可以為使用者帶來更多的便利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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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case of "RFID supported 
domino sound toy", elaborate members via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cation and promote 
the understand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limitations and conceptual adaptation. 
Sound beam which applied in visual 
impaired children shows that students could 
not notice the position of sound beam. It 
caused deviation out of the ultrasound area. 
RFID can also be used in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object finding and personal living 
support. In order to facilitate appropriate use 
for visually impaired, efforts still need to 
simplifying the product structure, operation 
interface and reducing cost. Through the 
proper choice of technical and design factors, 
RFID technology will be helpful during 
learning process for visually impaired 
children. 
Keywords: RFID, sound, concept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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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低位元藏匿法(以下簡稱 LSB)與像素差

值藏匿法(以下簡稱 PVD)是常見的不可逆資

訊隱藏法，兩者都具有高藏入量與低失真度

的優點。LSB是利用最低位元藏入機密訊息，

缺點是易於被偵測導致安全性不佳。PVD 則

是利用相鄰像素差值所屬的量化區間決定藏

入機密訊息的長度，在邊緣區嵌入較平坦區

更多的機密訊息，缺點是一般影像平坦區居

多導致藏入量無法提昇。基於以上的原則，

許多學者提出將兩者結合的資訊隱藏方法。

本研究提出 LSB+n PVD 的資訊隱藏方式。其

中 PVD 方法主要是使用 Hsiao 與 Chang 學者

改良 PVD 的方法，並比較 Khodaei 與 Faez

學者以及 Gulve 與 Joshi 學者的方法。實驗結

果顯示本研究的方法在影像品質符合人類視

覺系統敏感度的情況下具有高藏入量。 

關鍵詞：不可逆資訊隱藏法、最低位元藏匿法、

像素差值藏匿法、人類視覺系統。 

 

Abstract 
 

The LSB(Least-Significant-Bit) 

substitution method and  the 

PVD(Pixel-Value-Differencing) method are 

popular irreversible data hiding methods. 

Both methods have high payload and low 

distortion. The LSB substitution method 

embeds the secret message by replacing 

rightmost LSBs. The disadvantage of the 

LSB substitution method is that it can be 

detected by RS-Analysis easily if it uses too 

many rightmost LSBs. The PVD method 

determines the length of the embedding 

secret message by which range table of the 

difference value of two neighboring pixels is 

belongs to and it embeds more secret 

message in the edge area than the smooth 

area. In general, most part of an image is 

located in the smooth area, so it can't 

increase the payload. Many researchers have 

studied the related works by combining the 

LSB substitution method and the PVD 

method. 

In this study, we propose a LSB+nPVD 

data hiding method. We use an improved 

PVD method which is proposed by Shiao and 

Chang. In addition, we compare with 

Khodaei and Faez's study and Gulve and 

Joshi's study.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has higher payload 

with acceptable imperceptibility under the 

human vision system. 

Keywords: Irreversible data hiding, LSB 

substitution method, PVD method. 

 

1. 前言 
資訊隱藏是指傳送方將機密訊息藏匿於掩

蔽媒體中，讓非法人士無法察覺機密訊息的存

在，以避免被攔截、竄改或破解。資訊隱藏包

括了可逆式資訊隱藏與不可逆式資訊隱藏。可

逆式資訊隱藏在接收方接收到已藏入機密訊

息的偽裝影像後，可以取出機密訊息並還原原

始影像；不可逆式資訊隱藏在接收方取出機密

訊息後無法還原原始影像。 

不可逆式資訊隱藏方法中又以 LSB 與

PVD 方法[5]最著名。LSB 方法的藏入方法是

將機密訊息取代最低位元，所以取出時可以直

接利用最低位元取出。PVD 方法是將掩蔽影像

兩兩像素一組並計算其差值，由量化區間表決

定可藏入的機密訊息長度。由於藏入時的變化

量將由兩個像素值均攤，所以可以減少失真程

度，有助於提昇偽裝影像的品質。 

近年來，許多的學者也相繼提出了 PVD 方

法的改良 [1,4,6-7]。例如： Wu等學者(2005)[6]，

以及Yang等學者(2010) [7]均提出針對 PVD方

法 中 差 值 較 小 的 部 份 利 用 LSB 方 法

(Least-Significant-Bit，以下簡稱 LSB)提高藏入

量。Khodaei 與 Faez (2011)[4]將像素改良成 1×

3 個為一組，使用 LSB+2PVD 的方法藏匿機密

訊息。另外， Gulve 與 Joshi (2015)[1]將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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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成 2×3 個像素值為一組，使用 LSB+5 PVD

的方法藏匿機密訊息。Hsiao 和 Chang(2011) 

[2-3]提出改良 PVD 的方法使 PVD 方法可以藏

入更多的機密訊息。 

本研究探討LSB+nPVD的資訊隱藏方法。

藉由 Hsiao 和 Chang 的改良 PVD 方法， 在影

像品質符合人類視覺系統敏感度的情況下具

有較高的藏入量。 

 

2. 文獻探討 

2.1 Wu 和 Tsai 學者的 PVD 方法 

Wu 和 Tsai 在 2003 年提出 PVD 藏方法，

將掩蔽影像中的像素兩兩一組，每組中有兩個

像素值 pi與 pi+1，pi[0,255]，pi+1[0,255]，計

算其差值 d＝|pi–pi+1|，d[0,255]，則依量化區

間 Rn的定義估計藏入機密訊息的長度。其中量

化區間 Rn＝[ln,un]，ln,表示該量化區間的下界，

un表示為該量化區間的上界。 

藏入機密訊息的過程如下：首先計算出一

組像素(pi,pi+1)的差值 d＝|pi–pi+1|，對照量化區

間 Rn，找出 dRn＝[ln,un]。則藏入機密訊息的

長度 t＝log2|Rn|，其中|Rn|表示 Rn區間的長度。

取長度為 t 的機密訊息，並將其從二進制轉為

十進制 s。舉例來說，若 t＝4，且機密訊息為

0110…，則取長度為 4 的機密訊息為(0110)2＝

(6)10，得到 s＝6。由(1)式計算新的像素差值 d'，

以及 m＝d'–(pi+1–pi)。 

1

1

if 0

( ) if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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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i i

l s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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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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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2)式，利用m將d'平均分攤給(pi,pi+1)，

得到偽裝像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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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取出機密訊息的過程如下：首先計算出一

組偽裝像素(p'i,p'i+1)的差值 d'＝|p'i–p'i+1|，再對

照量化區間 Rn，找出 d'Rn＝[ln,un]。計算出該

區間機密訊息的長度 t＝log2|Rn|，其中|Rn|表示

Rn區間的長度。最後，計算 s'＝d'–ln，再將 s'

轉換成長度為 t 的二進制數列 s，則 s 為該區塊

所藏入的機密訊息。 

 

2.2 Khodaei 和 Faez 的方法 

Khodaei和Faez在2012年提出LSB+2PVD 

的方法，將掩蔽影像中的像素依序劃分為 1×3

個像素為一區塊，分別利用 LSB 與 PVD 藏匿

法藏入機密訊息。由於藏入時分別有兩種不一

樣的藏匿法，且利用 PVD 藏匿法藏入的機密

訊息長度是由不同差值與量化區間表所設計，

所以透過此藏匿法藏匿的機密訊息也較不容

易被偵測與破解。 

 

 

圖一：每 1×3 個像素為一區塊(藏入前) 

 
藏入機密訊息的過程如下：首先將原始影

像每 1×3 個像素為一區塊，如圖一。像素值 p0

以 LSB 藏匿法藏入 k 位元的機密訊息 s0，將機

密訊息 s0藏入後，將像素值經過最佳化使得差

值最小，得到新的像素值 p'0。接著再以像素值

p1 與像素值 p2，分別計算出與新的像素值 p'0

的差值 d1＝|pi–p'0|、d2＝|p2–p'1|，對照量化區

間表，其中 Khodaei 和 Faez 將量化區間表劃分

成 R1＝[0,7]、R2＝[8,15]、R3＝[16,31]、R4＝

[32,63]、R5＝[64,255]，並將其分成兩種情況：

(1)R1、R2、R3屬於 lower-level，皆可藏入 3 位

元的機密訊息；R4、R5屬於 higher-level，皆可

藏入 4 位元的機密訊息；(2)R1、R2、R3、R4屬

於 lower-level，分別可藏入 3、3、4、5 位元的

機密訊息；R5屬於 higher-level，可藏入 6 位元

的機密訊息。接著利用量化區間表找出 d1 與

d2分別屬於哪個量化區間 Rn、該量化區間的最

小值 l1與 l2，以及分別可以藏入 t1與 t2位元的

機密訊息。取出 t1與 t2位元的機密訊息，並將

其轉成十進制 si1與 si2，求得新的像素差值 d'1

＝l1+sl 與 d'2＝l2+s2。接著求得 p''1＝p'0–d'1、

p'''1＝p'0＋d'1、p''2＝p'0–d'2、p'''2＝p'0＋d'2，最

後利用(3)式求得新的像素值 p'1、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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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取出機密訊息的過程如下：首先將一原始

影像每 1×3 個像素為一區塊，如圖二。像素值

p'0以 LSB 藏匿法取出 k 位元的機密訊息 s0，接
著再以像素值 p'1與像素值 p'2，分別計算出與

像素值 p'0的差值 d'1＝|p'1–p'0|、d'2＝|p'2–p'0|，

對照量化區間表，找出 d'1與 d'2分別屬於哪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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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區間 Rn、該量化區間的最小值 l1與 l2，以

及分別可以藏入 t1與 t2位元的機密訊息，接著

計算 s'l＝d'1–l1、s'2＝d'2–l2，最後分別將 s'l、

s'2 由十進制轉成二進制 sl、s2，取出機密訊息

sl、s2。 

 

 

圖二：每 1×3 個像素為一區塊(藏入後) 

 
Khodaei 和 Faez 所提出的方法有效的提升

了機密訊息的藏入量與維持影像品質，但其藏

入量卻因其量化區間的劃分與藏入時像素差

值 d 的計算提升效果卻相當有限。 

 

2.3 Gulve 和 Joshi 的方法 

Gulve 和 Joshi 在 2015 年提出 LSB+5PVD

方法，將掩蔽影像中的像素依序劃分為 2×3 個

像素為一區塊，並且在 PVD 藏匿法藏入過程

中對於藏入的機密訊息長度做調整，使得影像

品質有較明顯的提升。 

 

 

圖三：每 2×3 個像素為一區塊(藏入前) 

 
藏入機密訊息的過程如下：首先將原始影

像每 2×3 個像素為一區塊，如圖三。像素值 p0

以 LSB 藏匿法藏入 3 位元的機密訊息 s0，將機

密訊息 s0藏入後，將像素值經過最佳化使得差

值最小，得到新的像素值 p'0。接著再計算像素

值 pi 與像素值 p'0 的差值 di＝pi–p'0，求得|di|

所屬的量化區間 Ri,n以及可以藏入的位元 ti，接

著計算該區塊的平均可藏入的長度 avg＝

(t1+t2+t3+t4+t5)/5，計算像素差值 di 除以 2
avg

的餘數 dli，求得|dli|所屬的量化區間 Ri,n、其量

化區間Ri,n的最小值 li，以及可以藏入的位元 t'i，

分別取 t'i位元的機密訊息將其轉乘十進制 si，

利用(4)式求得新的像素差值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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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if 0

i i i i i

i

i i i i i

d dl l s d
d

d dl l s d

   
  

    
 (4) 

利用(5)式，我們可以分別求出每組像素值

(p'0,pi)藏入機密訊息後分別改變成(p''0,p''i) 

0 0( , ) ( / 2 , / 2 )

where

i i i i

i i i

p p p m p m

m d d

          

 
 (5) 

接著以|mi|最小的該組像素值中的 p''0為基

礎像素 p，將其他四組像素組的差值保持不變

將(p''0,p''i)改變為(p,p'i)，最後檢查 LSB(p,3)是

否等於 LSB(p'0,3)，其中 LSB(a,b)表示將 a 用

二進制表示後的末 b 碼，若相等則得到圖四的

結果；若不相等則將 LSB(p,3)調整成 LSB(p'0,3)，

並保持像素差值 d'i維持不變，調整像素值中的

p'i，得到圖四的結果。 

 

 

圖四：每 2×3 個像素為一區塊(藏入後) 

 

但若調整後的 6個像素值 p'i當中某個像素

值 p'i，-8p'i0，則所有像素值 p'i＝p'i+8；若

調整後的 6 個像素值 p'i當中某個像素值 p'i，

255p'i263，則所有像素值 p'i＝p'i–8；若調

整後還有像素值 p'i[0,255]，則此張掩蔽影像

則不適合用來藏入機密訊息。 

取出機密訊息的過程如下：首先將一原始

影像每 2×3 個像素為一區塊，如圖四。像素值

p'0以 LSB 藏匿法取出 3 位元的機密訊息 s0。

接著再計算像素值 p'i與像素值 p'0的差值 d'i＝

pi–p'0，求得|d'i|所屬的量化區間 Ri,n 以及可以

藏入的位元 ti，接著計算該區塊的平均可藏入

的長度 avg＝(t1+t2+t3+t4+t5)/5，計算像素差值

d'i除以 2
avg的餘數 dl'i，求得|dl'i|所屬的量化區

間 Ri,n、其量化區間 Ri,n的最小值 li，以及可以

藏入的位元 t'i，計算 s'i＝dl'i–li，最後分別將

s'i由十進制轉成二進制 si，取出機密訊息 si。 

Khodaei 和 Faez 所提出的改良方法因為其

藏入時的特性，對於任意掩蔽影像藏入機密訊

息藏入量都趨近一致，藏入量的提升也是有限

的，但也因此影像品值相對來說維持的較好。

但是在調整後有可能無法令所有的像素值皆

屬於 0 到 255 之間，進而導致該張掩蔽影像不

適合用來藏入機密訊息，所以也使得能夠使用

該方法藏匿機密訊息的掩蔽影像減少許多。 

 

2.4 Hsiao 和 Chang 的方法 

Hsiao和Chang在 2011年提出改良的 PVD

方法，在每個區塊中機密訊息至少能藏 1位元，

在原本計算像素差值 d ，改變為 d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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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
+b(s,n)10–al，其中 n＝1、2、…、7；b(s,n)10

表示將 n位元的機密訊息由二進制轉成十進制

的值；al 使得每個區塊中機密訊息長度至少

log2al 位元且 al 必須為 2 的次方數。在從偽裝

影像取出機密訊息時，計算像素差值|d'|＝|d
n
|

＝2
n
+b(s,n)10–al，其中 n＝ log2(|d'|+al)＝

log2(2
n
+b(s,n)10)；b(s,n)10＝|d'|+ al–2

n。 

本研究中， n 為當使用像素差值 d
n時，偽

裝影像與掩蔽影像中的像素值的變化是最小，

以利增加藏入量與維持影像品質。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提出 LSB+n PVD的資訊隱藏方式，

在影像品質符合人類視覺系統敏感度的情況

下具有高藏入量。主要是使用 Hsiao 和 Chang

的改良的 PVD 方法，並比較 Khodaei 與 Faez

以及Gulve與 Joshi的方法。以下所使用的 PVD

方法皆為 Hsiao 和 Chang 的改良的 PVD 方

法。 

 

3.1 區塊劃分 

PVD 方法是將掩蔽影像中的像素依序劃

分為 1×2 個像素值為一區塊，本研究將分別討

論 1×2、1×3、2×2、2×3、3×3 個像素值為一區

塊(如圖五所示)，在藏匿機密訊息時，我們會

將每個區塊中分為以 LSB 方法藏匿與以 PVD

方法藏匿兩個部份，如圖五中灰色區塊像素值

p0，我們將以 LSB 藏匿法藏匿 k 位元的機密訊

息，其餘白色區塊像素值 pi將以 p0藏匿機密訊

息後的像素值 p'0為參考像素值，利用 PVD 方

法藏匿機密訊息。 

 

 

圖五：每 m×n 個像素為一區塊 

 
也就是說在圖五中，(a)是以 1×2 個像素值

為一區塊，並且在一區塊中以 1 個 LSB、1 個

PVD 藏匿法做藏匿；(b)是以 1×3 個像素值為一

區塊，並且在一區塊中以 1 個 LSB、2 個 PVD

藏匿法做藏匿；(c)是以 2×2個像素值為一區塊，

並且在一區塊中以 1 個 LSB、3 個 PVD 藏匿法

做藏匿；(d)是以 2×3 個像素值為一區塊，並且

在一區塊中以 1 個 LSB、5 個 PVD 藏匿法做藏

匿；(e)是以 3×3 個像素值為一區塊，並且在一

區塊中以 1 個 LSB、8 個 PVD 藏匿法做藏匿。 

 

3.2 藏匿過程 

首先將原始影像每 m×n 個像素為一區塊，

如圖五所示，共有五種討論方案。像素值 p0

以 LSB 藏匿法藏入 k1位元的機密訊息 s0，將機

密 訊 息 s0 藏 入 後 ， 得 到 像 素 值
1

0 0 0 0 1 0m o d ( , 2 ) ( )
kp p p s    ，利用(6)式經過最

佳化使得差值最小，得到新的像素值 p'0。 

1 1

1 1

1

0 0 0

1

0 0 0 0

0

2 ,if 2

2 ,if 2

,otherwise

k k

k k

p p p

p p p p

p





     


     
 


 (6) 

接著取像素值 pi、像素值 p'0，以 PVD 藏

匿法至少藏 k2位元機密訊息藏匿，利用(7)式計

算 Pi,n,1 與 Pi,n,2，其中 n＝1、2、…、7，其中

secret(n)表示取 n 位元的機密訊息轉為十進

制。 

2

2

, ,1 0

, ,2 0

(2 secret( ) 2 )

(2 secret( ) 2 )

kn

i n

kn

i n

P p n

P p n

   

   
 (7) 

利用(8)式計算 Pi,n，其中 n＝1,2,…,7。 

, ,1 , ,1 , ,2

, , ,1

, ,2

,if | | | |

and 0 255

,otherwise

i n i n i i n i

i n i n

i n

P P p P p

P P

P

   


  



 (8) 

最後計算每個 Pi,n的改變量Di,n＝|Pi,n–pi|，

找出Di,n的最小值 , ,min{ 1,2, ,7}i x i nD D n  ，

則新的像素值 p'i＝Pi,x，且藏入的機密訊息 si

＝secret(x)。 

 

3.3 取出過程 

首先將原始影像每 m×n 個像素為一區塊，

如(圖五所示，共有五種討論方案)，像素值 p0

以 LSB藏匿法取出 k1位元的機密訊息 s0，如(9)

式所示。 

 1

0 0
2

mod( ,2 )
ks p  (9) 

接著利用像素值 p'i、像素值 p'0，取出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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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
2( 2 )it

i is d  ，其中 2

0| | 2
k

i id p p     ，ti

＝log2(d'i)。 

 

4. 實驗結果 
在這個段落，將本研究方法分別使用本研

究方法中的以 1×3 個像素值為一區塊(圖五中

的(b))與 Khodaei 和 Faez 所提出的方法比較、

討論；以及使用本研究方法中的以 2×3 個像素

值為一區塊(圖五中的(d))與Gulve和 Joshi所提

出的方法做比較。 

本研究選用 SIPI 影像資料庫的 Tiffany、

Baboon、Lena、Jet、Scene、Peppers 六張標準

影像作為原始影像(如圖六)並使用(10)式中的

PSNR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做為影像品

質評比的依據。 
2

10

255
PSNR=10 log (dB)

MSE


 
(10) 

其中 MSE 定義如(11)式。 

2

, ,

1

1
MSE = ( )

w h

i j i j

i i j

x x
w h  





 
(11) 

其中w與 h分別代表影像的長與寬， ,i jx 與

,i jx 分別代表掩蔽影像與偽裝影像第 i列第 j行

的像素值。 

 

 
圖六：原始影像 

 

4.1 與 Khodaei 和 Faez 方法的比較 

本研究與Khodaei和 Faez方法的主要差異

在於使用 PVD 藏匿法藏匿機密訊息時，本研

究所藏匿的機密訊息長度是變動的；而

Khodaei 和 Faez兩位學者的方法則是將量化區

間表劃分成R1＝[0,7]、R2＝[8,15]、R3＝[16,31]、

R4＝[32,63]、R5＝[64,255]，並將其分成 Type 1

與 Type 2 兩種情況，Type 1：R1、R2、R3屬於

lower-level，皆可藏入 3 位元的機密訊息；R4、

R5屬於 higher-level，皆可藏入 4 位元的機密訊

息；Type 2：R1、R2、R3、R4屬於 lower-level，

分別可藏入 3、3、4、5 位元的機密訊息；R5

屬於 higher-level，可藏入 6 位元的機密訊息。 

表 I 是由本研究中的以 1×3 個像素值為一

區塊 (圖五中的 (b))且 k1＝ 3， k2＝ 3(簡稱

LSB(3)+2PVD(3))時，與 Khodaei 和 Faez 的方

法中 k＝3 時 Type 1 與 Type 2 兩種情況的藏入

量與影像品質比較表，由表 I 可以發現到本研

究方法的藏入量高於Khodaei和 Faez的方法約

16,000~100,000 位元，並且影像品質能與

Khodaei和 Faez方法的 Type 2相差不多，PSNR

值皆能保持在 34dB 以上，圖七為本研究方法

藏匿機密訊息後的偽裝影像。 

 

 
圖七：LSB(3)+2PVD(3)藏匿訊息後的偽裝影像 

 
 

表 I 

本研究與[4]的比較 

 

[4] 

k=3，type 1 

[4] 

k=3，type 2 
Our 

LSB(3)+2PVD(3) 

Capacity(bit) PSNR(dB) Capacity(bit) PSNR(dB) Capacity(bit) PSNR(dB) 

Tiffany 790,253 38.33 806,847 37.79 826,404 37.55 

Baboon 810,126 36.72 886,516 36.29 913,961 34.46 

Lena 791,253 38.18 809,966 37.63 835,506 37.48 

Jet 792,617 38.05 809,262 37.53 825,753 37.19 

Scene - - - - 861,770 36.39 

Peppers 789,989 38.35 802,228 37.97 835,700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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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與 Gulve 和 Joshi 方法的比較 

本研究與Gulve和 Joshi方法的主要差異在

於使用 PVD 藏匿法藏匿機密訊息時，本研究

方法所藏匿的機密訊息長度是變動的；而

Gulve和 Joshi的方法則是由每個區塊中的平均

藏入量決定每組像素值利用 PVD 藏匿機密訊

息的長度，且 Gulve 和 Joshi 的方法因為藏入

機密訊息且調整後有可能導致該張掩蔽影像

不適合用來藏入機密訊息，所以本研究方法將

挑選 SIPI 影像資料庫中可以與其比較的五張

掩蔽影像(Baboon、Lena、Peppers、Boat、Elaine)

作為實驗數據的比較。 

 
表 II 

本研究與[1]的比較 

 

[1] 
Our 

LSB(3)+5PVD(3) 

Capacity 

(bit) 

PSNR 

(dB) 

Capacity 

(bit) 

PSNR 

(dB) 

Baboon 784,216 41.00 974,432 32.01 

Lena 780,544 41.53 847,220 36.88 

Peppers 780,608 41.50 850,289 36.27 

Boat 762,720 41.32 880,661  35.39  

Elaine 762,000 41.41 865,758  37.07  

 
表 II是由本研究中的以 2×3個像素值為一

區塊 (圖五中的 (b))且 k1＝ 3， k2＝ 3(簡稱

LSB(3)+5PVD(3))時，與 Gulve 和 Joshi 的方法

的藏入量與影像品質比較表，由表 II 可以發現

到本研究方法的藏入量高於 Gulve 和 Joshi 兩

位學者的方法約 60,000~200,000 位元，但因藏

入量提升了許多，所以影像品質皆下降了

4.34~8.99 dB，不過本研究的 PSNR 值依然可以

保持在 32dB 以上，仍滿足人類視覺敏感度的

要求(大於 30dB)。圖八為本研究藏匿機密訊息

後的偽裝影像。 

 

 
圖八：LSB(3)+5PVD(3)藏匿訊息後的偽裝影像 

 

4.3 五種區塊劃分法比較 

在表 I 與表 II 中，本研究方法藏入量皆都

高於[1]、[4]16,000~200,000 位元，並且品質仍

滿足人類視覺敏感度 (大於 30dB)。 

表 III 是由本研究方法中五種情況且 k1＝3，

k2＝3 時的藏入量與影像品質比較表，由表 III

我們可以發現到，當 n 越來越大時，也就是說

當 PVD 藏匿法的比例調高時，藏入量也會越

來越多；影像品質也因為藏入量的提升而相對

降低。 

 

 
表 III 本研究的五種情況，k1=3；k2=3 

 

LSB(3)+1PVD(3) LSB(3)+2PVD(3) LSB(3)+3PVD(3) LSB(3)+5PVD(3) LSB(3)+8PVD(3) 

Capacity 

(bit) 

PSNR 

(dB) 

Capacity 

(bit) 

PSNR 

(dB) 

Capacity 

(bit) 

PSNR 

(dB) 

Capacity 

(bit) 

PSNR 

(dB) 

Capacity 

(bit) 

PSNR 

(dB) 

Tiffany 819,340 38.07 826,404 37.55 835,278 35.90 837,923 35.76 836,626 36.95 

Baboon 885,208 35.38 913,961 34.46 959,889 32.28 974,432 32.01 988,586 31.86 

Lena 825,567 38.04 835,506 37.48 842,948 37.15 847,220 36.88 847,831 36.69 

Jet 818,503 37.67 825,753 37.19 842,159 36.17 845,847 35.86 847,551 35.85 

Scene 845,781 37.14 861,770 36.39 881,070 35.48 889,132 35.03 894,732 34.68 

Peppers 826,336 37.85 835,700 37.12 846,943 36.63 850,289 36.27 851,501 3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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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本研究探討在區塊中使用 LSB+nPVD 方

法藏匿機密訊息，並且使用 Hsiao 和 Chang 的

改良 PVD 方法。實驗結果顯示當 k1＝3 與 k2

＝3 時，藏入量至少都有 810,000 位元以上且

藏匿機密訊息後的偽裝影像其 PSNR值都保持

在 31.86～38.07dB。此外，本研究的五種討論

方案相較於[4]和[5]皆有較高的藏入量且偽裝

影像品質皆滿足人類視覺敏感度  (大於

3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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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bile devices are becoming more 
authoritative and developers of the device are 
continuously striving to combine the device 
with human life for the enhancement of user 
intention. On the other hand, mobile device 
system security also needs to upgrade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users’ private 
message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use 
mobile device permission management 
systems to protect user privacy information 
from malicious attacks. We introduce the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AOSP), 
extensible security framework “SE Android”. 
Googl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developed it. SE Android provides a security 
application that supports Android systems of 
permission management. We modify the 
application combined with a remote server to 
form remote control software that provides 
additional support features for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Keywords—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Permission Management, SE Linux,  
SE Android, Security System 

1. INTRODUCTION 

With the features of mobile devices becoming 
more popular, users usually save private data to 
mobile devices. The security of mobile devices 
has raised great attention to enterprises and 
academia.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from 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the global smart 
phone shipments totaled 334.4 million units in 
2014 mobile devices (e.g. [1]). It represented 
288.3 million units in the first quarter that grew 
16% and Android smart phone system occupied 
78% in 2015. According to market research firm 
survey reports pointed out that from 2012 begin 
global system mobile Android has been leading 
IOS. As of 2015, the report pointed out that 
global market share of mobile devices, Android 

accounted grew from 31% to 54% and IOS 
accounted grew from 10% to 18% since 2012(e.g. 
[2]). As the data mentioned above, the mobile 
devices become more popular and Android 
devices occupied the largest market share. 
However, with security concerns,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firm (e.g. 
[3]),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indicates that mobile 
devices often contain sensitive information and 
the user should be protected.  
In the past research, which was based on the 
solution of application abuse action device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e Gilbert et al. (e.g. [4]) 
found that the action device of third party 
application software (third-party apps) may abuse 
privacy information of user or use their 
information inadequately. Therefore, to propose 
automation security validation system: App 
Inspector, the system will do analyses on device 
of application and produce reports of potential 
security and privacy behavior. And Yang et al. 
(e.g. [5]) found that the action device of 
malicious software tries to through imitation 
provides general application software security to 
take with privacy or sensitive message of 
behavior (for example: sent newsletter) to escape 
application software security analysis. It also can 
control malicious behaviour occurred in certain 
moments (for example: malicious behaviour only 
occurred in night). Due to general analysis in 
malicious software of application cannot operate 
24 hours. Hence, the research recommends using the 
application Context to analyze malicious behavior in 
mobile device software. As two previous studies 
provided, most of current data, analyze the 
behavior of malicious software (applications 
using mobile device permission to address 
mobile devices privacy data protection.) 
However, it needs to be parsed before the users 
respond in a timely manner. Although there 
already has a high opportunity to identify the 
malicious acts by using specific methods, it is not 
comprehensive. In the same way,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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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support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alicious 
software that made by some permission to obtain 
user privacy information. This research dismisses 
the idea of malicious software analysis and tries 
to directly provide users with the tactic of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user can control the 
individual software of permission or all the 
software in action device. This strategy can 
ensure the security of user’s privacy information. 
Lastly, this research combines remote control and 
forms the similar MDM (e.g. [6], [7]) of 
management mode to provide data of 
management within mobile devices and reference 
of protecting important private information for 
society.  
 
Based on the reasons mentioned above, we 
develop Android device nexus 7. 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of SE on the SE 
Linux with Google offering the AOSP Android 
open source. This application can operate an 
application of “seadmin” and isolated the 
permi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And then AppOps 
Eclipse can add a key to manage application by 
specific permissions on all devices. This function 
combines with a modified AndroRAT program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remote control. And using 
SSL Socket mechanism can improve the safety 
connection problem. We can, through the 
permission management application, help protect 
the user's privacy. 

2. LITERATURE REVIEW 

This stud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method which 
needs to pick up the SE Android system for 
remote access management device, and however 
to achieve SE Android is Linux kernel Android 
system replacement for the SELinux kernel. By 
adding modify SELinux-enabled system 
components, the applications can obtain API to 
manage devices. The application system must be 
used, so TWRP open recovery Mode can install 
applications on the device and located in the list 
of system/Priv-app. We can use the device when 
the system is overloaded and consider the 
security of the network. The information using 
SSL Socket mechanism makes delivery channel 
encryption. As the result indicated, we hope the 
remote access management can provide MDM 
for developers to use. Thus, this research 
describes SELinux, AOSP, SE Android, SSL 
Socket, MDM and TWRP. 

2.1. SE Linux 
SE Linux (e.g. [8], [9], [10]) mainly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SE Linux 
operating structure as in Fig. 1. It currently 
integrates to the core part of the Linux version, 
and it provides the function of mandatory access 
control (Mandatory Access Control; MAC) to 
improve the General Linux which using the 
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 (Discretionary 
Access Control; DAC). The DAC access control 
sets by the "rwx" decision. Based on it, the 
corporate world considers that the most of the 
problems came from the file setting, reading, 
writing and executing permissions. If the system 
administrator has not set the perfect, it will lead 
the resource leaked. MAC access control needs to 
derive the file thread source (domain) and file 
domain and drawn with a policy file than for 
permission. In Fig. 2, to take the assumption that 
subjects with an object as an application. Their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the domain root and 
source for ABC and policy define objects that 
can be accessed by domain: ABC domain only 
xyz. Obtaining object status in DAC mode 
applications as root, so that all objects can be 
achieved, however MAC application identity 
domain defined for root only in the light of policy 
made for object a XYZ, others are not made. 

 

 
Fig. 1 SE Linux system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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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Compare MAC and DAC 

2.2. Android Open Source Project 
AOSP (e.g. [11]) is a Google Android 

development and it has a pipeline to upgrade 
continually, but it should still judg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hardware basis. The AOSP, as representatives of 
native device with Nexus as a standard point. 
Most OEMs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companies through the action of AOSP 
developed their own system, such as SONY, 
HTC, ASUS and Samsung. And other compani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r safety of 
Android system by modifying the AOSP 
available to others to download and compile a 
ROM on a network. For example: CyanogenMod. 

2.3. SE Android 
Starting from Android 4.3 currently supports 

SE Android (e.g. [12]) system functions. SE 
Android is the core system from the original 
Linux kernel changes to SELinux core, which 
makes the Android system multiple SELinux 
security mechanisms such as a mandatory access 
mechanism. The biggest feature of SE Android is 
that applications can use capacity as user or root 
access to the system resources. Via the SELinux 

security policy development, we can set a filter 
action. If the action cannot go through the filter, 
it will be denied access. In Fig. 3, the Android 
system architecture diagram (e.g. [11]) in bold to 
show what is SE Android modifications, such as 
SEAdmin were added in system application and 
added support in the Application Settings set SE 
Android project. Furthermore, in the API and 
also added support for SE Android JNI methods 
and instruction, and will modify the SELinux 
kernel Linux. 

 

 
Fig. 3 SE Android system architecture 

 
Table 1 below shows SE Android AOSP 

source code as an example to modify the content, 
such as in the AOSP/external/directory, added 
modify libselinux, libsepol, checkPolicy and 
sepolicy four new policies, AOSP/packages/apps 
/directory SEAdmin and two Application Settings 
to modify, AOSP/bionic/, and AOSP/ List of 
bootable/recovery and AOSP/build/ of the three 
modifications to the system running the 
Foundation, and finally AOSP/frameworks/base/ 
and AOSP/system/directory of core/and extras/ of 
the three modified Android system. 

TABLE 1 
SE ANDROID MODIFICATION 

AOSP directory Modification 
external/libselinux Provides device SE Linux 

userspace can use resource 
library. Details can refer to: 
external/libselinux/README.a
ndroid 

external/libsepol Provide policy documents, 
building use policy for 
userspace. 

external/checkpolicy Provide policy build tool. 
external/sepolicy Provide Policy files for the 

Android kernel component 
(*.TE), establish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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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mk and install to 
device the result. 

packages/apps/ 
SEAdmin & Settings 

SEAdmin：An Android 
application for managing SE 
Android system (such as 
loading a new Policy files and 
manage application 
permissions). Just support SE 
Android. 
Settings：This is application of 
setting device, it added 
SELinux configuration on the 
SE Android device (such as 
device encryption). 

Bionic Android 'libc' is obtained from 
the BSD c standard library. On 
SE Android include SELinux 
security enhancements. 

bootable/recovery Modify the recovery mode of 
the content, including recovery 
init.rc file in the etc directory. 

Build Modify SE Android system’s 
OTA update files. 

frameworks/base 1. The JNI added support for 
SELinux letter shows. 
Such as: isSELinuxEnabled 
and setFSCreateCon. 

2. SELinux Java class and 
method definitions. 

3. Check the Zygote connection 
contexts. 

4. Wallpaper services and 
package manager to manage 
file permissions. 

5. Supplement SELinux to 
support run time additional 
MMAC1 and SE Android 
service. 

system/core 1. Toolbox adds SELinux 
service.(For example: 
load_policy, runcon) 

2. System initialization adds 
SELinux support.  

3. Add SELinux AVC function 
to access specific object 
return information document. 

system/extras SELinux support ext4 file 
system format. 

 

2.4. SE Android Outside of Literature 

2.4.1.  SSL Socket 
SSLSocket is Socket extensions. With the 

basis on the socket and adds a layer of security 
protection, we provide a higher level of security, 
including authentication, data encryption and 
integrity verification. The authentication is by 
using digital certificating issuance and using. 

                                                
1 Middleware MAC to make SE Android system can be simple 
updates to comply with policies of the MAC mechanism, 
simplifying the policy syntax (*.TE) complied with policy syntax 

Encryption prevents the data in the message 
transfer process being monitored as a result of the 
loss, even though third parties listening to 
messages passed. However, without the correct 
key, it is still unable to get the right message 
integrity validation to prevent the message from 
being modified in transit. 

2.4.2.  TWRP OpenRecovery 
TWRP is a custom recovery mod and open 

source projects can refer to the Web site for 
details: https://twrp.me/FAQ/. Initially, it 
developed by four people, and then via a pattern 
similar to the developer forums, debugs, update. 
Many people have expressed their views evolved. 
Custom recovery mode allows developers to 
install custom applications; you can even install 
the complete ROM update or modify the 
operating system Android devices. 

2.4.3.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is in the 

administrative contents of the company and it can 
achieve the functions of development, protection, 
monitoring, integ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mobile devices. For instance, smart phones, tablet 
computers and laptops. MDM's intention was to 
improve the internal security of mobile devices, 
while protecting the corporate network security.  

3. SYSTEM ARCHITECTURE AND 
DEVELOPMENT 

3.1.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system consists of applications Client-side 

which is installed on the mobile device and 
servers which can remotely control your 
computer, as shown in Figure 4. Client-side notes 
on setting permissions for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and connection. The user can realize 
the part of device on each of the permission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tion. Also, the user can 
manag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permissions or other model to 
manage all the application-specific permission 
name permissions. The user can set the 
connecting information in Server to achieve the 
functions of the remote control. The remote 
control in Server-side interface provides four 
operations and it illustrates four pictures 
respectively. The first one "information control 
interface" it can display information on mobile 
devices such as: version Wifi status,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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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3G/4g system and battery status, and also 
can send warning messages to the device and 
vibration. The second "obtain address control 
interface" which can be used by device's GPS 
chip or network installation location and use 
simple maps for display. The third "make 
directory control interface" it can obtain a mobile 
device's file system directory structure and 
download files on the device. The final 
"application access control interface" it is a 
particular permission which can remotely manage 
mobile devices, so all applications on the device 
could not be taken to ensure the privacy of data 
leakage. In the pas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mobile 
devices malicious acts of third party applications 
may access the user's private data (e.g. [13]), and 
however, applications need to access the data on 
the devices. The user must request permission, 
and therefore this system using administrative 
rights to privac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on the 
device. The system can ensure that it is restricting 
the permissions required by the application and 
could not be used.   

 

 
Fig. 4 Architecture of remote permission system 

3.2. System Development 
As shown in table 2, the system consists of 

cross-platform programming language Java 
design and third party open source remote control 
software for Android AndroRAT changes. Due to 
it is developed by Java, so as long as the server 
platform supporting installation of Java 
computing environment can be run. Client is in 
Eclipse using Java on Android development tool 
(ADT) and Google Android APIs developed by. 
SSLSocket and API with AppOpsManager is 
most important. 

First AppOpsManager contains all of the 
Android device access2 control methods, since 
AppOpsManager only support SE Android 
system environment and only provides system 
                                                
2 Permissions instructions can refer to the following Web site: 
http://developer.android.com/reference/android/Manifest.permissio
n.html 

procedures should be used. The system must run 
on the Android 4.3 future releases and use of 
third-party open source backup restore recovery 
system software TWRP. The client package to 
support Recovery OTA Update Mode file format 
(*.zip) to install the application to the system 
directory. In order to run without modifying the 
original system TWRP, this study used fastboot 
command allows TWRP mirror SDK Toolkit 
document which can be used by the external open 
storage area on the appliance. However the above 
process must be unlocked Bootloader, so it is 
restrictions on this research. 

The second important reason in SSLSocket 
API is that it is for original remote control 
application open source code in transfer message 
about security. It will originally only using 
General transmission agreement Socket modified 
for additional Shang SSl security agreement of 
SSlSocket. Also, it will make this research in 
transfer message must contain a key certification. 
It can recognize Client and Server end of identity 
to reach prevention network transmission may 
occur of intermediaries attack, as Fig5. In 
addition, the key can then be used by Ubuntu 
System preload tool: Keytool length defaults to 
1024-bit keys,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key 
length can be set by means of directives. 

 

TABLE 2 
SYSTEM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ENVIRONMENT 

Server system 
environment 

Windows and Ubuntu and other 
operating system that supports Java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tool 
Java SE Development Kit(JDK)8 

Eclipse LUNA 
Google Android APIs 

Android Developer Tools 
Program languages Java 

C languages 
Test environment ASUS Nexus 7 (Android 4.4.4) 

ASUS Nexus 7 II (Android 5.1.1) 
LG Nexus5 (Android 5.1.1) 

Execution 
environment 

Support Android version after 4.3 
system and Bootloader unlocked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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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SSL Socket authentication architecture 
 

(1) SSL client-side supports SSL version, 
encryption algorithms and other information send 
SSL server. 

(2) SSL server determines the version of SSL 
and encryption suite and then reply messages to 
the SSL client-side. 

(3) SSL Server using their certificate 
information to make their public key to sending 
the SSL client-side. 

(4) SSL server sends an initial complete 
message notification SSL client-side version and 
encryption Suite consultations have been 
completed and started a key exchange. 

(5) When the SSL client-side verify the SSL 
server certificate is legitimate, the system will 
use the server's certificate of public key 
encryption in SSL client randomly generated 
Premaster Secret (this is a symmetric encryption 
key in a 46-byte random number), and the 
message will be sent to the SSL server. 

(6) SSL client-side sends a notification of 
subsequent transmission will negotiate the SSL 
server key and encrypt the encryption suite. 

(7) SSL client calculates Hash values for the 
interactive handshake message, using agreed key 
and encryption algorithm, Hash value, and sends 
the ‘Finished’ message to the SSL server. SSL 
server uses the same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interactions of handshake message's Hash value, 
and compare with the finished decryption of 
messages. If they are the same, the proof key and 
encryption suite negotiation will be successful. 

(8) SSL server sends a notification of 
subsequent transmission will negotiate the SSL 
client key and encrypt the encryption suite. 

(9) SSL calculates the Hash value of 
handshake message and uses agreed key and 
encryption suite to cope with Hash values. It will 
send the ‘Finished’ message to SSL client. SSL 
client use the same method to calculate Hash 
values for interactive handshake messages, and 

compare with the Finished decryption of 
messages. If they are same, MAC authentication 
will be successful. The proof key and encryption 
suite negotiation also will be successful. After 
SSL client receives the SSL server message, the 
decryption will be successful, and you will be 
regarded as the owner of the digital certificate 
SSL server. The SSL server authentication 
succeeds. Because this is the only way of SSL 
server private key to be decrypted from the Client 
Key Exchange message. Premaster Secret, thus 
indirectly achieving the SSL client authentication 
to SSL servers. 

4. SYSTEM TESTING AND RESULTS 

As the system with a simple GUI and simple 
method of operation developed by this study, it 
can provide quick management permissions for 
device applications in APP Client. It also can be 
done on the Server side of remote onlin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permissions on the device. When users on the 
Android device finish installing the APP OTA, 
they can begin using this system. The process 
refers to fig. 6. In addition, because Android 6.0 
has been released on October 5 to Nexus 5, 6, 7, 
9, and Player equipment updates and new rights 
management featur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As shown in table 3,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study and the new Android system 
settings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contributions. 

 
TABLE 3 

DIFFERENCE OF RESEARCH AND  
ANDROID M’S PERMISSION APPLICATION. 
Feature Android M’s  

application 
Research 

Permission 
management 

for APP 

Yes Yes 

Permission 
management 
for all APPs 

No Yes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No Yes 
Part support:  
such as find 
device, send 

warning messages 
and get devices 
information etc. 

Remote 
permission 

management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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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System flow chart 
 

  
Fig. 7 Interface of single application permission 
 

When APP starts executing, the execution 
screen will appear, as shown in Fig. 6. At this 
point the user can slide the permissions page, and 
select the drawn category, which provide 
LOCATION, PERSONAL, MESSAGING, 
MEDIA and DEVICE. The user can select one of 
the applications to manage the permissions as 
shown in Fig. 7. 

 

 
Fig. 8 Single application permission management 
interface 
 

If users want to switch modes, you can click 
on the main picture MENU key on the right as 
shown in Fig. 8, the main option for both 
PermmissionManager and RemoteSet. 

 

  
Fig. 9 Permissions management for all APPs and 
remote connection set. 
 

When the user selects "PermissionManager" 
option, you can enter a screen to manage all 
applications. When a user selects "RemoteSet" 
option, it can be set with the remote server's 
online IP and Port as shown in Fig. 9. When the 
online success you can remotely manage mobile 
devices, start with Server-side image. 

 

 
Fig. 10 Remote Server select connection device. 
 

When users finish online setting on the App 
side, you can see the Server side of online device, 
as well as the basic information as shown in Fig. 
10. This time clicking the device icon in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creen and 
managing screen will contain the Home, 
Permission Manager, Map and the File tree. Then 
each of the following screens introducing as 
follows.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256



 
Fig. 11 Device management screen 
 

First, when you enter the device management 
screen, you will see the Home screen as shown in 
Fig. 11, where the device appears details such as 
the Android system information, network 
information, and equipment information. Here 
can send warning messages to the device 
remotely, as well as a shock when the appliance 
is lost can be found device to make warning 
message. 

 

 
Fig. 12 Application access management screen 
 

Second, the screen Permission Manager shows 
43 mobile device application permissions. They 
are displayed as shown in Fig. 12. And provide 
managers with online all application-specific 
permissions on the device control. However, this 
system only provides permission for the main 
rights management for all applications on the 
device.  Because the Server-side of the system 
can be connected to multiple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on the device will be unknown. They 
actually are for a single application of rights 
management difficulties and might cause 
managers to control permissions. Hence the 
system does not implement this feature on the 
Server side. 

 
 

  
Fig. 13 Application access management screen 
 

The third and fourth screens extend by the 
original picture in AndroRAT, which as shown in 
Figure 13. Both functions are described as below, 
the Map get device address information made by 
network or GPS, and the picture appears to the 
left of the map to facilitate managers' monitoring 
control devices. File tree can get an online 
installation files directory, and download the file 
specified to set the path of the address. In other 
words, it enters on the lower right of the screen 
text input box the path address and based on the 
Manager of the system to protect internal data 
control devices are not being maliciously 
modified and designed to increase operational 
safety. 

5. CONCLUSIONS 

There are two contributions in this study. First 
and foremost with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based control Google Android API: 
AppOpsManager. The permissions provided by 
the project, the development of a remot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may 
limit a third party application. It might have on 
private data on the device theft or improper use. 
Second, by modifying the AndroRAT source 
code, the system can transfer the message 
protocol and so that it can ensure the safety 
message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security of 
mobile devices. At present, the system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recommend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a SE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The existing system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remote access to spindle development. Compared 
to the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system on the 
market, this is a new feature, but for complete 
protection, monitoring and integration, 
improvement is still needed. This research 
towards protection of leakage of private data and 
ensure that it will not be lost on the devic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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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to apply wireless 

sensor,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solar 

energy generator to an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The major structures include solar 

energy generator, 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and algae cultivation equipment. In 

this system, the photovoltaic panels produce 

energy and the charge controller is used to 

manage the energy consumption.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a 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is applied. It will 

monitor the environment situations of the 

cultivation system and supply the information 

of temperature, and illumination via the 

computer network.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algae growth, a bubble generator is used to 

support the air or CO2. According t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the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enhance the algae growth and 

save the energy also. 

 
Keywords—wireless sensor,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solar energy generator,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1.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human over-

exploitation of energy resources, large amounts 

of CO2 is produced which will enhance the 

greenhouse effect. It causes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d. Therefore, the renewable 

energy i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day. In this 

paper, a solar power system [1-2] is applied for 

an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to reduce the CO2 

concentration of atmosphere. The solar cell can 

convert light energy to electrical energy by photo 

conductive effect. The solar power 

transformation is affected by two major factors 

which are sun radiation and temperature. In 

general,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solar 

panel is low, so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algorithm [3-4] must be applied 

to enhance the solar energy. 

In addition, the biomass is a very important 

renewable energy. The traditional biodiesel and 

biomass alcohol is generated by using plants such 

as coin etc. That will waste the human food and 

seriously affect food supporting. If biodiesel and 

biomass alcohol is generated by using algae, then 

it will not affect food supporting. Therefore, the 

algae cultivation is pai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Many companies and researchers have 

invested in this research area and developed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7-8]. There are some factors 

that will affect the growth of algae, which are the 

water supply, strength of the light, concentration 

of CO2, PH value, and temperature. In order to 

monitor these factors, one wireless monitoring 

system is adopted in this system. In this research, 

one algae cultivation combines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using ZigBee sensor [6] 

is developed. 

ZigBee is a wireless technology, which is used 

for short distance wireless transmission. ZigBee 

has its own unique wireless standard, so it can 

transmit signals between many different sensors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it is 

short distance signal transmission equipment, if 

you want to spread far distance, you should use 

the deliver way to get to the final PC for analysis 

and access. This study uses 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to monitor various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and to control the algae cultivation 

situations. ZigBee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power saving, high 

reliability message transmission, and expansion 

capability. ZigBee can also be made with other 

existing internet connection, even via the internet 

to control two ZigBee devices in different p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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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over,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growth of 

algae cultivation, the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is applied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digital camera to take the original picture of algae 

cultivation equipment. Then it applies the color 

space transformation to judge the situation of 

algae cultivation. Based on this development it 

can monitor the growth situation in real time. 

2. SYSTEM DESIGN 

In this study, one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combines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by 

using ZigBee sensor is developed. The light 

source uses LED light and the PH values are 

controlled also.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situations, the ZigBee 

technology is applied to monitor the lightness, 

temperature, etc. The major parts of this system 

include solar power system, 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and algae cultivation equipment, 

which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In the solar 

power system which is consisted of an array of 

solar photovoltaic (PV) panels to collect solar 

energy, and through a charge controller to control 

the power management based on sunshine 

situations. If the current of PV array is under a 

certain threshold value, the controller switches to 

discharge mode, then the electric energy will be 

supplied by the storage battery or grid power 

system. The output power of a solar energy 

system is depended on solar irradiation and 

temperature condition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maximum output power,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tracking (MPPT) algorithm is adopted in a 

solar energy system. In this study, an improved 

method based on Perturbation and Observation 

method (P&O) [3-4] is developed. The operation 

of a PV modul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haracteristic areas. Augmenting the PV module 

voltage increases the power when operating on 

the left region of the maximum power point 

(MPP) and decreases the power when on the right 

of the MPP. The PV module output voltage and 

current are detected first to calculate its output 

power, then the given output power is compared 

with the preceding one. After comparison, the 

voltage value is checked once again to avoid 

power loss caused by miss-judgment. Finally, the 

duty value is shifted to determine the subsequent 

step of scaling up or down the load.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s of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a ZigBee technology is 

applied. ZigBee is a wireless sensor to monitor 

and control the entire system whose architecture 

is shown as Figure 1. It monitors important 

environment information such as lightness, 

temperature, etc. The information is detected by 

sensors which transmit them to the receiving 

terminal device through wireless transmission. 

This information is also can transmit to a 

computer and present to users. Moreover, it uses 

the software to access this information and to the 

control functions of entire system. 

 

 
Figure 1 ZigBee wireless sensor architecture 

3.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to monitor the growth of algae 

cultivation. It uses the digital camera to take the 

original picture. In general, all the surveillance 

system shows the images by using the RGB color 

space.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 time, 

that needs to transfer the RGB color image to 

grey level image and make the histogram 

distribution, 

This paper does not apply additional noise 

elimination for simple the processing only using 

the morphological processing to reduce that. The 

closing and opening algorithm of morphological 

processing based on dilation and erosion are 

useful to fill up the vacancies of segmented 

foreground objects and to eliminate some noise. 

These two methods can let the detected objects 

are more intact to present. 

Judgement is based on the histogram analysis 

to find their proper segmentation threshold values. 

Pixel distribution state and the cumulative 

amount of the image project on to the coordinate 

axis. Based on its distribution histogram, the 

algorithm identifies a local maximum or 

minimum of the cumulative pixel position. The 

algorithm sets the segmentation threshol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egmentation. This paper 

uses the histogram distribution to judg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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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of algae cultivation. We can set up a 

database by making more samples. Based on the 

histogram distribution of grey level for green 

parts, the system can judge the growth situation 

of algae. 

4.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order to have better algae cultivation 

environment, pure water is used. The light source 

uses LED light and the PH values are controlled 

also. In the experiment, different situations are 

considered. One situation just uses the air bubble 

generator for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The 

second situation, the CO2 is supported to 

cultivation system 5 minutes per hour.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situations, 

the ZigBee wireless network is applied to 

monitor the lightness, temperature, etc. The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is shown as Figure 2.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the second situation has 

better growth result. It enhances about 20% 

growth result. 

  

 
Figure 2 the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Moreover, this paper uses the histogram 

distribution of image’s green color level to judge 

the growth of algae cultiva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is shown in Figures 3 and 4. The first day 

image and its histogram distribution are shown in 

Figure 3. The third day image and its histogram 

distribution are shown in Figure 4. Based on the 

histogram distribution, the green color is deeper 

for Figure 4. Therefor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more algae. Based on the database, the system 

can judge the growth situation of algae.  

 
Figure.3 The first day image and its histogram 

distribution 

 
Figure.4 The third day image and its histogram 

distribution 

 

5.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one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combines ZigBee wireless network is developed. 

The LED light source is used and the PH values 

are under control.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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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s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a ZigBe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is applied to monitor the 

lightness, temperature, etc. In order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O2 and greenhouse effect, a solar 

power generator which is used to support the 

power of algae cultivation system is applied. 

Moreover, this paper uses the histogram 

distribution to judge the growth of algae 

cultivation. We convince that the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paper can enhance the growth of 

the algae cultivation and reach the goal of saving 

energy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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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cepts of pet companion for 
elderly were proposed. Wireless network 
technique enhances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 reception abilities between pet and 
elderly. Several kinds of interaction modes 
were proposed to fulfil the ability and livi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lderly. The sustainable 
and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issues are 
evaluated. Zigbee attachment concept is much 
better in energy saving and flexibility of use. 
Based on the prior art, a process to evaluate 
useful and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requirements is proposed. By the analysis step, 
wireless network technique can fulfil 
implement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pet 
companion. 
 
Keywords—Pet companion,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 elderly 

1. INTRODUCTION  

While elderly people visit other places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ithout bringing the pet, 
supporting function can be provide through 
technology. Previous study [1,2] surveyed the 
variables in the elderly-animal friendship bond. 
The study focused on self-perceived criteria by 
the old people regarding their intimate 
association with their dogs. Results indicated 
self-perceived variables of companionship, 
emotional bond, usefulness and loyalty. If we can 
reduce the problem between elderly and dog, we 
can certainly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in between.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owner behavior 

was conducted on sixty people [3,4]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hands-on experience with dogs. 
Among them are dog-owners, veterinarians, dog 
trainers and non-owners. They were asked to 
classify the behaviors of nine dogs in video clips 
as 'friendly' or 'aggressive'. The tail movements 
were the most common cues used by participants 
to interpret dog behaviors and feels [5]. The 

concepts of pet companion robot for elderly were 
proposed to enhances communication and 
emotion reception abilities between pet and 
elderly. Several kinds of interaction modes were 
also proposed to support the ability and living 
requirements of the elderly. 

 

2. CONCEPT DESIGN  

2.1 Follower robot 
  
Scenario help to visualize possible way to act 

with the design object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Potential user’s requirement can be investigat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user with new 
technologies. Figure 1 is the initial prototype of 
Follower robot concept [6,7]. The basement 
contains the main circuit board (Figure 2), which 
has the processor, memory, I/O unit and high-
capacity battery. The main chassis has one 
guiding and two driving wheels which can be 
driven at different speeds. The environmental 
sensors include collision sensors and the leading 
edge infrared module for obstacles avoidance [8]. 
This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MCU (micro-
controller unit) and software instructions. 
Detection of unwelcomed targets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high frequency RFID 
reader on upper front side of the chassis. 

 
 The Follower robot concept faces several 

barriers in field application such as… 
� Complicated road situation. 
� Battery loses power due to motor driven 

and MCU processing. 
� Long range RFID reader’s cost is much 

higher 
� Loss of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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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Perspective view with front side display and trash collector 
[6], by Ming-Ching Jan. 

 
 

  
 

Fig. 2  Block diagram of the main controller  

 
2.2 Zigbee attachment 
 
Zigbee attachment concept focuses on 

outdoors activities monitoring and 
communication functionalities [7]. Pet 
companion robot is placed on the back of the pet. 
It automatically follows the route of pet. It can 
monitor the pet's condition in a distance, and 
issue commands using a voice pager and pet's 
emotion interpreter. The body sensors can 
decrypt the pet’s emotion and inform the owner 
and enable a better communication in between. 

Figure 3 is the parts placement of the emotion 
communication concept. The system has a 
flexible solar cell belt on the dog's back. The 
control chassis, which hanged at the edge of the 
belt, consist of battery, charger circuit and Zigbee 
module (Figure 4). The main circuit board 
(Figure 5) has the processor, memory, I/O unit 
and battery. The emotion communication unit 
determines the emotional status of the pet 
through the body sensor to send voice and 

gesture information to the owner. Relative 
distance between the owner and the dog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GPS technology. Remote 
command module can contact the pet through 
remote voice signal and haptic display device 
such as vibrating actuator.  

 
 

  

Fig. 3 Placement of the major components and main controller 

 

 
Fig. 4 Main chassis of the controller and solar cell placed on the 
middle region 

 

 
Fig. 5  Block diagram of the main controlle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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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USTAINABLE ISSUE  

In order to choose a proper design that fulfils 
sustainable requirements, the comparisons 
concept based on manufacture process, utilization 
and recyclability. Follower robot concept 
requires more moving parts, the equipment itself 
needs lots of battery to maintain its mobility, and 
consequently it generates much more carbon 
footprint during manufacturing, product use, and 
end-of-life stages [9]. The energy consumption of 
Zigbee attachment concept is much lower 
through the power electronic elements and solar 
panel. It bring much less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 life cycle framework had been applied to 
concepts design based on energy used during 
material production, manufacturing, and 
transportation. The major green design 
considering span is shown in Table 1. For Zigbee 
attachment concept, the supporting network and 
system which provided information need extra 
energy, consequently, the major parts that can 
contribute within the life cycle is the use phase. 
The manufacturing phase impact can also be 
minimized by proper selection of technology and 
parts.  

 

TABLE 1 GREEN DESIGN CONSIDERING OF  ZIGBEE ATTACHMENT  

(where + means better, - means worse, compare 
with Follower robot concept) 

 
 Manufacture Use Recycle 
System + + + 
Circuit ++ - - 
Battery +++ +++ + 
Frame +++ ++ + 

 
Trying to mitigate impact during design phase 

is much better than after production. The Zigbee 
attachment concept consists of four different 
devices; the network, the sensor control 
electronics, the battery and the mechanical frame. 
Environmental impact is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module size, battery size, frame and electronic 
packaging material required. Minimized 
environmental impact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proper choice of those variables which included 
the global network related energy expense. 

 

4. PATENT A PPLICABILITY  

Among patent applications review, it is crucial 
to establish better criteria and principles for 

judging issues of patent validity and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Patentability also requires 
fulfillment of novelty and non-obviousness.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one can evaluate 
whether the solution is obvious in the eyes of a 
skilled person. Being the first patentability 
evaluation steps, it also a common and important 
issues. 

The legal requirements for getting utility 
patent can be represented by mountain climbing.  
� Utility: Is it useful or industrial 

applicable? Does the design provide 
useful functionality? 

� Novelty: Does it have an aspect that is 
different in any way from previous 
invention based on applied date? 

� Progress (nonobviousness): Does it 
provide new and unexpected results?  

 
4.1 PHOSITA and the patent review 
 
PHOSITA means person of skill in technical 

area. The prior art usually consists of published 
writing that was made publicly available and 
commercial use or on-sale item. The skilled 
person can be expected to access those prior art 
and also look for suggestions in a general 
technical field.  Design that improves existing 
problem can be viewed as problem solving. If the 
inventor cannot state a realistic of use, the PTO 
reject the patent with the reason of industrial non-
applicability. 

In United States patent law, utility is a 
patentability requirement.[10] As provided by 35 
U.S.C. § 101, an invention is "useful" if it 
provides some identifiable benefit and is capable 
of use [11].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is also related 
to the requirement of sufficiency of disclosure. 
Patent applicant must disclose the invention in a 
manner sufficiently clear and complete for it to 
be carried out by a 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 
Applicant has to give a sufficient description of 
the invention, as required by Art. 83 EPC (1973). 

 
4.2 Prior art study: Zigbee and emotion 

detectio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are an emerging 

technology for low-cost, unattended monitoring 
of a wide range of environments. A wireless 
sensor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small size, its ability 
to sense environmental phenomena through a set 
of transducers and a radio transceiver with 
autonomous power supply. Current low-end 
sensors employ low cost Reduced Instruction Set 
Computer (RISC) microcontrollers with a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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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and data memory size. ZigBee 
standardizes the higher layers of the protocol 
stack. The network layer (NWK) is in charge of 
organizing and providing routing over a multihop 
network for distribute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and communication. The APL comprises the 
Application Framework, the ZigBee Device 
Objects (ZDO), and the Application Sub Layer 
(APS). The APS offers an interface to data and 
security services to the APOs and ZDO. An 
overview of the ZigBee protocol stack is shown 
in Fig.6 [12]. 

ZigBee is designed for reliable wirelessly 
networked monitoring and control networks.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tandards contain 
features and behaviors in terms of transmission 
time, data coding efficiency, complexity, and 
power consumption. ZigBee over 802.15.4 
protocol can meet a wider variety of real 
industrial needs than Bluetooth due to its long-
term battery operation, greater useful range, 
flexibility in a number of dimensions, and 
reliability of the mesh networking architecture 
[13]. Bluetooth and ZigBee are suitable for low 
data rate applications with limited battery power. 

 

 
 

Fig. 6 Zigbee application layer 

 
The dog's emotional properties can be verified 

through emotion factors by owner. Human 
cognition has highlighted its interaction with 
emotion. Five topics are explored: emotional 
learning, emotion and memory, emotion's 
influence on attention and perception, processing 
emotion in social stimuli, and changing 
emotional responses [14]. It demonstrated that 
the mechanisms of emotion and cognition are 
intertwined from early perception to reasoning.  

In [15], a system, method and article of 
manufacture are provided for comparing user 
versus computer emotion detection of voice 
signals. First, a voice signal and an emotion 
associated therewith are provided. Then, the 
emo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voice signal is 
determined in an automated manner and 
subsequently stored. Next, a user determined 
emo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voice signal is 
determined by a user and received. The emo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voice signal may be identified 
upon the emotion being provided. 

 

 
Fig. 7 Flowchart depicting one embodiment of the present invention 
that detects emotion using voice signal analysis and feature 
extraction 

 
4.3 Review and evaluation 
 
The case of Pet companion was rejected by 

reviewer of TIPO by the reason of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Indeed, it is difficult to evaluate an 
object’s usefulness through the claims and 
application documents. Especially, while the 
examiner do not have the field experiences in the 
research area. The questions arise are: 
� Do the opinions have supporting 

evidences? What are the reference facts 
to decide industrial non-applicability by 
the technical information provided on 
patent specification? 

� Is there a guidance procedure on which 
examiner can make decision 
appropriately? 

� What kinds of data is requiring for 
inventor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 of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A flow chart based on PHOSITA to determine 
the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is shown in Figure 8. 
The steps are: 
� Collect prior art before filing date, 

analysis of the major technical elements. 
Partition the elements based on whether it 
already exists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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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prior knowledge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function based on 
the old technical elements and the 
PHOSITA? 

� If some function cannot be realized, 
remove one of the extra-function. Does 
the modified function realizable based on 
the old prior knowledge? If the answer is 
yes, go through the next steps. 

 
 

 
 

Fig. 8   Flow chart to determine the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Several facts were collected based on prior art 

before filing date. A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is a 
group of specialized transducers with a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for monitoring 
and recording conditions. Sometimes called a 
wireless sensor and actor network (WSAN) [16] 
are spatially distributed autonomous sensors to 
monitor physical or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uch as sound, pressure, etc. Wearable devices 
are used on the body surface of a human or just at 
close proximity of the user. It monitors ill 
patients in hospitals and at homes. Body-area 
networks can collect information about an 
individual's health, fitness, and energy 
expenditure. 

Size and cost constraints on sensor nodes result 
in corresponding constraints on resources such as 
energy, memory, computational speed and 
communications bandwidth. Haptic and vibration 
actuator has been used for hinting attention of 
cell phone user.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nteract 
with user without disturbing surrounding 
activities. The advantages of piezoelectric 
vibration actuators are simple mechanical 
construction, low speed drives without additional 

gear and high dynamics. To explore the possible 
design space, up to 6 actuators included in a 
phone prototype to find out about the user 
experience with multi-vibration output in a 
handheld device. Previous study applied to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showed positive results 
[17]. 

 

 
 Fig. 9  Multi-vibration output driven by handheld device 

 
The PHOSITA build up steps are (filing date: 

2011.5): 
� Collect prior art and partition based on 

the old technical elements (wireless 
network technique) and new functions 
(sensor on the pet, remote interaction, 
emotion detection). 

� Build the PHOSITA: such as Zigbee, 
WiFi, Blue tooth and 3G interconnect 
protocols. Figure 9 shows multi-vibration 
output driven by wireless network. 

� Prior knowledge can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function (sensor 
on the pet, remote interaction), but may 
have difficulty or uncertainty about 
realizing the function of “emotion 
detection”. 

� Remove “emotion detection” function, 
then the new function is realizable based 
on the old prior knowledge. This 
modification can fulfill the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5. 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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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t companion helps the elderly to feed 
the pet, detect its emotions and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Outdoors activity monitor can be 
implemented through wireless nodes. Interaction 
modes can be programmed to respond to pet’s 
different activities collected by accelerometers, 
microphone and wireless transmission module.  

The Zigbee attachment concept demonstrate 
less environmental impact (related to factors such 
module size, battery size, frame and electronic 
packaging material).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build on the study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Flow chart based on PHOSITA 
to determine the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show 
helpful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personal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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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海量資料(Big data)技術與應用蓬勃發

展的關係，對於雲端儲存服務需求也日益增

加。雲端儲存服務提供許多易用性與便利性的

功能，但目前市面上的雲端儲存服務皆採用公

有雲架構，在資料安全性及可用性的管理上，

人們仍然無法完全去信任它，對於公司企業的

用戶而言，更無法承擔機密資料外洩的風險。 

本研究提出以 GlusterFS及 Docker這二套

Open Source軟體，自行建罝一套私有雲端儲存

系統，來確保資料的安全性，並使整個服務架

構具備負載平衡、高可用及支援異地備援等特

性。從實驗結果中可發現服務的高可用性足以

預防區域性災害或單節點故障，於模擬上百人

的網站壓力測試中，每筆 HTTP回應時間最長

只需 0.01 秒，且上傳下載 1GB 的檔案只需約

60秒。實驗證明此系統具有實務應用的價值。 

關鍵詞：GlusterFS、Docker、雲端儲存、分散

式檔案系統、異地備援。 

 

Abstract 
 

Cloud storage service has being rapidly 

demanded due to the growing requests of 

“big data”. The service can provide 

convenient data access, but both availability 

and security problems are still suspicious to 

most users. A malfunction of the storage 

server could result in severe outcome of 

business operating. Whether the cloud 

storage service is available or not is beyond 

the control of people, especially in public 

cloud environment.  

In this paper, we concentr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loud storage system, 

particularly on the availability issue, in 

private cloud environment. By adopting the 

open source technology of GlusterFS and 

Docker container, the proposed cloud storage 

system can provide highly available storage 

service with the features of remote backup 

and load balancing. A simulation of 

experiencing the operations over two remote 

sites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architecture is 

feasible and is practical for private cloud 

storage service provisioning.  
Keywords: GlusterFS, Docker, Cloud storage, 

Distribution file system, Disaster recovery. 
 

1.  前言 

 
隨著智慧型行動裝置的快速發展，以及雲

端環境更加穩固成熟的現代，越來越多使用者

願意放下過往對資訊安全、網路連線品質、隱

私權等的疑慮，利用商業的雲端服務供應商

(Dropbox、Google Drive、Microsoft OneDrive、

Apple iCloud、ASUS WebStorage) 所提供的免

費雲端空間，配合著各種平台的裝置，將大量

本地端的資料上傳至這些免費的雲端空間。藉

由使用雲端儲存服務所提供的多功能、高便利

及操作簡易等特性，讓人們無論是在工作環境

或個人生活中，都能透過各種平台裝置來迅速

的分享或取回自已的資料，不需在使用傳統的

儲存媒體(光碟、隨身碟、硬碟)，而隨著人們

使用習慣的改變，對於網路及雲端服務的依賴

度也日益升高。 

2014 年美國 Apple 公司的 iCloud 雲端服

務發生了美國近百位好萊塢知名女星私密照

片外流的事件，當時專家分析，極有可能是因

為蘋果的 iCloud雲端儲存系統安全性不足，才

讓駭客有漏洞可鑽[1]，此事件讓社會大眾再度

對雲端儲存的資訊安全產生疑慮，這個原本就

備受爭議的議題，重新面臨嚴峻的挑戰。 

公有雲架構的雲端儲存服務帶來了很多便

利性，雲端空間供應商也打著安全牌，強調他

們的服務空間大、效能佳、安全高，但資料的

掌控權畢竟不在自已手上，難免會有疑慮。由

於雲端技術的發展，目前已有許多 Open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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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方案可以來解決問題，在自家或公司內部

即可建立私有的雲端儲存系統，除了減少資安

風險，更能依使用環境建置更完善的系統架

構，減少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本論文各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節緒論說明

本研究之背景及研究動機。第二節則針對所使

用的儲存硬體設備及 Open Source軟體進行說

明。第三節介紹建置的環境及儲存架構設計。

第四節將展示私有雲端儲存服務的可用性及

效能分析說明，並在相同建置條件下，選擇不

同的分散式檔案系統來進行比較，探討其產生

的效益及結果。第五節為本論文所獲得的成

果，並提出後續研究的建議。 

 

2. 私有雲端儲存系統架構的選擇 

 
以往在一般中小型企業或小單位在規劃新

的儲存系統時，常因建置成本昂貴、複雜度

高、技術性高、維護困難、人力支出等因素，

將自行建置私有雲端儲存系統的選擇及規劃

屏除在外，直接使用雲端空間供應商所提出的

解決方案。以國內業者華碩提出的私有雲端儲

存系統 WebStorage[2]為例，購買 WebStorage

的硬體設備及軟體使用權，在由廠商到單位內

部去建立私有雲端儲存系統，雖然此方案可解

決資料安全性、人員維護、系統開發等問題，

但由於硬體設備的綁定，以及硬體維護與購買

使用權的費用，都將隨著空間的使用量及使用

時間而增加。 

另一家國內單位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以下簡稱國網中心)[3]，隸屬國家實驗研究院

[4]，國網中心提供高速計算、學研網路、儲存

備份、大資料分析平台等各項服務。國網中心

儲存備份服務的架構如圖 2-1 所示，使用在國

網中心的新竹、台中及台南等地的機房來共同

建置，前端為負載平衡伺服器，中間為儲存應

用系統伺服器，後端為資料儲存平台，儲存平

台的硬體設備為各家儲存伺服器商 (IBM、

DELL)或自行組裝的白牌儲存伺服器。在軟體

方面則使用 GPFS [5]做為基礎設施的檔案系

統，GPFS 是分散式檔案系統的其中一種，全

名為 General Parallel File System，是 IBM第一

個共享文件系統。除了使用 GPFS來提供對於

資料取存的可用性，還使用資料備份軟體將資

料備份至磁帶館，藉此強化資料的高可靠度，

雖然整體架構已很完善，且硬體不被單一儲存

伺服器商綁定，但在購買軟體授權的費用上較

高，對於經費有限的單位來說使用此架構的門

檻實在太高，且在專業技術上也有難度。 

基於以上幾點，若儲存平台的硬體設備能

不被特有條件所限制，且在軟體方面採用 Open 

Source軟體來進行搭配，除了可大幅減少建置

及維護資金的支出，也能提高未來設備的擴充

性，使私有雲端儲存系統架構變得更有彈性，

越容易去建置與開發。本研究以此四個部份：

儲存硬體設備、分散式檔案系統、虛擬化技

術、雲端服務軟體，來分析及探討在建置私有

雲端儲存系統架構時，所能做的選擇與規劃。 

圖 2-1國網中心資料儲存系統架構圖 

 

2.1 儲存硬體設備 

 
建置儲存平台所使用的硬體設備，在成本

的規劃上很重要，因為儲存設備的整體成本，

除了第一次的建置成本需加入外，之後隨著時

間的增加，設備的故障率、系統的穏定度及維

修的成本都會增加，相對的也會使儲存服務受

影響的風險日益昇高。依照克萊德法則

(Kryder's Law)[6] 每 13 個月同一價格的儲存

容量會變成兩倍的趨勢來看，若要提高服務穩

定性及減少成本支出，定期的進行汰換儲存設

備或零件，會是不錯的選擇之一[7]。 

本篇研究中的硬體設備則是採用自行組裝

的白牌儲存伺服器，在磁碟陣列卡、網路介面

卡、硬碟等零件，都是根據需求自行採購，所

以不會有被商業儲存設備套牢的問題，讓未來

在擴充硬體設備時的選擇更有彈性，也能減少

花在硬體上的成本。 

 

2.2 分散式檔案系統 

 
分散式檔案系統[8] 是一種允許檔案透過

網路在多台主機上分享的檔案系統，可讓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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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的多使用者分享檔案和儲存空間，在這樣

的檔案系統中，客戶端並非直接存取底層的資

料儲存區塊，而是透過網路，以特定的通訊協

定和伺服器溝通，擁有高效能、高容錯、高可

靠、高可用與高擴充的特性，所以即使系統中

有一小部份的節點離線，整體來說系統仍然可

以持續運作而不會有資料損失，非常適合拿來

當儲存平台的檔案系統。 

本實驗使用 GlusterFS [9]來當儲存平台的

檔案系統，GlusterFS為開放原始碼的分散式檔

案系統，在 2011 年被 Red Hat 所購買並且成

為產品線的一部份。GlusterFS主要的特性為可

線上擴增空間、線上修改架構、線上變更儲存

庫成員，以及不需要 metadata 伺服器，因為

GlusterFS是採用 Elastic Hash Algorithm [10]演

算法來決定將檔案與目錄存放在哪個節點

上。針對 GPFS 與 GlusterFS 的各項特性比較

如表 2-1，實驗中也會使用商業級軟體 GPFS

與開源軟體GlusterFS來進行效能差異的比較。 

表 2-1  GlusterFS 與 GPFS的比較 

 
除了 GlusterFS 與 GPFS 兩個檔案系統

外，Ceph[11]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開放原始碼分

散式檔案系統，在 2014 年被 Red Hat 所購

買。Ceph 的架構有 Client、 Metadata Daemon、 

ObjectStorage Daemon 及 Monitor 這四個角

色，因同時可提供物件儲存（Object Storage）、

區塊儲存（Block Storage）與檔案系統等服務，

許多建置 OpenStack環境的網站業者、雲端服

務供應商與一般企業，連帶採用 Ceph 架構的

比例也相當高[12]。 

 

2.3 虛擬化技術 

 
由於雲端運算在近年來的資訊科技產業中

蓬勃發展，使得雲端運算中常被使用的虛擬化

技術[13]佔有重要的角色地位，也讓各家相關

業者投入虛擬化技術的研發。目前在虛擬化領

域比較著名的技術有 VMware、 Xen、

KVM/QEMU、VirtualBox、UML、Hyper-V等

等，除了上述傳統的虛擬化技術外，早期還有

另一種虛擬化技術叫 Container[14]，不是在 OS

外來建立虛擬環境，而是在 OS 內的核心系統

層來打造虛擬機器，透過共用 Host OS 的作

法，取代多個 Guest OS的功用，Container 也

因此被稱為 OS 層虛擬化技術，但由於早期各

家業者的 Container技術在實作上有所不同，缺

乏一套所有環境都支援的標準作法，使得該技

術的使用率並不普及。 

直到 2014年Container管理工具Docker[15]

的出現，制定了 Container的統一標準化平臺，

短短一年內已有許多網路服務業者或雲端平

臺紛紛支援 Container，如 Amazon、微軟

Azure、 IBM Softlayer、 Rackspace、紅帽

OpenShift、百度、Google、Heroku、OpenStack

等。另外 IBM 研究院中心也針對 KVM 與

Docker Container兩套技術進行效能比較，結果

為 Docker Container優於 KVM [16]。傳統虛擬

化主機與 Docker Container 的架構如圖 2-2 所

示。由於 Container少了 Guest OS這一層，在

啟動 Container時的速度非常快，通常在幾秒內

即可完成，而傳統虛擬機的開機時間則需花費

數分鐘不等的時間，另外也因為 Container不用

建立完整的 OS系統，所以在 OS Images的需

求空間也相對的比較小。 

圖 2-2傳統虛擬化主機與 Container的架構 

File system GlusterFS GPFS 

Metadata 

server 
無 

可以擴充多個 

MDS，不存在單 

點故障和瓶頸。 

Default 

Block size 
128KB 256KB 

擴充性 
可線上增加 

節點、空間 

可線上增加 

節點、空間 

資料可靠

性 
多副本資料 多副本資料 

部署複雜

度 
低 中 

維護複雜

度 
低 中 

費用 無 高 

Quota 支援 支援 

Snapshot 支援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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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Container擁有極佳的效能，本實驗使

用 Docker 來建立 Container，用於實作負載平

衡及雲端服務軟體的功能，讓整個私有雲端儲

存系統在建置、部署、維護及故障排除時，更

為簡單和迅速，減低系統建置的複雜度。 

 

2.4 雲端服務軟體 

 
私有雲端儲存系統除了要能讓使用者可上

傳、下載資料外，也須提供額外的服務來滿足

使用者的需求，如檔案的線上預覽、線上編

輯、即時分享、群組共享、多裝置同步等功能，

所以在技術與人才不足的環境中，若要自行開

發、測試、維護一套雲端服務軟體是不容易

的。除了自行開發軟體或向雲端服務供應商購

買商業版軟體的方法外，其實目前已有 Open 

Source軟體可做選擇，其主要的特性都是提供

使用者對於資料上傳、下載、分享、同步等功

能，大大降低花費在軟體上的成本。 

OwnCloud [17]就是一個自由且開源的私

有雲端儲存解決方案之一，OwnCloud 最早由

KDE開發者 Frank Karlitschek於 2010年 1月

建立，目標是成為商業雲服務提供商的替代，

但不同的是 OwnCloud 可以自由取得無需付

費，不過使用者必須自行架設及安裝 

OwnCloud的伺服器。 

OwnCloud 與 DropBox非常類似，一樣支

援多種作業系統，如 Mac OS、 Linux、

Windows，及各種行動裝置系統，如 IOS、

Android、Windows Phone，也可以使用WebDAV

的方式來進行資料同步，主要以 Access、Sync、

Share這三種特性為主，OwnCloud官方網站也

會定期發佈新的軟體版本，所以用戶端不需擔

心日後軟體更新或維護的問題，非常適合用在

私有雲端儲存系統中。 

 

3.  實驗系統設計與實作 

 

3.1 實驗環境與設備 

 

本實驗以國內某個提供儲存空間與設備代

管的公司環境為例，目前於台中、台南科學園

區分別設有機房，藉由此環境來實驗高可用性

及異地備援架構的私有雲端儲存系統。 

本論文規劃使用四台實體機器來建置一套

私有雲端儲存系統，實體機器的設備規格如表

3-1，兩台實體機器 A(Tcserver1、Tnserver1)執

行 Docker、GlusterFS clietn、SSH等功能，提

供使用 Container 執行的環境，並各建立三台

Container，其作用分別為提供負載平衡、

OwnCloud、SQL 等服務。另外兩台實體機器

B(Tcserver2、Tnserver2)只執行 GlusterFS server

的功能，做為提供給 OwnCloud及 SQL的儲存

空間使用。實體機器 A與 B的設備規格幾乎相

同，差別在於實體機器 A需提供對外部的使者

用來做服務的存取，所以會多了一個網路介

面。而實體機器 B 需要大的儲存空間給

GlusterFS及 GPFS來建立額外的檔案系統，以

及為了提供對資料更好的保護性和安全性，所

以多了一張 RAID Card 與四顆 SAS 硬碟來做

RAID 5磁碟陣列。RAID 5在同一個陣列中可

容許任何 1 顆實體硬碟損毀，仍然可以保有資

料正確性，所以適合拿來當檔案系統的儲存空

間來使用。 

為了加強雲端儲存系統服務的高可用性，

並提供災難備援的解決方案，將實體機器 A與

B 各置放一台於台中、台南兩地，兩地之間的

網路為向電信固網業者申請網路頻寬為 622M 

bps的專線服務，整個網路環境架構如圖 3-1，

其中台中、台南兩地對外及對內的網路設備與

伺服器主機的網路頻寬皆為 1Gb。 

表 3-1  實體機器設備規格 

TYPE 實體機器 A 實體機器 B 

Hostname 
Tcserver1 

Tnserver1 

Tcserver2 

Tnserver2 

OS 
CentOS 7.1 

x86_64 

CentOS 7.1 

x86_64 

CPU 

Intel(R) Xeon(R) 

CPU E31220 @ 

3.10GHz 

Intel(R) Xeon(R) 

CPU E31220 @ 

3.10GHz 

RAM 
8GB DDR3 

1333 MHz 

8GB DDR3 

1333 MHz 

DISK1 SSD 32GB SSD 32GB 

DISK2 N/A 
Seagate SAS 6Gb 

7200rpm 2TB*4 

RAID 

Card 
N/A 

Areca ARC-1880 

SAS/SATA II 

Network1 1Gbps 1Gbps 

Network2 1Gbps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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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網路環境架構圖 

 

3.2 GlusterFS與 Docker Container架構 
 

在後端儲存平台所建罝的 GlusterFS檔案

系統，是利用兩台實體機器 B來實作，每台實

體機 B上各有四顆 SAS 2TB硬碟，利用 RAID 

Controller Card將 4顆硬碟做成 Raid 5的磁碟

陣列，容量為 5.5TB。Gluster Volume支援八種

不同型態的儲存架構，如 Distributed、Stripe、

Replicated、Dispersed、Distributed-Dispersed、 

Distributed-Stripe-Replicated、Stripe-Replicated、 

Distributed-Replicated。本實驗採用 Replicated 

Volume的功能，如圖 3-2，來做資料多副本以

提高資料存取的可用性，但也會使得儲存空間

的可使用容量變為總空間的二分之一。 

圖 3-2 Gluster Replicated Volume 

 

Docker Container 利用兩台實體機器 A來

實作，每台實體機器 A 上安裝 Docker 軟體，

軟體版本為 1.8.2-7。在 Tcserver1 製作四台

Container，其功能分別做為服務的負載平衡、

OwnCloud 與二個 SQL 服務。而在 Tnserver1

只製作三台 Container，比 Tcserver1 少了一台

Container 的 SQL 服務。SQL 安裝的軟體為

MariaDB-10.1.8-1。在三台 SQL 服務的配置上

使用兩台來做 Active/standby 的架構，都提供

對資料庫有寫入讀取(RW)的權限，而另一台

SQL 服務則只提供對資料庫有讀取(RO)的權

限，用來實現資料庫複寫機制(Replication)與讀

寫分離的架構。藉由上述二個架構方式來提高

SQL服務的效能、可用性及異地備援功能。 

OwnCloud 雲端服務平台上需提供二個儲

存空間給 OwnCloud 使用，一個為 OwnCloud

使用者上傳檔案時的儲存空間，一個為提供給

OwnCloud的 SQL服務中資料庫的儲存空間。

使用在 GlusterFS 所建立的 Replicated Volume

來提供 OwnCloud所需的二個儲存空間，並藉

由 GlusterFS 的資料多副本特性提高對檔案存

取的可用性及異地備援功能，整個 GlusterFS

與 Docker Container的架構搭配如圖 3-3所示。 

圖 3-3 GlusterFS與 Docker Container架構 

 

3.3 整體服務架構 
 

本研究為了建置一套具備高可用性、負載

平衡、異地備援及 scale out特性的私有雲端儲

存系統，其整體的服務架構如圖 3-4。 

在台中、台南兩台各會有一套完整的服

務，但主要服務會由台中來提供，台南則提供

備援的服務，兩地之間在各個節點的服務都可

以互相支援，所以當台中的節點發生效能負載

過高、單一或全部節點服務失效時，會自動切

換到台南服務正常的節點上，用此架構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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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足以預防區域性災害或單一節點故障的

私有雲端儲存服務。 

圖 3-4 整體服務架構 

 

4. 實驗方法與結果 

 

4.1 檔案系統效能測試 
 

使用GlusterFS及GPFS兩套檔案系統來進

行儲存空間效能測試，為求實驗的公平性，設

備硬體使用相同規格的實體機器 B，並用 4顆

2TB硬碟組成 Raid 5的 5.5TB空間，網路環境

如圖 3-1。GlusterFS的軟體版本為 3.7.6，GPFS

的軟體版本為 4.1.0-8，測試空間是使用各自的

多副本(Replication)功能，將兩台實體機器 B

上的 5.5TB*2來組成新的 Volume，如同圖 3-3

後端儲存空間的建立方式，而在安裝各檔案系

統及建立各空間時的設定參數都為預設值。由

GlusterFS及GPFS建立的檔案系統可用總空間

都為 5.5TB，並將儲存空間掛載到一台實體機

器 A(Tnserver1)來進行測試。 

在 Tnserver1主機使用 Linux指令 dd [18]

在各掛載的儲存空間進行檔案讀取(read)、寫入

(write)速度測試。測試檔案容量大小分別為

1MB、2MB、4MB、8MB、16MB、32MB、64MB、

128MB、256MB、512MB、1GB.。每個測試檔

案各產生十個，取其平均值來計算，測試結果

如圖 4-1及圖 4-2。在檔案寫入速度的部份，兩

個檔案系統的效能幾乎差不多，最高皆約在

60MB/S 上下，但在讀取速度的部份上 GPFS

的效能比 GlusterFS高出許多，GPFS平均都有

130MB/S以上，而 GlusterFS最高約在 80最高

皆約在 80MB/S上下。 

圖 4-1 GlusterFS與GPFS的 DD寫入速度 

圖 4-2 GlusterFS與GPFS的DD讀取速度 

 

除了使用Linux指令 dd來測試各檔案系統

的效能外，也模擬當某地發生災難導致建立檔

案系統的主機損毀或空間無法修復時，需花多

少時間才能從另一台正常的檔案系統主機，利

用多副本(Replication)的功能，將資料回復到新

的空間上。用來測試的檔案總數量為 999215

個，總容量大小為 5TB，而各個檔案的大小及

數量如圖 4-3。在 GlusterFS檔案系統的測試結

果如圖 4-4，總花費時間為 3 天 19小時 38分

鐘。在 GPFS 檔案系統的測試結果如圖 4-5，

總花費時間為 3 天 8 小時 19 分鐘。從測試結

果來看 GPFS所花費時間比較短，之間差了快

12 小時，在整個網路頻寬的利用率也比

GlusterFS較高。 

GlusterFS 在寫入檔案時是使用同步模式

而不使用非同步模式寫入，所以在此災難復原

測試中，進行大量的小檔案傳輸及大請求量的

情況下，其效能會不如預期。若是在大量的大

檔案且請求又多的情況下，GlusterFS能夠發揮

網路與分散功能，才會有較好的效能表現。對

於資料異地災難復原時間較要求的單位，在使

用 GlusterFS 時，可增加更多的儲存節點來分

散檔案的寫入，除了減少災難復原的時間，對

於整個儲存的效能也會提高，但相對在設備成

本上的費用也會隨著增高，所以還是建議依實

際使用需求在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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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災難復原測試之檔案的大小及數量 

圖 4-4 GlusterFS災難復原測試流量圖 

圖 4-5 GPFS災難復原測試流量圖 

 

4.2 服務可用性測試 
 

根據圖 3-4 的整體服務架構，提供主要服

務的地點在台中，預設所有的使用者在使用雲

端儲存服務時都會先連台中，依照此架構分別

進行了四種模擬測試。第一種為當其中一台後

端儲存節點失效時是否會影響儲存服務，如圖

4-6所示，台南儲存節點已失連，但 GlusterFS

儲存空間仍可正常掛載及使用。第二種為當

Owncoud1 主機的服務失效時是否會影響網站

存取服務，如圖 4-7 所示，正常情況下網站的

存取服務會由 Owncoud1 主機來提供，但

Haproxy1主機偵測到Owncoud1主機服務中斷

時，會自動將服務導向 Owncoud2主機來提供

服務，如圖 4-8 所示，Owncoud2 主機已接手

服務並正常運作中。第三種為 SQL1主機的服

務失效時是否會影響資料庫的存取，如圖 4-9

所示，正常情況下資料庫的存取服務會由

SQL1、SQL2主機來提供，但當 SQL1主機服

務中斷時，會自動將服務導向 SQL3來服務，

如圖 4-10 所示，第一筆存取 IP 已變更並顯示

為 UP 的狀態。第四種為當台中全部的服務失

效時，則整個雲端儲存服務都會導向台南的節

點來提供服務，並不會造成儲存服務中斷的狀

況。由上述四種模擬測試結果可證明此私有雲

端儲存系統擁有服務高可用性的功能。 

圖 4-6 GlusterFS儲存節點服務測試 

圖 4-7 Owncloud運作正常狀況 

圖 4-8 Owncloud運作異常狀況 

圖 4-9 SQL運作正常狀況 

圖 4-10 SQL運作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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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OwnCloud檔案效能測試 
 

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IE) 11瀏覽器登入

私有雲端儲存系統的 OwnCloud WEB 平台服

務介面進行測試。OwnCloud 所使用的軟體版

本為 8.2.0，測試檔案上傳及下載的效能，測試

的檔案容量大小分別為 1MB、2MB、4MB、

8MB、16MB、32MB、64MB、128MB、256MB、

512MB、1GB，每個檔案各上傳及下載十次，

取其平均值來計算。測試的使用環境架構如圖

4-11，將一台實體測試設備接在與台中

Tcserver1 主機相同的 switch 上，測試設備為

Acer TravelMate P645筆電，網路介面頻寬為 1 

Gbps。檔案上傳及下載的效能測試結果，如圖

4-12，由圖中可知當檔案超過 128MB後，其上

傳及下載時最大速度大約落在 20MB/s 上下。

在服務正常無大量負載的情況下，若以上傳或

下載 1GB大小的檔案來說，其分別花費的時間

大約只需 60秒即可完成。 

圖 4-11 WEB平台服務效能測試環境架構 

  圖 4-12 WEB平台檔案上傳及下載測試 

4.4 服務壓力測試 
 

JMeter 是  Apache 組織下所開發的 

Open source 軟體，使用 Java 撰寫的應用程

式，可用來測試網站功能以及量測效能，模擬

在伺服器上使用高負載來測試網站的受壓能

力，或在不同負載條件下的性能表現。此測試

利用 Jmeter軟體來模擬當此私有雲端儲存系統

同時有大量使用者進行資源存取時的性能狀

況，軟體版本為 2.13。 

此測試環境與 OwnCloud檔案效能測試環

境一樣，如圖 4-13，使用相同網路配置及筆電

設備。測試步驟為模擬每位使用者存取服務的

動作順序，分別為登入 OwnCloud Web平台、

瀏覽總目錄清單、瀏覽子目錄清單、使用者登

出。每個總目錄中有 5個子目錄，每個子目錄

有 10 檔案，最大的測試人數為 500 人。測試

結果如圖 4-8所示，當 50人同時存取網頁資訊

時，每筆 HTTP Request最長反應時間為 1256

微秒，大約 0.001 秒，而測試人數達到 500 人

時，每筆 HTTP Request最長反應時間為 11262

微秒，大約只有 0.01秒。就算人數達到 500人，

但它的反應時間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仍在可

接受的範圍內。另外從 50 人到 500 人這區段

的 HTTP Request 處理數量平均大約為每分鐘

能處理 2158筆。 

圖 4-13 HTTP Request反應時間 

 

5.  結論 
 

從上述的實驗結果可以發現在此私有雲端

儲存系統架構中，後端檔案系統使用 Open 

Source 的 GlusterFS 軟體，在效能上雖然沒有

比商業用的 GPFS軟體來的佳，但仍然有不錯

的表現，在長期維運成本的考量下，使用

GlusterFS仍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另外也可以

發現此系統具備著服務的高可用性，以及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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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援的特性，整套系統可以容許同一個地點的

主機全部失效或單一節點故障，仍然能夠繼續

提供服務，所以在日常維護中，將部份主機下

線來進行硬體維護、零件擴充及系統升級也不

會有任何問題，足以應付大規模的災害。 

在實驗中提供可儲存的空間雖然只有

5.5TB，但比起目前商業的雲端儲存服務供應

商提供免費空間最大至15GB上下來說，5.5TB

可提供至少 366位使用者使用，若以一般中小

企業員工人數約 100人來說，每位使用者也至

少可分得 50GB的空間，比起 15GB的空間還

大三倍之多。另外由於此架構是建置在公司內

部的私有雲端儲存系統，不需要擔心公司對外

的網路頻寬不足或網路斷線，而影響服務的效

能或服務中斷，相對的，將資料放置在公司內

部，除了可依公司實際的組織架構做更嚴密的

權限控管外，也能加強資料的安全性及減低機

密文件外洩的風險，總體而言都比商業型的雲

端儲存服務來的更優質。 

本研究主要以使用 Open Source 軟體為

主，自行建罝一套私有雲端儲存系統，除了可

確保機密資料的安全性，也能減少在使用服務

上的成本，以及降低日後系統繀護的固難度，

讓這套系統具有實務應用的價值。對於有使用

私有雲端儲存服務需求的中小企業或小單位

來說，相信此系統會是一個不錯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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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應用於貴重物遠端監控之研究- 

以博物館為例 

 

 

 

 

摘要 

博物館作為社會文化機構，具有保障社會
文化的延續和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其核心便

是那些價值連城，無可替代的珍貴藏品，在它

們被展示、運輸和保存的過程中，嚴密的溫濕

度監控及相關的環境監控是至關重要的。本研

究將 NI myRIO嵌入式裝置引入貴重物品監控

領域，使用三軸加速規即時監測貴重物傾斜狀

態並視程度警示，以 Wi-Fi 做通訊方式進行遠

端控制，結合多感測器及WebCam實現物聯網

及環境監控，當量測數據出現異常時，系統能

發出警示，讓維護人員確保貴重物能在合適之

環境展示與保存。 

關鍵詞：NI myRIO、物聯網、博物館環境、環

境控制、遠端監控 

 

Abstract 
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 museum 

has the role of ensuring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inuity and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Her core definitely is which priceless and 

irreplaceable valuables. When they are display, 

transport and storage process, strict monitoring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study, Using NI myRIO embedded device 

into valuables surveillance and using three-axis 

accelerometer tilting state to real-time monitoring 

valuables and visual warning level, it's wireless 

control by Wi-Fi communication mode. With 

multi-sensors to achieve IoT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When measured data error, system 

can alert maintainers to ensure that valuables can 

be deposited in the right environment. 

K e y w o r d s :  N I  m y R I O , I o T,  M u s e u m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control, Remote 

control 

 

1. 前言 
文物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呈現時代歷史、

當代美學與生活型態等，良好的文物保存環境

攸關文物是否能經久傳世，無論何種材質的文

物，如未經妥善保存，皆可能隨著時間逐漸毀

損或劣化，為使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能讓世世

代代人類共享，永續保存及維護館藏文物至關

重要。 

會造成文物狀況劣化的因子可分為生物

性及非生物性因子，生物性因子如:黴害、鼠

類的危害、害蟲取食或人為造成的汙染(汗漬、

油脂及唾液等)；非生物性因子則包括：溫度、

濕度、光線種類、照度、風量，和空氣中的 pH

值等[1]。保存環境中還有諸多因子，例如：水、

火災、地震等緊急災難，會影響文物之物化性

質的穩定性，其中溫度與相對濕度直接影響文

物的物理性質，一旦溫濕度不合適，則可能衍

生生物性的危害，甚至遭其代謝物汙染或酵素

分解，造成結構變化以致文物損毀[2]。對於文

物的最佳保存方法是將這些貴重物放置或陳

列於最好的可能環境條件下以防止它們的損

壞，而非等到損壞了才去修復，保存環境維持

恆溫恆濕一直是博物館界力行的原則。 

博物館其功能不僅僅是文物的保存，觀眾

也是管理中的一環，應當建立一個對人、文物

都比較適合的環境條件。因此博物館環境就不

僅僅指的是狹義上的博物館內文物保存的環

境，應包括對觀眾進行文物藝術品展示的場所

環境，這兩者的結合，才可以稱之為較為完整

的博物館環境[3]。在此研究中，將利用虛擬儀

控技術整合 NI myRIO嵌入式裝置、三軸加速

規、溫濕度感測器及WebCam進行監控，並參

考世界各大博物館借展合約中之環境需求，在

電腦上建立一強健的測試、測量和控制系統，

同時將監控畫面同步至平板顯示達到有效環

境及遠端監控。 

 

2. 系統架構 
系統以 LabVIEW 軟體及 Data Dashboard

軟體建立貴重物監測系統及人機操作介面，以

NI myRIO 作為量測平台，並將量測數據傳回

伺服主機進行監控，其系統架構如圖一所示。  

姚凱超 羅宸佑 王彥貿 黃振瑜 鄭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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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系統架構圖 

2.1 硬體 

NI myRIO為一種嵌入式硬體裝置，搭載

Zynq整合式系統單晶片，配備雙核心 ARM 

Cortex A9 處理器與 FPGA晶片，有 28000 個可

設定的邏輯單元、10個類比輸入通道、6個類

比輸出通道、音訊 I/O通道及 40個數位 I/O通

道，並配備內建WiFi、三軸加速規與數個可設

定的 LED，圖二(a)、(b)分別為 NI myRIO之外

型圖與連接圖。 

 
圖二(a).NI myRIO外型圖 

 
圖二(b).NI myRIO 連接圖 

(資料來源:USER GUIDE AND 

SPECIFICATIONSNI myRIO-1900) 

2.2 軟體 

本研究以 LabVIEW 作為貴重物監測系統

與遠端監控之設計軟體，因其涵蓋軟、硬體介

面通訊，在資料讀寫紀錄如數值分析、信號轉

換、波形顯示、方程式運算等，能使操作者自

定義編輯，功能多元開放且能與其他設備作連

結，圖形化的資料流程式設計語言，可取代傳

統的初階語言，並輕鬆解決問題。圖三(a)、(b)

分別為本系統之人機介面圖與程式方塊圖。 

 
圖三(a).人機介面圖 

 
圖三(b).程式方塊圖 

在遠端監控部分，以 Data Dashboard for 

LabVIEW 建置監控介面，其為一款 iPad 

/Android 適用的精簡型用戶端應用程式，不需

要設計程式，就可以針對個人的 LabVIEW 應

用建置出客制化的顯示畫面以便隨處查看資

料。透過拖曳控制元件與指示元件，例如圖表、

量表、LED、滑桿、按鈕等，而這些元件皆可

透過 LabVIEW 網路服務或在網路上發佈的

共用變數來讀寫數值。圖四為本系統 Data 

Dashboard 應用程式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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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Data Dashboard應用程式人機介面 

3. 實驗結果 
本研究中以 LabVIEW 軟體建置一貴重物

監測模擬系統，將環境監控分為傾斜監測、溫

濕度監控及畫面監控三個部分，並將量測值分

享給平板。圖五為系統動作流程圖，實線部分

以實體線路做連接，虛線部分以 Wi-Fi 做為連

接方式。 

 
圖五.系統動作流程圖 

3.1 傾斜監測 

在保存環境中，當貴重物傾斜角度超過一

定的值，將會使其位移甚至損毀，因此以三軸

加速規作為感測器，即時量測其三軸變化量，

經實驗測試得出三軸的安全範圍值分別為:X

軸量測值介於-0.2~+0.2間；Y軸量測值介於

-0.2~+0.2 間；Z軸量測值介於 0~+1間。當量

測值超出安全範圍時，系統會亮起傾斜異常警

示燈。 

3.1.1模擬狀態:傾斜程度正常。 
X、Y、Z三軸均位於安全範圍值內，傾斜

異常警示燈未亮起，如圖六(a)所示。 

 
圖六(a).傾斜監測，正常 

3.1.2 模擬狀態:傾斜程度異常。 
X 軸量測值為-0.28，未位於安全範圍值

-0.2~+0.2內，警示燈亮起，電腦及平板人機

介面如圖六(b)、(c)所示。 

 
圖六(b).電腦，傾斜監測異常 

 
圖六(c).平板，傾斜監測異常 

3.2 溫濕度監控 

合適與穩定的溫濕度環境，是館藏文物展

示或保存中最重要的環節，本研究參考世界各

大博物館借展合約中之環境標準，以 2012年

羅浮宮博物館「羅浮神話」一展之環境標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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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設定溫濕度的標準值:溫度為 22 ± 2℃，相

對濕度為 50-55%。以 HSM-20G溫濕度感測器

感測溫濕度變化，其參數如表一，並依量測狀

態進行調整，由於 HSM-20G感測器資料手冊

中的溫濕度轉換為電壓數據與實際值有誤差，

故將溫濕度量測值經 TES-1366 溫濕度計先行

校正，確認量測數值正確。TES-1366如表二。 

表一.HSM-20G參數 

參數 HSM-20G 

輸入電壓範圍 DC5.0±0.2V 

輸出電壓範圍 DC1.0~3.0V 

靈敏度 ±5%RH 

工作電流 2mA 

相對濕度範圍 20%~95%RH 

溫度範圍 0℃~50℃ 

濕滯範圍 最大值 2%RH 

長期工作穩定性 ±1.5% /year 

表二.TES-1366溫濕度計 

參數 TES-1366 

量測範圍 
溫度：-20℃~60℃ 

濕度：1% ~99%RH 

解析度 0.1℃/0.1%RH 

準確度 
溫度：±0.8℃ 

濕度：±3%RH 

 

3.2.1模擬狀態:溫度正常，在設定範圍值內。 

由圖七(a)可知，量測溫度值介於設置之上

下限中，溫度正常。  

 
圖七(a).溫度正常 

3.2.2模擬狀態:溫度過低，低於設定下限值。 

由圖七(b)、(c)可知，量測溫度值為 11.84℃，

低於設置下限值 20℃，溫度過低需進行升溫。 

 
圖七(b).電腦，溫度過低 

 
圖七(c).平板，溫度過低 

3.2.3模擬狀態:溫度過高，高於設定上限值。 

由圖七(d)、(e)可知，量測溫度值為 24.28℃，

高於設置上限值 24℃，溫度過高需進行降溫。 

 
圖七(d).電腦，溫度過高 

 
圖七(e).平板，溫度過高 

3.2.4模擬狀態:濕度正常，為設定範圍值內。 

由圖八(a)可知，量測之相對濕度值為

50.9%，介於設置之上下限中，濕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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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a).濕度正常 

3.2.5模擬狀態:濕度過低，低於設定下限值。 

由圖八(b)、(c)可知，量測之相對濕度值為

33.53%，低於設置下限值 50%，濕度過低，需

進行加濕。 

 
圖八(b).電腦，濕度過低 

 
圖八(c).平板，濕度過低 

3.2.6模擬狀態:濕度過高，高於設定上限值。 

由圖八(d)、(e)可知，量測之相對濕度值為

81.88%高於設置之上限值 55%，濕度過高，需

進行除濕。 

 
圖八(d).電腦，濕度過高 

 
圖八(e).平板，濕度過高 

3.3 畫面監控 

在畫面監控部分，以 NI myRIO 連接 USB 

WebCam進行即時監控，維護人員在遠端紀錄

環境溫溼度狀況時，也能透過畫面檢視貴重物

之狀態。圖九為畫面監控圖。 

 
圖九.畫面監控圖 

4. 結論 
在整理環境監控資料及國內外博物館文

物維護、借展合約、安全報告等相關規範後，

以 LabVIEW 建置一模擬系統，監控貴重物的

傾斜狀態、溫濕度環境及即時畫面，並透過

Wi-Fi 連接方式對 NI myRIO進行遠端監控，同

時將量測數值同步分享到平板顯示，完成物聯

網應用於貴重物遠端監控之研究-以博物館為

例一文。 

實驗結果得知，以三軸加速規感測貴重物

之三軸變化量，並視傾斜程度做出警示，因不

同物品之體積大小不一，系統中能調整 X、Y、

Z三軸之標準值，方便維護人員進行設展與保

存，在貴重物傾斜時，能透過警示與畫面監控

讓維護人員做出對應之修護；對於貴重物環境

的溫溼度控制中，不論是裝箱、運送、展覽過

程，每一環節都必須依循借展合約或安全報告

中明訂的規範嚴謹限制，溫濕度監控部分，因

不同文物的溫濕度保存標準不同，本系統設計

之溫濕度上下限值能隨其標準不同而調整，做

到客製化之環境監控。 

研究中建置之軟硬體技術能有效進行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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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遠端監控，由於 NI myRIO 為可攜帶之嵌

入式控制器，在體積及便利性上，更勝以往龐

大的博物館環境監測系統，由其在貴重物保存

及運送過程中，會面臨到各地環境不同的情況，

NI myRIO能隨文物移動，且能以移動設備

(PAD)隨時調整，同時進行監控。 

行動技術日異月新，智慧聯網與行動應用

服務跨界整合，已成為當今數位時代的趨勢。

本文之完成將有助於維護人員進行貴重物保

存與維護，達到文化的延續和促進社會發展。 

5. 參考文獻 
[1] 楊若苓，”「引蟲入室」?-以博物館及典藏

環境為例”，2010文化資產保存學刊，pp. 79-88，

2010。 

[2] 張琳，”文物保存溫濕度規範因應節能趨勢

之探討”，2012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博物館學
季刊，pp.183，2012。 

[3]劉舜強，”關於博物館環境的討論”，文物保
護與考古科學，pp. 60，2006。 

[4]岩素芬、沈建東，”借展文物保存作業的評

估”，博物館與文化第 7期，pp.109~126，2014。 

[5]陳敏，”國立臺灣博物館徐州路人類學典

藏庫房改建之理念與實務”，2012 台灣博物

季刊 113 31卷第一期，pp. 4-11，2012。 

[6]姚凱超、賴長興、方俊修，自動量測技
術，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3。 

[7]NI myRIO實作手冊，緯宇國際有限公司，
2014。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283



物聯網之遠端控制於智慧居家系統 
姚凱超  王彥貿  羅宸佑  黃振瑜  鄭武田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工業教育與技術學系 

M0331001@mail.ncue.edu.tw 

 

摘要 

本文之主要研究目的在於透過遠端

監控的方式來模擬智慧居家系統，NI 

myRIO 為主要控制器模擬智慧居家系統

之運作過程並以 LabVIEW撰寫程式，透過

無線傳輸的方式來對受測端的各個感測

器進行模擬測試。由於 LabVIEW 具有良

好的介面和設計環境，故此系統是基於

LabVIEW 的設計。本研究採用 LabVIEW

軟體裡的 Shared Variable功能及無線網路

Wi-Fi 技術來構建監測機制。除了受測端

的控制外，我們可以從電腦及平板上，直

接對受測端進行遠端監控的動作，並即時

從電腦或平板上觀察到家裡設備的使用

狀況。 

關鍵詞：遠端監控、myRIO、物聯網、智

慧居家 

Abstract 

 

This study's purpose is to simulate 

smart home system by remote monitoring. 

By using the NI myRIO for the main 

controller  to simulate smart home system 

operation, write program by LabVIEW, and  

test system's every sensor through the 

wireless transmission. Because of LabVIEW 

has a great interface and design environment,  

this system is based on LabVIEW. This 

study use LabVIEW's Shared Variable and 

Wi-Fi to build a monitoring mechanism. 

Addition to system’s control, also we can 

operates from PC or IPAD and real 

implementation every equipment by 

real-time remote monitoring at home. 

Key words: Remote monitoring,  myRIO, 

IoT,  Smart house 

1.前言： 

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智慧科技成為

各個國家的重要方針，物聯網也隨之進入

人們的生活，物聯網將所有人事物與虛擬

的網路融合在一起，是世界網路的又一次

革新，物聯網廣泛的應用到人們的食、衣、

住、行、建設、安全管理、環境保護等各

領域。物聯網的崛起，為智慧居家的發展

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 

近年來隨著雲端科技與行動系統的

進步，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型態，為了

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智慧居家系統已經

逐漸的發展成型，如今多數新建的房子大

多含有智慧居家系統，智慧居家系統不但

有防盜功能，還可以透過平板或行動裝置

來對家裡的狀況進行觀察和控制。 

智慧居家實現了人們對高品質生活

的願望，使人們的生活訊息化、智慧化。

目前擁有智慧居家系統的房子大多都是

新建的，而一般老舊的房子想加裝智慧居

家系統，除了金額昂貴外還必須破壞裝潢

[2]，為此本研究以靈活性與擴充性為優先

考量，透過 myRIO 建置一智慧型居家系

統，讓使用者可以擴充原來的家庭系統，

同時擁有智慧居家系統的功能，提供一個

物美價廉的解決方案給有需要的家庭。 

在此研究中，將利用虛擬儀控技術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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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智慧居家系統，以 myRIO 為主要控制

器透過 Wi-Fi 傳輸的方式來監控制慧居家

系統的動作，達到模擬遠端監控智慧居家

之目的。 

2.系統架構： 

本系統使用自行開發的智慧居家系

統作為模擬系統，並配合 NI myRIO做為

控制介面，可透過無線傳輸的方式對 NI 

myRIO進行遠端控制，其系統架構如下圖

一所示。 

 

 
圖一.系統架構圖 

 

 

2.1硬體：  

NI myRIO是一種創新的軟硬體平台，

搭載最新的 Zynq整合式系統單晶片(SoC)，

同時配備雙核心 ARM Cortex A9 處理器

與 FPGA晶片，並且共有 28,000個可設定

的邏輯單元、10個類比輸入通道、6個類

比輸出通道、音訊 I/O通道，以及高達 40

個數位輸入/輸出(DIO)通道，其中並配備

內建WiFi、3軸式加速規與數個可設定的

LED。下圖二(a)為 NI myRIO 之外型圖。 

 

圖二(a).NI myRIO 

 

NI myRIO 擴充埠(MXP)接頭： 

預設的 I/O 設定如圖二(b)所示。使

用 NI LabVIEW FPGA Module 即可客制

化。如圖二(b)所示。 

 

 
圖二(b).myRIO側面圖 

 

NI myRIO NI迷你系統連接埠(MSP)

接頭：預設的 I/O 設定如圖二(c)所示。使

用 LabVIEW FPGA 即可客制化。 

 

 

圖二(c).myRIO側面圖 

 

下圖二(d)為電源，USB連接孔。 

 

圖二(d).myRIO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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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軟體：本系統利用 LabVIEW 作為遠

端監控智慧居家系統之設計軟體，

LabVIEW 是一種圖形的編輯語言，透過

圖形化的接線與圖示便可建構出程式流

程圖，普遍用於自動化資料量測、儀器控

制與工業自動化的領域，跟其他語言相比，

較容易上手。此軟體因其在受測端的設備

可以由使用者自行設計、功能全面多元且

可與其他設備做連結，還能提供強大的後

續資料處理能力，設置資料處理、轉換、

儲存的方式將結果顯示給客戶。 

圖三為本系統之人機介面圖與程式方塊

圖。 

 

圖三(a).系統之人機介面圖 

 
圖三(b).系統之程式方塊圖 

3.實驗結果 

本研究以模擬智慧居家自動化為主，

透過遠端監控的方式對家裡的一切事物

作控制，如照明、溫度、濕度、警報以及

即時的監控畫面等，下面以照明控制、溫

度監控、Webacm 三項實驗舉例說明。圖

四為動作流程圖。 

 

圖四.動作流程圖 

3.1 照明模擬： 

以下為本系統透過Wi-Fi傳輸的方式

連接 myRIO 來對受測端做亮度的模擬。

將其結果分別顯示於系統人機介面上與

平板上達到監控的效果。 

3.1.1 模擬狀態：昏暗程度未超過系統設

定之標準值。 

圖五為白天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

示其量測值維持在一個範圍內，在昏暗程

度未超過標準值的狀態下，照明設備動作

OFF。 

 
圖五(a).亮度監控之畫面動作 OFF 

 
圖五(b).亮度監控平板畫面動作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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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模擬狀態：昏暗程度已超過系統設

定之標準值。 

圖六為夜晚之模擬狀態，監控情況顯

示其量測值已超過系統設置之標準值，在

昏暗程度超過標準值的狀態下，照明設備

動作 ON。 

 

 

 
圖六(a)亮度監控之畫面動作 ON 

 
圖六(b).亮度監控平板畫面動作 ON 

 

3.2室溫模擬： 

以下為本系統透過Wi-Fi傳輸的方式

連接 myRIO 來對受測端做室內溫度的模

擬。將其結果分別顯示於系統人機介面上

與平板上達到監控的效果。 

 

3.2.1模擬狀態：室內溫度未超過系統設

置之標準值。 

圖七為室內溫度舒適的狀態，監控情

況顯示其溫度量測值維持在一個範圍內，

在室內溫度未超過標準值的狀態下，空調

設備動作 OFF。 

 

圖七(a).溫度監控之畫面動作 OFF 

 
圖七(b).室內溫度平板畫面動作 OFF 

3.2.2 模擬狀態：室內溫度已超過系統設

定之標準值。 

圖八為室內溫度偏高的狀態，監控情況顯

示其溫度量測值已超過系統設定之標準

值，在室內溫度超過標準值的狀態下，空

調設備動作 ON。 

 

圖八(a).溫度監控之畫面動作 ON 

 
圖八(b).室內溫度平板畫面動作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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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監控畫面： 

以下為本系統透過Wi-Fi傳輸的方式

連接 myRIO 來對受測端做室內環境的監

控。將其擷取畫面顯示於系統人機介面上，

來達到即時監控的效果。 

下圖九為模擬狀態下室內的環境監

控畫面，透過Webcam擷取室內環境即時

的畫面，並將其擷取畫面顯示於系統之人

機介面上。 

 

 

圖九(a).即時畫面監控動作 OFF 

 

圖九(b).即時畫面監控動作 ON 

 

4.結論： 

本文首先，蒐集智慧居家系統架構資

料以及國內外相關系統之穩定性、安全性

及相容性等相關規範，透過所建置的

LabVIEW 軟體，監控模擬智慧居家系統的

系統運作，從亮度、溫度到擷取畫面，進

行完整的系統模擬與運作，完成遠端監控

與智慧居家系統之研究。 

模擬結果得知，以 myRIO控制器來建

置智慧居家的模擬系統，能將 LabVIEW程

式的資料透過 WiFi傳輸至 myRIO，同時能

用 Shared Variable功能將資料共享至平

板，從感測端所偵測到的模擬結果，也會

回傳至主伺服器與平板上，達到對受測端

進行即時遠端監控的效果。 

智慧居家的主要市場，多半是以新的

建案裝潢案為主，主要是由相關業者來主

導並統籌佈線安裝，消費者的主導權常常

被局限住。不過近年來，許多相關產品由

於在外型與功能上已迅速進化，還可結合

智慧型手機與雲端服務，讓安裝及操控變

得更加方便，本文所建置的軟硬體技術能

針對遠端監控於智慧居家服務，有效的提

升家庭安全、生活舒適度等，相信本文之

完成，將能滿足許多想擁有智慧居家系統

的老舊房屋更多的方便性與擴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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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布袋戲之跨媒介看消費者愉悅之產生－以霹靂布

袋戲為例 

 

 

摘要 

 
布袋戲的歷史遠久，霹靂布袋戲更是翻轉

刻板印象，以各種跨媒介文本成功吸引新世代

的戲迷。對文本的喜好可從涉入度切入，本研

究以耿慧茹（2004）認知、情感及行為三個層

面，加上擬社會互動和反思（Sood, 2002）等

五種涉入程度關心霹靂閱聽眾。並以逃避性、

創造性、移情作用與批判性四種愉悅類型（張

雅婷，2008），研究涉入感與愉悅之關係，並

以互文互媒性探討消費者之愉悅。本研究透過

深度訪談一方面發現涉入與互文性對愉悅之

關聯；另一方面亦給予文創業對文本設計之類

型及霹靂布袋戲未來的營運方向。 

關鍵詞：跨媒介、涉入、愉悅、霹靂布袋戲。 

 

Abstract 
 

Puppet show has a long history, and Pili 

puppet as a mixture which contain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int media. 

Customers’ preferences can be related to 

audience involvement, so we categorize 

involvement into cognitive, emotional, 

behavioral, referential, and critical 

involvement. Beside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Pili TV show, and categorizes TV 

audience pleasure into evasion, empathy, 

productivity, and critical pleasure. The 

research found involvements and 

intertextuality affect pleasure.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also provide useful suggestion to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ili media. 
Keywords: cross-media, involvement, pleasure, 

Pili puppet. 

 

1. 前言 

談到最能代表台灣本土文化的產業，許多

人會直覺聯想到布袋戲的相關產業。因為布袋

戲文化已在台灣社會流傳許久，老一輩的人對

其有濃厚的精神依賴情感，正值壯年的觀眾則

對布袋戲保有大量小時候的回憶；然而隨著新

科技影響媒體敘事改變，年輕一代的戲迷對於

新舊文本交融的火花，深深受到其吸引。因此

布袋戲文化累積了大量的忠實觀眾，成為一大

眾文化外，更身負本土文化代言人之角色。 

因應媒體科技的變異、瞬息變化的消費者

偏好，布袋戲不斷地重新蛻變、成長。自「霹

靂布袋戲」入主電視台十幾年來，黃俊雄以多

媒體特效、布偶技藝提升、擴展舞台、配合現

代科技匯流的行銷手法等，成功翻轉布袋戲庶

民文化的地位，打入一般大眾的心中。霹靂布

袋戲身為現今布袋戲產業中的佼佼者，不但獨

樹一格，且自成體系的布袋戲王國，值得研究

與探討。然則在資本體系下，文本的產製均為

行銷導向，透過跨媒介的文本改良、與庶民大

眾文化的結合，建立了品牌與戲迷深厚的情

感。而了解消費者對於這些延伸商品活動的消

費以及參與，根據 Jenkins（2006）認為閱聽人

不斷從不同媒體文本間作意義的連結，而獲得

娛樂的體驗。這種媒介愉悅經驗的吸引力，

McQuail（1997）將之稱為涉入。 

      近年有關跨媒介的研究均指出，涉入感

對閱聽人的興趣、動機和情感經驗有一定影響

力，不同涉入類型也會影響不同消費愉悅產生

（石安伶，2012）。目前許多媒介內容都透過

跨媒介的文本改良，激起閱聽人與文本的互動

火花，在傳播研究中稱作「愉悅」。閱聽人使

用媒介或消費文本的最終目的也是為得到愉

悅感，而愉悅又與動機、涉入度、文本吸引力

相關。有鑑於此，研究者認為布袋戲是重新帶

動傳統文化的重要推手，然而在政府推行文化

創意產業的政策下，霹靂布袋戲明顯極具代表

性，這都來自於閱聽人願意且主動參與消費布

袋戲的跨媒介文本。因此本研究擬從「閱聽人」

的角度切入，探索霹靂布袋戲之跨媒介消費者

涉入情形以及愉悅感。初步了解霹靂布袋戲的

跨媒介內容對於消費者有何吸引力，分析哪些

關鍵因素形塑出如何的愉悅感；進一步了解消

費者與布袋戲跨文本互動之涉入情形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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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愉悅經驗；以及探討消費者消費不同跨媒介

文本的愉悅感有何差異。 

2. 主要內容 
 

2.1 霹靂布袋戲歷史 

 

    台灣的布袋戲，歷史發展長久，是往昔農

業社會兒童的主要娛樂來源之一，同時也是生

活教育、人格涵養的重要管道，於成長中扮演

重要的角色（引自唐硯漁、何舒軒，2007），

林文懿（2001）認為布袋戲作為一傳統產業的

原因大致有：傳統布袋戲具宗教意涵及農業社

會風格、社會意識形態的傳播者、人際關係的

協調及仲介者。由此可看出布袋戲早已與台灣

社會緊密融合。 

    1970年黃俊雄首次將布袋戲以電視劇方

式呈現，並創下了 97%的收視率，在新科技的

推波助瀾下，霹靂布袋戲的經營方式全然打破

傳統藝術的經營形態，舉凡有線電視系統、衛

星電視播送、錄影帶、電影、網路及電玩，甚

至在 1997年與皇冠小劇場合作，演出霹靂狂

刀戲碼；1998年還登上國家劇場演出霹靂英雄

榜之狼城疑雲（張軒豪，2005）。如此創新性

的破壞，故本研究想了解霹靂布袋戲的流行原

因，又因相關研究多半是針對霹靂戲「迷」，

然而研究者認為布袋戲自詡為大眾文化，應對

廣泛大眾有其相對意義存在，但究竟是哪些因

素影響閱聽人消費接觸霹靂文本，則待更多深

入的釐清。 

2.2 布袋戲迷參與消費文本涉入情形 

 

涉入在各研究領域中的定義均不同，多用

於行銷研究。總括來說，涉入是指與個人息息

相關的心理變數，因為個體對於環境中的任何

事物、活動甚至價值觀，都有其一定的態度，

找出個體的態度傾向，就能解釋個體對其行為

的涉入狀態。由此可知，涉入與動機對於消費

行為而言，都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力，兩者定

義雖然不同，但其內涵卻頗為相近。  

    Zaichknowsky(1985)將涉入定義為個人基

於本身的需求、價值及興趣而對標的物所感到

的攸關程度（引自吳長生、連佳儀，2009）。

Laurent & Kapferer(1985)以個人認知狀態定義

涉入，他們認為涉入是一個動態的變化過程，

會受到個人的內在變化以及外在環境的情境

影響。 

    涉入在傳播研究中，可以視為閱聽人態

度、情感、認知與文本的互相作用，同時涉入

也需考量情境轉變帶來的文本及媒介敘事影

響。Palmgreen 於 1984 年指出閱聽人在接觸

媒介之前，通常會經歷一連串認知、情感的比

較，把過去使用媒介的經驗轉換到對媒介的信

念以及對媒介內容的評價，此種信念及評價進

而影響日後的媒介使用動機和媒介行為(引自

耿慧如，2004)。 Rubin & Perse(1987)認為閱聽

人涉入是在媒體接觸下所經歷的情感、認知和

行為參與。因此產製文本對於生產者而言，需

注意到閱聽人與文本的認知情感態度；故欲了

解霹靂文本的閱聽人消費動機及行為意圖，應

從涉入的角度切入，不只可以了解布袋戲文本

隨時間的變化，閱聽人的需求及情感滿足、愉

悅的轉變外，亦能了解霹靂布袋戲重新詮釋的

媒介內容，運用了哪些媒介效果及結合媒介環

境。學者 McQuail(1997)指出觀眾被正在進行

的媒體所吸引時，就產生所謂的涉入（引自張

雅婷，2008），所以要了解閱聽人的涉入，應

該區分為認知、情感及行為三個層面去探討

（耿慧茹，2004），因為有了感官的涉入後，

進一步的持續收視，閱聽人會產生更多如思

考、評價的行為，故 Sood(2002)即提出閱聽人

涉入應包含擬社會互動和反思此兩種元素。因

此本研究認為要深入瞭解霹靂消費者背後的

消費文化，除了個人情感認知外，更須同時思

考閱聽人所處的外在情境，以下進一步以這五

種涉入類型探討霹靂布袋戲閱聽眾的涉入情

況： 

（1）情感性導向 

    對於霹靂布袋戲迷而言，前文已提及布袋

戲文化與戲迷的情感連接，不只連接戲迷們的

個人回憶，也連接人與地方，甚至是土地的認

同。這樣的情感延續至霹靂布袋戲對傳統布袋

戲文本敘事中「已知」部分的再經驗，投射在

一個個經典的角色，如素還真、一頁書等等。

石安伶（2012）指出閱聽人印象中的正面體

驗，會使閱聽人重複甚至接觸更多互文文本。

而在跨媒體互文中，能提供閱聽人在既有基模

上的熟悉感也能促進閱聽人參與消費文本。這

也是為什麼霹靂布袋戲故事的經典角色歷久

不衰，因為消費者們在看這些戲偶時，不只滿

足了閱聽人對於文本本身的好奇；甚至也藉由

這些布偶重拾個人不同記憶；與生活中的情感

連結，產生愉悅。 

（2）認知性導向 

    Sood(2002)指出，認知性導向互動是閱聽

眾對媒體節目特別注意的程度，以及節目一旦

結束時思考其教育意義的表現。J. Kim & Ru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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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認為認知性涉入的觀眾對於媒介角色

及情節有更多的了解。觀察目前霹靂布袋戲產

業魅力不退的現況，除了產製者不斷精進故事

設計、布偶服裝、故事背景的逼真營造等內容

呈現外，更透過行銷組合，多管齊下曝光大量

布袋戲文本，企圖多累積消費者品牌知識，進

一步將其哲理、詩詞等多項教育意涵之事物融

入劇情之中，讓享受聲光效果之餘，也能思考

每個故事背後的含意。 

    霹靂布袋戲將戲棚搬到電視機，等同於把

布袋戲帶入家庭生活之中，消費者與霹靂文本

的接觸不再受地域或節慶限制，加上電視的多

媒體效果，霹靂文本的吸引力所以能無時無刻

綻放。而霹靂布袋戲的文本現今也不再只以電

視為唯一通路，透過跨媒體文本，官網、雜誌、

實體活動均能引起消費者認知上的涉入；而提

高參與消費可能性。 

（3）行為性導向 

    Sood(2002)認為行為性導向互動是個體和

媒體角色對談，或是談論到媒體角色，以及重

新安排其時間表以挪出時間收看媒體節目的

行為表現。黃光玉（2002）認為行為的涉入包

括閱聽人與他人談論所收視的節目內容、與媒

介進行類社會的互動。石安伶（2012）發現在

某些情感涉入較深的知情閱聽人身上，可以看

出他們由於期待導致的更主動行為性涉入參

與。張雅婷（2008）指出電視節目中的事件與

主題，因為反映普羅大眾日常生活，往往催化

了更廣泛與開放的討論，甚至到網路的出現更

帶動了生產性行為。觀察布袋戲迷在霹靂網上

的激烈討論、搜集戲偶以及 cosplay等迷群活

動，均可看出戲迷們花大量時間討論、收看、

參與以及消費布袋戲文本，故本研究認為行為

性涉入可從閱聽人主動參與、配合、安排與霹

靂文本的互動行為來當作衡量指標，以了解消

費者的涉入程度。 

（4）參考性反思 

    Sood(2002)認為參考性反思是指閱聽人將

媒體節目與個人生活做連結，並且藉由與他人

討論媒體節目或訊息，對自身的生活及問題進

行參考性反思。經由思考分析文本，閱聽人所

回饋的任何意見、想法、評論均反映出閱聽人

涉入的情形。根據石安伶（2012）研究發現閱

聽人與他人討論文本時，期望討論者彼此有相

同的認知，方便討論原文本與跨媒體文本在故

事內容的差異。 而布袋戲文本取材來自於大

眾文化，因此戲迷很容易易地而處，以文本與

自身做連結，但每個人背景經驗均不同，與自

己的連結自然也有差，但透過共同參與消費霹

靂布袋戲文化，閱聽人之間的社交性更強外，

涉入程度應也會有所改變。加上現在社群網絡

的蓬勃發展，閱聽人的參考團體不只有線下世

界的家人、朋友；還包括線上網友、社團等，

而影響閱聽眾對於霹靂布袋戲的喜好程度，並

佔有大幅的影響力，因此本研究認為參考性反

思能描繪霹靂布袋戲消費者的涉入情形。 

（5）批判性反思 

    Liebes & Katz認為批判型的觀眾，會以嚴

苛的電視製作手法批評文本呈現。Sood(2002)

指出批判性反思是閱聽眾與媒體內容保持距

離，並對媒體節目的美學結構進行評判，閱聽

人藉由重新建構媒體節目和提出情節改變的

建議來進行批判性反思。 張雅婷（2008）認

為批判型的觀眾傾向用美學標準來討論電視

節目，閱聽人專注的是文本如何產製、拍攝的

手法、 演員的演技、情節的安排、服裝的搭

配...等技巧性的層面。綜合上述，批判性反思

與閱聽人對文本的認知多寡有一定關聯，因此

也可以看作是閱聽人消費涉入的類型之一。 

    現今有關閱聽人涉入的研究多半討論迷

群的特質，但一般消費者因為缺乏迷群的無條

件投入，所以觀看文本時的涉入情形是很多元

的，如曾維瑜（2000）發現人格特質會影響消

費者收視日劇的行為，透過不同資訊搜尋或情

感認同的方式，涉入感也會不同。鄭君仲

（2001）也發現消費者對於自己所注重的文本

（音樂、偶像）會有較多情感性涉入行為；不

喜歡者則可能出現批判性涉入。由此可知，一

般觀眾的電視涉入行為來源不一，且會持續受

到個體內在及環境外在的影響；也就是說涉入

其實不是一種固定的情況，而是會不斷經由個

體與文本、環境之間交織而成。正因涉入的此

種能動性，本研究認為在霹靂布袋戲文本不再

以電視劇為單一文本後，更多霹靂跨媒文本的

出現，對於一般閱聽人對霹靂布袋戲的媒體文

本，涉入感應會更加複雜。故本研究擬探討一

般觀眾在霹靂布袋戲電視劇的涉入下，對於其

他跨媒之霹靂文本的涉入行為為何。 

2.3 互文、互媒對閱聽人的解讀影響 

    一個敘事文本，通常包含內容及形式。

Chatman(1980)在其提出的敘事架構中，認為內

容可獨立於形式之外，但媒介形式的不同依舊

會影響敘事在媒介的具體呈現。由此可知，一

個文本固然著重於在內容設計，且在現在的資

本社會下，好的內容才是至高無上的。但是如

何選擇媒介，呈現出好的敘事內容，以布袋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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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例，過去布袋戲以戲偶為敘事精神，故其以

野台戲的方式與大眾互動。直到現在的數位時

代，媒體產業也避不開這波浪潮，紛紛積極尋

求轉型的情形下，霹靂布袋戲利用新媒體的特

質，使戲偶以更多元的面貌出現，廣受好評。

近來也由許多改編作品的出現，也都為人津津

樂道，因此可以看出好的內容搭配恰當的媒體

敘事， 是現今傳播媒體的最高目標。       

    當翻轉的敘事文本出現時，自然就會出現

比較。媒介研究裡最常使用互文及互媒兩大文

學概念比較不同文本的優缺，或解釋之間的關

係。1960 年代 Kristeva 首先提出「互文性」概

念，將其定義為「一個特定的文本運作空間

中，有些話語(utterance)是從別的文本中借用過

來的，而這些話語將會另外再滋生其他的文

本。」（引自石安伶、李政忠，2014）。Devitt(1991)

也將互文分類為：指涉互文性（一個文本直接

仿造另一個文本）、功能互文性（文本作為溝

通工具，具交際功能）及語類互文性（不同風

格的語域或語類在文本中交融的現象）（引自

王濟華，2011）。Genette(1997)以「跨文本性」

重新分類幾種不同的互文現象，包含：互文

性、近文本性、後設文本性、主文本性及超文

本性。本研究以 Devitt的分類來檢視霹靂系列

作品，發現霹靂電視劇本身即是將野台戲搬入

攝影棚後的指涉文本，而布袋戲一直也都扮演

著傳遞社會價值、意識形態的中介角色。隨著

霹靂越來越國際化經營的趨勢，霹靂布袋戲擺

脫以往的艱澀口白；轉而以時下用語吸引年輕

觀眾；甚至也開始推出中英文版，將布袋戲推

上國際舞台。從這些文本案例，可以看出霹靂

布袋戲任何作品之間的互文性關係都非常緊

密。 

    在文本的形式方面， 德國學者 Aage A. 

Hansen-Löve 於 1983 以互媒性一詞更精確將

媒介形式的評論分為媒介轉換、媒介結合及媒

介參照三個角度來看。廣義而言，發生於媒介

之間現象的均可稱作互媒性，意指媒體之間的

相互作用與參照，強調具跨越媒體的型態。

McLuhan說明媒介是人類的感官延伸，意旨人

對於媒介會有一定程度的情感與依賴，因此當

人們在欣賞文本時，重視的其實是媒介如何帶

給閱聽眾娛樂及享受，內容只是具體化媒介特

質。周蕾也認為若是要評論一文學時，應當從

媒介帶給人們震撼的影像奇觀談起，強調了媒

介的表現形式，除了受到媒介出現的先後順序

影響外；也影響到內容的設計內涵。    

    本研究主要探討霹靂電視劇及衍生作品

的比較，企圖了解布袋戲內容上的迷人之處

外；同時也希望能進一步了解創新的媒介形

式，對於一般閱聽人是否會有不一樣的觀影感

受。耿慧如（2004）認為，由於電視家家戶戶

都有，故觀眾的涉入行為樣貌多元。當閱聽人

進一步對於故事編排、角色發展、空間塑造等

方面去評論一個文本的好壞時，除了可用情

感、認知、行為、參考及批判性的五種涉入行

為探討一般收視觀眾外，也因為霹靂王國的各

種故事文本互相指涉，因此閱聽人在消費不同

霹靂文本時的認知及情感可再進一步分析。石

安伶（2012）即進一步以 Fiske(1987)提出的水

平面互文概念，以及 Rajewsky (2005)提出的互

媒性概念，將閱聽人的批判性反思分為「水平

面互文解讀」與「互媒性解讀」兩部分做討論。  

（1）水平互文解讀 

    Fiske(1987)認為水平層面的互文意指初級

文本與其他文本間或多或少的連結，而閱聽人

討論的核心通常是角色、內容與類型等水平層

面的連結（石安伶，2012）。霹靂布袋戲文本

多以經典角色為主角發展故事，配上熟悉的場

景、口白；文本類型融合了愛情、英雄、劇情

片等，所以不至於和一般觀眾的認知出現很大

落差。 

（2）互媒性解讀  

    互媒性解讀是知情閱聽人在檢視改編作

品跨越媒體邊界的表現（石安伶，2012）。 因

此閱聽人在面對一跨媒體文本時，自然會以自

己在消費主文本時，那心中幻想、描繪的世界

為主。以布袋戲來說，當布偶從立體動態的電

視劇，變作漫畫的平面圖案時，消費者便不會

以動畫科技來評論小說；反而可能著重在漫畫

情節設計，能帶來怎麼樣的相關故事線索以及

未來走向的幻想。在消費完文本後，閱聽人針

對敘事手法、情節鋪陳的不同提出的建議、結

論也可看作是互媒性的解讀。 

    布袋戲對於台灣人而言是傳統產業，但霹

靂布袋戲卻一直朝著影視產業的經營模式發

展琳琅滿目的霹靂作品。隨著新媒體不斷的出

現，不只影響了閱聽人對媒介內容的偏好與消

費行為；同時也帶給產製端更多創新型思考及

創作力。 

               

2.4 布袋戲迷參與消費文本之愉悅感 

    Vorderer, Klimmt & Ritterfeld 認為愉悅意

指媒介使用者被「擄獲」(caught)而進入一種特

定狀態，展現出一種廣泛且各不相同的經驗、

反應與表達（引自石安伶， 2012）。愉悅

（pleasure）一詞在閱聽人研究中，大致可將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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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分為行為取向（behavioural approach）與文

化取向（cultural approach）兩種分析傳統 （陳

冠勳，2015）。 Fiske(1987)認為愉悅是由多種

正面情緒構成的，如快樂、喜悅、滿足、亢奮

等。Russell, Mendelsohn & Mendelsohn(1989)

提出享樂原則， 認為人們本能的會追尋愉悅

並規避痛苦，以滿足生理和心理的需求。媒介

消費的相關研究也指出閱聽人最終目的即是

追求娛樂，而這種愉悅感，存在在消費過程中

以及總體經驗。 

    行為取向研究關注的是閱聽人在生活中

對於特定類型或媒體的使用，從而產生的愉悅

感受，因此根據普遍大眾的收視習慣，收看電

視最能代表閱聽人的行為愉悅，此種愉悅來自

於閱聽人與電視文本的互動。但愉悅因人而

異，可能來自於個人需求、技能差異或社會壓

力影響，所以愉悅的種類繁多，而這些愉悅的

情緒可能包括熟悉  (familiarity)、確定感

(certainty)、回憶(memory)、懷舊(nostalgia)以及

幻想(fantasy)等等情緒（張雅婷，2008）。Sherry 

(2004) 也指出閱聽人會因為逃避現實壓力或

是因電視角色具社會替代性，而出現愉悅感。

因此可以發現，參與媒體的使用與消費被視為

一種具備特定功能的理性、動機性的行為，或

是為了個人目的而使用，具有某種意圖的行為

（石安伶，2012）；文化取向之愉悅主要以閱

聽人的接收分析為核心概念，McQuail(1997)

認為媒介文本必須透過閱聽人的接收來「解

讀」，從媒介文本提供的內容，來建構意義和

愉悅，這些意義或愉悅從來不是固定或可以預

測的（引自石安伶，2012）。由此可知從文化

取向切入探討愉悅感，可以挖掘更深層的閱聽

人動機。      

    由於本研究以霹靂電視劇為主文本，相關

電視研究的愉悅，大致從 Fiske 的「逃避」及

「創造」性愉悅框架延伸。以逃避性愉悅解釋

閱聽人想脫離社會規範的動機；以及創造性愉

悅來自閱聽人對文本的聯想，簡妙如（1996）

進一步將逃避的愉悅納入身體對於文本、符

號、敘事的反應，故其將愉悅分為感官及創造

性愉悅。楊維倫（2003）將愉悅分為幻想與逃

避的愉悅、宣洩與批判的愉悅、推測與評論的

愉悅。張雅婷（2008）則將電視觀眾的愉悅區

分為「逃避性愉悅」、「創造性愉悅」、「移情作

用之愉悅」、「批判性愉悅」。 

    Bielby et.al. (1999)指出，電視觀看者和電

視「迷」完全不一樣。前者是涉及私人的行為；

後者則是參與超過這種私人觀看行為的活

動，並反應出對電視敘事體的情感投入。由此

可知，欲了解一般消費者對霹靂布袋戲電視劇

與其跨媒文本之愉悅感，會因為其涉入程度的

不同，而有完全不一樣的娛樂體驗。故以張雅

婷（2008）討論一般電視觀眾的愉悅類型作為

本研究愉悅感的討論分類，並簡述如下： 

（1）逃避性愉悅 

    Fiske（1989）指出閃躲的愉悅是規避社會

教條與權力的愉悅，是圍繞著身體所產生的，

由於跳脫出社會的規範，故能達到某種歡愉、

忘我的狀態（引自陳冠勳，2015）。Radway(1984)

也指出女性閱聽人會藉由閱讀羅曼史，來逃避

做家事、逃避父權體制下的壓迫，來滿足個人

想像以獲得愉悅感（引自張雅婷，2008）。可

知此類型的愉悅建立在閱聽人對於文本的依

賴，現實社會中有太多的不得已，媒體內容提

供了閱聽人喘息的空間。而電視文本又因其故

事內容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故更容易讓閱聽

人放下警戒，願意親近文本，並渴望這些文本

能帶領他們躲避現實，享受逃避的愉悅。 

（2）創造性愉悅 

    Fiske (1989)的創造性(productivity)愉悅是

指閱聽人主動將文本與本身生活連結在一起

所產生的（引自張雅婷，2008）。簡妙如（1996）

則定義為觀看者從文本本身創造相關意義而

產生的愉悅。她認為因為文本與閱聽人有一定

程度的相似，故閱聽人可以輕易從自身經驗出

發，將自己與文本內的角色互做聯想。布袋戲

因源自於庶民文化，故當消費者在收看霹靂電

視劇時，很容易可以聯想起過往的歷史記憶、

生活體驗；甚至到現在的新版劇情，也都是為

了能更貼近閱聽人而設計。加上愉悅來自於主

動閱聽人的涉入，故創造性愉悅來自於閱聽人

積極涉入文本而來，並且進而影響到閱聽人的

移情作用之愉悅。 

（3）移情作用之愉悅 

     張雅婷（2008）指出閱聽眾解讀文本時，

會 產 生 所 謂的 情 緒寫 實 主 義 (emotional 

realism)，表示觀眾能找到和影集角色中相關的

共通點。閱聽人在深度涉入文本的狀態下，自

然會將角色的遭遇投射在自己身上或是與之

相互比較。Hobson(1982)指出收視者可能將肥

皂劇中的世界和其本身生活加以結合，如同玩

一種奇想遊戲，產生愉悅。Ang(1985)研究《朱

門恩怨》(Dallas)，指出收視者在真實與電視劇

虛幻的交錯中得到愉悅。總而言之，移情作用

之愉悅，類似於替代性的社會參與。而霹靂布

袋戲以戲偶為主角，使閱聽人在保留創造性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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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之餘；還能透過其認同之布偶角色，釋放與

抒發、共享與共鳴，體驗移情之愉悅。 

（4）批判性愉悅 

    批判性愉悅指閱聽人會以美學的立場來

檢視媒介內容，且是採嚴格的標準作為評斷依

據。Buckingham(1987)研究英國青少年觀看

《EastEnders》發現，收視者藉由著嘲笑、懷

疑、批判節目的內容，成為他們觀賞的樂趣，

從批判過程中尋求觀賞電視節目的愉悅感。

Ang(1985)研究《朱門恩怨》，指出有閱聽眾會

藉由諷刺劇中角色或劇情來得到愉悅。此類愉

悅較偏向閱聽人對文本的認知，透過理性分

析，閱聽人以過往的媒介使用及消費文本經

驗，主動參與文本的討論，並從中獲得愉悅。

以霹靂跨媒體文本而言，網友觀賞電視劇後，

在官網或論壇上出現激烈討論，甚至出現改編

版，以達到此愉悅。而透過這樣的批判性，對

於產製端而言也更加能了解閱聽人期待何種

愉悅感，加之修正。 

    有 關 跨 媒 體 文 本 愉 悅 感 研 究 ，

Hutcheon(2006)發現改編者與閱聽人的動機皆

來自於改編所帶來的愉悅感，而這個愉悅感來

自於已知和未知的結合。衍生文本的已知帶來

熟悉感；文本的未知帶來差異衝擊，這也使消

費者悠遊在創作與幻想之際，得到滿足。跨媒

體文本最特別的地方，即是媒介內容不僅以單

一面向出現；而是呈現出多元面貌，並且提供

閱聽人自由穿梭的空間。隨著媒介環境的變

動，網路科技提供了霹靂文本更多互文互媒特

性，因此身為布袋戲創新者的霹靂王國，電視

已不再只是唯一互動文本；更多小說、電影、

周邊商品等副文本現已大量曝光在消費者周

遭，故要了解這些霹靂跨文本的迷人，從閱聽

人愉悅感的了解切入極為重要。 

 

3.研究方法 
    有鑑於霹靂布袋戲成為品牌文化的趨

勢，故身兼文化及創意內涵的霹靂布袋戲，加

入的不只有新科技元素；也背負著新舊文化，

甚至可看出新舊媒體傳承融合的過程。霹靂王

國的企業化、多角化及人性化，創造了既有電

視劇單一文本的翻轉，並衍伸以電視劇為互相

參照的文本發展，著實也帶動了不同產業以及

帶來更多樣的消費者參與。本文從霹靂布袋戲

之跨媒介探索閱聽人愉悅之產生，企圖分析一

般閱聽人參與或消費之動機、涉入情形，了解

愉悅的產生和原因。在研究概念上，本文將霹

靂布袋戲視為一個跨媒介之多文本組合，但霹

靂布袋戲主要還是以電視劇集為主要文本，後

續才逐年發展出不同形式的跨媒文本，故本研

究擬以消費者在收看過電視劇的經驗下，是否

影響到更多涉入霹靂作品的行為，並且從中又

獲得何種愉悅。 

    在閱聽人涉入情形欲以五種涉入類型做

為了解布袋戲多重文本的參與，並了解閱聽眾

產生何種的愉悅經驗。除此之外，本研究也想

探討是否有其他不同變數會影響愉悅經驗，如

動機、年齡。而過往研究多半是針對單一文本

做愉悅討論，討論跨媒體文本的愉悅則較少。

本研究將採取質化研究法去了解對象之經驗

以及得到消費者背後的脈絡以及意義。 

3.1 研究對象 

3.1.1名詞定義    

    本研究主要了解布袋戲跨媒介閱聽人的

涉入情形以及愉悅經驗，因此先將涉入、跨媒

介以及愉悅進行本研究之定義，再依據定義了

解選取對象的範圍。 

    蔡琰（2000）認為電視劇是建構一個真實

給閱聽人自行去想像，觀眾會在此過程中進行

媒體的經驗捕捉或吸引時，即產生了涉入（許

瀞文，2007）。因此本研究認為涉入是指閱聽

人對霹靂文本的態度會引發消費動機，進而實

際投入霹靂文本後產生的情形。 

    Hartley將類型（genre）定義為：可歸類

劃分媒介產物的一組可辨識組成（引自許瀞

文，2007）這些類型架構固定且被頻繁創作，

因此閱聽人在大量暴露下，逐漸對於文類產生

自定義，但媒介之間具有轉換性，當閱聽人對

於文本架構的定義，受彼此參照媒介特性的手

法翻轉後，創作出有別於過去形式，截然不同

的霹靂文本之現象，稱之為跨媒介。 

    閱聽人觀賞文本時若發生感官愉悅，閱聽

人便開始進入思考及解讀文本意義的過程，若

是獲得與自身相關的意義，則會進一步引發更

多閱聽人的愉悅（耿慧茹，2004）。故本研究

定義愉悅為閱聽人消費霹靂文本後，連結了文

本與閱聽人之間的意義，並產生正面情緒，故

閱聽人會因為想得到更多愉悅，繼續接觸參與

霹靂文本。 

    以下根據研究之定義描述對象以及擬稿

訪談大綱。 

 
3.1.2受訪者的選擇 

        根據目的了解布袋戲閱聽人跨媒介

之涉入情形與愉悅經驗，其研究對象之預設條

件為觀賞過電視兩大劇集以上且參與霹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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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消費持續半年以上為本研究之訪談對象。考

量訪談對象需符合上述之條件以及根據目的

須探索消費過至少兩種文本閱聽人愉悅經

驗，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來進行對象之選擇，

並透過台大實業坊 BBS站、築夢園 BBS站、

各大布袋戲論壇和後援會粉絲頁徵求其受訪

者。 

3.2 研究方法 

    由於探索對象之愉悅經驗需要以開放式

的問題進行訪問，因此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的

方式進行。深度訪談是以開放式問題作訪談，

獲得參與意義的資料，參與意義指在社會環境

中的個人，構思其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們解釋

生活中的重要事件或賦予意義的方式（王文

科，2001）。也是一種彈性、大量傾聽、雙向

溝通、個案式的研究過程（王雲東，2007）且

因深度訪談是更深入進行人的研究分析，靠的

是事前收集資訊的功夫，以及約訪、預訪等前

置作業，訪談時則是視情境臨機應變，由大環

境及各個面向，來進行剝析，以探求事情的真

相。(萬文隆，2004)故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的

深度訪談，在於可以根據主題詳細描述經驗發

生的始末，能夠綜合不同觀點，以探討經驗的

意義以及分析。 

 

3.3研究程序 

3.3.1研究程序 

    本研究透過論壇以及粉絲頁徵求其受訪

者，選定其布袋戲之專業領域或平台張貼徵求

公告，尋求多樣性的受訪者，本研究也會先與

受訪者先行確認受訪資格，需觀賞過電視劇並

消費不同文本為主要對象，篩選合適並且具代

表性的受訪者。 

研究採用一對一的深入訪談，均以面訪的方式

完成，如事後需要追加問題，則透過 mail的傳

遞問題進行討論。訪談時間自六月初到六月中

旬結束，歷時半個多月，平均訪談時間皆在半

小時左右，因考量交通以及多項的便利性，大

多以台北、高雄、嘉義以及台南地方進行訪

談，選定咖啡廳麥當勞等較為輕鬆的場所進行

錄音訪談，最終共訪問 7位，受訪者之詳細資

料如附檔表 3-1所示。 

    在受訪者中，男性共六位，並且多為 23-27

歲之間，可能由於招募平台之故，故多為年輕

族群，但大致也符合文獻所說霹靂布袋戲之觀

眾大多數為年輕族群。而從受訪者主要跨媒介

可發現，大致上，以遊戲、電影為主，受訪者

均為目前仍有參與或消費不同文本，且資歷均

超過十年以上，甚至有超過三十年的受訪者，

本身皆對霹靂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涉入以及了

解，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3.2訪談大綱 

    本研究採以半結構式訪談，主要以研究問

題：消費者參與消費霹靂跨媒文本的涉入情形

為何？消費者在消費霹靂跨媒文本後獲得何

種愉悅感？消費者參與消費霹靂跨媒文本的

涉入情形對於愉悅感產生的影響為何？設計

訪談題目來提出主問題以及子問題（追問問

題），並參考相關文獻訂定制式問題以及訪談

問題的設計，最後，詢問一般閱聽眾對於布袋

戲及跨媒介的期待和想法，作為後續實務上的

建議。 

 

4.研究分析 

    依據研究問題及目的，本章分成三個部分

進行歸納分析：消費者參與消費霹靂跨媒文本

的涉入情形為何？消費者在消費霹靂跨媒文

本後獲得何種愉悅感？消費者參與消費霹靂

跨媒文本的涉入情形對於愉悅感產生的影響

為何？ 

 

4.1霹靂文本的涉入 

4.1.1霹靂閱聽人之消費動機與涉入關係 
   涉入，本研究定義為閱聽人對霹靂文本的
態度會引發消費動機，進而實際投入霹靂文本

後產生的情形。因此作者認為了解消費者動

機，能夠進一步理解其涉入導向。McQuail等

人於 1972年研究看電視新聞的動機，發現閱

聽人的收視動機大致可分為四類（引自陳麗

鳳，2005）： 

(1)消遣(diversion)：為逃避例行公事和問題、

為放鬆心情使用電視和其他媒介。 

(2)人際關係(Personal relationships)：各種友誼

的社交互動。 

(3)個人認同(Personal identity)：個人參考、現

實探查、價值強化。 

(4)守望(Surveillance)：獲得資訊並開發關於公

共議題或新聞的意見。 

     McQuail的分類說明了大眾傳播與媒介

消費者的緊密關係，也凸顯使用與滿足理論所

指涉的閱聽人行為特徵。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布

袋戲歷史，發現布袋戲演出是隨著傳統社會作

息，同時扮演著傳播社會價值觀、信仰及意識

形態等的一個傳播工具。因此對於許多台灣

人，收看布袋戲偏向儀式性的收看。然而 Rubin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295



8 

 

& Perse (1987)認為儀式性收看指，閱聽人為了

消磨時間，透過消費自己習慣熟悉的媒體以排

遣煩悶。在電視機作為主流媒體的社會，只要

打開電視機即能達到娛樂效果，從訪談結果中

也發現消費者的確多由霹靂電視劇的接觸，引

發收看興趣，進而養成打發時間的習慣性收看

行為。 

 

A：小五開始就跟著爸爸一起看，喜歡上就會

一直看下去啦！ 

B：我只有無聊時會看布袋戲，所以我看霹靂

電視劇是為了放鬆心情。 

D：我會看霹靂電視劇是因為從小看到大。 

E：單純把霹靂電視劇當作休閒娛樂。 

F：小時候跟著家人看，就習慣了。 

 

    從上述訪談可得知消費者會開始收看霹

靂布袋戲，主因來自於家庭影響或休閒娛樂，

而培養出持續收視的興趣，而此儀式性收視，

也影響了後續的行為性導向涉入。檢視霹靂布

袋戲媒介消費者的行為，發現消費者會因為

「習慣」，進而「準時收看」： 

C：每個星期五是發片日，會準時收看。 

D：我從小看布袋戲到大，都會準時收看。 

E：每個週末我都會去便利商店購買霹靂DVD。 

 

    郭書吟（2007）發現沒有參加後援會、較

少使用網路以及不是霹靂布袋戲迷的閱聽

眾，仍會透過每週準時收看霹靂電視台，了解

目前哪個角色受到最多的討論，而不至於有脫

節之感。此次訪談結果也確實發現年紀較大

者，偏愛使用電視機收看，可能與長久以來的

收視習慣有關。加上電視已與大眾日常生活緊

密融合，使用容易且習慣性收視，也說明了消

費者對於霹靂布袋戲的愛好是由電視劇為軸

心向外發散。故後續觸動消費跨文本的態度及

行為均與電視劇有相關。 

 

4.1.2霹靂閱聽人涉入霹靂跨媒介文本之情形 

    霹靂布袋戲主要以電視為發源，進而發展

出多角化的經營，積極擴大霹靂布袋戲王國的

範疇。大霹靂國際多媒體海外行銷部經理黃文

姬更直指霹靂布袋戲想培育更多年輕消費族

群，因此後續設計的霹靂作品，如：電玩、主

題曲、周邊商品、電影......，都看中年輕人

愛新鮮、勇於嘗試的特質，當作霹靂其他作品

的發想。其中尤以電影「聖石傳說」以及電玩

「聖石傳說」、「霹靂奇俠傳」最令消費者印

象深刻： 

B：小六時，去電影院看聖石傳說，除了角色

我很喜歡，又是霹靂布袋戲第一次拍電影，覺

得很新奇。 

C：我最喜歡霹靂電視劇外的作品是聖石傳

說，因為是它引我進入布袋戲的影片跟遊戲。 

E：......因為那（聖石傳說）是第一部用電影手

法拍攝的布袋戲，比較特別。 

G：我喜歡他們（聖石傳說以及霹靂奇俠傳）

的原因，除了耐看耐玩、製作精美，接近電視

劇情也是考慮因素，我覺得這是霹靂布袋戲的

經典。 

 

    林文懿（2001）認為霹靂布袋戲在資本主

義的邏輯運作下，產生的這些跨文本，除了以

新鮮敘事手法的呈現，吸引閱聽人外；最重要

的是每個霹靂文本之間都共享著一套或數套

的相連意義，因此閱聽人得以在電視劇與跨媒

介文本之間流動。Jauss & Benzinger(1970)認

為，讀者在接觸文本時，已具備了基礎程度的

閱讀理解知識，這些經驗背景會讓讀者在面對

新文本時產生特定的預期、接觸動機以及接收

歷程（引自石安伶、李政忠，2014）。這些閱

聽人的期待可視為追求消費媒介的動機，且透

過閱聽人在情感、認知、行為涉入文本後，影

響閱聽人對於文本的感受。此次訪談結果即應

證了消費者基於霹靂電視劇的良好收視經

驗，引發消費跨媒介文本動機；並進一步發現

閱聽人對於霹靂電視劇的情感涉入，連帶影響

消費其他霹靂作品的行為性導向涉入： 

 

A：我喜歡的角色就會買相關的周邊商品，例

如：保溫瓶、滑鼠墊、悠遊卡、公仔、海報、

雨傘、扇子…等。 

B：我搜集過霹靂布袋戲桌布，fb上的座右銘

也採用羅喉的名言。 

F：我買過公仔、拆信刀以收藏用。 

G：舉凡音樂會、ＣＤ、海報、遊戲、電影、

其他電視劇、舞台劇、博物館、展覽會、廣告、

特別節目（包含分析節目以及過節特別節

目）、ＭＶ、書籍、卡片、雜誌、桌遊、模型、

戲偶、貼紙、投書意見、劇情設計、詩集（還

包含投稿的）都有參與或是消費，連做夢有時

候都會夢到。 

 

    由上述訪談結果可知，閱聽人基於情感性

導向的涉入，願意接觸多種霹靂跨媒介文本，

且多半會因為對於角色或劇情的喜愛，去實際

收藏或參與霹靂相關文本的行為為主。作者認

為除了受到既有的角色喜愛以及熟悉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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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跨媒介文本利用不同的媒介，生產不同姿

態的霹靂文本，挑戰並推翻閱聽人既定的戲偶

印象。Hoffman(2006)說明此種熟悉及重複本身

即能影響閱聽人收視的偏好，加上霹靂跨文本

內容之間，透過媒介結合、轉換及參照等互媒

手法，又更增添了閱聽人對霹靂布袋戲的消費

愉悅。  

    而基於使用與滿足理論，當閱聽人期待得

到更多享樂時，便引發了搜尋媒介內容的動

機，通常也影響到認知性涉入導向。此部分較

偏向閱聽人理性且積極的涉入行為，例如會較

注意自己喜愛霹靂文本的部分，並引起更深入

的資訊搜尋、分享及討論： 

A：從霹靂布袋戲官網或 Fb得知訊息後，感覺

有趣或是對於劇情有什麼感想的時候都會討

論，在得知最新消息時也都會透漏給我爸爸知

道。 

F：從網路得知劇外作品後，會稍微注意一下

是否有喜歡的角色出現.......從劇中的一些詞或

口白，會去查一些引用的出處。 

    經由資訊的搜集，閱聽人會因為不同的生

活背景、生活型態、社會地位等，產生不同的

詮釋結果與意義，也就是 Sood(2002)提到的參

考性反思—與閱聽人的消費文本後產生的情

緒反應有關。在消費過程中，閱聽人為理解文

本傳遞之意義，因此會同時使用感性與理性的

訊息處理機制，詮釋文本。在這樣的詮釋過程

中，閱聽人多以自己的經驗來解讀文本，同時

亦受到文本的影響，故產生參考性反思行為： 

A：其中有很多古文引用，或是佛典的引用，

雖然有些很高深，但還是能領悟到一些生活的

意義......霹靂劇情中也是有同性戀的話題，其

實我還滿開心他們有注重到這一塊話題的。 

D：看布袋戲需要思想成熟的人來看，才能體

會更多道理。喜歡素還真做人處世的圓滑、平

常生活或工作的人際關係都可學習。 

G：......像是同性戀或是娘啊什麼的，長得醜一

定不怎樣這些刻板印象其實在布袋戲裡面或

多或少都有討論到，我覺得也是一些不錯的想

法。......霹靂布袋戲給我的啟示是—人生，不

是只有對跟錯。如果你把你自己陷入不是對就

是錯的境界裡面，你只會過得很痛苦，有時候

純粹的感受比去分對錯好太多了...... 

 

    Hall(1973)指出閱聽人會透過自己對文本

的解碼，重新得到自己的意義。此種意義奠基

於閱聽人的生活經驗、文化、環境等等，

Hoijer(1992)的研究更發現閱聽人的先前知識

及認知基模是影響詮釋的重要因素，先前知識

豐富的閱聽人在詮釋文本時，通常會涉入較為

深層的認知活動，因此，能對文本引發較深入

的想法和感覺（引自許瀞文，2007）。 從上

述訪談能發現霹靂布袋戲因為故事題材取自

大眾生活，故較能激發閱聽人的同理心，加上

一些社會議題的認知，使閱聽人更能投入霹靂

劇本，產生愉悅。 

    正因為每個人的解讀方式不同，所以產製

端與接收端看待文本方式也不盡相同，根據閱

聽人接收分析的理論指出，閱聽人有時會以對

立的方式去解構文本。鄭君仲（2001）也發現

閱聽人對於不喜歡的媒介內容就會表現出批

判性反思的涉入情形： 

A：大多是劇情吧，有時候某些角色突然被收

起來，就會覺得很奇怪，或者是劇情很奇妙的

時候，通常都會罵一下編劇在做什麼，寫這什

麼劇情。 

B：例如每一季劇情鋪陳的妖怪很強，可是故

事最後就變得很弱。霹靂布袋戲的新角色功力

是最強的，可是換到下一檔戲就會武功下降反

差極大，所以有時候劇情會為了要襯托出新角

色的強大武功，而犧牲劇情。 

C：多半都是跟金光布袋戲有關之比較，霹靂

劇情比不過別人。 

F：收看霹靂電視劇外的其他作品時，會比較

注意畫面的呈現、口白的描述以及出現的人

物，是否會與劇影片中的戲偶比例相似。 

G：我通常會批評劇情的部分，我希望布袋戲

不要太多特效，應該要多一點鬥智的部分會比

較好看。 

    除了文本內容的詮釋會影響涉入程度

外，隨著傳播科技的發達，霹靂出產的跨媒介

文本使得閱聽人接觸霹靂布袋戲的管道增

加，但由於媒介彼此的特質只能模擬無法照

抄，因此在霹靂跨文本中，每個閱聽人有自己

賦予霹靂布袋戲的意義，故消費不同文本時傾

向採取批判性的反思檢視霹靂文本： 

 

A：最近霹靂為了要讓大陸那邊的人可以接受

霹靂，所以音樂都是國語版的，不過我比較喜

歡台語的啦！另外最近也有出霹靂的電影，跟

朋友一起去看了，原本以為用國語發音會讓布

袋戲變得很奇怪，但後來覺得用國語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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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不過還是侷限在電影方面吧！ 

B：還是比較喜歡電視...看到第二款遊戲介面的

畫面風格差，而且沒有像第一款遊戲根據電影

情節延伸的，就不想玩了。 

C：奇人密碼的缺點，因為想打入大陸市場，

放棄了原聲台語的發音，結果導致票房慘烈。 

F：還是比較喜歡電視劇，電影劇情較不喜歡，

可能是電影的手法拍攝不習慣，表現出的科技

感不同。 

G：漫畫上沒有聲音，感覺會差很多，畢竟聲

音是重要元素之一啊，我當然還是喜歡電視劇

啊，因為那比較符合一直有得看；且令人期待。 

 

    由上述對於霹靂跨文本的批評部分大多

是針對布袋戲基本的核心元素，如：劇情、布

袋戲使用的語言、拍攝手法等。因為閱聽人認

為霹靂布袋戲有其經典法則，例如以台語發音

的經典被打破後，閱聽人對於觀看霹靂電影，

情感上的涉入連帶愉悅感便降低許多。根據石

安伶（2012）針對電影改編小說的研究結果發

現，閱聽人會收視不同形式的媒介內容，主因

是文本中重疊的部分令閱聽人感到熟悉，並可

喚起同樣的愉悅但不同的感官刺激。熟悉感來

自於水平的互文，如人物角色、劇情內容（Fiske, 

2001）；而垂直性方面，Fiske則認為是電視與

其他媒介的關係。因為電視已和大眾緊密相

連，所以閱聽人在習慣收視霹靂電視劇的經驗

下，較無法接受電影電玩的劇情獨立、國語口

白的設計、平面靜態的霹靂跨文本。總結來

看，消費者還是習慣以電視收看霹靂布袋戲。 

    另外本次訪談結果亦發現較年輕的消費

者，會比較願意接觸霹靂跨文本，原因可能是

年輕人喜歡新鮮、勇於嘗試的人格特質，較能

接受各種霹靂文本的翻轉。另外年輕人接收的

訊息多來自於網路論壇，而此現象也造成他們

常使用網路與他人討論，並逐漸形成霹靂次文

化，消費者透過彼此交流、創作、討論等行為

產生批判性愉悅： 

B：喜歡看網友綜合討論戲偶武力值、嘴砲，

藉此解惑劇情。看別人談論我喜歡的角色，如

果有相同看法我會覺得有成就感。 

G：……有時候就很希望他的結局可以實現或

是最好不要，因此我也會上網與他人討論，希

望改寫劇情.......  

    從訪談結果來看，消費者在情感及行為涉

入兩兩有一定的關聯，閱聽人喜愛霹靂布袋戲

的劇情、角色，會促使他們搜集或實際消費更

多霹靂布袋戲作品。而在觀賞霹靂布袋戲電視

劇或跨文本時，由於劇情及角色都需要一定的

認知，加上劇情設計與生活貼近，故消費者也

會出現與自身經驗相連接的參考性反思；或是

以批判性的角度解讀或企圖改寫霹靂布袋戲

文本，例如曾有後援會的連署讓葉小釵復活。

閱聽人透過與霹靂文本的互動達到觀看的愉

悅，也可說明閱聽人的涉入情形會影響愉悅。

以下進一步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分析閱聽眾觀

賞霹靂布袋戲的愉悅型態。 

 

4.2消費霹靂跨文本的觀眾愉悅 
   愉悅來自於閱聽人解讀文本過程中所產生
的正向情緒。閱聽人對文本的態度可能因對於

文本涉入的情形不同，而有不同的愉悅感。宋

丁儀（2002）認為愉悅之所以產生，靠的是人

與文本/物的連結。文本可以帶來一種純粹的感

官享樂，但唯有透過人/主體的意義詮釋，才會

產製出創造性的愉悅 。持續收看霹靂布袋戲

的消費者多半受霹靂布袋戲的動畫科技所吸

引，搭配進步的聲光特效，霹靂文本能夠給予

閱聽人感官上的刺激娛樂及天馬行空的幻想。  

根據 Fiske（1989）將消費者愉悅分為逃避及創

造性愉悅，以逃避性愉悅來說，消費者完全是

以享樂性質消費霹靂布袋戲，因為投射在偶戲

的情感可以將人帶離真實場域。另一方面，霹

靂布袋戲的文本類型較偏向武俠小說，因此有

許多古語的口白設計，對白也常會引經據典，

很能夠引起大眾的共鳴或反思。而文本中的武

打動作、個人仇恨及派系淵源等特質，較容易

吸引男性消費者，且多與武俠小說的迷人之處

重疊： 

 

B：我從小很愛看武俠小說，我覺得他（武君

羅喉）的絕招很帥。另外我比較喜歡玩遊戲，

因為可以變成霹靂布袋戲裡的角色，使出霹靂

裡面的絕招去殺怪，而且死不了可以一直玩。 

C：這跟武俠小說是差不多的東西，滿足男生

人人想當俠客一般。 

D：劇中會有一些鬥智的情形，會滿足自己的

想像。 

 

    Fiske (1989)的創造性(productivity)愉悅指

出閱聽人因為對於文本的投入，因此在消費過

程中會將文本與本身生活連結在一起，並產生

愉悅。而如上述訪談結果可發現霹靂布袋戲不

管是電視或電玩，因為延續武俠小說的特質，

滿足了男性消費者的英雄思想。受訪者 A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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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男生就是喜歡武力高、絕招強的角色；女

生就比較喜歡帥氣、斯文、幽默的戲偶特質。  

這也反映出東方社會男性被視為應當強壯、勇

猛的形象，女性則偏文靜內斂的性別角色。 

    正因霹靂布袋戲將人物角色個性刻畫分

明，閱聽人作為娛樂觀賞時，便易於透過情

感、認知的涉入，引發逃避或移情作用之愉

悅，所以當研究者提問，舉例喜歡的角色遭遇

困難時是否能感同身受？ 

 

A：非常會!!!會幫他罵壞人，然後想打壞人~

也會幫他覺得很開心，例如在危險的時候，還

能盡自己所能不讓對方得逞。在有一些感情戲

的部分，會有比較多的感觸，例如：母子間的

情分、情侶間的分離之類的，每每到了感動的

點都會讓我一把眼淚一把鼻涕。 

C：對於現實中無法寄託的一些想像，可以投

射在戲中劇情或人物，所以會融入角色的情

感， 像是遭遇悲痛的情況或武戲中的緊張感。 

D：會，譬如壞人通通被殺掉。 

G：想說他怎麼那麼倒霉，愛一個人愛到瘋掉，

那些利用他的角色真的很機車，阿都這麼慘了

是不會放過他喔，心裡都會隨著這些情緒有所

起伏。雖然知道不是真的，但偶爾有些劇情或

是字句就會戳到你一下.......因為都投射自己感

情或是親情的問題在裡面，有時候就很希望他

的結局可以實現或是最好不要，都是生活中會

碰到的，有時候就會心有戚戚焉。 

 

    閱聽人對於角色的認同，是引發移情愉悅

最大的關鍵。不論是使用與滿足或是閱聽人接

收分析研究中，對於電視觀眾的調查發現，大

眾會將一些情緒反射在電視劇裡的角色，作為

一種替代性的參與。同樣地，霹靂布袋戲對於

消費者而言也是以觀看或扮演戲偶的方式來

彌補現實生活中的空缺，達到娛樂。 

    另外隨著新科技的發達，加上霹靂王國以

企業多角化經營的策略，所以各個媒介通路上

都可以看到霹靂布袋戲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也

都以不同的面目顛覆社會布袋戲的刻板印

象。布袋戲偶不再只能以偶戲的樣子出現，還

能夠結合動畫變成卡通、結合漫畫敘事風格、

化身為實際公仔並成為熱門收藏品，諸如此類

的新作品，傳播研究稱其為跨媒體現象。由訪

談結果亦可發現大多霹靂消費者，因為情感上

對角色的涉入，所以會收藏不同霹靂跨文本。

作者認為除了因為跨媒文本具有與電視劇互

文的特徵；使用不同媒介特性可呈現出的霹靂

內容也與電視劇大相逕庭。如電影因為播放時

間有限，故其故事線自然少於電視劇，劇情豐

富度低於電視劇。電玩部分，由於消費者可以

親身扮演故事主角，反而會強化閱聽人的創造

及情感上的愉悅。Marciniak(2007) 認為，人聲

與音樂都有引發人類感受的力量，漫畫因缺乏

電視的多媒體享受，而降低閱聽人的感官及創

造性愉悅。簡嘉良（2003）亦針對閱聽人對於

霹靂漫畫與電視的基模研究，指出受限於漫畫

的集數、版面與格數，許多出場人物的背景無

法一一詳述，必須濃縮，也是戲迷拒看之原因。 

現在的媒介敘事隨著媒介頻繁地互相參照，舊

媒體加入新媒體特色；新興媒體又根據既有媒

介改良，因此當閱聽人檢視霹靂跨媒體文本所

比較、批評的想法行為，其實都與互媒性的概

念不謀而合，這也支持本研究認為跨媒文本對

於閱聽人的愉悅有其影響。 

 

A：霹靂學園裡很多霹靂的角色都變成 Q版的

樣子，而且互動也都很可愛。 

B：我比較喜歡玩遊戲（聖石傳說），因為我

可以變成霹靂布袋戲裡的角色，使出霹靂裡面

的絕招去殺怪。然後變超強，死不了。 

G：它（電影聖石傳說）最特別的地方，除了

第一次以電影呈現外，也是第一次在戲偶上面

使用關節瞳孔等細微變化、3D動畫以及 CG的

技巧，總體來說，突破可說很大。 

 

    此次訪談的七位消費者，有五人（A、B、

C、E、G）表示看過霹靂布袋戲電影，原因出

自對於電影拍攝的好奇心，如受訪者 B、E均

認為用電影手法拍攝的布袋戲比較特別。受訪

者 B、C、G均表示受電影劇情吸引而開始接

觸霹靂電玩。總而言之，一般消費者對於霹靂

布袋戲其他的跨媒體文本並沒有太大的排斥

感，作者認為由於霹靂消費者對霹靂布袋戲的

情感涉入，因此會因為劇情及角色期待願意涉

入霹靂跨文本，石安伶（2012）也指出已知閱

聽人具有對未知跨媒文本好奇的消費動機。進

一步推測，年輕的霹靂消費者本身是數位原生

代的原因，因此對於數位內容並無使用上的障

礙，也因此反而能體驗更親近、更新奇的感

覺，進而引發多重愉悅。而喜愛霹靂布袋戲的

消費者，也多半支持布袋戲的跨媒現象，並認

為如此跨媒介的文本能夠吸引更多媒介消費

者。 

 

4.3消費者涉入霹靂跨文本的情形與愉悅

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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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使用與滿足的觀點，媒介消費者消費

文本的目的在於追求娛樂。這也說明閱聽人需

要接觸並投入文本，才可能經由互動、詮釋文

本得到意義。在本研究中認為涉入是指閱聽人

對霹靂文本的態度，會引發消費霹靂電視劇及

其他霹靂跨媒文本之動機，進而實際投入霹靂

文本後產生的情形。由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

消費者願意接觸霹靂跨文本，都是從對電視劇

的情感認知性涉入引發。並在消費過程中出現

行為、參考及批判性涉入行為，以獲得創造、

逃避、移情作用及批判性愉悅。 

    因本研究訪談之消費者，都有一定收看霹

靂電視劇的年資，對於霹靂布袋戲的情感性涉

入具備一定程度，並反應在閱聽人習慣、無

聊、準時收看等行為。少數受訪者甚至因情感

涉入較深，而有更積極的行為涉入。受訪者 G

表示：「......因為（霹靂）劇情元素夠多，而

且並沒有狗血的感覺，因此讓我這一半插入的

人，還開始追尋前面的劇情，直到把所有劇情

都看完為止。」足以看出霹靂消費者行為受到

強大的情感涉入影響。 

    這種閱聽人的情感涉入也隨之轉移到霹

靂跨文本上，訪談結果發現，閱聽人接觸跨文

本，來自於霹靂跨文本與電視劇情角色的相

承。閱聽人對原文本（霹靂電視劇）的情緒感

受，亦會出現在收看跨文本時。霹靂布袋戲文

類與仙俠小說雷同，故男性消費者對於霹靂布

袋戲本身帶有極高的創造性愉悅，以滿足其角

色扮演之幻想。特別顯示在消費霹靂電玩遊戲

時，因為劇情、角色特徵並沒有太大落差，消

費者能盡情享受他們扮演的角色，就好像真的

化身為霹靂一員，且由於電玩提供更多角色扮

演空間，受訪者 G表示：「霹靂英雄榜也是採

用自創角色進行遊戲，也更方便我們將不同大

集放進去同一個遊戲裡面。」閱聽人也可能因

此獲得更多如逃避、移情、批判之愉悅。 

    對於霹靂系列電影，由於閱聽人對於霹靂

文本有一定的了解，且因觀看電視劇一段時

間，對於劇情設計、角色服裝、畫面呈現都有

自己的一套見解。本研究發現消費者願意接觸

霹靂電影，多半是出自有喜愛的角色，並好奇

布袋戲電影的拍攝手法及呈現。雖然電影可使

用更多特效彌補電視上的不足，但礙於電影敘

事手法，並不像電視可以慢慢鋪陳；也只能鎖

定一兩個角色來設定背景，因此對於有一定霹

靂基模的閱聽人來說，比較容易出現批判性的

反思比較電視及電影。 

 

B:我比較喜歡電視，因為電視每播 40集就會換

主題（帶出新的一季故事），電影就沒辦法連

續看。 

F：還是比較喜歡電視劇，電影劇情較不喜歡，

可能是表現出的科技感不同。 

G：我知道不同媒介能展現出來的特色是不一

樣的，所以我只要劇情有連貫，不太偏離電視

劇太多，帥氣度有到，基本上就可以接受。 

 

    此種批判性涉入，隨著社群網路的興起，

消費者更常能與他人評論或分享心得，受訪者

B表示若與他人持相同看法，會獲得成就感。

但立場相反則會留言已表達意見，由此也可發

現此種互動下閱聽人雖是以認知做出批判性

行為，又或是想獲得社會支持的愉悅感，甚至

此種霹靂次文化利用創作、改編等主動參與式

行為，滿足個體創造性愉悅的同時，也產生批

判性的愉悅。 

 

G：......還有戲迷討論區，我都會上網跟網友一

起討論，一開始只是看看有沒有人分析得比較

深入，但後來自己也開始加入分析的一員，做

一些人物側寫、故事推論、以及預告結果等

等，一直到最後，我甚至有做劇情設計的投稿。 

 

    愉悅本身極具多面化，同時會受到閱聽人

感性及理性的思考影響，當閱聽人投入一跨文

本時，先是出現對原文本（霹靂電視劇）角色

或劇情的情感認同；並接著觸動自身相似情

況，而產生移情或是逃避的愉悅。但由於消費

者不習慣霹靂跨媒文本的敘事手法，縱使仍以

偶戲方式呈現，對於消費者來說那種熟悉的依

附情感轉弱，閱聽人反而出現更多批判性涉入

取代參考性反思。另外從霹靂消費者認知涉入

來檢視其消費跨文本的感受時，多半受訪者表

示跨文本一定要具備與電視劇相似的元素，如

劇情、角色、場景設定，否則不論是觀賞電影、

電玩，那種情感涉入的程度就會降低創造、移

情、逃避等愉悅，也會減少他們消費跨文本的

行為，這也同時說明對霹靂布袋戲沒有一定的

認識，便無法體會到此種愉悅。 

 

A：對於有些新的作品來說，例如這次的電影，

完全跟正劇中沒有相關的東西，那其實讓沒有

看過的人不會太有壓力的去看，因為正劇的劇

情都是一直連接下去的，沒有看前面的劇情，

後面可能就會看不懂。 

B：沒看過的人對於劇情角色人物設定都不

懂，所以可能進電影院會睡著。玩遊戲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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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好，但是在使出遊戲人物的招式時，就可

能不會像我一樣有電視情節在腦袋中浮現，心

情可能會比較平靜。 

 
   整體而言，消費者對於霹靂跨文本的涉入

情形源自於對電視劇的涉入程度。從訪談結果

亦可發現霹靂布袋戲之所以迷人是因為其人

物及劇情的特質明確易辨認，故產製端在設計

相關霹靂跨文本時，也延續此核心風格，以追

求閱聽人對霹靂品牌有更多忠誠及喜愛。然而

Thompson(2003)指出，閱聽眾的選擇越來越

多，媒體產品之形式與文類也越來越多樣，因

此一個好的文本並不單以內容判定；還需考量

媒介敘事。而本次訪談消費者由於均接觸過電

視劇，故以受電視劇框架，雖閱聽人還是因好

奇心驅使消費霹靂跨文本，但容易在消費過程

不自覺與電視劇相對照，此種比較行為也影響

消費者認知上的批判愉悅。隨著霹靂文本多樣

化的產出下，消費者會依照自己對不同文本的

期待，選擇性接觸哪種霹靂文本，這也說明閱

聽人在霹靂跨文本的涉入及愉悅關係之緊密。 

 

5.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涉入及愉悅兩者關聯，探討一般
霹靂布袋戲消費者對於霹靂電視劇與霹靂跨

文本的態度行為，過往研究多針對霹靂「迷」

做動機、行為的研究，然而霹靂布袋戲若要長

久經營下去，如何拓展市場也是首要解決之問

題，故本研究聚焦於一般霹靂消費者對於不同

霹靂跨文本的消費活動及消費感受。 

 

5.1 一般消費者對霹靂布袋戲之消費意義 

    從本研究訪談結果發現男性較女性更會

為霹靂布袋戲瘋狂，原因可能來自於與武俠文

類特質的相近，引發了創造性之愉悅，而這樣

的愉悅感在霹靂電玩上亦可看出由角色扮

演，滿足更多男性對於武俠世界的幻想。另外

由於本研究對象均消費過霹靂電視劇及至少

一種霹靂跨媒介作品，大部份消費者會因為看

過電視劇而觸發看電影、玩電玩的好奇心，但

因消費者心中已存有霹靂電視的基模，因此觀

看這些跨媒文本時較會出現比較的批判性涉

入，此研究發現亦在簡嘉良（2003）研究中，

發現霹靂電視迷因為漫畫風格不一、劇情承接

不起，所以看完霹靂漫畫後並不會想持續接

觸。 

    由上述可知，消費者以霹靂電視劇為主要

消費場域，在電視劇裡，有著霹靂文本固定的

公式，如主要角色個個身懷絕技、有情有義、

邪不勝正等，建構了消費者對霹靂文本的基

模。加上霹靂電視劇連貫的劇情鋪陳，不僅加

深消費者的涉入程度，也隨著一集集的劇情串

連消費者對整個霹靂世界的愉悅。 

 

5.2一般霹靂消費者的品牌情感黏著度      

    消費者對於霹靂布袋戲產生情感上的涉

入，多半反應在對劇中角色的認同及喜愛。張

雅婷（2008）指出閱聽人的涉入程度代表一種

精神投資，投資越多代表閱聽人接受文本的程

度越高。本研究根據此次訪談結果發現，閱聽

人對於文本呈現較正面的情感涉入，會促使他

們有更高的意願去接觸其他霹靂跨文本，也因

為對於霹靂電視劇的愛好，消費者在資訊流中

也較會注意，甚至搜尋相關霹靂品牌的訊息。 

    另外從消費者具體的行為涉入來看，消費

者也出現了迷的特質，只要是有關霹靂布袋戲

的內容，都會有意願去接觸，例如會特別去收

看霹靂過年特別節目、霹靂劇情分析節目、參

與霹靂實體活動（如音樂會、cosplay）及消費

相關周邊商品，且多半有收藏之行為。故本研

究認為霹靂布袋戲已不單指電視劇，更成為一

種品牌。近來以故事行銷打造品牌的手法層出

不窮，Escalas(1998)認為故事的功能在於幫助

人們理解、體會、評價及處理情感。  

    Simmons(2004)認為強大的故事力能夠在

消費者心中迴盪、發酵，因此本研究認為霹靂

布袋戲自詡為創新品牌，在面對一般霹靂消費

者及待開發的消費市場時，也應該利用本身強

大的說故事力量吸引更多消費者的情感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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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訪談大綱 

(基本資料) 

1.性別 

2.年齡 

3.你接觸布袋戲多久了？ 

 

一般消費者參與消費霹靂布袋戲及跨媒文本

動機為何？ 

1.請問您為什麼想觀賞霹靂布袋戲電

視劇或劇外作品？ 

2.請問您最喜歡哪一個霹靂布袋戲的

劇外作品？為什麼？ 

霹靂布袋戲消費者參與消費多重文本的涉入

情形為何？ 

1. 請問您會注意相關霹靂布袋戲電視

劇或劇外作品的相關訊息，例如預告

片、廣告及其他的訊息之管道？通常從

何得知？您會因此有更多的期待，或甚

至影響行為，譬如準時收看、推測劇情

發展等等？ 

2. 請問您會搜集相關霹靂布袋戲的產

品或參加活動嗎？譬如哪些，為什麼？ 

3. 請問您會比較霹靂布袋戲電視劇與

劇外作品的特色、優缺點？你怎麼評價

的？你比較喜歡電視劇本身還是其

他？為什麼？ 

4. 請問您觀賞霹靂布袋戲電視劇或劇

外作品後，您會和他人討論內容嗎？為

什麼？請舉例。 

5. 請問您觀賞霹靂布袋戲電視劇與劇

外作品的當下，會批評劇情、拍攝手

法、聲音等等嗎？多半都批評哪些呢？ 

霹靂布袋戲消費者在消費多重文本後獲得何

種愉悅感？ 

1. 請問您觀賞霹靂布袋戲電視劇與劇外作品

的當下，您有什麼感受或想法？可否描述一

下？您覺得是否貼近您自己的真實生活，請

舉例？ 

2. 您會希望自己像哪個霹靂布袋戲角色？為

什麼？他有何特色？（喜歡或幻想的角色也

可）他做了什麼你平常不敢做的事，讓你得

到滿足？ 

3. 當您喜歡的角色遭遇困難時，您會替他打

抱不平嗎？當他所表現出勇氣或樂觀，你會

否設身處地的瞭解那樣的感受，請舉例類似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303



16 

 

的角色投入情形？ 

4. 請問您會藉由觀賞霹靂布袋戲電視劇與劇

外作品來宣洩情緒或是忘卻大眾的刻板印

象、現實體制與困難等（譬如同性戀等等）？ 

5. 請問您覺得霹靂布袋戲電視劇與劇外作品

帶給您什麼樣的意義與啟示？ 

 

其他問題 

1.請問您覺得霹靂布袋戲中的主角通常都具

備什麼特色？對於這些特色您有什麼看法？

您會因此再去看更多劇外作品嗎？ 

2.請問您認為與沒觀賞過霹靂布袋戲的人相

比，您看過布袋戲電視劇後再看其他相關作品

會有什麼不同的感受？ 

 

 

 

 

 

 

 

 

 

 

 

 

 

 

附件二 
 

表 3-1 受訪者資料表 

 

受訪者編號 性別 年齡（歲） 觀賞年資（年） 跨媒介 

Ａ 女 23 13 公仔、動漫 

Ｂ 男 26 17 電影、遊戲 

Ｃ 男 25 12 電影 

Ｄ 男 63 33 電影、舞台劇 

Ｅ 男 66 25 電影、野台劇 

Ｆ 男 27 12 遊戲、電影 

Ｇ 男 27 20 電影、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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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環境氣氛及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為影響－以

McCafé為例 

 
 

 

摘要 

 
    在體驗經濟的時代下，良好的實體

環境，有助於提升顧客自發行為（Baker 

et al., 2002；唐惠民，2006；黃鳳英，

2010）。因此本研究認為， McCafé概

念店不僅需考慮到消費者對麥當勞先

前品牌印象的干擾；同時也須重視及了

解McCafé概念店目標消費者的需求，

以促發正向的顧客自發行為。研究發現

消費者以女性、未婚、多與朋友一同消

費為主。且品牌形象與商店環境氣氛均

正向影響顧客自發行為。 

關鍵字: McCafé、品牌形象、商店環

境氣氛、顧客自發行為 

        

Abstract 
 

Facing the time of experience economy, 

befitting physical surrounding in a store could 

increase customer behavior. In order to promote 

purchase intention, McCafé not only needs to 
retarget customers, also needs to maintain a 

positive image to keep customers’ trust. The 

research found most of customers are female, 
unmarried, and go with friends. Besides, brand 

image and store environment positively affect 

customer behavior. 

Keywords: McCafé, brand image, store 

environment, customer behavior. 

 

1. 前言 

全球化的時代裡，外國企業的進入，帶給

台灣經濟體系重大的轉變，連帶影響人們的文

化發展、生活型態、價值觀等等，其中又以飲

食文化的轉變最為明顯。隨著人們的生活步調

越來越快，此時麥當勞以快速、平價、大量的

服務者入主台灣市場，掀起一陣速食熱，從此

麥當勞便成為台灣速食業龍頭。 

1984年第一間台灣麥當勞成立後，其提供

的方便、迅速飲食，以及品牌訴求的歡樂整潔

氣氛，使消費者在明亮整潔的環境中有物美價

廉之感受。而隨著體驗經濟的到來，比起餐

點，消費者更重視當下情境的感受。Schmitt

從心理學角度提出體驗行銷的目的，主要是經

由五官的刺激，提供消費關係維護、客製化貼

心服務、者美學的愉悅、興奮與滿足，進而影

響消費者價值判斷。 

唐惠民（2006）研究發現實體環境對於消

費行為有正向影響，由此可知餐廳裡的環境氣

氛有助於提升消費者消費意願。故從麥當勞推

出得來速、有氧早餐、甜心卡等多元服務，麥

當勞不斷提升自我品質及服務，為的就是給予

大眾更完整的「麥當勞經驗」。2014 年麥當勞

決定將McCafé獨立出來而設立的McCafé概念

店，便是近日麥當勞欲挑戰咖啡產業的新主題

餐廳，由速食與咖啡文化的結合也可看出麥當

勞品牌轉型的徵兆。 

    麥當勞身為一連鎖企業，最高理想是擁有

良好且穩定的顧客關係，因此越來越多行銷學

者提倡關係維護、客製化貼心服務、核心服務

等等，期望提升顧客忠誠及滿意度，顧客—公

司關係與顧客自發行為的議題也逐漸受重視。 

    有鑑於此，本研究認為McCafé概念店源

自於麥當勞品牌年輕化的過程，不僅需考慮到

消費者對麥當勞先前品牌印象的干擾；同時也

須重視及了解目標消費者的需求，以促發正向

的顧客自發行為。 

  綜上所述之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1）瞭解消費者對於品牌形象、商店環境氣

氛、顧客自發行為之重視程度。 

（2）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消費者其顧客

自發行為之差異情形。 

（3）探討消費者對於麥當勞的品牌形象與體

驗McCafé的顧客自發行為之關聯影響。 

（4）探討消費者在McCafé之商店環境氣氛其

顧客自發行為之關聯影響。 

作者：張宇涵 

服務單位：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 

e-mail：adasad199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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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內容 

2.1麥當勞及 McCafé 

  台灣速食業自 1984年正式入台。並帶起

了速食業在台灣的一股風潮。也因為麥當勞首

開速食的風氣，使麥當勞獨佔速食業龍頭。 

    麥當勞在全球成功擴張的因素多半可歸

功給行銷手法，尤其是「麥當勞叔叔」的歡樂

及幸福家庭形象及象徵，搭配麥當勞的理念：

「堅持品質一致性」、「服務迅速正確且友

善」、「整潔環境」及「尊重顧客」等四個目標，

很快就累積了品牌的忠誠度以及好的品牌印

象。而麥當勞也考慮到東方飲食的特色，將西

方食材結合東方，推出如米漢堡的客製化產

品。而麥當勞也不忘回饋社會，落實社會企業

責任。因而每每當麥當勞有新餐點的發售，也

常常會掀起一股風潮，令人不容忽視麥當勞力

量。 

    2005年，麥當勞在穩定成長下，仍面臨經

濟不景氣、品牌老化的困難，因此麥當勞決定

要撤換掉原始的品牌形象，重新以年輕世代的

消費者為主要客群。拋棄了過去麥當勞叔叔建

構的歡樂氣氛；麥當勞轉而以年輕族群的我行 

我素、個人主義為品牌新個性，提出 I’m lovin’ 

it!麥當勞認為他們懂消費者，並且期望能替消

費者量身訂造他們的專屬文化，並藉由飲食表

現。根據動腦雜誌 2003年的調查，63%的消費

者認為麥當勞品牌翻新的勇氣可嘉，但還需要

時間來與消費者溝通。一個知名度甚高的品牌

要如何推翻自己的刻板印象，重新建立消費者

對於品牌的聯想，需要更多的行銷手法及廣告

訴求，而麥當勞除了思考代言人、主題歌等策

略結盟外；更積極開發新的餐點、消費者、潛

力市場等等，增加品牌曝光率。 

    摩斯漢堡副總林興郎認為現在消費者用餐

除了要求產品美味，也十分講究用餐氣氛，速

食業裝潢翻新是共同趨勢。速食業龍頭麥當勞

也加入戰局，強打 McCafé，掀起了咖啡新戰國

時代（周慈菁，2010）。麥當勞改裝店面與廚

房，在用餐區多了舒適的沙發、帶點暈黃的吊

燈，點餐區也掛上了McCafé的餐點看板，就像

是麥當勞裡多了個咖啡區，是麥當勞的新生力

軍，也正式加入了咖啡消費市場。台灣麥當勞

總裁李明元說：「不同商圈有不同裝潢，未來

分眾會更清楚。」目前上班族客層已經佔總客

層約 40％，是第一大族群，青少年佔 30％。因

此宣布加入咖啡餐飲的 McCafé，不但有義式咖

啡、卡布奇諾，還搭配早餐與點心輕食等不同

風格，現在有五分之一的顧客會點咖啡搭配餐

點，成為咖啡餐飲的強勢競爭者（吳韻儀、盧

昭燕，2008）。 

  對於麥當勞而言，McCafé是走高檔和優質

的開始，代表麥當勞風格轉向訴求情感、精緻，

不只滿足顧客的味蕾，也將服務提升至感官美

學享受，提供顧客美學風格、美感服務、美味

多元的美學饗宴。多了咖啡這個聯結，加上用

外送、McCafé、24小時等服務，打造全新的舒

食店，麥當勞可以持續深耕早餐、午茶、宵夜，

二十四小時不停，迎接全亞洲最忙碌的消費者。 

    然而即使目前McCafé已佔麥當勞總業績

一成，但這樣的創新上依舊遭到不少的挑戰，

像是McCafé因為擺設會影響消費者的行為，

並與目前大家所認知的咖啡文化有所衝突，因

為完整的消費環境氛圍是相當重要的部分，而

咖啡正是一個消費單品也是消費氛圍的文化。 

    因此，若沒有這樣的環境氛圍，依舊與原

本的麥當勞環境混雜，有可能會影響消費者對

於麥當勞的觀感，這也是由於麥當勞過去給人

速食店的印象，因此如何將McCafé的咖啡店

文化與速食文化結合勢必是一大難題。 

 

2.2品牌形象 

2.2.1 品牌定義與內涵 

  品牌，是企業與消費者的溝通橋樑，Biel 

（1993）提到當消費者接觸到品牌的時候，會

產生聯想和屬性。另外Mariotti（2001）也指

出，品牌的主要功能在於使產品或服務與其直

接競爭者產生區隔。因此，透過品牌的定位，

產品在消費者的心智中佔領一個特殊的位

置。進而得到消費者的認可，讓消費者得到物

質與精神的滿足，完成與消費者的雙向情感聯

繫和價值認同。 

品牌經由與顧客的長期互動，林翠瑩

（2003）提出消費者透過記憶中品牌的認知，

對於品牌整體感覺所形成的現象，全部的資訊

結合產品的經驗即為品牌形象，而 Park et al. 

（1986）認為品牌形象可以帶給消費者知覺上

的愉悅與滿足，良好的品牌形象亦能使消費者

對產品產生信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整體評

價。若將產品功能性特質與非功能性特質加以

整合，強化顧客與品牌聯結的動機，則此品牌

在顧客心目中就會留下良好印象，使顧客相信

此品牌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品牌，進而建立長久

且忠誠的關係（Keller, 1993）。因此，以下針對

品牌形象進行說明。  

2.2.2 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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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Park, Jaworski & MacInnis（1986）解

釋品牌形象為，企業為影響消費者知覺所進行

的一種溝通活動；透過活動，消費者對於品牌

認知有更進一步了解。Dobni & Zinkhaml

（1990）將品牌形象解釋為，消費者對品牌所

持有的知覺概念，該知覺概念是經由消費者認

知，所建立的主觀印象（引自黃囿淳， 2012）。 

  Aaker（1996） 提出品牌形象的功用在於

情感性利益與自我表現性利益，這二種連結提

供企業維持長久優勢的能力，以及與顧客間有

較高程度的關係基礎。由此可知，企業成功的

塑造品牌形象時，連帶也助於新產品的推出。

超過 50%的消費者相信，一個強而有力的品牌

形象代表者新產品的品質保證（潘筱瑜，

2005）。胡政源（2006）也認為品牌形象是指

企業的市場領導地位、穩定性、創新能力、國

際知名度、及悠久性等，是構成企業品牌價值

的綜合指標。陳澤義與葉香麟（2007）認為品

牌形象可作為消費者評價產品品質的外部線

索及推論產品品質，綜上所述，均說明品牌形

象為支撐企業的重要因素。 

  Newman（1957）與 Herzog （1963）認為

品牌形象是指那些存在於消費者的記憶之

中，讓消費者對於品牌產生聯想之意義，進而

存在於消費者的記憶中。也因此，品牌形象可

簡單地解釋為那些存在於消費者心目中的東

西（Randall，1997）。Dobni & Zinkhaml（1990）

將品牌形象解釋為，消費者對品牌所持有的知

覺概念，該知覺概念是經由消費者認知，所建

立的主觀印象。而整理國內外對於品牌形象定

義後，本研究將品牌形象定義為消費者經由企

業塑造的品牌及自身消費經驗，形成一主觀的

態度與認知經驗，而這種主觀想法會長期且持

續影響消費者對於品牌及產品的聯想甚至影

響後續的消費行為。麥當勞作為一跨國企業，

品牌形象比起產品更能直接影響消費者知

覺，進而影響行為，故本研究擬探討麥當勞品

牌形象與消費行為之關係，以下接續討論品牌

形象衡量構面。      

2.2.3 品牌形象之衡量 

  品牌形象是訊息接收者，故以消費者為焦

點設計（何雍慶、林美珠，2006）。Park et al. 

（1986）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為基礎，發展出三

個不同的品牌形象：（1）功能性形象：強調協

助消費者解決消費所產生的相關問題，目的在

於滿足消費者實務上的基本需求。（2）象徵性

形象：強調品牌滿足消費者內在需求，如自我

價值的提升、角色定位、群體的融入、自我認

同。（3）經驗性形象：強調滿足消費者渴望產

品提供知覺上的樂趣、多樣化及認知上刺激的

需求，目的是要帶給消費者知覺上的愉悅與滿

足（引自黃囿淳、葉凱莉，2012） 。 

  而品牌形象的的衡量構面受到企業性

質、消費者組成、研究目的不同，採取的衡量

構面也有所差異，本研究大致整理幾位國內外

學者對於品牌形象衡量之構面： 

 

表 2-2-2 國內外學者衡量品牌形象之構面 

 

學者 品牌形象衡量構面 

Biel 

（1993） 

區分品牌形象為使

用者的形象、企業

形象及產品形象。 

Keller 

（1993） 

區分品牌形象為屬

性聯想、利益聯

想、態度聯想。 

Aaker 

（1996） 

以產品本身、來源

國、品牌個性及品

牌加工四構面，描

繪品牌形象。 

Park, 

Jaworski 
& 

Maclnnis 

（1986） 

依據不同消費者利

益，將品牌形象區

分為功能、象徵、

經驗性。 

巫 鑫 如

（2011） 

細分品牌形象為機

構形象、功能形象

及商品形象。 

楊 涵 智

（2013） 

將品牌形象區分為

品牌形象及產品形

象。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由此可知品牌形象的衡量各家學者自有定

案。不過，根據顏曼婷（2014）整理先前學者

衡量品牌形象之構面，大多分為功能性、象徵

性、經驗性三大構面。本研究以McCafé的消

費者認知與態度，試圖了解消費者是否因對台

灣麥當勞餐廳先前的品牌印象而影響其對

McCafé的認知；並且探討在實際消費過

McCafé餐廳後，對於企業的品牌形象是否有

何影響。本研究考量同一研究對象及量表可信

度，擬參考顏曼婷（2014）研究麥當勞品牌形

象與組織績效之品牌形象測量為主要參考量

表，並透過功能性、象徵性及經驗性三構面做

為衡量麥當勞餐廳品牌形象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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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商店環境氣氛 

2.3.1 體驗 

  對現今的消費者而言，滿足的層次已經被

拉高了，不再只是求基本的需求，而是更在乎

更高層次的事物，像是餐廰中，無論是有形之

陳設、佈置，或是無形氣氛的營造、氣味的散

布，最終目的就是為消費者產生出最佳的「體

驗」感受。 而餐廳環境之塑造，無論是在實

體或虛擬的空間上，已成為重要的一環。 因

此，良好的情境能夠刺激消費者的衝動，增加

消費者的忠誠度，提升其經營績效（唐惠民，

2006）。加上 Sharma & Stafford （2000）提出，

消費者可以藉由實體環境氣氛以及服務的互

動中誘發出個體情緒上的體驗。由此可知，消

費者的情緒感受可經由消費體驗過程中被誘

發出來，而體驗媒介經常與服務環境以及場景

氣氛有所關連。 

  整理過去研究文獻中發現，情境因素會影

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行為意向，而所謂的情境

因素，是指消費者予購買決策過程中的人、

時、地、事、物等因素的交互運作產生的行為

意向。因此，商店情境因素的影響力可以視為

獨立於消費者以外之客觀要素。（唐惠民，

2006）而情境中相對於餐飲業而言，實體環境

的設計若能使得顧客愉悅可降低顧客負面情

緒發生的機率（Baker, Parasuraman, Grewal & 

Voss, 2002）。因此，以下根據商店環境氣氛進

行說明。 

2.3.2商店環境氣氛 

  在商店環境氣氛來說，歸因於服務本身具

有無形性、不可分割性、異質性與易逝性等特

性（Parasuraman‚aZeithaml & Berry‚e1985），因

此消費者在實際感受到這些服務時並無法事

先判斷出服務產品的品質（Gronroos, 1978），

所以顧客需要利用一些線索來了解企業，最常

見的線索包括：商店的實體環境、服務人員和

顧客的互動和服務傳遞的程序。簡單來說，因

為服務是無形的，所以消費者在消費前後對於

整體服務的評估，都需要仰賴有形的實體表徵

或服務場景做為判斷（朱慧秋，2012）。由此

可知，顧客未來的消費行為是會受到其商店環

境氣氛的影響。 

  進一步說明商店環境氣氛，Martineau

（1958） 提到經由商店的外觀、商品陳設等

線索，會進一步形成顧客對商店的印象。這也

如同情境理論的學者Ward & Robertson 

（1973）指出在解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時，「情

境因素」的解釋能力可能會比「消費者個人因

素」來得大。然而 Barbara, Wakefield & Blodgett 

（1996）指出為了激勵消費者在此服務場景有

較長的停留時間以及增加企業的利益，服務業

的提供者與經營者必須創造並且維持有趣且

高品質的服務場景，促使消費者對於服務品質

的知覺。 Crosby, Evans & Cowles（1990）認

為，當組織所提供的服務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互

動時，藉由實體空間的細心規劃、設計，進而

達成組織與行銷的目標，同時傳遞服務的組織

還可經由這種方式建立與顧客之間的關係。都

說明了商店環境氣氛對於消費者來說，也是消

費或在消費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將商

店環境氣氛定義為，顧客經由商店環境的外觀

設計到內部燈光商品呈現等，同時影響消費者

生理及心理體驗，且會成為後續消費行為之評

估的重要因子。 

2.3.3商店環境氣氛之衡量 

  體驗，來自消費者的多方參與感受而來。

Donovan and Rossiter（1982）認為商店氣氛可

以從顧客受到的激發及愉悅兩種情感反應，了

解顧客的知覺感受。Herrell et al. （1980）及

Millman（1982）並證實情境因素在消費者行為

過程中，會持續不斷影響消費者態度。好的商

店情境亦能增加消費者停留時間、與服務人員

互動及購物意願，故情境因素開始被應用到消

費行為相關研究。 

  Belk（1975）最早利用心理學 S-O-R模型，

說明消費者在情境下會依據刺激、有機體及反

應，這三者的交互作用，影響行為。他將消費

者購物的情境因素分為五大構面： 

（1）實體環境—指商店外部給顧客之感受。

舉凡商店位置、商品陳列佈置、商店音樂燈

光、商品包裝等，刺激消費者感官因素。 

（2）社會環境—消費者在商店內部實際體驗

到的情緒反應。如與服務人員及其他顧客之互

動。 

（3）時間因素—受時間影響的特殊消費者行

為，如季節差異、特殊節慶。 

（4）任務目標—消費行為源自滿足需求，故

消費者期望在商店內找尋到符合需求的特定

目標。 

（5）先前狀態—消費者在進入商店前的心理

狀態，如喜悅、焦慮等。 

   Machleit and Eroglu（2000）以消費情境

及商店氣氛兩構面歸納整體商店環境，消費情

境包含消費者先前心理狀態、時間因素及接觸

到的產品資訊。商店氣氛則指實體環境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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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內部與人互動所感受到的社會環境。Barry 

and Jill（2000）認為商店氣氛可經過特殊營

造，使消費者產生正面的商店印象，Sirgy

（2000）認為商店氣氛包含商店顏色、燈光、

室內設計及音樂，透過環境變數可影響消費行

為外及商店印象。 

  Turley and Milliman（2000）根據 Berman 

and Evans（1995）將商店氣氛構面分為：（引

自吳月鳳，2003。） 

（1）室外變數—室外招牌、外型及周邊環境。 

（2）一般室內變數—樓層分佈、顏色、音樂、

燈光、氣味溫度。 

（3）位置及設計變數—商店位置、等候時間

及動線規劃。 

（4）購買點與裝飾變數—促銷展示、標識紙

卡、使用說明及價格標示。 

（5）人為變數—銷售人員特質及態度、消費

者個人特性。 

  綜上所述可知商店氣氛構面衡量不一，羅

心華（2006）整理相關商店氣氛之研究，發現

較常被提及的商店氣氛構面為：功能性陳列

物、非功能性陳列物、內外部裝潢、顏色、燈

光照明、符號標誌、擁擠程度、音樂、嗅覺氣

味等共九項。並認為若此九項指標達到合乎美

感與平衡，即可視為良好的商店氣氛。因

McCafé為連鎖咖啡廳，故本研究參考相關連

鎖咖啡店對於商店氣氛的構面測量，擬以朱竣

民（2007）研究連鎖咖啡廳之商店氣氛問卷為

本研究參考問卷，了解消費者對於McCafé之

環境感受。 

 

2.4顧客自發行為 

2.4.1顧客自發行為定義 

對於特定企業而言，顧客就如員工一般，

也會產生許多合作的、創新的和自發的行為

（Mills & Morris, 1986）。Johnson & Rapp

（2010）也以非營利組織之學生為研究樣本提

出多層面衡量消費者角色外行為的衡量模

式，認為顧客參與可以幫助公司制定更全面的

措施。Lengnick-Hall（1996）認同消費者的經

驗對於企業有其重要影響力，企業無法再自行

其事的設計產品、設計行銷訊息、控制銷售管

道，企業逐漸領悟到顧客扮演著多樣且主動的

角色，倘若企業未能善用顧客資源將會喪失競

爭優勢。因此讓顧客主動協助企業，本研究稱

之為顧客自發行為，不但能健全企業未思及之

處，並更能建立好與顧客之間的關係。      

  Bettencourt（1997）指出顧客自發行為的

定義為，顧客基於特定條件而做出有益於企業

提昇服務品質或效益的行為。其中也指出，顧

客自發行為的產生有三個先決條件，分別是顧

客承諾、整體顧客滿意以及顧客知覺支持。藉

由三個先決條件而產生的顧客自發行為分別

是忠誠行為、合作行為及參與行為，以下整理

各家學者對於三種行為的說法： 

（1）忠誠行為－顧客扮演企業的促銷者  

  忠誠行為表示顧客對於企業已從消費者

角色轉至促銷者（張書豪，2009） ，顧客的

忠誠行為指品牌或服務忠誠度多以重複購買

與再購意願為指標。 （Rust et al. 1995 ; 

Zeithaml et al. 1996）。除了藉由重複購買產品

以示支持外，也會不求回報向周遭親朋好友宣

傳企業的好。近來更因網路社群的發展，使得

口碑行銷也被歸納成為忠誠度表現的一種，其

它研究亦以顧客對於往來企業的偏好、口碑及

稱讚，來做為對於企業忠誠行為的衡量標準。 

（2）合作行為－顧客扮演企業的人力資源  

    顧客的忠誠行為進一步引發顧客與企業

相關的合作行為，此時消費者有如企業外部員

工般，顧客無條件對於提供服務的商店表示尊

重，使企業服務易與消費者接觸的行為，而良

好的接觸行為，甚至也可能去影響其他的顧

客，這時顧客就有如企業的暫時成員或是部分

員工（Mills & Morris, 1986）。而 Van et al. 

（1994）認為合作行為定義為顧客無條件對於

提供服務的往來企業表示尊重，表現出一些有

利於服務接觸的行為，與接觸員工間成功的進

行互動， 甚至也可能去影響其他顧客。因此

當顧客對於企業感覺良好時，甚至會出現主動

的參與行為。 

（3）參與行為－顧客扮演企業之諮詢顧問  

    Van et al（1994）指出顧客可能主動參與

及涉入企業的發展，由於顧客最直接接觸服

務，對服務的感受是最深刻的，其建議絕對具

有參考價值，可將其視為服務產品的專家，同

時也可成為企業有力的資訊來源。Plymire 

（1991）亦提出顧客抱怨與建議將能補救企業

目前服務問題、 擴展現有服務，甚至創造全

新的服務項目。 

  根據 Bettencourt（1997）的定義以及 Gruen, 

Summers & Acito於 2000年對自發行為之定

義，因此本研究定義顧客自發行為為消費者基

於特定條件，願意與企業共同設想擬定能為彼

此創造價值新方法，或是做出有助於企業提升

服務品質或效益之行為。以下進一步說明衡量

顧客自發行為之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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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顧客自發行為之衡量 

  Gruen, Summers & Acito（2000）認為顧客

對於企業的自發行為，表現在維持、參與以及

共同生產構面。維持指的是顧客重複惠顧的第

一首選；共同生產指的是顧客在企業營運同時

間，持續不斷回覆的正向回饋。雖然解釋角度

不同但其與忠誠度、合作是相似的概念構面

（引自楊郁菁，2010）。以下依上述提及的三

個衡量構面，整理相關文獻簡述如下： 

（1）忠誠行為（loyalty）指顧客扮演企業或服

務的推銷者。顧客對於企業不抱有任何回饋期

望，全心全意支持企業。McMullan & Gilmore

（2003）認為忠誠行為是消費者遵守允諾，產

生實際購買或重複購買行為。因為相信與選擇

的替代品減少，加上受消費習慣所支配，使可

能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的障礙產生，故消費者

不會輕易轉移購買其他替代商品 （引自王寵

惠，2015）。 

  過去顧客忠誠行為多半討論重複購買以

及再購買同一企業產品意願。隨著網際網路出

現，社群平台發達，除了實際購物行動外，近

來研究忠誠行為也包含向他人推薦，以及偏好

表現。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定義「顧客自發

行為」之「忠誠行為」為顧客因支持企業本身、

產品或服務，以重複購買、口碑傳遞與低購買

轉移程度等消費行為作為忠誠表現。 

（2）合作行為（cooperation）指顧客扮演企業

服務的共同生產者。合作行為是消費者對於品

質服務傳遞表示尊重的行為。Gruen, Summers 

& Acito（2000）將合作行為定義為「消費者願

意與企業共同設想擬定能為彼此創造價值新

方法的行為」（引自王寵惠，2015）。McDougall 

（2001）指出「合作行為」是基於顧客信任，

而得以共享的資訊活動。 

  Bills（2002）認為合作行為的目標是雙方

的互利、是態度與實務上，尋求雙方利益的平

衡點與最大化，也就是雙贏的結果，故張軒瑋

（2008）認為顧客就如同企業的人力資源，可

以增加顧客與服務人員的親密友好接觸。綜合

以上所述，本研究定義「顧客自發行為」之「合

作行為」為顧客基於信任及滿意度，願意遵守

或配合企業制定的規則，且有意願成為企業之

一份子，共同致力於建立更優秀的服務或是產

品品質。 

（3）參與行為（participation）指顧客扮演企

業諮詢顧問的角色。由於顧客的親身體驗，直

接可感受到企業服務的優缺點，因此能給予企

業較深入的建議。Peters（1998）指出為了服務

消費者，提升消費者的參與為必要之手段，故

Mohr ＆Spekman （1996）認為企業應該顧及

消費者意見的重要性，且賦予顧客一定的地位

與權力，如此才能建立企業與消費者雙方有效

互動的基礎（引自王寵惠，2015）。 

  顧客作為企業最終服務目標，若能夠與顧

客維持良好關係，勢必是企業維持長久營運的

最大競爭力。張軒瑋（2008）也指出顧客主動

參與服務傳遞過程，對於企業整體的生產力、

服務傳遞的品質及顧客最後的滿意三方面皆

有直接或間接的貢獻。綜上所述，本研究定義

「顧客自發行為」之「參與行為」為，藉由顧

客扮演主動積極之角色，透過顧客自發互動回

饋，顧客與企業可共同討論出新的服務或是改

善現有不良現象。 

  另外池文海、陳瑞龍、陳文岳（2010）研

究中發現滿意與信任是顧客自發行為之重要

關鍵，且滿意及信任又來自於良好的商店環境

及人員服務，支持本研究假設。故本研究擬參

考池文海等人（2010）研究消費者對藥妝商店

氣氛之測量顧客自發行為問卷，設計本研究測

量問卷，且以忠誠、合作及參與為顧客自發行

為之衡量構面。 

2.5不同變項間之相關研究 

2.5.1個人背景變項與顧客自發行為       

  Ahearne & Bhattacharya（2005）以社會認

定理論的觀點出發，認為消費者對於「相似性」

的感受，就能夠增進人們的認同及互動，也就

是說成為一個團體的消費者，也讓企業可以透

過這樣的特質制定策略。同樣的，企業與消費

者的關係也會因為企業的市場區隔，分析出目

標市場，設計出貼近消費者背景的產品特徵。

換句話說，基於社會上的人口組成複雜，將市

場分隔成數個較小且同質性高的市場，方便將

產品與適合的消費者做連結，並多以人口統計

變數作為區分準則。而好的市場區隔能有效找

到產品與消費者的相似性，因此消費者在消費

產品後較能引發良好經驗，並進而影響後續的

顧客自發行為。 

    研究者整理現今文獻後，發現個人背景變

項如性別、年齡、教育程度、收入等對顧客自

發行為的認知程度均有所差異。楊郁菁（2000）

研究結果指出部分的連鎖咖啡店消費者會因

其背景的不同而對顧客自發行之感受有所差

異，其中年齡、婚姻、教育程度均顯著差異，

而性別、收入均未達顯著差異。周美雲（2006）

研究銀行信用卡業務顧客之自發行為，也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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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收入越高的顧客之顧客導向行為較低。

李坤城（2012）其研究結果也指出顧客自發行

為在性別、年齡、婚姻、子女人數、職業、教

育程度、月平均收入無顯著差異。由此可知，

個人背景變項對於顧客自發行差並無一定的

論調，因此本研究假設一為：不同個人背景變

項之McCafé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顯著差

異。 

2.5.2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為之相關研究 

  品牌如同人的外表，是消費者對企業最有

印象點的符號。企業管理領域中，打造品牌一

直是各項行銷業務中最基礎、最核心、也是最

關鍵的工作（黃光玉，2006）。因為品牌不僅

能凸顯與競爭對手的不同，更能與消費者建

立、維持甚至強化關係（Duncan, 2002）。李

慈怡（2008）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與品牌的

情感進而轉為對一品牌的態度及印象，而這些

態度及印象便形成品牌形象。王忠信（1994）

認為企業的良好形象能加強消費者對產品或

勞務的購買意願。Martineau（1958）指出在消

費者決策過程中，品牌形象就像一隻看不見的

手，操弄著消費行為，而消費者也較傾向消費

與自我形象一致的企業。 

  由國內外文獻整理可知，其中 Biel（1992）

及 Keller & Aaker（1992）的觀點，認為消費

者的購買行為會受到產品知識及品牌形象的

影響，品牌形象會影響品牌權益，品牌權益的

高低又直接影響消費者的重覆購買該品牌產

品或延伸產品（引自蔡曜光，2011）。張幸宜

（1995）也證實品牌印象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店

的選擇及購買行為。Morgan（2000）發現消費

者自發行為確實會受到其品牌權益和價值正

向影響。簡育民（2007）也指出品牌形象會透

過信任以及成落的影響，進而產生顧客自發行

為。 

    由上述可知速食品牌形象對於消費者的

態度確實存在影響力，而根據行為計畫理論，

態度又會引發行為意圖，進而影響行為，都在

說明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為的關聯。故本研

究提出假設二：消費者對於McCafé品牌形象

會顯著正向影響顧客自發行為。 

2.5.3商店環境氣氛與顧客自發行為之相關研

究 

  本研究認為品牌形象對企業而言，是一種

精神上與消費者的對話關係。在實際的具體行

為上，則是透過人員服務、店面裝潢、氣氛等

產品以外的有形物，也就是實體環境。並且在

這樣的實體消費環境下，有助於企業與消費者

的溝通互動（Zeithaml & Binter, 2000），在本

研究裡將實體環境視之為商店環境氣氛。由此

可知，商店環境氣氛是在消費者的實際體驗感

受後所賴以評斷企業的一條線索，而這樣的實

際感受來自於顧客感官及情緒上受到刺激後

的反應，並因為有實際體驗，也會影響後續消

費行為。 

  Baker et al.（2002） 的研究，將商店環境

訊號—商店印象與銷售人員正向特性視為外

生變數，並將服務品質 視為中介變數，最終

影響顧客自發公民行為。Monroe & Guiltinan

（1975）認為，消費者的人口變項會影響消費

者購物的意見，進而影響對商店的知覺以及態

度，也影響消費者對於商店的選擇和購買理

由，因此也能說明商店環境影響了顧客的自發

行為。池文海等人（2010）年研究消費者對藥

妝店購買行為，指出商店環境氣氛會透過顧客

滿意以及信任間接影響顧客自發行為。徐達光

（2004）指出商店環境氣氛是能使消費者產生

正向情緒的實體環境設計，黃鳳英（2010）研

究證實透過體驗，能夠引發正向的顧客行為意

圖。由此可知，好的商店環境氣氛，會帶給消

費者好的感受，進一步可能引發正向的顧客自

發行為。朱慧秋（2011）也發現麥當勞的餐廳

服務場景對於消費者的行為意圖有顯著正向

影響。故本研究提出假設三：消費者對於

McCafé商店環境氣氛的知覺會顯著正向影響

顧客自發行為。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實證對象為McCafé概念店。主

要的研究範圍為台灣地區的McCafé概念店，

而研究對象則是曾經去過McCafé概念店或是

在McCafé概念店消費過的顧客。以問卷發放

的方式，了解消費者在McCafé的感受與行為。 

3.2 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針對有去過McCafé

或是在McCafé消費過之對象發放問卷。由於

網路問卷具成本低、樣本範圍廣、可匿名等優

勢，且在問卷分析處理上也較為便利快速（林

承賢，2004），然而使用網路問卷也存在回收

率低、沒有明確母體範圍、缺乏抽樣架構與自

願性樣本等缺點（李政忠，2004）。 

  本研究問卷題項共分為基本資料、品牌形

象量表、商店環境氣氛量表及顧客自發行為量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311



8 

 

表，以下茲說明問卷採用量表內容： 

 

3.2.1 品牌形象量表 

（1）量表內容 

  有關品牌形象之衡量，大多以功能

性、象徵性及經驗性作為測量標準，而本

研究考量同一研究對象及量表信度，擬參

考顏曼婷（2014）研究麥當勞品牌形象與

組織績效之品牌形象測量為主要問卷參考

量表（表 3-2-1），並透過功能性、象徵性

及經驗性三構面做為衡量麥當勞餐廳品牌

形象之指標。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McCafé是以咖啡

廳的定位從麥當勞速食業獨立出，因此本

研究擬參考相關連鎖咖啡店對於商店氣氛

的構面測量，並以朱竣民（2007）研究連

鎖咖啡廳之商店氣氛問卷為本研究參考問

卷，根據McCafé特色修改題項。本研究之

商店環境氣氛量表，分為商店外部環境、

商店內部環境、人員因素、賣場的展示與

佈置、音樂大小、燈光明暗等六構面（表

3-2-2）。 

    另外，在池文海、陳瑞龍、陳文岳（2010）

研究中發現滿意與信任是顧客自發行為之重

要關鍵，且滿意及信任又來自於良好的商店環

境及人員服務，支持本研究假設。故本研究擬

參考池文海等人（2010）研究消費者對藥妝商

店氣氛之測量顧客自發行為問卷，設計本研究

測量問卷，且以忠誠、合作及參與為顧客自發

行為之衡量構面（表 3-2-3）。 

（2）量表作答方式 

  三種量表中均採用五點量表為回答標

準，受試者依據自己的想法及實際感受經驗，

挑選最符合自己現狀的程度，依序是「非常不

同意」、「不同意」、「無意見」、「同意」、「非常

同意」。 

 

4.資料分析 

4.1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為了解受試者之背景，以下分為兩

部分，第一部分描述確認題項之情形，為了確

定受試者是否符合研究資格設定之確認題；第

二部分則是針對McCafé消費者的背景資料進

行統整和說明。 

4.1.1確認題之情形 

  為了確保問卷之有效度，因此設定五題確

認題進行測試，利用五種不同咖啡或是連鎖店

之店面照片，詢問受試者是否曾經在此店消費

過，主要是看第三題對於McCafé的回答，如

果回答沒有，則視為無效問卷，而統計其回答

後，如表 4-1-1所示，除了發現相較於其他連

鎖咖啡店，BARISTA較少人消費過，更發現受

試者均有在McCafé消費過之經驗，符合研究

對象之資格。 

4.1.2樣本之背景資料統整 

  本研究對象資料分析顯示（表 4-1-2），在

性別的部分，以女性居多，共有 115人

（56.1%），男性 90人（43.9%）。在年齡的部

份，受訪者以 23-27歲為主，佔 77人（37.6%）；

其次為 18-22歲以及 48-52歲，分別為 29人

（14.1%）和 28人（13.7%），再者為 53歲以

上，為 21人（10.2%）。在教育程度的方面，

大學專科佔了半數以上，共 119人（58%），其

次為研究所，為 57人（27.8%），較少的為高

中，有 29人（14.1%），並沒有國中以下的受

試者。 

    職業的部份，以學生的 67人居多

（32.7%），軍公教佔 46人（22.4％），服務業

佔 33人（16.1%），商業佔 19人（9.3%），自

由業佔 10人（5.9%），專門技術職業與家管皆

為 10人（各佔）4.9%，其他也有 8人（3.9%）。 

在婚姻關係方面，未婚有 131人佔多數

（63.9%）。每月可支配金額的部份，大多數均

為 10,000元以下，再者是 20,001-30,000元和

10,001-20,000元，各為 40人與 37人，50,001

元以上為 24人（11.7%），30,001-40,000元與

40,001-50,000元則為 17人（8.3%）與 9 人

（4.4%）。 

    而在每三個月內的消費次數，有 105人

（51.2%）並未在三個月內有去McCafé，有 90

人（43.9%）僅消費 1-3次，消費 4-6次則有 8

人（3.9%），消費 10次以上的人有兩位（1%）。

每次消費金額方面，最多人可接受 56-100元以

及 25元含以下，分別為 62人（30.2%）以及

59人（28.8%）；其次消費金額是 26-55元，人

數有 45人（22%），每次消費 101-155元有 26

人（12.7%），最少的每次消費金額是 156-200

元以及 201元以上，分別為 7人（3.4%）和 6

人（2.9%）。至於三個月內與何種對象一同消

費，與朋友一同前往最多人，約為 94人

（45.9%），獨自前往約有 75人（36.6%）、與

家人或小孩則為 31人（15.1%）、與同學有 5

人（2.4%）、並未有人與同事一同前往。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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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McCafé消費之主要目的，最多人的是外

帶，填達人數高達 73人（35.6），次之為休憩

片刻與朋友聚餐，分別為 56人（27.3%）和 52

人（25.4%），再者是親子聚餐和洽談公事，均

為 9人（4.4%），而目的為讀書的人最少，僅

有 6人（2.9%）。 

4.2量表信度與效度分析 

  本節將探討McCafé的品牌形象、商店環

境氣氛、顧客自發行為量表之信效度以下分為

項目分析、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分析三部分進行

說明。 

4.2.1項目分析 

  將問卷求出後，以品牌形象、商店環境氣

氛、顧客自發行為量表，進行分組排序，找尋

上下各 27%之數值，前 27%設定為高分組，後

27%設定為低分組，進行項目分析，以獨立樣

本 t檢定為統計方式，求出 t值（決斷值，CR

值），然而根據吳明隆（2009）認為題項決斷

值應大於 3，而各題項與總分之間相關係數應

高於.400以上，其題項的項目刪除時Cronbach's 

Alpha值也不應大於構面 Cronbach's Alpha 值。 

  本問卷共有三種量表分為品牌形象、商店

環境氣氛與顧客自發行為，根據三種標準進去

問題的取捨，經過項目分析後，該量表之題項

均通過，可以直接採用此三個量表。 

4.2.2因素分析 

  依據 Kaiser（1974）的觀點，KMO指標

值的判斷準則，至少要在.60以上，而三份量

表 KMO值各為.906（品牌形象）、.921（商店

環境氣氛）、.872（顧客自發行為），均合適做

因素分析，並根據選取特徵值大於 1的因素，

分別與原來之量表架構相符，也通過上述之標

準，因此全部題項均保留。 

4.2.3信度分析 

  葉重新（2007）說明信度是指可相信的程

度，也就是可靠性，通常是指測量結果的穩定

性或一致性，而本研究採用測量內部一致性的

Cronbach‘α係數，而係數越高，表示信度越好。

三份量表之整體與各構面其 Cronbach‘α係數

均高於.700，因此保留所有構面。 

4.3不同消費者個人背景變項與顧客自發

行為差異分析 

4.3.1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對顧客自發行為差異

分析 

  以 t檢定不同性別之消費者，在「顧客自

發行為」各分層面的差異，發現在忠誠、合作

及參與行為上均無顯著，因此 H1-1：不同性別

之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顯著差異，不成

立。 

4.3.2不同年齡層之消費者對顧客自發行為差

異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個人背景變項中的「年齡」

題項，將消費者答題分為：12歲以下、13-17

歲、18-22歲、23-27歲、28-32歲、33-37 歲、

38-42歲、43-47歲、48-52歲、53歲以上。不

同年齡層之消費者，與「顧客自發行為」中的

「忠誠行為」（F=2.275, p<.05）具顯著差異，

因此 H1-2：不同年齡層之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

為有顯著差異，部份成立。 

 4.3.3不同教育程度之消費者對顧客自發行為

差異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個人背景變項中的「教育程

度」題項，將消費者答題分為：國中（含以下）、

高中、一般大學（專科）、研究所（含以上）。

不同教育程度之消費者，在「顧客自發行為」

各分層面並無顯著差異，因此 H1-3：不同教育

程度之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顯著差

異，不成立。 

4.3.4不同職業身份之消費者對顧客自發行為

差異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個人背景變項中的「職業身

份」題項，將消費者答題分為：服務業、商業、

軍公教、學生、自由業、專門技術職業（醫師、

工程師等）、家管、其他，共八類。不同職業

身份之消費者，在「顧客自發行為」各分層面

並無顯著差異，因此 H1-4：不同職業身份之消

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顯著差異，不成立。 

4.3.5不同婚姻家庭狀況之消費者對顧客自發

行為差異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個人背景變項中的「婚姻家

庭狀況」題項，將消費者答題分為：未婚、已

婚，已有子女、已婚，未有子女、其他。不同

婚姻家庭狀況之消費者，與「顧客自發行為」

中的「忠誠行為」（F=6.382, p<.01）有顯著差

異，經由 Scheffe法事後比較，「已婚，已有子

女」的消費者高於「未婚」的消費者，其餘層

面並無顯著差異，因此 H1-5：不同婚姻狀況之

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顯著差異，部份成

立。 

4.3.6不同每月可支配金額之消費者對顧客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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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為差異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個人背景變項中的「每月可

自由支配的所得金額」題項，將消費者答題分

為：10,000元（含以下）、10,001-20,000元、

20,001-30,000元、30,001-40,000元、

40,001-50,000元、50,001元（含以上）。不同

每月可支配金額之消費者，在「顧客自發行為」

各分層面並無顯著差異，因此 H1-6：不同每月

可支配金額之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顯著

差異，不成立。 

4.3.7不同消費次數狀況之消費者對顧客自發

行為差異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個人背景變項中的「每月消

費次數」題項，將消費者答題分為：0次、1-3

次，4-6次、10次以上。不同消費次數狀況之

消費者，與「顧客自發行為」中的「忠誠行為」

（F=6.776, p<.001）與「參與行為」（F=4.946, 

p<.01）有顯著差異，但經由 Scheffe法事後比

較，組間則無顯著差異，因此 H1-7：不同消費

次數狀況之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顯著差

異，部份成立。 

4.3.8 不同消費金額之消費者對顧客自發行為

差異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個人背景變項中的「平均消

費金額」題項，將消費者答題分為：25元（含

以下）、26-55元、56-100元、101-155元、156-200

元、201元（含以上）。不同消費金額之消費者，

與「顧客自發行為」中的「忠誠行為」（F=3.797, 

p<.01）具顯著差異。另外，不同消費金額之消

費者，與「顧客自發行為」中的「合作行為」

（F=4.719, p<.001）有顯著差異，經由 Scheffe

法事後比較，每次平均消費在「56-100元」的

消費者高於「25 元（含以下）」的消費者，其

餘層面則無顯著差異，因此 H1-8：不同消費金

額之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顯著差異，部份

成立。 

 

4.3.9 不同消費同行人數之消費者對顧客自發

行為差異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個人背景變項中的「消費同

行人數」題項，將消費者答題分為：自己、朋

友、家人或小孩、同學、同事。不同消費同行

人之消費者，與「顧客自發行為」中的「忠誠

行為」（F=2.805, p<.05）具顯著差異。經由

Scheffe法事後比較，消費同行人數為「家人或

小孩」的消費者高於「自己」的消費者，而其

餘層面則無顯著差異，因此 H1-9：不同消費同

行人數之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顯著差

異，部份成立。 

4.3.10 不同消費目的之消費者對顧客自發行為

差異分析 

  在本研究問卷個人背景變項中的「消費目

的」題項，將消費者答題分為：外帶、朋友聚

餐、親子聚餐、家族聚餐、讀書、洽談公事、

休憩片刻，共七類。不同消費目的之消費者，

在「顧客自發行為」各分層面並無顯著差異，

因此 H1-10：不同消費目的之消費者的顧客自

發行為有顯著差異，不成立。 

4.4品牌形象、商店環境氣氛、顧客自發行

為之情形 

  為了解受試者對於品牌形象、商店環境氣

氛以及顧客自發行為之感受，根據 205份有效

樣本的量表回答進行分析，以下根據三種不同

量表進行說明。 

4.4.1品牌形象 

  本量表採用以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之方式

作為評量，共計 16 題，共分為三個構面，為

功能性、象徵性、經驗性，三構面每題平均值

都在 3 以上。除了「我覺得 McCafé代表的是

更優質的餐點。」、「我覺得 McCafé 的餐點可

以讓顧客攝取到均衡的營養。」兩題項外，其

餘題項均在 3以上。 

4.4.2商店環境氣氛 

  本量表採用以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之方式

作為評量，共計 32 題，共分為六個構面，為

外部環境、內部環境、人員因素、賣場展示與

佈置、音樂大小以及燈光明暗，六構面每題平

均值都在 3.40以上。另外全部題項均在 3.1以

上，題項眾數大多數填寫 4，顯示對於商店環

境氣氛感受滿意。 

4.4.3顧客自發行為 

  本量表採用以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之方式

作為評量，共計 13 題，分為三個構面，為忠

誠行為、合作行為以及參與行為，三構面每題

平均值都在 3.20 以上。全部題項大多數均在

3.2 以上，而詢問受試者如果喝咖啡時是否會

優先選擇 McCafé，其題項均值為 2.78，仔細

了解後，發現大多數人對此無意見（39.5%），

但不同意的人佔了 33.7%，這兩個選項佔了半

數以上，所以換句話說喝咖啡時，較不會優先

考慮McCaf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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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cCafé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為相關

分析 

  本節主要根據 205 份有效問卷，了解

McCafé 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為之相關，以

Pearson 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分析進行品牌形

象與顧客自發行為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本研究將品牌形象分為「功能性」、「象徵

性」及「經驗性」，與顧客自發行為進行 Pearson

積差相關以及多元迴歸分析，統計結果敘述如

下： 

如表 4-5-1所示，McCafé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

行為達顯著正向相關水準。 

表 4-5-1 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為之 Pearson

積差相關 

 忠誠行

為 

合作行

為 

參與行為 

（1）功

能性 
.595

**
 .217

**
 .357

**
 

（2）象

徵性 
.647

**
 .444

**
 .313

**
 

（3）經

驗性 
.718

**
 .362

**
 .411

**
 

 

    進一步在 McCafé 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

為的多元迴歸分析中，如表 4-5-2 所示，品牌

形象對於顧客自發行為之整體解釋力為

63.3%，且品牌形象中各構面（功能性、象徵

性、經驗性）均能有效解釋顧客自發行為，並

驗證假設二：消費者對於 McCafé 品牌形象會

顯著正向影響顧客自發行為。 

表 4-5-2 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為之 

多元迴歸分析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eta 分配 

 功能性 .477 7.739 .000*** 

 象徵性 .562 9.691 .000*** 

 經驗性 .605 10.824 .000*** 

F=135.815***；R=.633；調整後R
2
=.398 

4.6商店環境氣氛與顧客自發行為相關分析 

  本節主要根據 205份有效問卷，了解

McCafé商店環境氣氛與顧客自發行為之相

關，以 Pearson積差相關及多元迴歸分析進行

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為進行相關統計分析。 

  本研究將商店環境氣氛分為「商店外部環

境」、「商店內部環境」、「人員因素」、「賣場的

展示與佈置」、「音樂大小」及「燈光明暗」，

與顧客自發行為進行 Pearson積差相關以及多

元迴歸分析，統計結果敘述如下： 

如表 4-6-1所示，McCafé商店環境氣氛與顧客

自發行為達顯著相關水準。 

表 4-6-1商店環境氣氛與顧客自發行為之

Pearson積差相關 

 忠誠

行為 

合作

行為 

參與

行為 

商店外部環境 .452
**

 .552
**

 .407
**

 

商店內部環境 .627
** 

.588
**

 .420
**

 

人員因素 .599
**

 .580
**

 .459
**

 

賣場的展示與佈

置 
.535

**
 .666

**
 .500

**
 

音樂大小 .589
**

 .522
**

 .451
**

 

燈光明暗 .497
**

 .689
**

 .464
**

 

*p<.05   **p<.01   ***p<.001 

 

  進一步在商店環境氣氛與顧客自發行為

的多元迴歸分析中，如表 4-6-2 所示，商店環

境氣氛對於顧客自發行為之整體解釋力為

63.3%，且商店環境氣氛中各構面（商店外部

環境、商店內部環境、人員因素、賣場的展示

與佈置、音樂大小、燈光明暗）均能有效解釋

顧客自發行為，並驗證本假設三：消費者對於

McCafé 商店環境氣氛的知覺會顯著正向影響

顧客自發行為。 

表 4-6-2品牌形象與顧客自發行為之 

多元迴歸分析 

 標準化係

數 

t 顯著性 

Beta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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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店

外部

環境 

.572 9.948 .000*** 

商店

內部

環境 

.660 12.502 .000*** 

人員

因素 
.664 12.638 .000*** 

賣場

的展

示與

佈置 

.691 13.619 .000*** 

音樂

大小 
.634 11.693 .000*** 

燈光

明暗 
.668 12.784 .000*** 

F=270.417***；R=.756；調整後R
2
=.569 

*p<.05  ***p<.001 

5.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McCafé的品牌形象及

商店環境氣氛與顧客自發行為的關係，本研究

目的為： 

（1）瞭解消費者對於品牌形象、商店環境氣

氛、顧客自發行為之重視程度。 

（2）探討不同個人背景變項之消費者其顧客

自發行為之差異情形。 

（3）探討消費者對於麥當勞的品牌形象與體

驗McCafé的顧客自發行為之關聯影響。 

（4）探討消費者在McCafé之商店環境氣氛其

顧客自發行為之關聯影響。 

  以下結論將以本研究目的，根據本研究資

料分析後進一步進行探討。 

 

5.1.1McCafé消費者人口特徵 

  根據樣本背景資料統整發現，McCafé消

費主體以女性、未婚者居多、多與朋友共同至

McCafé概念店消費，此結果符合林明峰（2005）

調查中部咖啡廳消費者人口特徵—女性、未婚

者及多與他人共同出遊，由此結果，作者推論

McCafé概念店在消費者心中已從McDonald的

速食店形象獨立出並視之為咖啡廳選擇其

一，但從本研究調查的消費者，發現過去三個

月消費者大多數並未到McCafé消費，原因可

能是因目前台灣McCafé概念店尚未普遍設

立，且因國內咖啡市場競爭激烈，而McCafé

近年才以新品牌進入此塊市場，因此如何能凸

顯出自己與其他競爭者的差異是McCafé目前

最大挑戰，也因此本研究認為在目前講求體驗

行銷的時代裡，實際體驗的商店環境氣氛有助

於吸引消費者光臨。 

 

5.1.2不同消費人口、McCafé品牌印象與顧客

自發行為情形 

   由前述資料分析發現性別，在「忠誠」、

「合作」、「參與」等行為均無顯著差異，此結

果與楊郁菁（2000）研究指出連鎖咖啡廳消費

者，在性別上並無行為差異的結果相驗證。另

外本研究發現「已婚，已有子女」之消費者的

忠誠行為大於「未婚」者，且研究發現近三個

月，消費者最常與家人或小孩共同去McCafé，

作者認為這可能與大部份人視麥當勞為歡樂

的聚會場所，且因為麥當勞最初的品牌定位—

歡樂溫馨，因此消費者在面對McCafé時，可

能自然而然聯想店內提供的遊戲間、生日派對

或麥當勞叔叔，這些傳統麥當勞品牌印象都深

深烙印在消費者心中。 

  從迴歸分析中發現品牌形象正向顯著影

響顧客自發行為，此與張幸宜（1995）研究發

現品牌印象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店的選擇及購

買行為有相互支持的效果，且品牌各構面（功

能性、象徵性及經驗性）與各層顧客自發行為

（忠誠、合作及參與）都是正向顯著的影響，

因此本研究認為消費者對於麥當勞品牌有著

深厚的情感及印象，因此在消費忠誠行為上表

現也較為明顯。 

 

5.1.3消費者對McCafé商店氣氛環境之感受與

顧客自發行為 

  從相關迴歸分析中發現商店氣氛環境實

對消費者的顧客自發行為有正向顯著影響，且

不論是在商店外部環境、商店內部環境、人員

因素、賣場的展示與佈置、音樂大小、燈光明

暗等構面都對顧客自發行為有正向的顯著影

響，且影響力極高，Belk（1975）也證實實體

環境是影響消費者行為的因素之一 ，支持本

研究假設正向的McCafé商店環境氣氛會顯著

正向影響顧客自發行為。 

  McCafé裝潢設計主以黑色建築物、黃色

的M字和白色的McDonald’s店名為搭配，取

代原有麥當勞店鋪紅黃兩色的傳統形象，但從

樣本描述中發現大多數的消費者對於這樣的

特殊改造持無意見態度，作者推論這可能是

McCafé的外觀不被認為是有氣質、高品質的

咖啡廳，內部又為速食加上咖啡廳的複合式餐

廳，因此當消費者同時身處咖啡香氣及炸類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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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氣味的場合，常使消費者產生混淆，也是為

何McCafé難脫離速食餐廳印象的原因之一。 

     

5.2建議 

  McCafé概念店源自於麥當勞品牌再年輕

化的行動，本研究認為 McCafé不僅需考慮到

消費者對麥當勞先前品牌印象的干擾；同時也

須重視及了解目標消費者的需求，以促發正向

的顧客自發行為，康龍魁、王淑慧（2009）強

調一個設計良好的空間環境不僅可以增加顧

客間的互動，且將有助於建立商店形象，並且

使商店與其產品更易為消費者所接受。但從此

次研究發現消費者到McCafé主要消費目的為

外帶，因此作者認為消費者體驗到的商店環境

氣氛可能有限，而這樣的情況也反應在消費者

的低消費頻率。 

  本研究調查亦發現大多數消費者不同意 

McCafé的餐點提供均衡營養，作者推論這是

因為消費者多半還是將McCafé視為速食餐

廳，也如本研究假設品牌印象對顧客自發行為

有正向顯著影響，但在忠誠行為較會受到其他

因素干擾，如年齡層、婚姻家庭狀況。因此可

看出McCafé應多鎖定 23-27歲、已婚有子女

之消費者作為主要目標客群。McCafé做為新

平價咖啡品牌，除了需要不一樣的行銷手法，

但最終目標還是需倚賴消費者的親身消費，而

在這過程中，體驗及實際消費感受便成為企業

與顧客的最後一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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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表 3-2-1 品牌形象題項 

 

品牌形象題項 

1.我覺得McCafé的餐點組合能滿足顧客的需求。 

2.我覺得McCafé代表的是更優質的餐點。 

3.我覺得McCafé是專業品牌的代表。 

4.我覺得McCafé的促銷活動多。  

5.我覺得McCafé的餐點價格合理。 

6.我覺得McCafé有滿足顧客的生活型態需求。  

7.我覺得McCafé有滿足顧客的個人形象需求。  

8.我覺得McCafé的風格，符合流行趨勢。 

9.我覺得McCafé的外觀，有助於提升企業形象。 

10.我覺得McCafé的環境，可以讓顧客有輕鬆愉悅的心情。 

11.我覺得在McCafé消費可以讓顧客獲得生活樂趣。 

12.我覺得McCafé的餐點可以讓顧客攝取到均衡的營養。 

13.我覺得McCafé的餐點是新鮮現做的。 

14.我覺得McCafé的餐點是精緻的。 

15.我覺得McCafé的顧客，可以依喜好品嚐到適合自己的餐點。 

16.我覺得McCafé的食材經過嚴格的挑選。  

 

表 3-2-2 商店環境氣氛題項 

商店氣氛題項 

1.我覺得McCafé交通便利。 

2.我覺得McCafé停車方便。 

3.我覺得McCafé所在地的指示牌明確。 

4.我覺得McCafé的建築物外觀具有設計感。 

5.我覺得McCafé周遭環境景觀宜人。 

6.我覺得McCafé的入口進入方便。 

7.我覺得McCafé服務區設有公共裝置藝術。 

8.我覺得McCafé的裝潢有品味。 

9.我覺得McCafé的裝潢顏色組合具有吸引力。  

10.我覺得McCafé的座位舒適。 

11.我覺得McCafé內部整潔。 

12.我覺得McCafé內部空調溫度舒適。  

13.我覺得McCafé內部的走道寬敞。 

14.我覺得McCafé的化妝室明亮清潔。 

15.我覺得McCafé的化妝室設備齊全。 

16.我覺得McCafé的內部適合藝術造景。 

17.我覺得McCafé服務人員的儀容整潔。 

18.我覺得McCafé服務人員表現得開朗有活力。 

19.我覺得McCafé服務人員具有友善的態度。 

20.我覺得McCafé服務人員具有專業的知識。 

21.我覺得McCafé店內其他顧客的行為舉止合宜。 

22.我覺得McCafé餐點相關內容（例如海報、菜單）設計簡潔。 

23.我覺得McCafé餐點的陳列美觀整齊。 

24.我覺得McCafé餐點的價格標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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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我覺得McCafé店內的音樂是令人喜歡的。 

26.我覺得McCafé店內的音樂是平靜的。 

27.我覺得McCafé店內的音樂是優雅的。 

28.我覺得McCafé店內的音樂是輕鬆的。 

29.我覺得McCafé店內的燈光明亮。 

30.我覺得McCafé店內的燈光溫馨。 

31.我覺得McCafé店內的燈光柔和。 

32.我覺得McCafé店的燈光舒適。 

 

表 3-2-3 顧客自發行為題項 

顧客自發行為題項 

1.我會推薦McCafé給其他人 。 

2.我會給McCafé好的評價 。 

3.有需求時，我會再來McCafé消費。 

4.想喝咖啡時，我會優先選擇McCafé。 

5.我會保持McCafé的環境清潔。  

6.我會配合McCafé的政策與規定 。  

7.我會配合McCafé的服務人員。 

8.離開McCafé時，我會整理座位。  

9.我會願意提出建議，讓McCafé知道如何改進服

務。 

10.交易遇到問題時，我會讓McCafé知道如何補

救。 

11.注意到問題時，我會告知McCafé。 

12.受到店員良好服務時，我會告知McCafé。 

13.我會主動提供各種有利McCafé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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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資訊系統滲透測試及資訊安全奪旗(CTF)競賽網站架設

王德譽、楊皓宇、黃智謙、羅一誠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413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Tel:(04)23323000 ext. 4538

Email: dywang@csie.cyut.edu.tw

摘摘摘要要要

網路時代人們做甚麼事情幾乎都會經過網
路，沒有資安觀念的設計師所設計的網站，
往往因沒有對資料進行防護，讓駭客有機會
入侵，導致使用者的資料外洩。本研究為了
增進校內資訊系統的安全與展示基本駭客攻擊
手法，對校內多個網站進行測試，找尋設計師
所忽略漏洞，提供漏洞的數據給設計師參考，
以利設計師快速修補漏洞，防護網站資訊之安
全。除了滲透測試提供防護數據供設計師參考
外，本研究還架設了一個答題網站，網站內提
供了許多資安方面的題目，供使用者與設計師
了解一些基本的資安問題，學習到一些駭客常
攻擊手法，使設計師在設計網頁時可以依據學
習到的手法，在架設網頁時除了滿足功能外，
兼顧基本的資訊安全問題。
關鍵詞：資訊安全、滲透測試、CTF

Abstract

杉杮 杴杨杩杳 来杲条 杯杦 杴杨来 杉杮杴来杲杮来杴本 杰来杯杰杬来 条杬杭杯杳杴
条杬杷条杹杳 杤杯 杳杯杭来杴杨杩杮杧 杴杨杲杯杵杧杨 杴杨来 杉杮杴来杲杮来杴朮 杉杦
杴杨来杲来 杩杳 杮杯 杣杯杮杣来杰杴 杯杦 杩杮杦杯杲杭条杴杩杯杮 杳来杣杵杲杩杴杹
杤来杳杩杧杮来杤 杷来杢杳杩杴来 杤来杳杩杧杮来杲杳 杯杦杴来杮 杮杯 杰杲杯杴来杣札
杴杩杯杮 杦杯杲 杤条杴条本 条杮杤 杴杨来杮 杴杨来 杯杰杰杯杲杴杵杮杩杴杹 杦杯杲
杨条杣杫来杲杳 杣条杵杳来 条 杵杳来杲朧杳 杤条杴条 杬来条杫条杧来本 杷杨杩杬来
条杬杬杯杷杩杮杧 杵杳来杲杳 杴杯 杩杮杦杯杲杭条杴杩杯杮 杣杩杲杣杵杬条杴来杤 杯杮 杴杨来
杉杮杴来杲杮来杴朮 杁杮杤 杴杨来 杴杯杰杩杣 杩杮 杯杲杤来杲 杴杯 来杮杨条杮杣来
杳来杣杵杲杩杴杹 条杮杤 杤来杭杯杮杳杴杲条杴来 杴杨来 杢条杳杩杣 杳杣杨杯杯杬
杳杹杳杴来杭 杨条杣杫来杲 条杴杴条杣杫 杴来杣杨杮杩東杵来杳本 杯杮札杣条杭杰杵杳
杴来杳杴杩杮杧 杭杵杬杴杩杰杬来 杳杩杴来杳本 杬杯杯杫杩杮杧 杦杯杲 杤来杳杩杧杮来杲杳
杩杧杮杯杲来杤 杶杵杬杮来杲条杢杩杬杩杴杩来杳本 杴杨来 杶杵杬杮来杲条杢杩杬杩杴杹 杯杦
杤条杴条 杰杲杯杶杩杤来杤 杴杯 杴杨来 杤来杳杩杧杮来杲杳本 条杣杣杯杲杤杩杮杧 杴杯
杴杨来 杤条杴条 条杶条杩杬条杢杬来 東杵杩杣杫杬杹 朌杸 杶杵杬杮来杲条杢杩杬杩杴杩来杳
杤来杳杩杧杮来杲 杢条杳来杤本 杣条杮 杭条杫来 杴杨来 杳杩杴来 杲来条杣杨 杳条杦来杲朮
杉杮 条杤杤杩杴杩杯杮 杴杯 杰杲杯杶杩杤杩杮杧 杤条杴条 杴杯 杴杨来 杤来杳杩杧杮来杲本
杴杨来 杴杯杰杩杣 条杬杳杯 杳来杴 杵杰 条 杷来杢杳杩杴来 杁 杰来杮本 杷杩杴杨杩杮
杴杨来 杳杩杴来 杰杲杯杶杩杤来杳 条 杮杵杭杢来杲 杯杦 杩杮杦杯杲杭条杴杩杯杮

杳来杣杵杲杩杴杹札杲来杬条杴来杤 杴杯杰杩杣杳本 杦杯杲 杵杳来杲杳 条杮杤 杤来杳杩杧杮来杲杳
杴杯 杵杮杤来杲杳杴条杮杤 杳杯杭来 杢条杳杩杣 杩杮杦杯杲杭条杴杩杯杮 杳来杣杵杲杩杴杹
杰杲杯杢杬来杭杳本 杨条杣杫来杲杳 杯杦杴来杮 杬来条杲杮 杳杯杭来 杭来杴杨杯杤杳 杯杦
条杴杴条杣杫 杳杯 杴杨条杴 杤来杳杩杧杮来杲杳 杣条杮 杤来杳杩杧杮 杷来杢 杢条杳来杤
杬来条杲杮杩杮杧 杴杯 条杰杰杲杯条杣杨 杷杨来杮 杳来杴杴杩杮杧 杵杰 杷来杢
杰条杧来杳 杣条杮 条杣杨杩来杶来 杳来杣杵杲杩杴杹朮
杋来杹杷杯杲杤杳：杉杮杦杯杲杭条杴杩杯杮 杓来杣杵杲杩杴杹本 材来杮来杴杲条杴杩杯杮
杔来杳杴本 权杔杆

1 前前前言言言

1.1 研研研究究究背背背景景景

資訊安全基本設計目標，可以分類為保密
性、完整性以及可用性。保密性的目的是防
止未經許可的人或系統去存取資料或訊息；完
整性的目的是確保資料是正確的或沒有遭人竄
改，讓使用者使用正確的資料；可用性的目的
是確保資料隨時可以使用，因為無法使用等於
沒有資料可以閱讀。

隨著電腦科技的發展，人們依賴網路的程
度也是日以劇增，只要是現代人幾乎都脫離不
了網路的世界，然而在網路的世界是任何人都
能使用的，許多資料都會在網路間流竄，為了
保護資料的安全，人們開始想方法去保護他們
自己的資料，避免遭有心人士竊取，但只要有
防守必有攻擊，所以要如何讓有心人士的攻擊
傷害降至最低，這就是我們目前需要深入了解
的問題。

在網路的世界裡，沒有絕對的防禦機制，
任何的防禦機制必有漏洞，只是漏洞的嚴重
性的差異。在考慮到使用者的方便以及安全
性，資訊安全是一種需要在安全與便利中進行
取捨，讓使用者太過便利容易導致安全上的漏
洞，但是如果防禦機制太過嚴謹又會讓使用者
感到不便。如何讓使用者不會感到不便，又不
會讓資料容易被竊取，但如何去設計防衛機制
避免他人進行攻擊而遭入侵，首先要先了解他
人是如何攻擊，以及他們的思想，才能對於駭

朱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322



客的攻擊手法而加以防範。

本研究主要方向為網頁安全與系統安全的
多種漏洞原理及防禦方法，並且設計一個目前
駭客流行的权杔杆 杛朱杝比賽，可以在裡面練習到
駭客的攻擊手法，並學習防範駭客的攻擊。

1.2 研研研究究究目目目的的的

為了讓網路世界更加安全，應該學習如何
當一個資安人員，為了讓資安人員了解網站
安全漏洞，所以本研究以學校校內網站進行駭
客的攻擊手法演示，以這些基本攻擊手法的演
練，讓網站架設或程式設計人員了解如何架設
安全網站及設計安全資訊系統，除了突顥資訊
安全的重要性，更提供相關人員修補漏洞的參
考。

以學校資訊系統做為攻擊手法演示目標，
目的是為了提升學校校內網路及資訊安全。沒
有資訊安全觀念的程式設計師所設計的網頁，
出現問題時往往會造成嚴重的傷害，藉由學校
校內資訊系統的滲透測試，提升校內資訊人員
的資安觀念及技術。也由於校內資訊系統資訊
內容與全校所有教職員及學生息息相關，更能
讓校內無論是不是資訊人員都能體會到資訊系
統安全之重要性及遭到攻擊的嚴重性，提升大
家對資訊安全之重視。

另外，本研究也設計了一個攻擊演練網
頁，以存取控制、密碼學以及安全架構等方面
設計網頁與題目，攻擊演練網頁是目前駭客流
行的权杔杆 杛朱杝網頁比賽，在網頁裡可以去模擬
各式各樣的的安全性問題，讓網站架設或程式
設計人員可以模擬駭客是如何進行攻擊，並展
示漏洞的嚴重性，進而以這些技巧進行資訊安
全漏洞的防護。

2 滲滲滲透透透測測測試試試

2.1 網網網站站站安安安全全全

網站安全杛朲杝是指出於防止網站受到駭客入
侵並對其網站進行掛木馬或篡改網頁等行為
而做出一系列的防禦工作。由於沒有資安觀
念的網站開發者，往往只考慮滿足用戶應用及
如何實現業務。很少考慮網站應用開發過程中
所存在的漏洞，這些漏洞在不關注安全程式設
計的人員眼裡幾乎不可見的，大多數網站設計
開發者、網站維護人員對網站攻防技術的了解
甚少；根據杏杗杁杓材 杔杏材 朱朰 札 朲朰朱朳 杛朳杝，它包
含了網站架設中最常見、最危險的十大安全隱
憂。這些漏洞一旦被利用，便可讓駭客們長驅
直入的進入目標主機，並不受防火牆限制。

在測試學校資訊系統時發現最多的
問題是 杓東杬 杉杮杪来杣杴杩杯杮 杛朴杝、任意檔案下載上
傳 杛朵杝和杘杓杓 杛朶杝攻擊。

Sql Injection

杓東杬 杉杮杪来杣杴杩杯杮 是利用注入 杳東杬 語法查詢到
不應該被查到的資訊如程式 朱。�

1 <?php
$sql =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 = ’$_POST[user]’ and
password= ’$_POST[passwd]’";

3 $result = mysql_query($sql);
$row = mysql_fetch_row($result);

5 ?>
� �
程式 朱机 潛藏 杓村杌 杉杮杪来杣杴杩杯杮 漏洞的程式碼。

若將 材杏杓杔 出去的資料設成 杵杳来杲朽admin’or
1=1#朦杰条杳杳杷杤朽朱朲朳，則 杓村杌 查詢語法就會是�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
=’admin’ or 1=1#’ and password
= ’123’
� �

因為#在 杍杹杓村杌 中是註解，所以後面的查詢
語句都會被省略，故真正查詢的語句就會變成�

SELECT * FROM users where username
=’admin’ or 1=1
� �

以這樣方法便能直接登入条杤杭杩杮帳號且不需要
密碼。

Cross-site Script

权杲杯杳杳札杳杩杴来 杓杣杲杩杰杴 木杘杓杓朩 是針對前端所做
的攻擊，若網頁上存在著 杘杓杓 漏洞，則可藉
著使用者去執行進而劫持使用者的 杣杯杯杫杩来。反
射型 杘杓杓 是最常用，使用最廣的一種方式。
它通過給別人發送帶有惡意腳本代碼參數的
杕杒杌，當 杕杒杌 地址被打開時，特有的惡意代
碼參數被 杈杔杍杌 解析、執行。它的特點是非
持久化，必須用戶點擊帶有特定參數的鏈接才
能引起。例如：某網址為
杷杷杷朮杸杸杸朮杸杸杸术杩杮杤来杸朮杰杨杰朿杴杩杴杬来朽
<杳杣杲杩杰杴>条杬来杲杴木杤杯杣杵杭来杮杴朮杣杯杯杫杩来朩<术杳杣杲杩杰杴> 如
圖 朱， 透 過 這 樣 便 能 讓 使 用 者 執 行
杊条杶条杓杣杲杩杰杴，若網站上有登入資訊並儲存在
杣杯杯杫杩来 中，駭客便可利用劫持 木杨杩杪条杣杫朩 方式
去取得用戶的登入的 杣杯杯杫杩来 值，如圖 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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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朱机 杘杓杓示範札朱

圖 朲机 杘杓杓 示範札朲

任任任意意意檔檔檔案案案上上上傳傳傳和和和下下下載載載

當網頁在下載檔案時使用 杧来杴 及 杰杯杳杴 參
數指定檔案名稱時，一旦沒有嚴謹的過濾，
會造成任意檔案下載，洩漏系統敏感資料，如
圖 朳。網頁有上傳功能時，沒有完善的檔案過
濾及限制，駭客便可以此上傳一個惡意檔案到
系統中。

圖 朳机 任意檔案下載示範

敏敏敏感感感訊訊訊息息息洩洩洩漏漏漏

敏 感 訊 息 洩 漏 木杓来杮杳杩杴杩杶来 杄条杴条
杅杸杰杯杳杵杲来朩杛朷杝最常見的是應該加密的數據
不進行加密。在使用加密的情況下，常見的問
題是不安全的密鑰生成和管理和使用弱算法是
很普遍的，特別是使用弱的哈希木杨条杳杨朩算法來
保護密碼。加密演算法是安全防護的最後一道
防線，當駭客取得了帳號密碼，可以簡單地使
用一些破解軟體甚至線上服務進行破解。例
如权条杩杮 朦 杁杢来杬，杍杄朵 杒来杶来杲杳来 杌杯杯杫杵杰 等。
例如：密碼數據庫使用未加鹽 木杵杮杳条杬杴来杤朩 的哈
希 木杨条杳杨朩 算法去存儲每個人的密碼。一個文
件上傳漏洞使黑客能夠獲取密碼文件。所有這

些未加鹽 木杵杮杳条杬杴来杤朩 哈希 木杨条杳杨朩 的密碼通過
彩虹表暴力破解方式破解。

2.2 程程程式式式和和和系系系統統統安安安全全全

程式及系統安全是指在一個系統、程式或
服務在執行的期間，發生開發人員意料之外的
行為，嚴重的程度可能會被取得系統控制權、
竊取機密資料、阻斷服務等。 在系統上，許多
管理者為了方便，常常將權限都設定成 朷朷朷，
若發生問題則所有檔案都將被破壞。另外，
許多伺服器的系統核心或服務過於老舊，並
沒有按時更新，例如：杈来条杲杴杂杬来来杤木权杖杅札朲朰朱朴札
朰朱朶朰朩 或 杓杨来杬杬杓杨杯杣杫木权杖杅札朲朰朱朴札朶朲朷朱朩，導致駭
客可以輕鬆入侵，並透過已知的核心漏洞輕鬆
拿到最高權限 杲杯杯杴，因此資訊人員必須定期檢
查更新，若有重大安全漏洞發佈，一定要立即
將系統更新防止此漏洞被有心人士利用。

3 實實實例例例測測測試試試

會會會計計計系系系統統統注注注入入入問問問題題題

會計系統的查詢功能沒有過濾特殊符號，
導致 杓東杬 杉杮杪来杣杴杩杯杮 問題，可先利用 杯杲杤来杲 杢杹確
定資料表中有多少欄位，假設 杯杲杤来杲 杢杹 朳 出現
錯誤、杯杲杤来杲 杢杹 朲 正確，則可以知道這資料欄
位共有 朲 個，再構造 杵杮杩杯杮 查詢來洩漏出資料
庫內容，所構造出的攻擊參數大致如下：�

1 key_srh=aaa’ union select null
,...,null,null,null#
� �

並且可以挖出全校教職員的姓名、住址、身分
證字號和銀行帳號等，如圖 朴。

圖 朴机 杓東杬 杉杮杪来杣杴杩杯杮 資料洩漏

MyCyut 安安安全全全配配配置置置及及及敏敏敏感感感資資資料料料洩洩洩漏漏漏

杍杹权杹杵杴 系統權限為 杲杯杯杴 且在下載頁面
發現漏洞，將參數偽造後如下：�

1 filename=shadow&path=/etc/
� �
這樣便可下載任意檔案，並且在某個 杬杯杧 檔中
存在著明文帳號密碼，如圖 朵。

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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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朵机 杍杹权杹杵杴 敏感資料洩漏

MyCyut XSS 攻攻攻擊擊擊

杍杹权杹杵杴 系統中，待辦事項存在 杘杓杓 漏
洞，所構造出的攻擊參數大致如下：�

1 ... <script> ... src="http://xxx.
xxx?xss="+document.cookies;</
script> ...
� �

若有用戶連進這頁面，杣杯杯杫杩来 則會被駭客盜
取，如圖 朶。

圖 朶机 杍杹权杹杵杴 杘杓杓 攻擊

學學學生生生和和和教教教職職職員員員資資資訊訊訊系系系統統統

這兩個系統皆有使用不需密碼的弱驗證登
入方式，導致有其資料的使用者皆可登入他人
資訊系統，如圖 朷。

圖 朷机 未授權登入系統

資資資通通通系系系網網網

資通系系網在全部公告處 杭来杳 杩杤 參數沒
有做過濾，故能取得所需的資訊。先使用 杯杲札
杤来杲 杢杹 確定資料有多少欄位，再透過 杍杹杓村杌
的函數 杵杳来杲木朩 得知 杍杹杓村杌 的使用者，構造出
的攻擊參數如下：�

1 mes_id=-1 union select null,...,
null,null,null#
� �

因資料庫使用 杲杯杯杴 來做連線，杲杯杯杴 在資料庫
中擁有所有權限，所以可以使用 杍杹杓東杬 中的
杩杮杴杯 杯杵杴朌杬来 寫入後門。由於此伺服器並沒有將
目錄鎖住，因此可以瀏覽尋找可上傳目錄寫入
後門，最後構造出的攻擊參數如下：執行後便
能在目錄下創建 杗来杢杓杨来杬杬，如圖 朸。�

1 mes_id=-1 union select null,’<?php
system($_POST[cmd]); ?>’,...
into outfile ’...’#
� �

圖 朸机 資通系 杓東杬 杉杮杪来杣杴杩杯杮

資資資管管管系系系網網網

在資管系網頁下，發現一個能觸發 杓村杌
杉杮杪来杣杴杩杯杮 的子網頁，洩漏出有用資料後拿到了
使用者帳號和未加密的密碼，所構造出的參數
大致如下：�

1 Pname=a’union select null,...,user
,password,null from ...--
� �

登入後發現有一個地方可以做檔案上傳，因為
這裡並沒有做上傳檔案的限制，所以可以直接
丟一個杗来杢杓杨来杬杬上去，並且可以成功執行，如
圖 朹。

體體體育育育室室室

體育室網站內的安全配置錯誤，全部檔
案皆使用 朷朷朷，導致所有檔案皆可被更改，如

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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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朹机 資管系任意上傳

圖 朱朰。

圖 朱朰机 體育室安全配置錯誤

學學學生生生生生生涯涯涯系系系統統統

學生生涯系統的某頁面錯誤訊息沒有關
閉，導致敏感訊息洩漏，如圖 朱朱。

圖 朱朱机 錯誤訊息畫面

4 資資資安安安奪奪奪旗旗旗競競競賽賽賽 CTF 網網網站站站架架架設設設

4.1 設設設計計計原原原理理理

权杔杆 網站使用 杒杵杢杹 杯杮 杒条杩杬杳木杒杯杒朩 開
發，杒杯杒 是一個熱門的網頁開發框架，特
色是能夠快速開發網站，使用 杍杖权木杭杯杤来杬札
杶来杩杷札杣杯杮杴杲杯杬杬来杲朩 系統，杭杯杤来杬 負責與資料庫
溝通，杶杩来杷 負責將界面顯示再使用者的瀏
覽器，杣杯杮杴杲杯杬杬来杲 則分析使用者的 杈杔杔材 杒来札
東杵来杳杴，並轉交給 杭杯杤来杬 或 杶杩来杷 做下一步處
理，由於邏輯跟使用者界面的分離，在程式碼
的維護上也更加容易，架構如圖 朱朲。

網站主體大致分成首頁、題目、排名、
登入及註冊，如圖 朱朳和圖 朱朴，首頁簡單的
設計一個靜態頁面說明這個網站的規則。題
目頁面放置了各類型題目，一旦使用者送出
答案木服条杧朩，會發送一個 材杏杓杔 請求給相同頁

圖 朱朲机 杍杖权架構

面，會先經由 杣杯杮杴杲杯杬杬来杲 處理，判斷所答題目
是否正確及重複答題與否，回傳一個狀態值給
杶杩来杷，如果答對，將會更新資料庫上的資訊，
包含分數及答題狀況。排名頁面將資料庫中的
所有使用者資訊取出後依照分數排序並且以 朱朰
個為限作分頁，讓版面更簡潔。

登入及註冊頁面採用 杒杯杒 熱門的會員管
理套件 杤来杶杩杳来，預設只註冊信箱及密碼，所以
需要手動加入姓名欄位，並且在註冊頁面的
杣杯杮杴杲杯杬杬来杲 中加入使用者的分數及題目管理的
初始化。

圖 朱朳机 权杔杆 挑戰頁面

圖 朱朴机 权杔杆 排名頁面

4.2 題題題目目目設設設計計計

权杔杆 網站的題目設計以學校資訊系統常
出現的漏洞為主軸，設計相關的模擬題目，以
期達到最佳的訓練效果。

不不不安安安全全全的的的函函函數數數及及及不不不安安安全全全的的的語語語法法法

使用 杰杨杰 有問題的函數加上有問題
的 杩杦 語法判斷，來達成繞過條件。例如程

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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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朲。杳杴杲杣杭杰 傳遞 朲 個 杳杴杲杩杮杧 型別參數，兩
者相同會得到 朰 值，兩者不同得到非 朰 值，但
如果使用者將一陣列傳遞入 杳杴杲杣杭杰 中將會引
發錯誤，而繞過條件判斷。�

1 int strcmp ( string $str1 , string
$str2 )

3 Returns < 0 if str1 is less than
str2; > 0 if str1 is greater
than str2, and 0 if they are
equal.
� �

程式 朲机 杳杴杲杣杭杰說明

資資資料料料庫庫庫注注注入入入(Sql injection)

資料庫注入是 杏杗杁杓材 杔杏材 朱朰 中最嚴重
的網頁應用程式安全問題，本系統設計一個
登入頁面，會要求輸入帳號及密碼，並直接向
資料庫做查詢的動作，由於沒有過濾使用者的
輸入，因此可以插入任何的查詢語法，但只簡
單的設計出需要以 杁杤杭杩杮 的帳號登入即可過
關。

Cookie 冒冒冒用用用

杏杗杁杓材 杔杏材 朱朰 中排行第二的身份認證
問題，也是常遇見的網頁安全之一，一般網頁
在使用者登入後會使用 杣杯杯杫杩来 或 杳来杳杳杩杯杮 做身
份認證，確保用戶持續在網頁上活動，一旦駭
客利用一些網頁上的漏洞截取到其他使用者的
杣杯杯杫杩来，便可冒用該使用者在網頁上活動。所
以本系統設計一個會員管理的系統，再登入後
會給予一份 杣杯杯杫杩来，但是該 杣杯杯杫杩来只使用簡單
的加密，在解開加密的方法之後便可輕易地使
用 杁杤杭杩杮 權限登入該系統。

格格格式式式化化化字字字符符符串串串 (format string)

格式化字符串在程式語言中是非常普遍的
功能，主要發生原因事開發人員不當使用格式
化函數，例如：杰杲杩杮杴杦、杳杰杲杩杮杴杦 等，一旦受到
駭客的攻擊，嚴重可以取得主機的控制權。因
此本系統設計一支程式，讓使用者輸入一個字
串，直接用 杰杲杩杮杴杦 輸出，由於只使用一個參
數，當輸入字串中帶有格式化字串，就會引發
格式化字串漏洞。

命命命令令令注注注入入入 (command injection)

命令注入也是發生在網頁或軟體使用外部
命令時，被惡意的加入額外的系統指令或程

式碼，本系統設計一支程式執行 杳杹杳杴来杭 函數
並由使用者輸入其參數，進而理解該攻擊的原
理。

5 結結結論論論

隨著網路科技的發達，人們依賴網路的程
度日與俱增，幾乎做任何事都跟網路密不可
分，安全觀念越來越重要，但許多網頁卻沒有
安全的觀念，使黑客有機會入侵到內部，發生
資料外洩的嚴重問題。

為了提供本校資訊系統安全，本研究主要
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為以 杏杗杁杓材 杔杏材
朱朰 中提到的安全漏洞，對學校資訊系統進行滲
透測試，除突顯網站架設者及程式設計者若沒
有資訊安全觀念，造成資訊外洩的嚴重性，並
提供滲透測試數據供資訊人員修補漏洞參考。
第二部分則將校內資訊系統經常出現的安全漏
洞，設計成 权杔杆 網站，除供資訊人員自我檢
測駭客攻擊能力，做為架設或設計資訊系統時
之參考，也可做為資訊相關科系學生訓練用，
以提升資訊人員的資安觀念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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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VNC 建置電腦教室廣播系統

王德譽/何孟修/魏瑋良/溫以新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413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 168 號
Tel:(04)23323000 ext. 4538

Email: dywang@csie.cyut.edu.tw

摘摘摘要要要

電腦教室與一般教室最大的不同，在於電

腦教室可供老師示範操作及學生實機操作練

習。因此電腦教室幾乎都會裝設螢幕廣播系

統，廣播系統可分為硬體與軟體廣播兩種。硬

體廣播無網路安全與訊號不佳的問題，但線路

安裝與廣播設備花費龐大，且老師機廣播時學

生機螢幕完全鎖定，學生無法在觀看老師示範

操作的同時一邊上機跟著操作，等老師示範操

作結束並將螢幕廣播解除後，學生可能已經忘

了之前的示範，不但學習效果不好且上課也容

易分心。軟體廣播雖然可以讓學生邊看老師示

範操作邊上機操作，也省去設備線路的費用，
但一般商業軟體還是需要軟體購買費用，且大

都限制連線數量並限於 Windows 作業系統使

用。

基於以上原因，本研究使用開放源碼 VNC
(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 遠端控制系統，
設計成教學軟體廣播系統。除了不需花費昂貴

的安裝線路、裝置費用或軟體費用外，且跨平

台、無連線數量限制。本系統於 VNC 伺服器

架設可操控及只能觀看兩種模式，老師以可操

控模式的埠號及密碼登入進行操作示範，學生

則以只能觀看模式的埠號及密碼登入，就可一

邊看老師示範操作一邊跟著練習。 為了提升

系統可攜性，本系統同時架設 noVNC，VNC
client 使用網頁瀏覽器，不需要安裝 VNC
viewer 套件，一樣可以連線 VNC 服務進行

操作或觀看。 本系統已實際使用於朝陽科大

E-517 電腦教室一年以上，若 VNC 伺服器使

用實體 IP，更可進行遠距教學，讓電腦教室以

外的學生一起學習。

關關關 鍵鍵鍵 詞詞詞 ：：： 教 學 廣 播 系 統 、 遠 距 教

學、VNC、noVNC。

Abstract

Teaching broadcasting system has two
kind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Hardware
teaching broadcasting system equipment cost is
high and lock the screen, students can not op-
erate simultaneously. Business teaching broad-
casting system must pay copyright fees, and
mostly limit the number of connections and is
limited to the 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se reasons, this study design
teaching broadcasting system using open source
software VNC (Virtual Network Computing)
Remote Control System. VNC server set up
be manipulated and can only be viewed in two
modes. This system setup vnc server with
operable and view-only modes that use different
ports and passwords. Login the vnc system
with the view-only mode, students practice
over see the teacher demonstratio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portability of the system, the
system is also set up noVNC, VNC client
using a web browser can connect VNC service
to operate or watch. If the VNC server using
fixed IP, the system can also be used distance
learning, enable remote students to learn
outside the classroom together.
Keywords：：：Teaching broadcasting system,
Distance learning, VNC, noVNC.

1 前前前言言言

科技進步快速的年代，學校使用的教學工
具非常多且越趨科技化，就電腦教室教學環境
而言有電腦、投影機、廣播系統，學生可以實
機操作電腦，投影機則可以將老師的電腦螢幕
投影在投影幕上，讓學生可以邊上機邊觀摩，
但這種教學方式容易讓學生因為座位配置，
造成學生視線不佳或是視線阻礙，教學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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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電腦廣播系統則是可以讓所有學生清楚看
到老師的電腦螢幕，使教學品質上升。

電腦的螢幕廣播系統可分為兩類，一類是
常見的硬體廣播系統，另一類則是軟體廣播
系統；硬體廣播系統的功能是能夠進行全體廣
播、學生展示以及畫面監控，優點是支援高解
析螢幕顯示、可適用於任何作業系統且無網路
安全以及訊號不佳的問題，缺點則是廣播設備
以及線路裝設的花費高，而且當老師機進行廣
播時學生機的螢幕會被完全鎖定，學生無法在
觀看老師示範的同時上機操作，等老師示範操
作結束並將螢幕廣播解除後，學生可能已經忘
了之前的示範內容，不但實習效果不好且上課
也容易分心；而軟體廣播系統功能是播送教學
畫面、觀看學生螢幕，優點是省去龐大的廣播
設備及線路的費用，但市面上的一般付費軟體
還是需要軟體購買費用與版權費用，且大多都
限於 Windows 作業系統使用。

VNC[1] 是開放源碼的遠端桌面遙控系
統，本研究將 VNC 設計成廣播系統，在老
師機架設 VNC 伺服器並設計只能觀看不能操
作的唯讀模式埠號做為廣播用，老師及學生的
用戶端都必須安裝 vnc viewer 才能連線 vnc
伺服器，老師及學生使用不同的埠號及密碼登
入，讓老師在 VNC Server 主機畫面進行教學
示範的同時，學生則連線 vnc 唯讀模式埠號下
瀏覽老師的主機畫面，且無法干涉老師機的操
作畫面。

使用 VNC 設計成電腦教室廣播系統，除
不需再花費昂貴的安裝線路與裝置費用、也不
用擔心學生端的連線數量的問題。 另學生可以
邊觀看老師的教學畫面，一邊實作老師的教學
項目，更可大大提升電腦教室中的實作教學效
益。

為了免去老師及學生用戶端必須安裝 vnc
viewer 套件才能連線 vnc 伺號器的困擾，同時
提升本廣播系統的可攜性。本研究同時在 vnc
伺服器架設 noVNC[2]，不需要 VNC viewer
瀏覽套件，只要使用網頁瀏覽器就可遠端操
作或觀看。noVNC 是以 VNC 為基底並使用
網頁瀏覽器當作 VNC viewer 的開源碼軟體，
因為 noVNC 不受系統限制，可以非常便利的
使用或觀看 VNC 畫面，且 noVNC 瀏覽器需
求非常低，電腦教室裡的網頁瀏覽器即可滿足
noVNC 的 Client 端需求，使學生觀看老師教
學畫面的方式更多元，且不會侷限在只能使用
特定的作業系統。

2 系系系統統統環環環境境境

2.1 VNC

VNC 原 為 Olivetti & Oracle 研 究
室 所 開 發[3]， 所 使 用 的 是 AT&T 版
本，但之後出現多種強大的分支版本，
如 ：RealVNC、TightVNC、UltraVNC，
使原本 AT&T 版本不再使用。RealVNC
是由部份 VNC 團隊成員開發，是目前
最活躍且強大的主流，分成商業版(全功
能)及免費版；TightVNC 則是強調節省頻
寬的使用；UltraVNC 結合 Active Direc-
tory 及 NTLM 的帳號密碼認證，並加入
了 TightVNC 的部份程式及加強效能的
圖型對應驅動程式，但僅有 Windows 版
本。 本系統使用 CentOS[4] 預設 VNC 套件
Tigervnc[5]，Tigervnc 是 Tightvnc 在 2009 年
所分支出來的一款高性能 VNC 版本，跨平
台，不管是在 Server 端或 Client 端都允許使
用者連接 VNC 進行遠端桌面操作或瀏覽。

VNC Server 端所安裝的套件為 tigervnc-
server，VNC Server 用於啟動一個 VNC 遠端
桌面視窗，所以在安裝完成後得進入 vncserver
設定檔，新增使用者、埠號(port)及遠端桌面
的顯示的選項，啟動 vnc server 並設定防火牆
開放 vnc 的埠號，老師即可連線登入 VNC 並
在遠端桌面視窗進行示範。

在 VNC 廣播系統中，使用者使用 vnc
viewer 連線 VNC，老師端與學生端使用連線
的埠號與密碼不同，以區別可操控或只能瀏覽
遠端桌面。vnc viewer 安裝非常簡單，只需要
安裝 VNC 的 Client 端套件 tigervnc，安裝完
成後在終端機輸入 IP 位址加上所要連接的埠
號，即可連接所想要的 Server 端。

老師端與學生端使用的是同一遠端桌面畫
面，只是學生端滑鼠及鍵盤不啟動，也就是
無法操控遠端桌面只能觀看。為達到此廣播功
能，vnc server 必須另外啟動限制滑鼠與鍵盤
的 view-only 埠號，以 viewe-only 埠號連線主
機，僅只能觀看遠端桌面，無法對其進行任何
操控。

2.2 noVNC

noVNC 使用 HTML5 Canvas 和 Web-
Sockets 實現以網頁瀏覽器做為 VNC client
的目的，架設時需要一個支援 WebSockets 的
VNC 服務器（如libvncserver），或者需要使
用 websockify 做為瀏覽器和 VNC 服務器之間
的橋樑。

TigerVNC Server 並不支援 Webs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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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noVNC不能直接連接 VNC Server。因此
需要一個代理來做 WebSockets 和 TCP sock-
ets的轉換，也就是 websockify，websockify更
早之前稱為 wsproxy 是 noVNC 計畫中的一部
份，本系統使用 python-websockify 套件完成
此一 websockify 轉換，建立 noVNC 與 VNC
Server 之間的通訊。 websockify 語法：

websockify [options] \

[source_addr:]source_port \

[target_addr:target_port]

source_addr, target_addr 分別為來源及目
標的位址，source_port, target_port 則分
別為來源及目標的埠號。只要將來源的位
址及埠號連接到目標位址及埠號即可，選
項 options 可以選擇 websockify 所要執行
動作，例如 --web=DIR 設定使用的預設網
頁，-D, --daemon 將服務器變成 daemon，也
就是背景程序。

本系統使用 CentOS 6 預設的的防火牆
iptables[6] 來設定所要開放的埠號。VNC 與
noVNC 使用的埠號不同，為讓 vnc viewer 及
novnc 瀏覽器都能使用遠端桌面，必須新增
iptables防火牆 ACCEPT規則，接受 VNC及
noVNC 埠號封包。

3 開開開 機機機 自自自 動動動 建建建 置置置 VNC 與與與

noVNC 環環環境境境

為使用 VNC 及 noVNC 啟動本研究以
Shell Script 程式語言將 VNC 的繁瑣設定過
程與除錯判斷寫成腳本，並於開機時啟動腳
本， 在電腦教室中，授課老師不一定有能力及
時間進行 VNC 及 noVNC 的設定，為簡化系
統啟動的繁瑣的設定，達到一鍵啟動之目標。
本系統以 Shell Script 完成所有偵測及設定，
讓即使不熟悉 Linux 系統的授課老師，也可
以直接點選桌面上圖示就可啟動廣播系統，以
VNC 電腦廣播系統授課提升教學效果。 Shell
Script 中包含：

3.1 自自自動動動偵偵偵測測測螢螢螢幕幕幕解解解析析析度度度

為加強系統可攜性，即使移植至其他環境
或換螢幕也能以最適當的視窗大小呈現，不致
於過大超出螢幕邊界或過小不易操作。本系統
在腳本中先偵測目前視窗螢幕大小如程式 1 ，
橫向及縱向大小 x,y 分別為目前視窗大小減 80
及 110，而且若橫向大小 x 大於 1400，則設定
為 1280。變數 geometry=${x}x${y}做為啟動
vnc server 的選項，遠端桌面即可依目前視窗
大小自動調整成最適當的尺寸。

�
1 xy=$(sudo -u dywang xrandr |

egrep -o -m1 ’[0-9]+x
[0-9]+’)

x=${xy%x*}; y=${xy#*x}
3 ((x-=80)); ((y-=110))

test $x -gt 1400 && x=1280
5 geometry="${x}x${y}"
� �

程式 1: 偵測實體螢幕寬高。

偵測以設定遠端桌面視窗大小、偵測並
安裝完整軟體及相依套件、抓取 ip 位址、刪
除 VNC 的相關程序、開放老師端 VNC 與
　noVNC 環境與開放、開放學生端　VNC 與
　noVNC 環境、啟動防火牆埠號。

以下是 Shell Script 的腳本內容：

3.2 自自自動動動偵偵偵測測測 vnc server 是是是否否否安安安裝裝裝

為方使系統安裝，腳本中自動偵測是否
已安裝 vnc server 套件如程式 2，先判斷系統
中是否已安裝 tigervnc-server 套件，若是未安
裝則自動安裝 VNC Server 與 noVNC 以及相
關的相依套件，並在腳本中直接設定好 vnc
server 用戶 dywang，DISPLAY 7，預設螢幕
大小 1152x864，解析度 24 位元。�

1 if rpm -V tigervnc-server | grep ’
not installed’; then
yum install tigervnc-server

pixman pixman-devel
libXfont \

3 novnc python-websockify
numpy -y

cat >> /etc/sysconfig/
vncserver << EOF

5 VNCSERVERS="7:dywang"
VNCSERVERARGS[7]="-geometry 1152

x864 -depth 24"
7 EOF

fi
� �
程式 2: 自動安裝 VNC 與 noVNC 套件。

3.3 自自自動動動偵偵偵測測測 server IP

由於 websockify 需要主機 IP 位址，腳本
中自動偵測主機 IP 如程式 3 。第 1 行先取
得有線及無線網卡 IP，如果只有一個 IP，則
myip 就是該 IP，但若不只一個 IP，表示有兩
張以上網卡都有設定 IP，則由用戶確認使用
哪個 IP。若是用戶超過 30 秒未回應即自動跳
過這一筆並繼續下一張網卡，若都沒回應則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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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一張網卡的 IP。另外，若主機根本沒有網
卡，只是想在本機上測試VNC 遠端桌面，此
情況則 myip 設定為 127.0.0.1。�

myip=$(ip addr | egrep ’inet.*(eth
|wlan)’ | grep -o ’[0-9\.]*/’)

2 ip=($(echo $myip | sed ’s?/??g’))
if [ "${#ip[@]}" == "1" ];then

4 myip=$ip
else

6 for ((i=${#ip[@]}-1;i>=0;i--))
; do
[ "$i" -eq "0" ] && myip=$

{ip[0]} && break
8 read -t 30 -p "myip=${ip[

$i]} ?(y/n)" yn
[ "$yn" == "Y" -o "$yn" ==

"y" ] && myip=${ip[$i
]} && break

10 done
fi

12 [ "$myip" == "" ] && myip
=127.0.0.1

echo myip=$myip
� �
程式 3: 自動取得主機 IP 位址。

3.4 自自自動動動取取取得得得 VNC 用用用戶戶戶帳帳帳號號號名名名稱稱稱。。。

VNC server 必須取得可用用戶名稱並以
此用戶啟動遠端桌面，腳本如程式 4。第 1 行
先取得目前用戶名稱，再由 vnc server 設定
檔取得視窗編號，若無此用戶則輸出沒有此
一用戶並退出腳本。反之，若順利取視窗編
號，將 vnc server 及 novnc 埠號分別設定為
5900 及 6080 加上此一編號。接著清空相關的
程序，以免因先前啟動或開啟的程式未正常關
閉或佔用埠號，而造成系統啟動失敗。 因為
啟動 vnc server 時會將視窗參數寫入家目錄下
的 .config/monitos.xml，下次啟動時若此檔
存在則以此檔的參數啟動，為讓系統每次啟動
都以目前的螢幕大小調整，故刪除此檔再執行
VNC Server。�

1 user=$(getent passwd $user | cut -
d: -f6)

port=$(egrep -o [0-9]\{1,3\}:
$user /etc/sysconfig/
vncservers)

3 port=${port%:$user}
[ "$port" == "" ] && echo "NO user

$user" && exit 1
5 vport=$((port+5900))

wport=$((port+6080))

7 sudo -u $user vncserver -kill :
$port #2>/dev/null

ps ax | grep "[0-9]* $myip:$vport"
| grep -v grep | awk ’{print
$1}’ | xargs kill 2>/dev/null

9 netstat -tlnp| grep :$wport| sed ’
s/.*\ \([0-9][0-9]*\)\/.*/\1/’
| xargs kill 2>/dev/null

rm -f /home/dywang/.config/
monitors.xml
� �

程式 4: 自動取得 VNC 用戶帳號名稱。

3.5 啟啟啟動動動 VNC 及及及 noVNC

VNC Server 啟動及 websockify 如程
式 5，第 1 行 sudo 切換成 vnc 用戶並以
該用戶環境變數啟動 vnc server，其中，-i

表示使用該用戶的環境變數，-u 表示要
使用的使用者名稱；.XAUTHORITY 是 startx
腳本記錄檔，Xserver 啟動時，讀取檔案
~/.Xauthority 對應其 DISPLAY 的記錄，因
此 vnc server 啟動必須使用該用戶的記錄檔。
最後 iptables 開放 VNC 與 noVNC 埠號。�

sudo -i -u $user XAUTHORITY="${
userhome}/.Xauthority"
vncserver :$port -geometry
$geometry

2 websockify --web /usr/share/novnc
$wport $myip:$vport -D

iptables-save | grep $vport || \
4 iptables -A INPUT -m state --state

NEW -m tcp -p tcp --dport
$vport -j ACCEPT

iptables-save | grep $wport || \
6 iptables -A INPUT -m state --state

NEW -m tcp -p tcp --dport
$wport -j ACCEPT
� �
程式 5: 啟動 VNC 與 noVNC。

3.6 View Only 模模模式式式

除了啟動老師可操控的 VNC 及 noVNC
外，還必須設定只能觀看不能操控的遠端桌
面 View Only 模式，腳本如程式 6。第 1 至
8 行以 while 迴圈判斷 VNC 埠號與 noVNC
埠號，直到找到未使用之埠號，做為學生
端 View Only 模式 VNC 與 noVNC 埠號。
第 9 行 websockify 進行 noVNC 與 VNC 轉
換。第 10 至 15 行以 x0vncserver 指令啟
動學生端 View Only 模式遠端桌面，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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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y=:$port.0 使用與老師端可操控的
遠端桌面相同的視窗編號，否則所學生端無法
看到老師端的操作情況，而是一個全新的桌
面；--AcceptKeyEvents=off 取消接受鍵盤的
輸 入 事 件 ；--AcceptPointerEvents=off

取 消 接 受 滑 鼠 事 件 ；--AlwaysShared

設 定 可 分 享 讓 所 有 學 生 都 可 同 時 連
線；--rfbport=$vvport 設定 View Only
模式使用的埠號。�

vvport=$((vport+1))
2 vwport=$((wport+1))

while netstat -ln|grep -q :$vvport
[[:space:]] ; do

4 ((vvport++))
done

6 while netstat -ln|grep -q :$vwport
[[:space:]]; do
((vwport++))

8 done
websockify --web /usr/share/noVNC

$vwport $myip:$vvport -D
10 sudo -i -u $user x0vncserver --

PasswordFile=$userhome/.vnc/
viewonly \
--display=:$port.0 \

12 --AcceptKeyEvents=off \
--AcceptPointerEvents=off \

14 --AlwaysShared \
--rfbport=$vvport &
� �
程式 6: View Only 模式。

4 系系系統統統展展展示示示

本系統已經在朝陽科大 E-517 電腦教室使
用一年以上，對象分為老師端電腦主機與學生
端電腦主機。 在老師使用 VNC 電腦教室廣播
系統上課時，學生可使用 View Only 模式觀看
老師端電腦教學的畫面。本系統之特點在於學
生可以在觀看老師教學畫面的同時，一邊實機
操作老師所教學的內容，使在電腦教室中的教
學效益大大提升。且 VNC 環境設定在開機時
就已經自動執行，所以就算是不熟悉系統環境
的使用者，也可以非常方便操作本系統。

4.1 老老老師師師端端端 VNC

老師端使用者只要擁有可控制 VNC 的帳
號與密碼即可登入並控置 VNC ，且老師也可
以遠端連線 VNC Server 操控 VNC 畫面 ，不
一定要將 Server 設置於主機才可使老師登入
VNC 。老師端登入 VNC 可以有兩種登入方

圖 1: 老師端 VNC 畫面。

式，一種是使用終端機文字介面登入，另一種
是使用圖型捷徑登入，過程如下：

• 利 用 終 端 機 文 字 介 面 登 入 VNC，
例如：主機 IP 為 192.168.1.106 ，
開 放 之 VNC 埠 號 為 5906， 指 令
為 ：vncviewer 192.168.1.106:5906，
完成後，需要輸入密碼登入老師端
VNC，輸入完成後就會進入老師端
VNC。

• 利用圖形捷徑登入 VNC 使用圖形捷徑
進入 VNC 的圖形化登入介面，輸入 IP
與VNC 埠號後按下 Connect 按鈕並輸入
密碼即進入 VNC。如圖 1所示，為老師登
入VNC 之後的畫面。

4.2 學學學生生生端端端 VNC

本系統在每台學生端主機桌面放有預設老
師端 IP 位址的 vncviewer，只要點擊桌面上
的 vnc viewer，並輸入密碼就可以直接觀看
VNC。學生使用學生端主機觀看 VNC非常方
便，因為 VNC viewer 已經設定完成，學生一
登入即可看到老師端 VNC 畫面。如圖 2，學
生觀看老師端VNC畫面，同時實機操作。

4.3 學學學生生生端端端 noVNC

noVNC 是為沒有 VNC viewer 的使用者
設計的，因為 noVNC 不受作業系統的限制，
只需要瀏覽器就可以操作及觀看 VNC 畫面，
對於使用不同系統的使用者更是方便許多。
如圖 3，學生使用 noVNC 觀看老師端教學畫
面，同時實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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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學生端 VNC 畫面。

圖 3: 學生端 noVNC 畫面。

5 結結結論論論

硬體廣播系統必須購買硬體並佈線建置，
且廣播時學生端螢幕完全鎖定，無法提供學
生邊看老師示範邊練習的環境。市售軟體廣播
系統，除要付費外且大多限制於 Windows 作
業系統或使用主機數。因此，本研究將免費開
源遠端桌面軟體 VNC 設定成教學廣播系統，
不但免費、跨平台、無使用主機限制，學生可
邊觀看老師教學操作示範的同時，一邊實機操
作，可大大提升學習效益。

為提升本系統之可攜性，VNC 及 noVNC
啟動腳本全自動判斷目前螢幕、網路環境進行
設定，以適用各種教學環境，用戶端無論是什
麼作業系統只要打開瀏覽器，就可連線操作或
觀看。本廣播系統已經在朝陽科大 E-517 電腦
教室使用一年以上，結果顯示實機操作之上課
內容，確實可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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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連接 PCB 金手指之雙向測點排列方法 

 

 

 

摘要 

 
金手指不只用於擴展也要檢查電路的正確

性。雖然印刷電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1][2]製造的趨勢是包含更多的元件或電

路，導線之間的距離或金手指的寬度變小，使

得很難通過飛行探針檢查電路的正確性。有許

多解決金手指擴充的方式被提出，然後確很少

討論面積的利用率。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一個

雙向量測點的排列的方式和近可能減少相對

應連線金手指這樣多出來的擴充區域，使得

PCB 產品在製造時能夠更精確，且將 PCB 製

造的成本最小化。 

關鍵詞：金手指、印刷電路板、連結擴充、測

點排列、利用率 

 

Abstract 
 

Golden fingers are not only used for 

extension but also to check the correctness of 

the circuit. While the trend of PCB 

manufacturing is to contain more and more 

components or circuits such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or the width of golden fingers get 

smaller. It is difficult to check the correctness 

of circuit by flying probe. Many solutions for 

the extension of golden fingers are proposed, 

however, the utilization of area used for 

extension is seldom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bi-directional pad arrangeme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linkage for golden 

fingers such that the extra area for linkage 

extension would be minimized as possible, i.e., 

minimize the cost of PCB manufacturing for 

the more accurate PCB product. 
Keywords: golden finger、PCB、linkage extension、 

pad arrangement、utilization 

 

1. 前言 

 

連接頭（edge connector）是由金屬銅片鍍

上一層防止氧化的導電薄膜而組成，因為外觀

是金色的且像手指，所以俗稱之金手指，一般

是印刷電路板（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佈線

的其中一部分如果有需求要將兩塊印刷電路

板連結在一起，就要將其中一片 PCB 上的金手

指插進另一片 PCB 上合適的插槽上，例如顯示

卡、記憶體、音效卡都是利用其和主機板連接

為一的。 

印刷電路板幾乎存在於各種電子設備中，

是台灣印刷電路產業的最大宗,在全球佔有率

達 1.3%[3]，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上頭各項零件的

相互電流連接大多數電子零件都是鑲在上面，

將零件組件彼此連接再一起，使其發揮整體功

能，但在 2006 起全球銅價上升，導致 PCB 相

關產業成本壓力遽增，雖日漸趨緩，但之後又

有原油價格居高不下，使 PCB 材料價格同樣居

高不下[4]，又因為科技日新月異，上頭的電子

零件和線路的密度越來越高[5]，此時要如何最

大化利用 PCB 板的面積，不造成浪費，降低製

作成本，就成為了一項有經濟價值的議題。 

PCB板上連接電路零件的電氣佈線的佈線

圖形，經過自動佈線或者手工佈線使其電氣導

體重現之後，就必須利用剩餘的 PCB 板來檢測

電路板是否能不能真的導通[6]，但如果金手指

和金手指測點的間距太小，在測量時就會常常

發生錯誤，如果太近會相互干擾，太遠會造成

浪費，文獻[7]中提到:「解決的方法就是在 PCB

板上的擴充區域中畫出圓，將其視為測量點，

並且把金手指末端和測量點連結為一，增加測

點的面積，如此一來就能夠降低錯誤發生的機

率」，而在連結金手指末端和測量點的線中，也

同樣必須有最適當的間距否則一樣會產生干

擾，為了在最小的連結擴充面積中，有最好的

效率，我們同樣在文獻[7]中可得知:「先找出與

金手指接口夾角 =45°的直線，再求出每個金

手指垂直延伸至此直線的交點座標，透過一個

90°的轉角，再對應到所對上的測量點。」是目

前已知連線方法中效率最高的。 

而在此前提下我們認為還有可能另有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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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第四種連線方法，與文獻[7]中提出的最佳

方法交叉比對，試圖找出面積利用率更大的連

線方式。 

本文的章節內容如下，第二章主要針對相

關文獻[7]的探討第三章介紹金手指的擴充概

念連線和測量點排列方式。第四章為實驗結果，

第五章為文章的結論。 

 

2. 相關文獻探討 

 
由文獻[7]，我們一一分析，一層堆疊方

式圖(1)、二層堆疊方式圖(2)、三層堆疊方式

圖(3)、四層堆疊方式圖(4)， 

 

 
圖 1.一層堆疊方式 

 

面積利用率如下: 

Pad 利用率=pad area/pad area size=78.5% 

缺點在於擴充來講並不容易，擴充時所需要

的板子太寬。 

 

 
圖 2.兩層堆疊方式 

 

Pad 利用率=pad area/pad area size=57.514% 

在面積利用率上與一層的堆疊方式相比下降

不少，沒有達到利用率的最大值。 

 

 
圖 3.三層堆疊方式 

 

Pad 利用率=pad area/pad area size=56.374% 

三層堆疊方式的面積利用率，面積利用率比

一層堆疊方式下降許多，只比兩層堆疊方式

的面積利用率低一點點。 

 

 
圖 4.四層堆疊方式 

 

Pad 利用率=pad area/pad area size=62.03% 

四層堆疊方式的面積利用率相較於兩層和

三層堆疊方式來得更高，從圖(4)可看出擴充

方面也較前面所介紹的三種方式來得更好，

因此我們利用這種堆疊方式來做為接下來討

論主要所使用的方式。 

 

四層堆疊式目前在文獻文獻[7]中，可以

使用最大效益的堆疊方式，雖然每增加一

層，測量點增多，但是不代表利用率可以使

用到最大值，而我們也應需依照板子的大小

去設定 Pad 的最大值，不是固定層數來設

定，後續有發展與改進出更好的想法以及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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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連線方式一 

 

第一種連線方式如上圖(5)為一般人最直

觀的方式，直接連線的方式，線距(line 

distance, ld)為導線所需保持的最小距離也是金

手指接口的間距，我們先記錄金手指的座標

在和測量點接口的座標，在將兩者相連接，

直接連線看似最簡單也最節省空間，但在測

量點的數量較多時，使得角度大於等於 45°

時，我們發現 ld’小於 ld，因此在製成時容易

產生短路，使得量測錯誤，所以方法一的連

線方式較不適用。 

 

 
圖 6.連線方式二 

 

第二種連線方式如上圖(6)，為了解決方

式一所遇到的間距問題，雖可以解決方法一

無法維持必要的間距，使使 ld’大於 ld，但是

連線方式二所使用的直角方法，無法有效的

使用空間，pad 接口的話是因為原本 4 層的方

式，每一組中間就會有兩個空間多餘，無法

有效地利用空間。 

 

 
圖 7.四層 81 個測量點方式二連線 

 

接下來將透過實際執行所得到的結果做分

析與討論。 

上圖(7)使用了四層堆疊的方式，在擴充

上與前面幾種堆疊方式相比在擴充上有著最

佳的效果，且透過方式二的連線方式也不會

有間距上的問題產生，但如果我們同時改善

四層堆疊無法改善的問題，以及連線方式二

無法有效地使用空間，設法可以讓實驗結果

達到最大效益。 

 

3. 金手指的擴充 
 

將兩塊 PCB 板做連結時，我們需要用到

俗稱「金手指」的邊接頭(edge connector)，金

手指也是 PCB 板佈線的一部分由於原始金手

指導線間距過於密集，如圖(8)，使得量測上

較於困難，為了使量測變得容易因此我們使

用文獻[7]所提供的方法，將原始的金手指部

份另外延伸出新的區塊，再將原始金手指連

接到擴充區域，最後再連接到測量點，透過

擴充區塊的測量點對金手指做量測，由於測

量點(pad)變大了，使得量測變得容易，如圖

(9)，在將擴充部分另外分為金手指接口、連

線區域、擴充接口、量測點區域，我們將對

連線區域、量測點區域和擴充區域接口做討

論。 

 

 
圖 8.原始金手指 

 

 
圖 9.金手指擴充分區圖 

 

3.1 連線方式 

 

文獻[7]所使用的連線主要分為兩種方式，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336



方式一如圖(10)，前面提到導線間需要保持一

定的線距(line distance, ld)才不會有短路或者其

他情況的產生，若金手指直接對接 PAD 接口, 

則明顯地, ld’<ld,違反至少保持線寛與線距之

條件。 

 

 
圖 10.方式一連線 

 

為了解決間距的問題文獻[7]提出了第二

種連線方式，透過=45 度角的轉折，可將金

手指的連線作 90 度的轉彎和 PAD 的垂直延伸

線相交，如此可得合乎要的連線，如圖(11)，

這種方式雖然解決了導線間距的問題，但並

沒有注意到連線部分其實有著許多不必要的

浪費，且 PAD 和金手指接口的連線較長如圖

(12)。 

 

 
圖 11.方式二連線 

 

 
圖 12.多餘空間 

 

由第二種連線方式，我們發現，如果有

辦法將讓圖(12)中變小, 則連線就有辦法變

短，也就能節省不少空間，因此我們提出了

一個新的連線方式如圖(13)。 

 

 
圖 13.新的連線方式 

 

我們求出的角度，再由金手指與 PAD 接

口端的點延伸至與接口夾角的直線上，即可

得到兩點，最後再將兩點連接即可求出，不

只能夠維持 ld’>ld 的間距，還能有有效節省不

必要的空間浪費。 

 

 
圖 14.公式概念圖 

 

圖(14)設 PAD 接口的點稱為 P0、P1、

P2…，金手指接口的點稱為 F0、F1、F2…，

有同數量(N)的 PAD 和金手指接口, 其座標如

下: 

P(i):( Xp(i),Yp ) 

F(i):( Xf(i),Yf ) 

利用膨脹方式[7]去做計算，L 為線寬(line 

width, lw)加上間距(line distance, ld)，金手指

與 PAD 接口延伸直線後轉角，當 <= 45 度

的時候，或符合以下條件則可直接對接 

1.BAC=90 度、且|AB|=3*lw 

2.金手指與 PAD 接口延伸直線 L0、L1、L2

交點需落在連接區 

3. 角愈小連接線愈小 

4. BAF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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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的過程中我們透過兩個步驟 

1.找最小之，產生 N=6 條平行線(L(0)、 

L(1)…)， 線距為 L=lw+ld，其中第 0 條過

F(0)其中 L(i)，i=0 to 5， 的法向量為 

 (cos 2, sin 2)，設 (X,Y)為 L(i)上之點，則 

L(i): ( X-Xf(0), Y-Yf(0) ). (cos 2, sin 2) = i * L 

2.求出 P(i), F(i) 和 L(i) 的交點 (需落在

LINKAGE AREA)，求出連線區域中的兩個點

Tp(i)，Fp(i)，則 P(i)->Tp(i)->Tf(i)->F(i) 即為

連線。 

上述所使用到的，可由下列方程式求得 

Find max j from N-1 to 0, satisfying  

   (P(j)-F(0)). (cos 2, sin 2)=N*L  

and for i=0 to N-1, intersection points, Tp(i), 

Tf(i), must be in the linkage area. 

That is,  

   Dx=Xp(j)-Xf(0); 

   Dy=Yp(j)-Yf(0); 

   Dx * cos 2 + Dy * sin 2 = N*L; 

sin 2 = (N*L*Dy  Dx * pow( Dx*Dx + Dy*Dy 

– N*L*N*L, 0.5))/(Dx*Dx + Dy*Dy) 

 

 
圖 15.連線分析-1 

 

圖(15)P0 距離 F0 較 P1 距離 F1 遠, 其最

短的連接角度也不同 > ’，但在實際應用時, 

為考量排線的整齊及延伸時不致於佔用太多

空間, 仍會採用 BUS 排線如圖(16)。 

 

 
圖 16.連線分析-2 

 

3.2 排列方式 

 

文獻[7]提出四層堆疊為利用率高與擴充

上較為便利的一種 PAD 排列方式，我們試圖

運用相同的理論，將層數增加，我們發現層

數增加時，利用率持續下降，可發現在中間 

上方之未利用區域愈來愈大如圖(17)。 

 

我們發現了中間上方所浪費的空間非常

多，因此我們想出了一個新的 PAD 排列方

法，我們設計出了重疊層來填補中間上方的

空間如圖(18)。 

主要透過下列方程式計算出重疊層，L 為

膨脹後線寬，r 為量測點半徑 

原 n=6 層, 重疊層 m=2-1 層 

CosƟ=L/2r 

(n-1)*L>=2r*(m-1)sinƟ 

(n-1)cosƟ/sinƟ +1 >= m 

n>=2r(m-1)tanƟ+1 

 

(m-1)*L+2r*(n-1)*sinƟ+2r <=height 

(m-1)*L+2r*2r(m-1)*sinƟ/L*sinƟ+2r <=height 

 

M=(height-2r)/(L+4r*r*sinƟ*sinƟ/L)+1 

N=1+(height-2r)/(L+4r*r*sinƟ*sinƟ/L)*tanƟ 

 

C(0,0)=((m-1)*L+r, (m-1)*L)=(x0,y0) 

C(i,0)=c(0,0)+(2r*i*sinƟ,-i*L) 

 

 
圖 17.四層排列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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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重疊層概念圖 

 

透過計算我們得知當 PAD 層數在 6 層以

上時，經由轉角的計算，就可利用重疊層來

增加面積的利用率。 

 

4. 實驗結果 
 

接下來將透過實際執行所得到的結果做分

析與討論。 

 

 
圖 19.六層 51 個測量點 

 

 
圖 20.PAD 接口 

由圖(19)可看出，四層堆疊方式與我們這

種排列方式相比，我們利用率較高，且對於

PAD 接口能夠更有效的利用空間，如圖(20)紅

色部分指的就是 PAD 接口處。 

 

 
圖 21.十二層利用重疊層實驗圖 

 

利用重疊層這種方法不只能運用再 6 層，

再更多的層數都可去運用，如圖(21)就為 12

層運用重疊層原理的排列方式，可看到不管

是在擴充上與利用率方面相較於四層堆疊的

概念來得更加方便。 

 

 
圖 22.實驗一 

 

我們設 pad 半徑為 30, 線寬為 4 且線距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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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時(現場實務常用之參數)，去做比較 x 軸為

欲完成之金手指數，y 軸為所需之層數(藍線

為未重疊排列, 而紅線則為重疊排列,金手指

數由 35 至 255)，如圖(22)。 

 

 
圖 23.實驗二 

 

一樣設設 pad 半徑為 30, 線寬為 4 且線距

為 6 時(現場實務常用之參數)，去做比較 x 軸

為欲完成之金手指數，y軸為利用率(藍線為

未重疊排列, 而紅線則為重疊排列,金手指數

由 35 至 255)如圖(23)。 

從兩個實驗可看出當量測點數量較多的時

候，運用重疊的方式能有較高的利用率，且

所需層數夠低，因此能夠更有效利用空間。 

 

5. 結論 
 

本文中，我們提出一套新的連線方式與量

測點排列方式，來改善文獻[7]所提出的方式

來增進 PCB 板在做檢測時的便利性，找出原

來方式可以改進的地方，去做更完善的設

計，達到增進面積利用率的目標，最後透過

實驗一與實驗二來證實我們所提出的方式能

更加有效利用 PCB 板上的面積，達到最佳的

面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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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印刷電路板飛針探測正確性之有效方法 

 

摘要 

 
印刷電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

PCB），可說是跨足任何領域的重要元件，檢測

技術大部分使用飛針測試( Flying-Probe )檢查

短路、開路，飛針設定、編程和測試簡單且快

速、靈活性大增、測試極為方便。但也有其缺

點，因測試為物理接觸通路孔(test pad via)和

測試焊點(Contact pads)上的焊錫(Fusible 

alloy)，可能在焊錫上留下小凹洞，在沒有測

試 焊 點 的 地 方 飛 針會 接 觸 到 元 件 引 腳

(Component lead)，可能會擦過造成鬆脫或焊

接不良的元件引腳，且限制電路板的尺寸。飛

針定位精度達到 5-15 微米的範圍[3]，偶爾也

有些誤差導致誤判以至於 PCB 板變為不良品。 

本研究探討如何使飛針精度達到更高為

目的，目前 PCB 板形狀以四角形為大多數此方

法以 PCB 板上的銅面規劃需要測定區域分一

區一區逐一測量，以最外點的焊點連線成一個

多邊形，範圍變小增加精準度。 
 

關鍵詞：印刷電路板 PCB 、飛針定位精度 

 

Abstract 
 

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is important for 

most intelligent electrical devices. To guarantee 

the quality of PCB, testing by flying probe is 

always used to check the correctness of the 

manufactured PCB. However, while the 

dimension of circuit gets more exquisite and 

precise, the effect of vibration for flying probe 

would result in the unexpected circuit checking. 

Due to the sensitiveness factor for flying probe, it 

is important to enlarge each test area on PCB as 

possible such that the correctness checking of 

PCB would be satisfied.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heuristic and efficient algorithm to enlarge each 

test area for flying probe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effect of vibration for flying probe to enhance the 

quality control of PCB manufacturing. 

 

Keywords: PCB、 Flying-Probe precision 

 

1. 前言 
PCB，是電子元件的支撐體，是電子元件

線路連接的提供者。結合電機、電子、化工材

料等眾多領域之基礎產品，用途涵蓋範圍相當

廣泛，如：一般消費型電子產品、通訊、醫療、

航太科技都有使用印刷電路板作為運作溝通

的橋梁[4]，所以許多廠商也研發出各種不同的

印製方法，如：IBM 開發「表面增層線路」

（Surface Laminar Circuit，SLC）的增層印刷

電路板。1995 年，松下電器開發 ALIVH 的增

層印刷電路板。1996 年，東芝開發 B
2
it 的增層

印刷電路板。[1]但不管任何印刷電路板都會面

臨至需要檢測生產開發的印刷電路板 layout 之

電路線路是否有互相短路或是斷路的問題，如

果是簡單的電路板(圖 1)以人力測定是可行

的，但是如果醫療或航太科技所用的印刷電路

板不可能只有幾條線基本都有著上千上萬條

線(圖 2&3)，以人力根本做不到所以檢測工作

就會交由電腦來做但是如何可以做出檢測速

度快、良率又高甚至是電路板有摟空的洞或是

多邊形都不影響測試的進行。 

現 今 測 試 的 方 式 以 飛 針 測 試

( Flying-Probe )為主飛針測試的原理很簡單，

僅僅需要兩根探針作 x、y、z 軸的移動來逐一

測試各線路的兩個端點，而斷路測試原理，就

是通過兩根探針同時接觸網絡的端點進行通

電，所獲得的電阻與設定的斷路電阻相比較，

而判定斷路與否。 

    短路測試原理，測試方法則有：充/放電

時間法（Charge/discharge rise time）、電感測量

法 (Field measurement) 、 電 容 測 量 法

(Capacitance measurement)、相位差 (Phase 

difference)和相鄰網法(Adjacency)、自我調整測

試法(Adaptive measuring)等。 

其特點為不須製作治具，由於不需要製作治

具，也就省去存放治具的空間和管理，只需管

理測試資料，但測試效率不高，是因採用串列

的測試方法，所以測試速度慢。故測試效率低

而且飛針移動所花時間是飛針測試的最大缺

蔡志成    葉時均 黃志明 

中國文化大學電機系 

學生 

元智大學電機系 

學生 

中國文化大學電機系 

教授(通訊作者) 

abcd556658@gmail.com jin840712@gmail.com yalo.huang@gmail.com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341



點，只適用於中小批量板的測試。[5]，綜合以

上所述此方法測試效率不好，根據前人的想法

為求中心，以中心與各頂點形成矩形，取位於

多邊形內的最大矩形。 再用此長方形向上下

增高、向左右增寬，找出最大矩形[2](圖 4)其

時間複雜度 O(logN)本研究預縮短複雜度達到

O(2
n
)。以下說明本文的想法。 

 

 

圖 1 簡單的電路板[6] 

 

 
圖 2 複雜的電路板[7] 

 

 

圖 3 複雜的電路板 2[8] 

 
 

圖 4 多邊形內最大矩形解法 

 

2. 繪製圖形 

 
目前 PCB 板形狀以四角形為大多數，此方

法須使用 PCB 板上的銅面區分需要測定之區

域，分成一區一區逐一測量，以最外點的焊點

連線成一個多邊形這樣有可能產生凹多邊形 

(圖 5)或是击多邊形(圖 6)，產生出的多邊形，

我們以 x軸當基準點把 y軸的兩個最遠的焊點

由左至右做連線，如此把範圍變小增加精度。 

 

 
圖 5 凹多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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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击多邊形 

 

2.1 多邊形解法與結果 
 

首先我們運用已連線的击多邊形或凹多

邊形，以 x 軸當基點由左至右尋找每一個不同

x 軸中的 y1、 y2 將其連接拉出數條直線並編

號(圖 7&圖 8)，連線完成後我們會找到一條跟

左右相比區域最大(local max)的直線以圖 5 來

說就是 3 號和 5 號線，以這兩條線當基準點，

使用基準點先往左邊再往右邊用一左一右的

方式找到我們的上邊最大可以延伸至哪一號

點，但也不是無限制延伸這個最大範圍的四邊

形必須符合我們所設定的長寬比例，這我們設

定比例為 1:2，以達到我們想得到的最大且又

不超出我們連線的多邊形範圍(圖 9)。3 號線做

完再做 5 號線(圖 10)。以圖 8 击多邊形來說就

只有一條 2 號線比左右兩邊都長，所以 2 號線

當基準點找出圖形區域最大，使用與凹邊形相

同的方法找出最佳解。(圖 11) 

 

 
 

圖 7 凹多邊形拉線並編號 

 

 

圖 8 击多邊形拉線並編號 

 

 

圖 9 凹多邊形 3 號為基準 

 

 

圖 10 凹多邊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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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击多邊形結果 

 

2.2 板面之空洞 
 

PCB 板形各式各樣有機率空洞會存在，當

我們在圍出多邊形的過程中，有可能剛好圍到

空洞的部分，這樣會造成我們 2.1 節的論述發

生錯誤，因為再圍出最大且符合範圍的四邊形

之前必須先在每一個不同的 x 軸的 y1、 y2 連

接拉出一條直線，但如果多邊形中包含空洞在

拉線的過程會變成無視這個空洞繼續拉線，以

致於我們最後出來的結果，四邊形雖然是最大

且符合範圍的解，但是範圍內包含空洞，這不

是我們所要的答案。(圖 12&13) 

 

 

圖 12 四邊形範圍有空洞 

 

 

 
圖 13 四邊形範圍有空洞(凹多邊形) 

 

2.2.1 空洞之解法 

 
所以我們為了避免這樣的現象發生導致結

果錯誤，我們使用切割(Slice)的方式直接把多

邊形切開分為多塊小部分並標上英文字母有

效避開空洞，當我們在連線時原本的方法以 x

軸當基準點由左至右尋找到每一個不同的 x 軸

中的 y1、 y2 連接拉出一條直線並編號找出最

大且符合條件的四邊形。但是因為出現了空洞

所以改變方式以端點(Extreme point)連線，只要

是端點就連線起來空洞的端點也包含在內，連

線如與空洞互為平行或相切照常連線，如此一

來不管在 PCB 電路板上的空洞是任何一種形

狀，如:圓形、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甚至是

空洞不只一個都可以解決找出解。但本論文的

解法是取區域最大的連線只要與左右兩邊的

連線相比較長就會使用這條線當基準，根據路

線的選擇可能行經圖形上半部或是下半部、上

下穿插，解可能會有許多種，但最大的範圍四

邊形必須符合我們所設定的長寬比例，在這我

們設定比例與先前一樣為 1:2。 

 

2.2.2 空洞結果 

 
綜合以上所述也就是說結果取決於選擇的

路線，以(圖 14)為例此圖有 A 及 B 兩個出發點

和終點 P 與 Q，我們可以選擇從 A 出發到 C 

→D→F→H→I→J→K→N→O→P 或是一樣從

A 出發到→D→F→H→I→J→K→N→O→Q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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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 A→C→E→G→H→I→J→K→N→O→P

或 A→C→E→G→H→I→J→K→N→O→Q 總

計 16 種的選擇(圖 15)，選擇路徑後我們把未選

擇的區塊消去把圖形的邊線補齊成為新的圖

形，然後開始尋找結果與 2.2.1 所論述的一樣，

以下就列出 8 種從 A 出發到 P 與 Q 所有路徑

結果(圖 16~23)，另外八種就不在這贅述了。 

 

 
 

圖 14 多空洞 

 

 
 

圖 15 路徑 

 

 
 

圖 16  ACDFHIJKNOP 

 

 
 

圖 17  ACDFHIJKNOQ 

 

 
 

圖 18  ACEGHIJKNOP 

 

 
 

圖 19  ACEGHIJKN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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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ACDFHIJLMNOP 

 

 
 

圖 21  ACDFHIJLMNOQ 

 

 
 

圖 22  ACEGHIJLMNOP 

 

 
 

圖 23  ACEGHIJLMNOQ 

 

3. 結論 

 

本論文中，我們提出將測定範圍縮小，

來達到飛針探測正確性提高，比起前人的做法

求取中點在上下增高左右增寬的時間複雜度

O(logN)，本文提升至 O(2
n
)處理速度更快，且

延伸出可以使用在有空洞之 PCB 板上大大提

高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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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材質數位化之馬賽克圖片創作 

 

 

摘要 

 
和相機拍出來的相片相比, 藝術家寧可選

擇自行手作或利用各式各樣的材料來拼貼出

自已的作品以利其透過作品傳達其所想表達

之情感; 作品中的各種物件或角色利用各式

各樣的顏色, 材質或紋路才可以完整且豐富

地傳達其創作之想法及感情; 然而, 他們創

作的過程其實是非常耗時費工且不環保

的, 本專案將利用電腦數位化之特性讓創作

者可方便有效地將其想法實現出來。 
 

關鍵詞：數位馬賽克、藝術創作、切割、材質 

 

Abstract 
 

With respect to pictures generated by camera, 

artists prefer to create their own artwork, 

including pictures, by handmade or furnishing of 

some materials for the variety of expression of 

feelings. By different color, texture or pattern on 

the objects in artworks, artists could completely 

and profusely present their feelings or ideas by 

the creation of pictures. However, it is hard and 

time-consuming process of the creation. With the 

help of digitization, it might be comfortable to 

create mosaic pictures to realize everybody`s 

imaginations. 

 

Keywords: mosaic digitization 、 artworks 、

Segmentation、texture 

 

1. 前言 

 
西元前 3000年，早已經出現馬賽克鑲嵌

創作。起初是以黑白兩色的圓卵石為材料，裝

飾於大圓柱上。確切的起源時間，至今仍無法

確定。但多數專家認為，最早的鑲嵌藝術應起

源於中東美索不達米亞一帶(現伊拉克)，那時

是以較大塊的石頭來拼製，後來在希臘與古羅

馬時期便非常盛行。[1] 

現在的台灣馬賽克藝術相較於西方國家

3000年的發展相對年輕的工藝技法，台灣的馬

賽克藝術是 19世紀末到 20世紀初傳入，馬賽

克在台灣的發展大至可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本

地發展的形式，另是由國外引進的形式。本土

所發展的形式，就是一種藉由自身美學觀點來

發展而成，不講求馬賽克的排列手法，以自身

的美學觀來製作馬賽克；而相左於此種表現

法，視為一種遵循西方技法和材料的表現形

式，製作馬賽克的方式。[1] 

現今的台灣隨處可見馬賽克藝術的創作，

其出現在居家的防水磁磚上、戶外的大型公共

藝術等等，由此可知馬賽克藝術在台灣十分的

盛行，而讓我們想深入研究的動機是從宜蘭的

馬賽克創作，當地藝術家創作不同於其他人利

用磁磚和玻璃，而是運用資源回收材質如:塑

膠、光碟、鐵片……等等[1]，這些生活中的

回收物周遭隨處可得，既然能做得出這樣既環

抱又兼具美觀生活創作為甚麼一般人無法做

到，所以開始分析但沒多久發現了幾個大問

題，做一幅拼貼畫不但需要花費大量的人力時

間來創作拼貼還要有好的模擬技術才行，而且

一幅作品還包含了創作者當時所想心情，因此

緃然使用相同材質但所想表達的感覺不同那

整幅畫就將功虧一簣，所以本專案將利用電腦

數位化之特性讓創作者可方便有效地將其想

法模擬出來，從顏色、紋路材質到所想表達的

感情都可以一次完成，這樣將可以省去大量的

人力和時間。 

在思考後想的的方法，是將要拼貼的圖與

所想呈現感情或花色的圖切割後重組，將想呈

現的感覺圖依相對的顏色和紋路貼到所要拼

貼的圖上，這樣就可以模擬出圖片的成品，可

以有效地降低成品不如預期的情形。 
 

2. 參考軟體 

 
現在市面上有許多馬賽克拼貼的創作軟

體，其中我們將用兩個網路上最推薦的創意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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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克 拼 貼 軟 體 (IMosaic 、

Foto-Mosaik-Edda-Portable)來做分析。 

 

2.1 IMosic[2] 
 

這個創意軟體，它的功能是讓創作者能將

自己想創作的圖片切割成數塊，並讓創作者將

想要拼貼的圖片匯集成一個圖庫檔案，將兩個

檔案輸入軟體後，軟體會自動拼成一張創意拼

貼(圖 1)，這個軟  體的優點是創作者可以自

行決定圖片切割大小，而不同切割大小將會產

生出不同的質感(圖 2)(圖 3) 

  根據圖 1到圖 3輸出圖片，結論創作者只做

了三件事，選擇想創作的圖片、決定要用那些

圖來創作、調整每塊圖片的切割大小，這樣做

出來的圖只是將現有的圖片重新排列而已，完

全沒有新的創作感覺，它不能將創作者想要呈

現的感情表現出來，也不能修改圖片的質感和

外框。 
 

2.2 Foto-Mosaik-Edda-Portable[3] 
 

這是另一個創意軟體，他與 IMosicu 有許

多相似處，一開始一樣是要選擇創作的圖片與

匯集圖片建立圖庫檔案，將兩張圖輸入由軟體

將兩張圖拼貼完成(圖 4)，但是這個軟體卻不

能讓創作者自行修改切割的大小，不過卻多了

一個可以修飾邊框的功能，讓馬賽克拼貼的感

覺更加突出(圖 5)。 

這個軟體的成果圖 4 和圖 5，創作者雖然

可以修改圖片的邊框，但是不能隨意地修改每

張圖片的大小，只能選擇系統設定的比例，而

且如果圖片數太少時就會出現無法拼貼的情

況，所以創作者還需要注意選擇圖片的數量合

切割數量。 

 

 
 

圖 1 合成過程 
 

 
 

圖 2 橫條狀馬賽克 

修改了圖片的切割大小，長跟寬分別為 100與

20，所以可以明顯看出拼貼方格都呈現橫向的

長條狀。 
 

 

 
 

圖 3 直立狀馬賽克 

這張圖的長跟寬分別修改成 20與 100，整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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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格呈現直立狀 
 

 
 

圖 4 方格狀馬賽克 
 

 
 

圖 5 強化邊框 

這張圖經過了邊框的修飾，讓每塊圖塊的邊產

生固定的間距，讓整張圖更有馬賽克的感覺。 

 

3. 改進方法 

 
根據現在市面上的創作產品，使用者可以

簡單地將圖切成不同大小，並選擇自己喜歡的

照片，材質或紋路來拼貼其圖片；明顯地, 這

種作法對使用者來說雖然很有效率，然而要如

何將創作的想法及感情適當所對應的特定小

塊對應起來是一件非常困難且太技術導向的

行為；我們的方法則利用抽取另一張圖片小塊

以取代原發想作品小塊的作法；如此，創作者

可以輕易地選其想要的圖片感覺來進行拼貼, 

讓其作品更能滿足作者的想法及感覺。 
 

3.1 實驗方法於理念 

 

為了模擬出精細的馬賽克成品，我們將其

分成四個步驟來執行，並且根據四個步驟的調

整可以呈現不同的風格(圖 6)，首先選擇所想

創作的圖片(Reference picture)和所想呈現的

感覺圖片(Texture picture)將兩張圖用 x、y 軸

座標表示，經由: 

步驟一:切割(Segmentation)將兩圖以 x、y 軸

大小相同的比例切割成小塊，這樣在拼貼時才

會剛剛好不會出現大小不一的情形。 

步驟二:比對(Matching) 在材質圖片分割出的

小塊中找出最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小塊準備取

代參考圖片中的各小塊，分割後的小塊可以依

據顏色和紋路來分類，此分類方式顏色依據三

原色的比例來區分。 

步驟三:遮罩(Masking)這個步驟其實就是將

上面步驟切出來的小塊經過各種細微的處

理，來達到創作著所希望呈現的感覺，如陰

影、捲起等等。 

步驟四:取代(Replacing) 將處理完的小塊取

代所對應之參考相片小塊，此時的圖片就是創

作著的模擬拼貼圖片。 

運用數位模擬的方式想比於傳統，可以大

量的節省時間和空間，跟上現代數位化的潮

流，提升環保意識，而且也可以表現出創作者

所想表示的感覺。 

 

 
 

圖 6 程式流程圖 

 

3.2 實驗模擬 

   

我們首先分析數位化拼貼與實踐創作的區

別，網路上有一幅星空的手工拼貼創作圖(圖 7 

星空 來自[4] )這張圖估計花費了創作者三個

星期的時間，現在運用數位化的方式來創作

(圖 8)，兩張圖都可以完整地將星空這張圖重

現，但在花費的時間上就有十分明顯的差距

了，數位化大量的縮短了繪製草稿的時間還可

以將想運用的拼貼材料所呈現的質感迅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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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些功能將會縮短做工時間和感覺不協調

的問題。 

在數位化創作時，創作者可以將想呈現的

感覺和想拼貼的圖一起輸入軟體中(圖 9)，修

改拼貼圖塊的大小(圖 10)(圖 11)和陰影與邊

框的修改(圖 12)，當然還有如上面所描述的，

這個軟體可以快速看出各種材質是不適合此

種圖片創作(圖 13 獅子 來自[5]、圖 14 星空 

來自[6] )。 
 

 
 

圖 7 星空 

 

 
 

圖 8 星空拼貼 

 

 
 

圖 9 實際合成 

用感覺溫和的感覺圖片貼到所要創作的創作

圖片上，這樣就可以將想要的感覺重現在創作

圖上。 

 

 
 

圖 10 直立拼貼圖 

這張圖是將拼貼的圖片切成直立長條狀再拼

貼而成，根據切割方式整張圖呈現是拉長的狀

態。 

 

 
 

圖 11 方格拼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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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拼貼創意美化 

運用 Mask 來修飾每塊拼貼圖片的邊框，這張

圖是將每張圖加上黑框並將左下角作打折，讓

整張圖產生立體感。 
 

 
 

 

圖 13 拼貼材質模擬 

根據此圖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如果創作者想要

將兩張圖片一同創作，結果就是想創作的圖會

變得非常的不明顯，所以現在創作者可以像現

在在創作前先模擬出結果，那將可以避免此錯

誤，並節省下那些錯誤的時間達到有效的時間

利用。 

 

 
 

圖 14 拼貼材質模擬 

根據結果，可以得知這次的創作十分的適合，

創作圖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所有的輪廓都保持

得相當完整，因此實際上創作者將兩張圖合成

創作時，應該不會有不適合的結果發生。 

 

3.3 結論 

 
拼貼創作是現代十分流行的創意表現，但

是要完成一幅拼貼需要大量的人力、時間和金

錢，所以為了節省這些成本，拼貼的軟體開始

產生，這些軟體可以讓人獨自完成一件創作，

而且所花的時間和金錢幾乎可以為零，但根據

網路上較受歡迎的拼貼軟體，我們作了各種的

分析和實驗，得知網路上的那些軟體都還具有

改善的空間，那些軟體的功能只具有將相片選

擇，選擇要拼的照片和簡單的邊框修整，並不

具有太多的創意性，更不能讓創作者可以表達

出想表現的感覺，所以在本專案所提的拼貼作

法可輔助使用者依其想像或感覺來創作其圖

片作品; 利用電腦的優點可使圖片分割或數

位化的過程變得快速且容易, 如此可幫助使

用者嘗試各種面向之組合結果以創作出最符

合其需求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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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Weight Noise and Gradient Noise on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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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ur recent works, we have analyzed the
convergence properties and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of
the multiplicative noise and additive noise injection-
based algorithms respectively. In this paper, we gener-
alize our work to gradient systems with multiplicative
and additive noise injection algorithm. Besides, we an-
alyze the effect of the noise on the learning algorithms
completely. It is found that learning with the addi-
tive noise can improve the generalization ability of a
neural network, while learning with the multiplicative
noise is not. We also found that if F (x) satisfies the
Lipschitz condition, under mild conditions on the step
size, with the probability one the weight vector con-
verges to a local minimum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Keywords— additive noise, multiplicative noise,
Langevin noise, weight noise injection, convergence

1. INTRODUCE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noise on neural networks
has been conducted for almost two decades. Some
researchers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noise on mul-
tilayer perceptrons (MLP) [5, 9, 3, 4, 21], recurrent
neural networks (RNN) [16, 19] and associative net-
works [10, 17]. Their primary focus was on the ef-
fect of noise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neural network
and how a neural network can be designed to alle-
viate such effect. Some researchers analyzed the ef-
fects of additive input noise (AIN) [6, 18, 22, 23],
additive weight noise (AWN) [8] and chaotic noise
(CN) [1, 2] on back-propagation learning. Their pri-
mary focus was on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and the
convergence analyses of these noise injection-based

learning algorithms.

In recent years, the effects of injecting addi-
tive weight noise and multiplicative weight noise
(MWN) on the RBF and MLP learning have been in-
vestigated [14, 15, 12, 13, 7]. By deriving the objec-
tive functions for the RBF learning algorithm with
injecting AWN or MWN, it is found that injecting
AWN or MWN during RBF learning cannot improve
the generalization ability of an RBF [14, 7]. Similar-
ly, by deriving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for the MLP
learning algorithm with injecting AWN or MWN, it
is found that injecting AWN can improve the gen-
eralization ability of an MLP but injecting MWN
during MLP learning might not [15, 13, 7]. These
results clarify a common missconception that inject-
ing noise during learning must be able to improve
the generalization ability of a neural network.

In our previous work, we have been focus o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and convergence behaviours of
the AWN and MWN noise respectively. In this pa-
per, we would like to investigate AWN and MWN
simultaneously. We consider a general model for
learning algorithms that are developed based on gra-
dient descent. The weight vector is corrupted with
AWN and MWN simultaneously. The gradient vec-
tor is corrupted with non-zero mean Langevin noise.

We denote that x(t) ∈ Rn are training inputs of
an unknown system and F (x) ∈ R is the objective
function. In the next section, the model of learning
is introduced. The objective function is derived Sec-
tion 3. With this objective function,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is presented in Section 3. Finally. Sect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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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s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2. MODEL

Let x(t) ∈ Rn and F (x) ∈ R is a bounded scalar
function of x. Besides, it is assumed that F (x) is
differentiable up to third order. The gradient system
with forgetting is defined as follows :

x(t+ 1)

= x(t)

−µt
(
∂F (x(t))

∂x
+ λx + (αe + bL(t))

)
.

(1)

where α > 0 and µt > 0, µt → 0 is the step size at
the tth step and

∂F (x(t))

∂x
=
∂F (x)

∂x

∣∣∣∣
x=x(t)

.

With multiplicative and additive noise, the vector
x(t) in (1) is replaced by x̃(t), where

x̃(t) = x(t) + bA(t) + bM (t)⊗ x(t). (2)

In (1) and (2), bL(t),bA(t),bM (t) ∈ Rn is a Gaus-
sian random vector with mean 0 and covariance ma-
trix SLIn×n, SAIn×n, SMIn×n respectively. ⊗ is
the elementwise multiplication operator, i.e.

bA(t) = (bA1(t), · · · , bAn(t))T

bM (t)⊗ x(t) = (bM1(t)x1(t), · · · , bMn(t)xn(t))T

bL(t) = (bL1(t), · · · , bLn(t))T

The model (1) is given as follows :

x(t+ 1)

= x(t)

−µt
(
∂F (x̃(t))

∂x
+ λx̃(t) + (αe + bL(t))

)
.

(3)

Here, we assume that E[bLi(t)] = 0 for al-
l i = 1, · · · , n and t ≥ 0. E[b2Li(t)] equal-
s to SL and E[bLi(t)bLj(t)] equals zero if i 6= j.
E[bLi(t1)bLi(t2)] = 0 if t1 6= t2. These conditions
applies to bA(t) and bM (t) as well.

In the rest of the paper, we make the following
assumptions on the function F (·) and the noise.

• F (x) satisfies the Lipschitz condition. There
exists a constant K such that

|F (x)− F (x′)| ≤ K‖x− x′‖2 (4)

for all x and x′.

• SA, SM and SL are small.

3. EFFECT OF NOISE

3.1. Objective Function

Given x(t), we get the mean update of (3) that

E[x(t+ 1)|x(t)]

= x(t)

−µtE
[
∂F (x̃(t))

∂x
+ λx̃(t)

∣∣∣∣x(t) + (αe + bL(t))

]
.

(5)

In (5), the expectation is taken over the probability
space of x̃(t). Since E[bL(t)] = 0, E[bA(t)] =
0, E[bM (t)] = 0, E[α] = α. Equation (5) can be
rewritten as follows :

E[x(t+ 1)|x(t)]

= x(t)− µt
(
E

[
∂F (x̃)

∂x

∣∣∣∣x(t)

]
+ λx(t) + αe

)
.

(6)

Next, we let V⊗(x) be a scalar function such that

E[x(t+ 1)|x(t)] = x(t)− µt
∂V⊗(x(t))

∂x
. (7)

It can be shown the follow theorem.

Theorem 1 For a gradient system defined as (1)
and x(t) is corrupted by multiplicative and additive
noise as stated in (2),

E[F (x̃)|x] = F (x) +
SA
2

∂2F (x)

∂xj∂xj
x2
j

+
SM
2

n∑
j=1

∂2F (x)

∂xj∂xj
x2
j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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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x) = F (x) +
SA
2

n∑
j=1

∂2F (x)

∂xj∂xj

+
SM
2

n∑
j=1

∂2F (x)

∂x2
j

x2
j

+
λ

2
‖x‖22 + α

n∑
j=1

xj

−SM
∫

x⊗ diag {H(x)} · dx. (9)

where
∫

is the line integral, H(x) is the Hessian ma-
trix of F (x), i.e. H(x) = ∇∇xF (x) and

diag {H(x)} =

(
∂2F (x)

∂x2
1

,
∂2F (x)

∂x2
2

, · · · , ∂
2F (x)

∂x2
n

)T
.

Proof: Consider (6) and let ∂F (x)
∂xi

be the ith element

of ∂F (x)
∂x .

∂F (x̃)

∂xi

=
∂F (x)

∂xi
+

n∑
j=1

∂2F (x)

∂xj∂xi
(bAj + bMjxj)

+
1

2

n∑
k=1

n∑
j=1

∂3F (x)

∂xk∂xj∂xi
bAkbAj

+
1

2

n∑
k=1

n∑
j=1

∂3F (x)

∂xk∂xj∂xi
bAkbMjxj

+
1

2

n∑
k=1

n∑
j=1

∂3F (x)

∂xk∂xj∂xi
bAjbMkxk

+
1

2

n∑
k=1

n∑
j=1

∂3F (x)

∂xk∂xj∂xi
bMkbMjxkxj .

(10)

Therefore,

E

[
∂F (x̃)

∂xi

∣∣∣∣x] =
∂F (x)

∂xi

+
SA
2

n∑
j=1

∂3F (x)

∂xj∂xj∂xi

+
SM
2

n∑
j=1

∂3F (x)

∂xj∂xj∂xi
x2
j .

(11)

On the other hand,

F (x̃) = F (x) +

n∑
i=1

∂F (x)

∂xi
(bAi + bMixi)

+
1

2

n∑
j=1

n∑
i=1

∂2F (x)

∂xj∂xi
bAkbAj

+
1

2

n∑
j=1

n∑
i=1

∂2F (x)

∂xj∂xi
bAkbMjxj

+
1

2

n∑
j=1

n∑
i=1

∂2F (x)

∂xj∂xi
bAjbMkxk

+
1

2

n∑
j=1

n∑
i=1

∂2F (x)

∂xj∂xi
bMkbMjxkxj).

(12)

Thus,

E[F (x̃)|x] = F (x) +
SA
2

n∑
j=1

∂2F (x)

∂xj∂xj

+
SM
2

n∑
j=1

∂2F (x)

∂xj∂xj
x2
j , (13)

and

∂

∂xi
E[F (x̃)|x] =

∂F (x)

∂xi
+
SA
2

n∑
j=1

∂3F (x)

∂xi∂xj∂xj

+
SM
2

n∑
j=1

∂3F (x)

∂xi∂xj∂xj
x2
j

+SM
∂2F (x)

∂xi∂xi
xi.

(14)

By the fact that

∂3F (x)

∂xj∂xj∂xi
=

∂3F (x)

∂xi∂xj∂xj
(15)

for F (x) is triple differentiable. Compare (11) and
(14), we get that

E

[
∂F (x̃)

∂xi

∣∣∣∣x] =
∂

∂xi
E[F (x̃)|x]− SM

∂2F (x)

∂xi∂xi
xi.

(16)
Further by (6) and (7), we get that

∂V⊗(x)

∂xi
=

∂

∂xi
E[F (x̃)|x]−SM

∂2F (x)

∂xi∂xi
+λxi(t)+α.

(1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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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x) = E[F (x̃)|x]

−SM
∫

x⊗ diag {H(x)} · dx

+
λ

2
‖x‖22 + α

n∑
j=1

xj . (18)

In other word,

V⊗(x) = F (x) +
SA
2

n∑
j=1

∂2F (x)

∂xj∂xj

+
SM
2

n∑
j=1

∂2F (x)

∂x2
j

x2
j

+
λ

2
‖x‖22 + α

n∑
j=1

xj

−SM
∫

x⊗ diag {H(x)} · dx.

(19)

Then, the proof is completed. Q.E.D.

3.2. Convergence

The effect of the first four terms are to bring x
closer to the zero vector while the last term is to push
it away from the zero vector. Therefore, the exis-
tence of multiplicative and additive noise in a gradi-
ent system would lead to both regularization effect
and de-regularization effect.

Now, we proceed to the convergence analysis. The
proof is conducted by the following steps. First, we
show that E[‖x(t)‖2] is bounded for all t ≥ 0 and
limt→∞ ‖x(t)‖2 exists. It implies that for sufficient
large t, the elements in x(t) must be bounded. Then
apply these two results to show the convergence of
the system (3).

Consider (3), let

η = (1− µtλ(1− SM ))x(t)− µt
∂F (x̃(t))

∂x
we get that

E[‖x(t+ 1)‖22|x(t)]

= E

[∥∥∥∥(1− µtλ)x(t)− µt
∂F (x̃(t))

∂x

∥∥∥∥2

2

∣∣∣∣x(t)

]
+µ2

t

(
λ2(SA + SM‖x(t)‖22) + α2 + nSL

)
,

≤ E
[
‖η‖22 |x(t)

]
+ µ2

t

(
λ2SA + α2 + nSL

)
.

(20)

By Jensen inequality [20], we get that

E[‖x(t+ 1)‖2|x(t)] ≤
(
E[‖x(t+ 1)‖22|x(t)]

)1/2
.

(21)
Therefore, by (20) and (21), we get that

E[‖x(t+ 1)‖2|x(t)]

≤ E [‖η‖2 |x(t)] + µt
√
λ2SA + α+ nSL

≤ (1− µtλ(1− SM ))‖x(t)‖2

+µtE

[∥∥∥∥∂F (x̃(t))

∂x

∥∥∥∥
2

∣∣∣∣x(t)

]
+µt

√
λ2SA + α+ nSL.

(22)

The last inequality is due to Triangle inequality.
Note that

F (x + ∆x)− F (x)

∆xi
≤ |F (x + ∆x)− F (x)|

|∆xi|
,

where ∆x = (x1, · · · , xi−1, xi +
δxi, xi+1, · · · , xn)T . Recall that F (x) satisfies
the Lipschitz condition (4). By the Lipschitz
condition, we can get that

E

[∥∥∥∥∂F (x̃(t))

∂x

∥∥∥∥
2

∣∣∣∣x(t)

]

=

√(
∂F (x̃(t))

∂x1

)2

+ · · ·+
(
∂F (x̃(t))

∂xn

)2

≤
√
nK.

As a result, we can get by (22) that

E[‖x(t+ 1)‖2|x(t)] ≤ (1− µtγ)‖x(t)‖2 + µtκ1,
(23)

where

γ = λ(1− SM ),

κ1 =
√
λ2SA + α+ nSL +

√
nK.

Hence,

E[‖x(t+1)‖2] ≤ (1−µtγ)E[‖x(t)‖2]+µtκ1. (24)

Lemma 1 If 0 < µtγ < 1 for all t ≥ 0, E[‖x(t)‖2]
is b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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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of: Let κ2 = κ1/γ, we get the update of (24)

E[‖x(t+ 1)‖2] ≤ (1− µtγ)E[‖x(t)‖2] + µtγκ2.

Thus,

E[‖x(t+ 1)‖2]− κ2

≤ (1− µtγ)(E[‖x(t)‖2]− κ2)

≤
t∏

τ=0

(1− µτγ)(E[‖x(t)‖2]− κ2).

(25)

Since E[‖x(0)‖2] is bounded. 0 < µtγ < 1 im-
plies that

0 <
t∏

τ=0

(1− µτγ) < 1.

Therefore,

E[‖x(t+ 1)‖2]− κ2 < E[‖x(0)‖2]− κ2,

E[‖x(t+ 1)‖2] < E[‖x(0)‖2]. (26)

E[‖x(t)‖2] is bounded for all t ≥ 0. The proof is
completed. Q.E.D.

Lemma 2 With probability one, limt→∞ ‖x(t)‖2
exists.

Proof: We can define a random variable as follows :

β(t) = ‖x(t)‖2
∞∏
τ=t

(1− µtγ)

+κ1

∞∑
τ1=t

µτ1

∞∏
τ2=τ1+1

(1− µτ2γ).(27)

By Lemma 1, E[‖x(t)‖2] is bounded. It is clear that
β(t) ≥ 0. Now, we show that β(t) is supermartin-
gale. The expectation of β(t+ 1) ≥ 0 is given by

E[β(t+ 1)|β(t)]

= E[‖x(t+ 1)‖2|β(t)]
∞∏

τ=t+1

(1− µtγ)

+κ1

∞∑
τ1=t+1

µτ1

∞∏
τ2=τ1+1

(1− µτ2γ). (28)

By (23), we can get that

E[β(t+ 1)|β(t)]

≤ (1− µtγ)‖x(t)‖2
∞∏

τ=t+1

(1− µtγ)

+µtκ1

∞∏
τ=t+1

(1− µtγ)

+κ1

∞∑
τ1=t+1

µτ1

∞∏
τ2=τ1+1

(1− µτ2γ)

= ‖x(t)‖2
∞∏

τ=t+1

(1− µtγ)

+κ1

∞∑
τ1=t

µτ1

∞∏
τ2=τ1+1

(1− µτ2γ).

(29)

Clearly, the RHS of (29) is equal to β(t). Thus,
E[β(t+ 1)|β(t)] ≤ β(t) and

E[β(t+ 1)] ≤ E[β(t) ≤ · · · ≤ E[β(0)]. (30)

Next, we are going to show that E[β(0)] is finite.
As ‖mathbfx(0)‖ is finite, what we will show is
that the second term in the RHS of (29) is finite. Let

ξT = exp

{
−γ

T∑
τ2=0

µτ2

}
.

By the inequality that

ln(1− µtγ) ≤ −µt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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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τ1=0

µτ1

T∏
τ2=τ1+1

(1− µτ2γ)

≤
T−1∑
τ1=0

µτ1 exp

{
−γ

T∑
τ2=τ1+1

µτ2

}

= ξT

T−1∑
τ1=0

µτ1 exp

{
−γ

τ1∑
τ2=0

µτ2

}
= ξTµ0 exp{γµ0}

+ ξT

T−1∑
τ1=1

µτ1 exp {γµτ1} exp

{
γ

τ1−1∑
τ2=0

µτ2

}
≤ ξTµ0 exp{γµ0}

+ ξT exp
{
γmax

t
µt

} T−1∑
τ1=1

µτ1 exp

{
γ

τ1−1∑
τ2=0

µτ2

}
(31)

and

T−1∑
τ1=1

µτ1 exp

{
γ

τ1−1∑
τ2=0

µτ2

}

≤
∫ T̄−µT

µ0

exp(γx)dx

<

∫ T̄

0
exp(γx)dx.

(32)

where T̄ =
∑T

τ=0 µτ . From (31) and (32),

T−1∑
τ1=0

µτ1

T∏
τ2=τ1+1

(1− µτ2γ)

< ξTµ0 exp γµ0

+
exp{γmaxt µt}

γ

{
1− exp(−γT̄ )

}
.

(33)

Since limT→∞ ξT = 0,

lim
T→∞

T−1∑
τ1=0

µτ1

T∏
τ2=τ1+1

(1− µτ2γ)

≤ exp{γmaxt µt}
γ

. (34)

Finally, from (27) and the fact that ‖x(0)‖2 is fi-
nite, we get

E[β(0)] ≤ κ1
exp{γmaxt µt}

γ

and thus

E[β(t+ 1)] ≤ E[β(t) ≤ · · · ≤ E[β(0)] <∞.
(35)

By Martingale Convergence Theorem,
limt→∞ β(t) exists with probability one. By
(34), it is clear that the value of the second term in
(27) is bounded and positive.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or

∏∞
τ=t(1 − µtγ) associated with ‖x‖2 in (27)

is increasing with respect to t. Its value is positive
and bounded by one. Therefore, we can conclude
that limt→∞ ‖x‖2 exists with probability one. The
proof is completed.

As limt→∞ ‖x‖2 exists, there exists a bounded re-
gion Ω and t∗ such that x(t) ∈ Ω for all t ≥ t∗. Now,
we can state the convergence of (3) in the following
lemma and theorem.

Lemma 3 For all t ≥ t∗, there exists a bounded
region Ω and t∗ such that x(t) ∈ Ω; V⊗(x(t)) ≤
∞; and the eigenvalues of the Hessian matrix
∇∇xV⊗(x(t)) are all finite.

Theorem 2 (Convergence) For the learning algo-
rithm defined as (1) and x̃(t) is defined as (2), if
µt → 0,

∑
t µt = ∞ and

∑
t µ

2
t < ∞,then with

probability one limt→∞∇xV⊗(x(t)) = 0, where
∇xV⊗(x(t)) is given by (19).

Proof: Now, we expand V⊗(x(t + 1)) around x(t)
and get that

V⊗(x(t+ 1)) = V⊗(x(t)) +∇xV⊗(x(t))δx(t)

+
1

2
δx(t)T∇∇xV⊗(x(t))δx(t),

(36)

where δx(t) = x(t+1)−x(t). By Lemma 3, we can
let κ3 be the maximum eigenvalue of∇∇xV⊗(x(t))
for t ≥ t∗. By (36), we can get the inequality that

V⊗(x(t+ 1)) ≤ V⊗(x(t)) +∇xV⊗(x(t))δx(t)

+
κ3

2
‖δx(t)‖22.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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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Lemma 3, it is clear that ‖δx(t)‖22 is bounded for
all t ≥ t∗. We let this bound be κ4. As a result, we
can get that

lim
t→∞

E[V⊗(x(t))|x(t∗)]

≤ V⊗(x(t∗))−
∑
t≥t∗

µtE[‖∇xV⊗(x(t))‖22 |x(t∗)]

+
κ3κ4

2

∑
t≥t∗

µ2
t . (38)

It is clear from Lemma 3 that
limt→∞E[V⊗(x(t))|x(t∗)] and V⊗(x(t∗)) are all fi-
nite. Further from the condition that

∑
t≥t∗ µ

2
t <∞,

we can get that∑
t≥t∗

µtE
[
‖∇xV⊗(x(t))‖22 |x(t∗)

]
<∞.

By the condition that
∑

t≥t∗ µt = ∞, we can prove
by contradiction that

lim
t→∞

E
[
‖∇xV⊗(x(t))‖22 |x(t∗)

]
= 0

In the other word,

lim
t→∞
∇xV⊗(x(t)) = 0.

The proof is completed.

4. CONCLUSION

In this paper, we have presented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and convergence analyses of multiplicative
and additive noise on learning. The gradient vector is
corrupted with non-zero mean Langevin noise. The
energy functions of the gradient system with noise
has been released. We also show that with proba-
bility one the weight vector converge to a local mini-
mum of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ur result imply that,
with the multiplicative and additive noise on learn-
ing, two opposite effects exists, moving towards and
away.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ject AWN and MWN
simultaneously might not be improve 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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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母音諧波頻譜特性調適過度刪減因子改善增強藉由母音諧波頻譜特性調適過度刪減因子改善增強藉由母音諧波頻譜特性調適過度刪減因子改善增強藉由母音諧波頻譜特性調適過度刪減因子改善增強

語音之研究語音之研究語音之研究語音之研究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頻譜刪減法中，藉由過度刪減因子可以提高背景雜訊的移除能力；若該因子太大會造成嚴重的語音失真，相對的，若該因子太小則會產生過多的殘留雜訊，讓增強語音聽起來比較吵雜。本文利用諧波特性偵測母音，依據諧波特性調適 sigmoid(S)函式的斜率及轉移中心點，透過訊雜比對應 S函數的數值決定過度刪減因子的大小。在有母音的區段，S函數變化平緩，保留微弱母音成份，降低語音失真；在子音的區段，S函數變化增大，在訊雜比值較低的區段可以有效刪減雜訊，而在訊雜比值較高的區段則保留子音部分；在低訊雜比且無語音區段則幾乎完整消除音訊。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透過提高雜訊刪減量以及母音成份的保留，大幅提升頻譜刪減演算法的效能。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語音增強、雜訊抑制、頻譜刪減、諧波頻譜調適、過度刪減因子。 

Abstract         Spectral subtraction-based algorithms are 

simple and important techniques for speech 

enhance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noise removal, an 

over-subtraction factor is introduced. If the value 

of the factor is large enough, background noise 

can be efficiently removed; meanwhile enhanced 

speech suffering from serious speech distortion. 

On the contrary, plenty of residual noise exists 

when the value of over-subtraction factor is 

small, yielding enhanced speech sounding 

annoying to the human ear. How to defining the 

value of this factor is critical to the quality of 

enhanced speech.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mploy 

the harmonic properties of a vowel to define the 

value of over-subtraction factor by using the 

sigmoid function. This function map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value of over-subtraction 

factor and the input SNRs. The transition slope 

of sigmoid function is small for a vowel region, 

enabling a weak vowel to be reserved. 

Conversely, the transition slope for consonant 

and noise-dominant region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a vowel region. Only the spectrum with high 

SNR can be reserved, so background noise can 

be efficiently removed.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a spectral 

subtraction method by more reduction on 

background noise and more reservation on weak 

vowels.  

Keywords: speech enhancement, noise 

reduction, spectral subtraction, harmonic 

adaptation, over-subtraction factor.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語音增強的使用是隨處可見的，無論是錄音機、助聽器、麥克風擴音，甚至生活常見的個人手機，都需要語音增強的功能。而語音增強並非是將講者語音的訊號放大，而是透過降低背景雜訊，來突顯講者的語音。而語音增強系統中，估測雜訊與語音增強演算法是兩項極為重要的核心功能。本文的研究著重在語音增強演算法的部分，該演算法主要是進行刪除雜訊的處理，雜訊刪除量必須透過嚴謹的判斷來決定；若出現雜訊過度刪減的情形，會影響到講者語音的區段遭到刪除，導致語音失真，降低語音的可理解度；相對的，若雜訊刪除量太少，語音增強後的殘留雜訊太多，也會使整體語音的品質下降。 為了提升增強語音的品質，有許多研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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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先進的語音增強演算法[1]-[8]，Saadoune等人提出在知覺子空間中使用重建誤差的變異數調適技術 [1]來從事語音增強，該方法是以知覺 Karhunen-Loeve 轉換的方法為基礎進行改良，主要的改良方法就是透過重建誤差的變異數來選擇最佳主要元素，做為重建語音的依據，移除背景雜訊所對應的子空間，達到移除雜訊與改善子空間域語音增強系統效能的目的。Li 等人 [2]提出使用非負矩陣分解法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與
Kullback-Leibler 距離為測度，將矩陣分解為稀疏與低秩(low-rank)空間的矩陣，將受干擾語音信號的聲譜信號分類為語音(sparse, 稀疏矩陣)空間及雜訊(low-rank, 低秩矩陣)，該方法不需要任何的語音及雜訊的預先(priori)資訊便可以將語音聲譜解析，達到語音增強的效果。Yu 等人[3]提出使用矩形濾波矩陣在時域中實現語音增強，透過增強語音與濾波信號的
Pearson 相關係數平方值最大化，可以得到縮小秩(reduced rank)的溫納濾波器矩陣，並直接將該矩陣與受干擾語音信號相乘，便可以得到增強語音。Lu[4]提出了使用梳型濾波器重建諧波頻譜，並利用中值濾波器消除音樂型殘留雜訊。另外在語音增強系統中，很多研究使用訊雜比來改良語音增強演算法的效能[9]，不過也有些演算法使用聽覺遮蔽閾值曲線來增加語音增強系統的效能[5]。 在眾多語音增強的演算法中，頻譜刪減演算法具有簡單與高彈性的優點，其做法是將雜訊頻譜從受干擾的語音頻譜中刪除；而具彈性的特點是可以透過各種參數的介入，因應各種不同的情形去調整過度刪減因子，讓經過頻譜刪減演算法處理後的增強語音能夠有較少的語音失真，以及更佳的雜訊移除效果。近年來，對於頻譜刪減演算法也有許多人提出改善
[6][7]，許多方法是改善雜訊過度刪減因子的決定機制，Sukanya 與 Ananthakrishna[8]使用訊雜比值調適的過度刪減因子，移除背景雜訊，並且在靜音區段偵測殘留雜訊，調整其頻譜強度，防止音樂型殘留雜訊產生。也有研究嘗試在受干擾語音部分加入增強因子[10]來控制原始語音的強弱。 而許多使用過度刪減因子的語音增強演算法，幾乎沒考慮到語音變化的特性，本文提出的語音增強演算法則是考慮到語音的特性做參數調適。首先估測每個音框中的基頻諧波，以此來判斷母音是否存在，並用以調適
sigmoid 函數的變化；而過度刪減因子的決定

機制，將會以訊雜比值對應 sigmoid函數的數值來決定，在有母音存在的區段中，使 sigmoid函數變化平緩，即使在低訊雜比的區段一樣能有效的保留母音；而在子音可能存在的區段中，
sigmoid 函數變化會稍微增大，以此來嚴格刪除低訊雜比的雜訊，並且保留高訊雜比中可能存在的子音；另外在低訊雜比且無語音的區段中，則大幅刪除音訊，使得本文方法能有效的移除背景雜訊，提升增強語音的品質。 本文的其它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介紹說明頻譜刪減演算法與藉由母音諧波頻譜調適
sigmoid函數，以及決定過度刪減因子的方法，第三節為實驗結果，第四節為本文的結論。 

 

2. 藉由母音諧波頻譜特性調適過度藉由母音諧波頻譜特性調適過度藉由母音諧波頻譜特性調適過度藉由母音諧波頻譜特性調適過度

刪減因子改善增強語音刪減因子改善增強語音刪減因子改善增強語音刪減因子改善增強語音 使用過度刪減因子為基礎的語音增強演算法，雖然有良好的雜訊移除效能，但是很少考慮語音變化的特性，容易產生刪減過度，造成語音失真的情況，所以本文使用母音諧波頻譜的特性，調適過度刪減因子，達到提高頻譜刪減法的語音增強效能。 

 使用過度刪減因子的頻譜刪減演算法如式(1)，典型的頻譜刪減演算法，其過度刪減因子為固定值，亦即式(1)的 ),( ωα m =α 為固定值，且頻譜保留因子為零( β =0)，造成在語音區段有語音失真的情形；而雜訊區段則因為過度刪減時會使增強信號出現時而有音訊、時而沒有音訊的現象，亦即音樂型殘留雜訊，聽起來很吵雜。大多數改良型的頻譜刪減演算法，主要透過訊雜比值決定過度刪減因子，使其在有語音與無語音區段有明顯的變化，避免過度刪減的情況發生，讓整體音訊品質上升。而頻譜保留因子的部分也會給予適當的權重，雖然會有些微弱的背景雜訊存在，卻可以有效預防音樂型殘留的現象發生。 

 

2.1 透過諧波特性調適過度刪減因子透過諧波特性調適過度刪減因子透過諧波特性調適過度刪減因子透過諧波特性調適過度刪減因子 

 

    本文利用諧波頻譜來判斷每個音框中是否有母音存在，並以此來調適 sigmoid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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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式(1)之過度刪減因子 ),( ωα m 則透過訊雜比值對應 sigmoid函數的數值來決定，改善頻譜刪減法的效能， ),( ωα m 可以透過式(2)計算求得： 

[ ]

( )
)(),()(1/),( mcmm

ekm
−⋅−

+=
ωξλ

ωα  (2) 其中： k控制 ),( ωα m 的最大值； )(mλ 控制
sigmoid函數的轉移斜率； ),( ωξ m 為次頻帶的訊雜比值； )(mc 控制 sigmoid函數的轉移中心點。 

    在式(2)中， )(mλ 的數值主要控制 sigmoid函數的斜率，亦即曲線的變化程度，當有母音存在時， )(mλ 的數值為-0.1，此時曲線變化平緩，可以讓微弱的母音成分保留下來，不至於被刪除；而當目前區段沒有母音存在而且附近音框有母音成份時，有可能是子音區段，故
)(mλ 的數值設定為-0.5，此時的 sigmoid 函數的變化會稍微增大，使得低訊雜比的雜訊區段可以大量消除；相對的，高訊雜比值的區域可能為子音，因此得以保留；而在無母音存在，而且附近均沒有母音成份時，該區段極為可能是雜訊的區段，將 )(mλ 的數值設定為-10，此時無論訊雜比的值為何，都會盡可能的消除音訊。 )(mλ 的表示式如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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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wise ,    10-

1)Harmo( if,   0.5-

1)Harmo( if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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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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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λ

 
(3) 其中：Harmo(m)表示第 m個音框的強健諧波頻譜數量。 

    在式(2)中， )(mc 的數值控制 sigmoid函數的轉移中心點位置，一旦高於此值的訊雜比

值信號輸入時，sigmoid函數對應的過度刪減因子 ),( ωα m 數值會開始衰減，表示如此高的訊雜比值信號代表著可能有語音存在，不需要刪除太多的雜訊訊號。 

    接下來介紹如何依照當前音框是否有母音存的機制來決定 )(mc 的數值；若當前區段有母音存在時，則 )(mc 的數值降低，以便保留更多的母音成份；反之則將 )(mc 的數值增加，提高雜訊的刪除量。 )(mc 的數值如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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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otherwise, 20

1)Harmo( if, 10

1)Harmo( if ,  5

)(
2

-2t

tm

m

mc  (4) 

    圖 1呈現過度刪減因子 ),( ωα m 與輸入訊雜比值的對應圖，由該圖可看出：在有母音存在的區段中，sigmoid函數變化平緩，且轉移中心點的數值較低，即使是在低訊雜比的情況下，也可保留微弱母音成分；而在子音區段中，
sigmoid函數變化會稍微增大，轉移中心點 

 圖圖圖圖 1 過度刪減因子與輸入訊雜比值的對應過度刪減因子與輸入訊雜比值的對應過度刪減因子與輸入訊雜比值的對應過度刪減因子與輸入訊雜比值的對應圖圖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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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中： ),(ˆ
ωmS 為增強語音頻譜； ),( ωmY 表示受干擾語音信號頻譜； ),(ˆ

ωmD 代表雜訊估測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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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值向上提升，使得在低訊雜比的區段可以有效的刪除雜訊，而在高訊雜比的區段中則保留子音成分；另外在低訊雜比且無語音的區段中， ),( ωα m 的數值很大，故可以透過式(1)大幅刪除背景雜訊。 

 

2.2 母音偵測方法母音偵測方法母音偵測方法母音偵測方法 

 

 本節將介紹母音音框的偵測方法，首先將受干擾語音透過低通濾波器來取得 50~500Hz基頻(fundamental frequency)範圍的低通信號
)(nφ ，接著使用式(5)計算該低通信號的自相關函數 )(τ

φ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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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N

R τφφτ
φ

 (5) 其中：τ 是時間的偏移量，用以計算音高週期的位置。 由式(5)可以得知：當低通受干擾語音信號 )(nφ 作偏移相乘時，自相關函數的值會由高峰到低谷，再回到高峰處，而第二個高峰處即為擬尋找的音高週期位置。 為了精準取得音高週期，也可透過平均強度變化函數(average magnitude difference 

function,AMDF)求得，如式(6)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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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F  (6) 由式(6)可以得知：當低通受干擾語音信號 )(nφ 作偏移相減時，平均強度變化函數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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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 為了提高音高週期的鑑別度，可以將
)(τ

φ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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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ε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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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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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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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WAF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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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強度變化函數則出現極小值，將兩個函數分別置於分子和分母(如式(7))，利用分子和分母成反比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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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即可得到基頻 0F 的頻率估測值： 

0

0
T

N
F =  (8) 其中： 0T 代表音高週期。 

 使用式(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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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微調基頻頻率位置到 *

0F ： 

Bias
FFF 00

*

0 −=  (9) 其中： Bias
F0 為 0F 與實際頻譜峰值的頻率偏差量，可由式(10)計算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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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FlmF

tt
lF  (10) 其中： l表示母音音段索引； it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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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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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適當修正偏差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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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可以從低頻到高頻之間，尋找強健的諧波頻譜，當頻率逐漸提高時，如果相鄰的諧波頻率變化量太大，表示諧波頻譜開始不穩定，因此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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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示強健諧波頻譜的數量 r，亦即在頻率在
)( *

0ωω kc 與 ))1(( *

0ωω +kc 兩者之間變化劇烈時，就可以標示強健諧波頻譜的邊界，而 r的值為 k的最大值， )( *

0ωω rc 即為最後一個強健諧波頻譜。具有強健諧波的音框就是屬於母音音框，如式(12)： 



 ≥

=

otherwise , 0

1)( if , 1
)(

mr
mF

v
 (12) 其中： )(mF

v 為母音音框旗號； )(mr 為強健諧波頻譜數量。 

 

2.3 雜訊估測方法雜訊估測方法雜訊估測方法雜訊估測方法 

 本文使用的雜訊估測方法為最小控制遞回平均雜訊估測法[11]，雜訊估測頻譜可由式
(13)求得。利用諧波頻譜調適當前估測雜訊的音段長度[12]，根據每個音段母音是否存在，調整雜訊的更新音段長度 L，如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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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wise,    )(*

0)( , LL(m)

1)(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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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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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

mLr

mFif

mifL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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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14) 其中： 1L =24、 2L =10、 r =0.8。 

透過式(14)可在有母音存在的音框時增加更新雜訊音段的長度，讓估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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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語音的音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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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 

 在實驗過程中，語音受到各種類型的雜訊干擾，包括：白色雜訊、F16戰機駕駛艙雜訊(F16-cockpit)、直升機駕駛艙雜訊
(helicopter-cockpit)、工廠雜訊(factory)、雞尾酒會人聲雜訊(babble)以及汽車雜訊(car)等等，這些雜訊信號是摘錄自 Noisex-92雜訊語料庫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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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用相同的雜訊估測法[12]估測受干擾語音的雜訊，並進行本文語音增強演算法與其它頻譜刪減法的效能評估與比較。 表 1 呈現在各種雜訊環境中使用不同頻譜刪減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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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頻譜刪減法以及
Sukanya方法[8]，尤其在汽車、人聲、直升機座艙以及白色雜訊的干擾環境中，訊雜比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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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λαλλ  (13) 其中： ),( lmd

∧

λ 表示雜訊的功率頻譜； ),( lmY 為麥克風收音之頻譜； dα (0< dα <1)為平滑參數，其值設定為 0.95； ),(' lmp 表示譜在第 m 個音框的第 k 個次頻帶中，語音存在的機率( ),(' lmp

=0~1)，決定於 ),( lmY 中語音存在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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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1 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各種各種各種各種頻譜刪頻譜刪頻譜刪頻譜刪減法處理後的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比較表減法處理後的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比較表減法處理後的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比較表減法處理後的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比較表 

Noise SNR Method 

type 
(dB) 

PSS Sukanya  

[8] 

Proposed 

 0 3.55 6.23 7.92  
White  5 3.26 5.21 6.08  

 10 2.83 4.11 4.35  
 0 3.64 5.43 6.71  

F16 5 3.03 4.54 5.22  

 10 2.56 3.60 3.75  
 0 3.72 5.26 6.42  

Factory  5 3.16 4.40 4.97  
 10 2.60 3.46 3.49  
 0 3.62 5.50 6.95  

Helicopter 5 3.06 4.75 5.69  

 10 2.54 3.77 4.07  

 0 1.99 3.35 3.96  
Babble  5 1.53 2.67 2.97  

 10 1.26 2.10 2.15  

 0 6.52 7.67 10.97  
Car 5 6.15 7.45 10.29  

 10 5.28 6.51 8.21  

 

 圖圖圖圖 2 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a)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b)受白色雜受白色雜受白色雜受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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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典典典典型型型型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d)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Sukanya方法方法方法方法[8]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e)使用本文方法增強使用本文方法增強使用本文方法增強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後的語音後的語音後的語音。。。。 

 度大幅提升，證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大幅改善頻譜刪減法的效能。 圖 2、3呈現語音信號受白色雜訊以及 F16戰機駕駛艙雜訊干擾的語音信號(訊雜比值均為 0 dB)，比較各種不同類型的頻譜刪減法處理後的波形圖可以發現，本文的方法(如圖 2(e)、
3(e))可以有效的刪除背景雜訊(黑色橢圓標示

處)；相對的，在有語音的區段中，本文方法處理後的語音訊號不會造成嚴重的語音失真
(紅色橢圓標示處)，還能有效的刪除背景雜訊，提升增強語音信號的品質。 圖 4、5呈現受干擾語音信號經過不同頻譜刪減法的聲譜圖，本文的方法透過諧波頻譜與訊雜比值調適 sigmoid函數來取得過度刪減因子；由圖中可以看出本文方法能有效的刪除背景雜訊(黑色橢圓標示處)；相對的，在有語音的區段中，也能保留諧波的頻譜成份(紅色橢圓標示處)，即使是在高頻的微弱諧波也能保留，故本文的方法(如圖 4(e)、5(e))無論在消除背景雜訊或者諧波頻譜的保留效能表現，均優於其他類型的頻譜刪減演算法(圖 4(c)、4(d)、
5(c)、5(d))。 

 

 圖圖圖圖 3 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語音波形圖；；；；(a)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b)受受受受 F16座座座座艙雜訊干擾的語音艙雜訊干擾的語音艙雜訊干擾的語音艙雜訊干擾的語音，，，，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 0 dB；；；；(c)使使使使用用用用典型典型典型典型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d)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Sukanya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8]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e)使用本文使用本文使用本文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方法增強後的語音方法增強後的語音方法增強後的語音。。。。 

 

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利用基頻諧波調適 sigmoid函數，根據音框中及其附近是否有母音來調整 sigmoid函數的斜率以及轉移中心點位置；在母音區段中，sigmoid的函數變化較平緩，且轉移中心點數值較低，保留較多低訊雜比的微弱母音成分；而在子音區段中，sigmoid函數變化稍微增大，轉移中心點的數值向上提升，可在低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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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比區域有效的刪除雜訊，並且在高訊雜比的區段中保留子音成分，確保增強語音的可理解度；另外在低訊雜比且無語音的區段中，過度刪減因子的數值會很大，使得頻譜刪減法能大幅刪除背景雜訊。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提升頻譜刪減法的雜訊移除能力，有效降低殘留雜訊，同時不會對語音成份過度刪減，有效提升頻譜刪減法的語音增強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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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ime (Sec)  圖圖圖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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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白色雜受白色雜受白色雜受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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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典典典典型型型型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d)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Sukanya方法方法方法方法[8]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e)使用本文方法增強使用本文方法增強使用本文方法增強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後的語音後的語音後的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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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ime (Sec)  圖圖圖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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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受受 F16戰戰戰戰機駕駛艙機駕駛艙機駕駛艙機駕駛艙雜訊干擾的語音雜訊干擾的語音雜訊干擾的語音雜訊干擾的語音，，，，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0 dB；；；；
(c)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典型典型典型典型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頻譜刪減法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d)使使使使用用用用 Sukanya 方法方法方法方法[8]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e)使用本使用本使用本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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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輪廓與雙目視覺的固態物體三維重建 

 

 

摘要 

 
三維重建在許多領域中都有重要的應用，

而昂貴的設備卻使其無法普及化，本論文提出

了一個低成本的三維重建方法，成功結合了輪

廓法與雙目視覺的優點，也克服立體匹配易受

到低紋理與重複紋理影像影響的困擾。實驗結

果證明，本論文的方法在整體誤差上較輪廓法

與雙目視覺小。 

關鍵詞：電腦視覺、輪廓法、雙目視覺、立體

匹配、三維重建。 

 

Abstract 
 

3D image reconstruction has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many fields, but it’s   

expensive equipment causes it is hard to apply 

universally.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method 

for 3D reconstruction on low cost equipment, 

which combines advantage profile method 

and binocular vision, and overcomes stereo 

matching in low-texture and symmetrical-

texture image sensitive area.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e proposed method overcomes 

the contour method and binocular vision in the 

overall error. 

Keywords: Computer vision; Profile method;  

Binocular vision photogrammetry;  Stereo 

matching; 3D reconstruction. 

 

1. 前言 
隨著時代的演進，電腦視覺技術已經從傳

統的二維平面影像逐漸發展到三維空間的立

體影像。三維影像的發展使人們可以在螢幕上

看到具有立體感的影像，使得物體更具真實性。

而其構成三維影像的三維重建技術在電腦視

覺技術中是困難且重要的一門課題，這個技術

可以運用在許多領域中，例如：建築展示模型、

3D 電影、3D 遊戲，在目前發展迅速的電子商

務中，商品的真實性顯得尤其重要，而三維影

像的出現可提供更全面且真實的物體訊息，商

品展示方式在不遠的未來將被三維立體的方

式取代，由此可見，在未來的市場中三維重建

的重要性[1]。 

近年來隨著三維雷射掃描儀的發展，目前

其精準度已經可以達到毫米的等級，但其價格

卻使人卻步。為了使三維重建技術得以普及化，

前人提出基於影像的三維重建方法，例如：輪

廓法、立體視覺法等，相較於三維雷射掃描儀，

在成本上降低了許多。 

在基於影像的三維重建中，輪廓法與立體

視覺法各有特點，在輪廓法中屬於物體的部分

可以被完整的保留，但部分不屬於物體的部分，

因為不存在影像的物體輪廓線上而被判定為

物體，而立體視覺法在物體特徵獨特且明顯的

部分有良好的效果，但在於重複或者是特徵不

明顯的部分可能出現嚴重的偏差[2]。 

在本論文中提出了兩種三維重建方法的

結合，通過底座圓盤定位相機焦點與圓盤中心

的相對位置，用於提高輪廓法的準確性，通過

兩台相機的投影關係提高立體匹配準確性。實

驗證明，所以提出的方法有提高其三維重建準

確度。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如下：在第二章介紹在

三維重建中運用的基本技術，在第三章詳細介

紹提出的方法，在第四章比較輪廓法、立體視

覺法與本論文的方法的三維重建準確性，最後

為本論文的結論與未來工作。 

 

2. 基本理論原理 
為了使用電腦視覺技術完成物體的三維

重建，本論文參考了一些前人所提出的技術，

主要可分為四大部分，輪廓法，立體視覺匹配、

雙目立體視覺技術與三維重建技術，在本章節

中將會對這些技術進行較簡要的介紹： 

 

2.1 輪廓法 

輪廓法是使用一系列的物體輪廓完成三

維重建的方法，在針孔成像原理中，物體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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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位置將會隨其深度等比例放大，如下圖一

所示，在獲得物體在各個角度中所拍攝的影像

後，經過影像處理技巧去除背景取得輪廓，而

在各個角度中物體可能存在位置的交集範圍

即是物體的三維重建，重建成效受限於物體表

面在影像輪廓線上的覆蓋率[3]。 

 
圖一 相機投射示意圖。 

 

2.2 立體視覺匹配技術 

目前主流的立體視覺匹配分為兩種：區域

立體匹配和全域立體匹配，區域立體匹配的運

行速度較快但匹配精準度較低，全域立體匹配

的運行速度較慢但匹配精準度較高，隨著硬體

設備的進步，未來的主流將為全域的立體匹配

方法。而在立體匹配中，通常使用每一個點的

特徵來做比對，例如：亮度、顏色值、Harris 角

點、SIFT 特徵點、SURF 特徵點，但是對於整

體的正確性較差[4]。 

 

2.3 雙目立體視覺技術 

 
圖二 雙目視覺基本原理。 

 

雙目立體視覺技術，使用兩台性能相同且

位置固定的相機，獲取同一景物的兩幅影像，

雙目立體視覺模型如圖二所示，假設在歐基里

斯空間中點 𝐴(𝑥, 𝑦, 𝑧) 為物體位置，其在左右

相機𝐶𝑙和𝐶𝑟中的投影點為al和ar，相機𝐶𝑙與𝐶𝑟的

焦點為𝑂𝑙和𝑂𝑟，則物體位置𝐴(𝑥, 𝑦, 𝑧)可以被表

示為𝑂𝑙𝑎𝑙
 ⃡       與𝑂𝑟𝑎𝑟

 ⃡        的焦點[4]。 

 

2.4 三維重建技術 

三維重建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一種三維物

體能被電腦所表示和處理的方法，其主要方法

為使用二維影像通過數學計算的方式還原其

三維資訊，在 3D 印表機中通常使用 STL 格式

儲存，以三角網格的方式表示物體表面，如圖

三所示。 

 
圖三 三角網格示意圖。 

 

3. 研究方法 
三維重建之輪廓法可以簡單的取得成效

良好的三維影像，但當物體表面不在輪廓上的

部份，重建後將無法正確的呈現，而基於雙目

視覺的三維重建方法是使用兩台相機同時拍

攝來獲得具有視差的兩張影像，取得影像後使

用雙目視覺技術計算物體的深度影像，最後使

用多張不同角度的深度影像進行三維重建，其

缺點為在立體匹配部分容易受到影像中低紋

理與重複紋理的影響，導致其最終重建結果的

不準確。 

本論文提出了新的三維重建的方法，考量

了輪廓法的構成的三維影像必大於或等於實

際物體的特點，改良了雙目視覺在匹配上不準

確所造成在三維重建上的缺點，達成更良好的

三維重建的效果，以下將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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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理論模型 

輪廓法需至各角度拍攝物體，在實作上除

了建置環場軌道相機外，另外也可以使用手動

或自動的電子轉盤達到相同效果，而基於雙目

視覺技術，本論文需要使用到兩台相機，其示

意圖如圖四所示。 

 

圖四 架構示意圖。 

 

物件放在轉盤中央，固定兩台相機，基於

雙目視覺技術，將相機放在成像相同平面只有

水準方向上的位置有差距。 

 

3.2 相機焦點定位 

 
圖五 相機焦點在歐基里斯空間的示意圖。 

 

 假設底座圓盤中心在歐基里斯空間的原

點位置，如圖五所示，其中𝑓為相機焦距，𝐼𝑐為

成像平面𝐶的中心，𝑃為圓盤中心在成像平面上

的投影點，𝑏𝑟為底座半徑，𝑤為底座在影像中投

影的寬度，相機焦點位置𝐹(𝑥, 𝑦, 𝑧)在歐基里斯

空間可以用公式(1)求得： 

𝐹 =  𝑃𝐹      ×
2𝑏𝑟

𝑤
                                                      (1) 

 

𝑃𝐹      為底座中心在影像中的投影點到相機

焦點的向量。 

為了計算相機的傾斜角度本論文將轉盤

進行二值化處理，如圖六所示。 

 
圖六 二值化結果。 

 

其中𝐼𝑐為影像中心，𝐼𝐻與𝐼𝑊分別為圓盤在

影像中的長與寬，𝐶𝑐為圓盤在影像中的中心位

置，𝐷𝐻為𝐼𝑐與𝐶𝑐的垂直距離，則相機對X軸的傾

斜角度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𝑋𝜃 = 𝑐𝑜𝑠−1
𝐼𝐻
𝐼𝑊

+ 𝑡𝑎𝑛−1
𝐷𝐻

𝑓
 −

𝜋

2
                     (2) 

 

3.3 旋轉後相機焦點位置 

物體與相機的相對位置，假設轉盤旋轉角

度為𝜃，則旋轉後相機焦點位置可以表示為[6]： 

𝐹𝜃  =  [𝐹𝑥 𝐹𝑦 𝐹𝑧]  ×  [
𝑐𝑜𝑠 𝜃 0 𝑠𝑖𝑛 𝜃

0 1 0
−𝑠𝑖𝑛 𝜃 0 𝑐𝑜𝑠 𝜃

]       (3) 

 

3.4 深度圖 

在未經過外極線校準的影像中，假設左右

影像大小為𝐼𝑙𝑤 × 𝐼𝑙ℎ與𝐼𝑟𝑤 × 𝐼𝑟ℎ，則立體匹配的

計算複雜度為O(𝐼𝑙𝑤𝐼𝑙ℎ𝐼𝑟𝑤𝐼𝑟ℎ)，但通過左右影像

的投影關係可降低其尋找範圍，令其計算複雜

度下降為O(𝐼𝑙𝑤𝐼𝑙ℎ𝐼𝑟𝑤)，其中左右影像的投影關

係如下圖七所示。 

 
圖七 投影：(a)為左影像的一點。(b)為左影像

一點在右影像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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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SAD 匹配演算法找尋最相似點，建

構深度影像，SAD 匹配公式可以表示為[7-9]：  

∑ |𝐼𝑙(𝑥𝑙 + 𝑖, 𝑦𝑙 + 𝑗)

(𝑖,𝑗)∈𝑊

− 𝐼𝑟(𝑥𝑟 + 𝑖, 𝑦𝑟 + 𝑗)|                (4) 
 

其中𝒘為搜尋遮罩，遮罩越大匹配準確度

越高，但是前景放大效應也越強，(𝒙, 𝒚)為影像

座標。 

 

3.5 參數需求與系統流程圖  

 
圖八 系統流程圖。 

 

在三維重建中要制定的必要參數將在表

一中列出[9]。 

表一 參數制定 

參數 描述 

𝒇 相機的焦距(cm) 

𝑺 在成像平面上每一個圖元的距離

(cm) 
𝒓 轉盤的半徑(cm) 

 

系統流程如圖八所示，其中在立體空間建

構時 A 的初始值為 1，B 的初始值為 0，在深

度圖投影到立體空間時大於深度為 2 小於深度

為 1，三維成像結果將由閥值φ決定。 

 

4. 實驗 

4.1 實驗設置 

在軟體方面本論文使用 MATLAB 為系統

開發工具，在硬體設備中，本論文使用兩台智

慧型手機 Amazing A8 為拍攝工具，拍攝照片

尺寸為3120 × 4160 / pixel，轉盤尺寸為半徑

12.5 cm，轉盤每旋轉 10 度拍攝一張照片，總

共拍攝 72 張。 

 

(a) 小小兵玩具 

 

(b) 測試積木 

圖九 (a)小小兵玩具。(b)測試積木。 

相機與轉盤參數設定為，𝑓 = 0.04 ， 𝑠 =

 0.0000109462578305308，𝑟 = 12.5 ，圖九(a)

為小小兵玩具，φ = 45，圖九(b)為17 × 17 ×

68 mm 的木塊，φ =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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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實驗結果與性能比較 

 
圖十 小小兵三維重建 

 

在圖十中呈現對測試物體(a)的三維重建

結果，結果顯示本論文提出的方法可達到良好

的重建效果，為了進行性能的比較，本論文使

用測試物體 B 來比較輪廓法、雙目立體匹配與

本論文提出的方法，三維重建結果如下圖十一

所示。 

 

(a) 標準圖 

 

(b) 輪廓法 

 

(c) 雙目立體匹配 

 

(d) 本文的方法 

圖十一 立體成像：(a)標準圖。(b)輪廓法。(c)

雙目立體匹配。(d)本論文的方法。 

 

圖十一(a)為標準圖，從圖十一(b)中可以看

出積木上方因為拍攝死角而隆起，從圖十一(c)

中可以看出使用雙目立體匹配所導致的嚴重

要凹凸不平的偏差，在圖十一(d)中可以看出其

有效修正拍攝死角造成的隆起與凹凸不平的

現象，而三維影像的實際誤差將會在表二中列

出。 

表二 相對於標準圖的正負誤差(𝑚𝑚3) 

  輪廓法 雙目匹配 本文的方法 

- 0.00 161.12 161.12 

+ 2095.70 6079.25 1085.45 

總共 2095.70 6240.37 1246.57 

 

 從表二中可以看出在輪廓法的三維影像

結果一定包含實際影像，而本論文提出的方法

在於總誤差的表現是最好的。 

最後本論文比較在不同閥值下雙目立體

視覺與本論文的方法的誤差，結果將在表三中

列出。 

表三 在不同閥值得誤差情況 

  雙目立體匹配 本文的方法 

𝛗 = 𝟑𝟓  21791.20 2095.70 

𝛗 = 𝟒𝟎  17638.30 2095.70 

𝛗 = 𝟒𝟓  13855.55 2092.84 

𝛗 = 𝟓𝟎  10117.026 1926.71 

𝛗 = 𝟓𝟓  6240.37 1246.57 

𝛗 = 𝟔𝟎  4382.67 2109.16 

𝛗 = 𝟔𝟓  7783.34 7063.99 

𝛗 = 𝟕𝟎  14426.40 14380.52 

 

 從表三中可以看出在不同閥值下本論文

的方法都優於雙目立體匹配。 

 

5. 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論文提出了一個有效提升輪廓法與雙

目立體匹配在三維重建上的性能表現的方法，

在本方法上對於其他輪廓法與雙目立體匹配

得改良方法有良好的相容性，在雙目立體匹配

上，本論文不需要對影像進行外極線校準即可

進行立體影像匹配，實驗結果表明，該方法有

效改良輪廓法與雙目立體匹配。在未來的研究

中，本論文考慮到智慧型手機通常只有單一鏡

頭，在未來工作中會將相機數量減少至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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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轉盤旋轉的前後關係計算相機像對位置，

從而使用單相機完成三維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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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在光網路上的節能路由機制 
 

 

 

摘要 
 

近年來人們對於網路的需求日益增加，使

得光網路的分波多工技術變得越來越重要。對

於電信業者來說，傳統的路由配置方法(例如：

最短路徑)會使需求分散至各個鏈路，這會使多

數的設備都處於活躍狀態，而導致設備的能源

成本增加，因此電信業者的營運支出也會相對

的跟著增加。  

為了解決能源消耗的問題，我們利用了電

力感知(Energy aware)的路由配置及調整波長

的方式，去了解波長資源與能源消耗之間的關

係。我們發現使用電力感知的路由配置比傳統

的路由配置方法可以節省更多的電力。此外，

配合波長的調整，更能節省掉將近 40%的電力

消耗。 

 

關鍵詞：節能光網路、能源消耗。 

 

Abstract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WDM) 

network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since the demand traffic has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For telecom operators, traditional routing 

configuration (e.g, shortest path) disperses the 

demand to various links and causes most of the 

network devices activated. Hence the operating 

cost of telecom operators will be increased.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velength of resource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we propose the energy-aware routing 

configuration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wavelengths. We confirme that using energy-

aware routing configuration can save more power 

than traditional routing configuration. And 

adjusting the wavelengths can save nearly 40%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Keywords: Energy-efficient networks, Energy 

consumption. 

 

1. 前言 
由於現今社會的快速發展，人們對於行動

通訊的需求以及視訊服務的品質越來越高，從

早期的電子郵件、檔案傳輸，到現今的行動網

路(Mobile Network)、雲端服務(Cloud Service)、

高解析度(UHD)影音、物聯網(IoT)等等，這些

服務都是需要依靠大量的網路流量才能順利

的運作。根據全球網路設備廠商 Cisco 的網路

指標預測，手機通訊流量將從 2014 年的

2.5EB(Exabytes)增加至 2019 年的 24.3EB，成

長了將近十倍，如圖 1。而全球網際網路通訊

協定(IP)的全年數據流量將從 2014 年至 2019

年間從 59.9Exabytes 增加至 168Exabytes，總共

成長了 3 倍[2]。 

 

圖 1 全球每月行動數據流量預測[2] 

為了能更有效的增加傳輸速率，我們就需

要運用到多工的技術，而多工技術又可分為分

時多工技術(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 TDM)

技術與分波多工技術 (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 WDM)兩種，但因為分時多工的

特性未能充分利用光纖的頻寬，而分波多工可

將 多 個 不 同 頻 段 的 頻 寬 利 用 多 工 器

(Multiplexer)耦合在同一條光纖上傳輸，使頻寬

的使用量能夠大幅的提升，因此分波多工技術

會比分時多工技術更能滿足現今的網路需求。 

物聯網的崛起帶動了許多技術的發展與

應用，但相對的也帶來了網路流量增加的問題，

對於電信業者來說骨幹網路的通訊量增加，會

使的網路設備(例如:路由器、光交換器、光放大

器、光塞取多工器、光多工器與光解多工器) 的

張弘毅 黃莉軒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leorean@nkfust.edu.tw u0324820@nkf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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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成本增加，因此能源效率的問題就變得非

常重要。然而依研究指出，2009 年時全球因為

網路設備所花費的電力，相當於全世界所花費

的電力的 1%[3]。而綠色和平組織在 2014 年出

所發表的報告也顯示了台灣從  2011 年到 

2013 年，資通訊產業的機房耗電量就成長了 

10.4%[1]。由此可知全球網路的快速發展不僅

帶來了網路頻寬不足的問題，也帶來了龐大的

能源消耗問題。 

因此本文將著重在節能這個議題，在「資

本支出」( Capital Expenditure, CAPEX ) 與「營

運支出」( Operating Expenditure, OPEX )[4]間

做取捨，資本支出指的是會折舊的長期資產例

如辦公桌椅、影印機、電腦主機、螢幕等等，

這裡則表示網路設備與波長資源；營運支出指

的是持續性的消耗支出例如文具用品、人事費

用、維修保養費用等等，這裡則表示網路設備

的電力消耗。本研究希望藉由最佳化軟體模擬

不同的網路拓樸，最後再經由調整波長數目的

方式來達到省電的效果，希望能透過研究結果

去瞭解波長資源與電力消耗之間的關係。 

 

2. 節能模式 
網路設備中的三大耗能設備分別為光多

工/解多工器、光放大器及光交接器，而這三種

光網路設備卻是光纖網路中不可或缺的基礎

設備，因此如何使設備能夠耗費最少的電力及

是節能的重點所在。設備的節能方法可分為電

源節能模式與調整路由節源模式兩種。 

 

2.1 電源節能模式 

網路設備的耗電量取決於設備的工作模

式(Operation modes)，而工作模式又可被分為三

種模式如表 1 設備工作模式[5]。分別為關機

(Off)、睡眠模式(Sleep mode)及活躍模式(Active 

mode)三種狀態，這種通用的電力模式能夠被

應用在網路設備中，例如光放大器、交換器、

光交接器。 

在三種工作模式中關機所消耗的電力為

零，所以將設備關機所能夠節省的電量為三種

模式中最多的一個，但是當設備處於關機狀態

時會完全的在網路中斷線，因此如有緊急需求

需要再增加一台設備時，設備會因為需要經過

開機的過程而無法馬上被使用；睡眠模式表示

為一個低功率及非活躍的狀態，它的電力消耗

少到幾乎可以被忽略(negligible)，所以將設備

設為睡眠模式所能節省的電力僅次於將設備

關機，但是它比關機模式更能夠被彈性的運用，

因為處於睡眠模式的設備能夠在被觸發時立

即切換為活躍模式，並且能快速的恢復正常的

運作，因此可以被當作備援設備使用；活躍模

式就表示正常運作的設備，全部的功能皆能在

活躍模式下以正常的狀態運作，一台設備的電

力消耗可以被分為設備開機就一定會耗費的

固定功率(fixed power)及因為接收或發送光路

徑所耗費的變動功率(proportional power)這兩

種，這兩者相加即為一台設備的電力消耗，因

此活躍模式的電力消耗是三個模式中最多的。 

表 1 設備工作模式[5] 

模式 功用 電源消耗 

關機 無任何效用 無功率消耗 

睡眠模式 觸發時可即時

切換至活躍模

式 

微小到可被忽

略的功率 

活躍模式 全部功能皆可

正常運作 

固定功率+變動

功率 

 

2.2 調整路由節源模式 

除了利用設備的電源模式做為節能的方

法之外，還能利用設定路由的方式使路由集中

至某幾條已使用的鏈路上，這樣就能配合電源

節能模式將未使用的鏈路設定為關機模式或

睡眠模式，以達到節能的目的。例如文獻[6]就

提出了一個網路模型，此模型將網路分為接入

網路、城域網路及核心網路三個區域，在分別

針對各區域施以不同的線路規劃，以達到省電

的功效。此外本節也整理了以下兩種以調整路

由的方式來達到省電目的的節能方案： 

(1) 差異化 QoP 保護方案 

差異化 QoP 保護方案可被分為 C1~C4 四

種等級，在光塞取多工器中電力感知保護模式

分成最大的保護(C1)到盡力的保護(C4)，如表 

2。假設有一個路徑被分配到 C1 等級，但他的

容量沒有被充分利用(40Gb/s 只用了 15Gb/s)，

這時就可以將低層級的保護路徑升級到這條

C1 上，這樣不僅能讓低層級的路徑獲得更好的

保護效果，也能節省更多低層級路徑所耗費的

多餘電力消耗[7]。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376



表 2 QoP 保護分級[7] 

分級 描述 

C1-最大保護 重複轉發，會以最快的時間恢

復 

C2-高度保護 單一轉發 

C3-中等保護 與其它路徑共享保護路徑，單

一轉發 

C4-不受保護 盡力而為 

 

(2) 電力感知共享備援機制 (Energy-aware 

shared backup protection, EASP) 

文獻[4]提出了電力感知共享備援機制與

沒有電力感知的共享備援機制比較，它結合了

電源節能模式與調整路由節源模式，路由方法

是盡量使用已使用的鏈路，再將多餘的設備設

定為關機或是睡眠模式，以達到省電的效果。

圖 2 及圖 3 分別顯示出了兩種路由方式，圖

中有兩個從節點 1 至節點 4 的連線需求，圖 2

的目的為最小化各鏈路的負載及最大化備用

路徑的共享率，因此配置結果選擇了 1-2-5-8 與

1-4-7-8 兩條路徑，兩條路徑的負載都是 1，且

兩條主要路徑一起共用同一條備用路徑鏈路

(1,4)；圖 3 利用了共享路由的方式，目的是將

多餘的電力消耗降到最低，且提高該路徑的負

載，因此路由結果是將兩條需求都路由至 1-2-

5-8 路徑上，因此 1-2-5-8 的負載為 2，這個路

由方式就可以將鏈路 1-4、鏈路 4-7 及鏈路 7-8

與節點 4 及節點 7 設為關機模式，以節省多餘

的電力消耗。 

 

圖 2 非電力感知共享備援機制[4] 

 

圖 3 電力感知共享備援機制[4] 

 

3. 節能路由設計 
本文參考了文獻[4]所提出的電力感知共

享備援機制，保留了網路設備的路由方式，設

計出了一套節能的路由的線性規畫模式，利用

波長的分配與調整波長的方式，使設備的使用

率降到最低，以達到節能的目的。 

 

3.1 運作流程 

假設現在有 2 個節點 1 至節點 4 的連線需

求 R1 及 R2，首先如圖 4 所示，有一個節點 1

到節點 4 的圖，每條鏈路的波長皆為 1，因此

在波長為 1 的情況下需求 R1 使用了鏈路(1,2)

及鏈路(2,4)，當輪到要路由需求 R2 時鏈路(1,2)

及鏈路(2,4)的容量都被 R1 占用了，因此需求

R2 只好使用鏈路(1,3)及鏈路(3,4)，所以在這個

情況下所有的節點皆會處於開機狀態，只有鏈

路(1,3)沒有被使用到，因此只有鏈路(1,3)上的

網路設備可以將其設為關機模式。 

 

圖 4 每條鏈路皆有 1 條波長 

現在藉由調整鏈路波長，將每條鏈路的波

長都增加到 2 條，如圖 5，因此在波長為 2 的

情況下，需求 R1 及需求 R2 皆可以使用鏈路

(1,2)及鏈路(2,4)，而此時沒有使用到的節點 3

和鏈路(1,3)、鏈路(3,4)及鏈路(1,3)上的網路設

備就可設定為關機模式，以節省整個網路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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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消耗。 

 

圖 5 每條鏈路皆有 2 條波長 

 

3.2 能源計算 

在我們的模擬環境中，能源的計算方式參

考了文獻[4]中設備的功率消耗假設，假設一顆

放大器需要花費 9 瓦的電力、一個節點需要花

費 150 瓦、使用了一條波長的交換器會需要花

費 1.757 瓦，而使用中節點的電力消耗＋使用

中的放大器的電力消耗＋交換器的電力消耗，

這三組數字加總後即為總網路的電力消耗。一

條鏈路中放大器的數量是以路徑長度/80km 取

地板函數後，再加 2 來計算，加 2 的原因是路

徑的頭尾兩端分別設有一顆放大器。交換器的

電力消耗是以該鏈路的波長使用率*使用了一

條波長會花費的電力來做計算。 

最後要計算的網路拓樸以 3.1 小節中的圖 

5 為例，圖為一個節點 1 至節點 4 的網路拓樸，

節點 1 至節點 2 和節點 1 至節點 3 的距離皆為

90km，節點 2 至節點 4 及節點 3 至節點 4 的距

離皆為 180km，節點 1至節點 4的距離為 350km。

此網路所需的放大器計算結果如圖 6，鏈路

(1,2)及鏈路(1,3)上分別設有 3 台放大器、鏈路

(2,4)及鏈路(3,4)上分別設有 4 台放大器，而鏈

路(1,4)上則是設有 6 台放大器，而因為圖 5 中

有被使用到的鏈路僅有鏈路(1,2)及鏈路(2,4)，

因此只有鏈路(1,2)及鏈路(2,4)這兩條鏈路上的

網路設備會被計算到電力消耗，在圖中關機狀

態的放大器以白色三角形表示，處於活躍狀態

的放大器以黑色三角形表示。 

 

圖 6 能源計算結果 

計算完活躍狀態的放大器數量後，就可

以得知放大器的電力消耗為 9(瓦)*7=63 瓦；

活躍中的節點有節點 1、節點 2 及節點 3，因

此節點的電力消耗為 150(瓦)*3=450 瓦；鏈

路(1,2)及鏈路(2,4)分別使用了兩條波長，因

此交換器的電力消耗為 1.757(瓦)*4=7.028

瓦，最後全部加總結果為 520.028 瓦，這就

是整個網路設備的能源消耗。 

 

3.3 符號及限制式 

我們利用以下的規則去定義了限制式中

所會用到的符號：以(s,d)表示來源節點到目的

地節點，以(x,y)表示物理鏈路中的路由。為了

要描述數學模式及定義問題，我們利用符號制

定了以下的固定參數及變動參數。 

(1) 固定參數 

 𝐺(𝑁, 𝐸)：實體拓樸Ｇ是由數個點集合Ｎ

及數條線集合Ｅ所組成。 

 𝑊：每條鏈路中最大的波長數量。 

 𝑑𝑥𝑦：在實體鏈路 x與 y之間相對應的

距離長度(單位為公里)。 

 𝐷：從需求 s到需求 d之間的連結(光路

徑)需求𝜆𝑠𝑑。 

 𝜖𝑠：在一個節點中光交換設備對於每條

波長的功率消耗。 

 𝜖𝑎：一台放大器的功率消耗。 

 𝐴𝑥𝑦：在鏈路 與鏈路 之間放大器的

數量，計算公式如下：𝐴𝑥𝑦 = 𝑑𝑥𝑦 /

 80𝑘𝑚 + 2。 

 𝑎𝑥𝑦：放大器在鏈路(𝑥, 𝑦)上的功率消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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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𝑛𝑖：在節點 i上活躍設備的能源消耗。 

 𝑀：一個足夠大的常數 M，計算公式如

下：𝑀 = 2 × 𝑊 × |𝐸|。 

 

(2) 變動參數 

 𝑝𝑥𝑦：鏈路(𝑥, 𝑦)上光路徑的波長數量。 

 𝑝𝑥𝑦
𝑠𝑑：需求 s到需求 d之間經過(𝑥, 𝑦)鏈

路的數量。 

 𝑙𝑥𝑦：(𝑥, 𝑦)鏈路上的波長有被使用

𝑙𝑥𝑦=1，沒有被使用則𝑙𝑥𝑦=0。 

 𝜙𝑖：節點 i有被波長傳入或傳出使用時

𝜙𝑖=1，沒有使用則𝜙𝑖=0。 

 𝐸𝑛𝑒𝑟𝑔𝑦：表示整個網路拓樸的電力消

耗。 

 

(3) 目標式 

𝑀𝑖𝑛𝑖𝑚𝑖𝑧𝑒     𝐸𝑛𝑒𝑟𝑔𝑦  (1) 

(4) 限制式 

∑ 𝑝𝑥𝑘
𝑠𝑑

𝑥∈𝑁

− ∑ 𝑝𝑘𝑦
𝑠𝑑

𝑦∈𝑁

= {
𝜆𝑠𝑑  , 𝑘 = 𝑑

−𝜆𝑠𝑑 , 𝑘 = 𝑠
0 , 𝑘 ≠ 𝑠, 𝑑

   

∀𝑘, 𝑠, 𝑑 ∈ 𝑁 (2)  

𝑝𝑥𝑦 = ∑ 𝑝𝑥𝑦
𝑠𝑑

(𝑠,𝑑)∈𝐷

       ∀(𝑥, 𝑦) ∈ 𝐸  (3) 

𝑝𝑥𝑦 ≤ 𝑊         ∀(𝑥, 𝑦) ∈ 𝐸 (4) 

𝑀 ∙ 𝑙𝑥𝑦 ≥ 𝑝𝑥𝑦     ∀(𝑥, 𝑦) ∈ 𝐸 (5) 

𝑀 ∙ 𝑛𝑖 ≥ ∑ (𝑝𝑥𝑖 + 𝑝𝑖𝑥)

∀(𝑥,𝑖)∈𝐸

     ∀𝑖 ∈ 𝑁 (6) 

目標式(1)最小化能源(Energy)的消耗。限

制式(2)為限制需求 s 到需求 d 經過的節點中，

起始節點 s所流入的需求會等於−𝜆𝑠𝑑，終點節

點 d所流入的需求會等於𝜆𝑠𝑑，而中間節點因為

流入的需求會等於流出的需求，因此中間節點

的需求數量會等於 0。限制式(3)表示在加總所

有需求 s到需求 d中會經過鏈路(𝑥, 𝑦)的數量後

(𝑝𝑥𝑦
𝑠𝑑 )，結果要與鏈路(𝑥, 𝑦)上的波長數量一樣

(𝑝𝑥𝑦 )。限制式(4)表示鏈路(𝑥, 𝑦)上的波長數量

(𝑝𝑥𝑦)要小於等於固定參數所限制的波長數量

(𝑊 )。限制式(5)表示鏈路(𝑥, 𝑦)上的波長數量

(𝑝𝑥𝑦)一定會小於等於夠大的常數 M 乘顯示鏈

路(𝑥, 𝑦)上的波長是否有被使用過的變數(𝑙𝑥𝑦)。

限制式(6)表示經過節點 i的波長數量一定會小

於等於夠大的常數 M 乘顯示節點 n 是否有被

波長傳入或傳出使用的變數(𝑛𝑖)。 

 

(5) 能源計算公式 

𝑎𝑥𝑦 = 𝜖𝑎 ∙ 𝐴𝑥𝑦  (7) 

𝐸𝑛𝑒𝑟𝑔𝑦 = ∑ 𝑎𝑥𝑦𝑙𝑥𝑦

∀(𝑥,𝑦)∈𝐸

+ ∑ 𝜙𝑖𝑛𝑖

∀𝑖∈𝑁

+ 

∑ 𝜖𝑠𝑝𝑥𝑦

∀(𝑥,𝑦)∈𝐸

 (8) 

公式(7)為放大器在鏈路(𝑥, 𝑦)上的功率消

耗，其計算方法為放大器的功率消耗(𝜖𝑎 )乘鏈

路(𝑥, 𝑦)上放大器的數量(𝐴𝑥𝑦 )。公式(8)總共加

總了所有使用到的放大器、節點上的設備及交

換器的電力消耗，其加總結果為整個網路拓樸

的功率消耗。 

 

3.4 模擬環境 

本研究使用了 4 個節點的簡單網路、NSF

網路及 COST239 網路做為模擬拓樸，其中主

要的模擬拓樸為 NSF 網路及 COST239 網路。

我們針對這兩種不同的拓樸模擬了對稱流量

與實際流量兩種不同的流量需求，以全部連線

需求皆有配置到路徑為成功，將模擬時間設定

為為 96 小時，來模擬在不同環境下各拓樸的

電力消耗狀況。 

對於整個網路拓樸來說，我們假設任兩點

間的鏈路長度都為 160km。對於設備的電力消

耗我們假設每個節點的電力消耗為 𝜙𝑖 =

150 瓦(W) ， 交 換 器 的 電 力 消 耗 為 𝜖𝑠 =

1.757 瓦(W)，放大器的電力消耗為𝜖𝑎 = 9 瓦

(W)[4]。且我們分別模擬了兩種距離假設： 

(1) 相同距離長度：將任兩點間的鏈路長度都

設定為 160km。 

(2) 不同距離長度：參考文獻[8] [9]的兩點距

離長度，以真實的拓樸長度來計算各鏈路

上的網路設備數量，如圖 7 及圖 8。 

 

圖 7 NSF 網路拓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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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COST239 網路拓樸[9] 

對於連線需求，我們模擬了以下兩種假設： 

(1) 不同倍數的對稱連線需求：設定兩點之

間的連線需求會以倍數方式增長，兩個

點之間有一個連線需求為一倍，兩個點

之間有兩個連線需求為兩倍，本實驗將

會模擬 1 至 4 倍的需求。 

(2) 真實流量的連線需求：參考文獻[8]中真

實流量的 NSF 網路及 COST239 網路的

連線需求，設定 NSF 網路的 14 個節點，

兩 點 之間 的 連線 需求 皆 不相 同 ，

COST239 網路的 11 個節點，每點之間的

流量也都不一樣。如圖 9 所示，在 NSF

真實流量的網路中，節點 3 至節點 7 的

流量需求為 11 個連線需求，而節點 3 至

節點 8 的流量需求則為 20 個連線需求；

如圖 10 所示，在 COST239 真實流量的

網路中，節點 2 至節點 8 共有 10 個連線

需求，而且節點 2 至節點 3 就只有 5 個

連線需求。 

 

圖 9 真實流量的 NSF 網路連線需求[8] 

 

圖 10 真實流量的 COST239 網路連線需求[8] 

 

4. 結果分析 
首先，我們先在簡單網路上比較有無電力

感知路由機制的差別，結果會在 4.1 小節詳細

說明。接著我們利用 NSF 及 COST239 兩個拓

樸做為模擬拓樸，用電力感知路由機制分配路

由，最後模擬結果會在 4.2 小節以 NSF 拓樸及

4.3 小節以 COST239 拓樸分別來說明。 

 

4.1 簡單拓樸的比較 

在這一小節裡，我們利用了最短路徑路由

配置與電力感知路由配置，在相同的網路環境

下做比較。模擬拓樸為最基本的 4 個節點的網

路，如圖 4 及圖 5。模擬結果圖 11 為兩個節

點 1 至節點 4 的連線需求，在最短路徑路由配

置與電力感知路由配置下的模擬結果，結果顯

示在最短路徑路由配置下，此拓樸總共需要花

費 733.028 瓦的電力消耗；而在電力感知路由

配置下只需要花費 520.028 的電力，兩者相比

總共節省了 29.06%的電力。 

 

圖 11 兩個節點 1 至節點 4 的連線需求在不同

路由配置下的比較 

圖 12 為 4 個節點的網路中，兩點之間皆

有兩個連線需求，以最短路徑路由配置與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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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路由配置的模擬結果，結果顯示整個網路

在最短路徑路由配置下會花掉 936.336 瓦的電

力消耗；而在電力感知路由配置下只會花掉

850.28 瓦的電力消耗，兩者相比總共節省了

9.19%的電力。 

 

圖 12 每個節點跟節點之間皆有 2 條連線需

求在不同路由配至下的比較 

因此我們可以在簡單拓樸的模擬結果中

得知，電力感知路由機制確實能夠達到省電的

效果，但是流量增加省電效果就會下降。 

 

4.2 NSF 
在 NSF 網路拓樸模擬中，我們又將模擬結

果分為相同鏈路長度的 NSF 網路拓樸與不同

長度的 NSF 網路拓樸兩種。 

(1) 相同鏈路長度的 NSF 拓樸 

圖 13 至圖 16 分別顯示出了在不同倍數

的對稱連線需求底下調整波長所能節省的功

率消耗。在坐標軸中，橫軸為波長(W)、縱軸為

功率消耗(E)，由圖中可以看出增加波長數目時，

功率就會減少，每張圖中的最小波長數目為此

圖最少的波長配置數。 

如圖 13 所示，在倍數為一的情況下，而

當波長為 15 時，整個網路的電力消耗為

2869.23 瓦。圖中也顯示出了將波長增加到 16，

整體的功率消耗還是一樣為 2869.63 瓦，沒有

因為增加波長而降低功率消耗。 

 

圖 13 NSF 倍數為一的功率消耗 

如圖 14 所示，在倍數為二的情況下，當

波長從 25 增加到 26 時，功率從 3572.03 瓦下

降至 3554.46 瓦，大約節省了 0.5%。而波長為

27 時，功率消耗與波長為 26 時一樣，因此在

這裡可以知道透過調整波長來降低功率消耗

的效果是有限的。 

 

 圖 14 NSF 倍數為二的功率消耗 

如圖 15 所示，在倍數為三的情況下，波

長為 37 時的功率消耗為 4274.83 瓦，當波長增

加到 38 時，功率消耗就下降至 4257.26 瓦；當

波長為 39 時，功率消耗又減少到 4239.69 瓦，

從波長從 37 增加到 39，總共減少了 0.82%的

功率消耗。而波長從 39 再增加至 40 時，功率

消耗就沒有再變動了，表示再增加波長也只是

浪費資本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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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NSF 倍數為三的功率消耗 

圖 16 顯示了倍數為四所需要的最小波長

需求為 49，而從波長從 49 增加至 52 時，整體

的功率消耗從 4977.63 瓦下降至 4924.92 瓦，

總共降低了 1.06%，而波長 52 的功率消耗

4924.92 瓦即為此網路最大的功率消耗量。 

 

 圖 16 NSF 倍數為四的功率消耗 

圖 17 統整了圖 13 至圖 16 的結果，在倍

數一到倍數四的需求底下，調整波長所節省的

功率，由此圖可看出雖然調整波長確實能降低

功率需求，但是以整體的功率消耗來看，倍數

二在調整波長後只節省了 0.5%的電力，倍數三

在只節省了 0.82%，而倍數四只節省了 1.06%，

因此我們可以由此降低的比利幅度得知，在相

同鏈路長度且連線需求為不同倍數的對稱連

線需求時，調整波長所帶來的省電效果並不顯

著。此圖也顯示出了從倍數一增加至倍數四中，

功率消耗的增加幅度，以波長為 25 來看，從倍

數一增加至倍數二的需求變成兩倍，但是功率

消耗沒有增加兩倍的量。 

 

圖 17 NSF 在不同倍數下的功率消耗 

以上皆為不同倍數的對稱連線需求的模

擬結果，接下來我們要針對不同波長對於真實

流量的連線需求，來進行拓樸模擬。結果顯示

真實流量的連線需求總體功率消耗如圖 18 所

示，能夠使拓樸完全成功配置的最小波長為 77，

當時的功率消耗為 6242.67 瓦，接著我們試著

藉由調整波長來減少功率消耗，波長增加到 87

時功率消耗減少到 6084.54 瓦，波長為 97 時功

率消耗減少到 6014.26 瓦，波長增加到 107 時

功率消耗又減少到 5982.63 瓦，直到波長增加

至 117 時，功率消耗就沒有再變動了，還是維

持在原本的 5982.63 瓦，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波

長從 77 增加至 117 時，總共節省了 4.17%的電

力消耗。 

 

圖 18 NSF 真實流量的功率消耗 

(2) 不同鏈路長度的 NSF 拓樸 

以下結果我們用了圖 7 的鏈路長度做為

模擬資料，以全部連線需求皆有配置到路徑為

成功。圖 19 至圖 22 分別顯示出了在不同倍

數的對稱連線需求底下調整波長所能節省的

功率消耗。 

如圖 19 所示，在倍數為一的情況下，波

長為 13 時整個網路的電力消耗為 7872.24 瓦，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382



接著將我們將波長的數目增加到 14，整體的功

率消耗下降到 7694.89 瓦；波長為 16 時，整體

的功率消耗為 7430.16 瓦；波長為 23 時，整體

的功率消耗為 6422.02 瓦；波長為 33 時，整體

的功率消耗為 5989.63 瓦；波長為 43 時，整體

的功率消耗為 5664.38 瓦；最後將波長增加至

1000，整體的功率消耗僅需 5499.66 瓦，最後

我們可以得知波長從 13 增加至 1000，功率消

耗會從原本的 7872.24 瓦一路下降至 5499.66

瓦，而整體的功率消耗因為調整波長的關係，

總共節省了 30.14%。由此我們可以知道不同鏈

路長度的網路拓樸節能效果會比相同鏈路長

度的網路拓樸好。 

 

圖 19 NSF 不同鏈路長度之倍數為一的功率消

耗 

如圖 20 所示，在倍數為二的情況下，波

長為 25 時整體網路的功率消耗為 8626.42 瓦，

當波長為 26 時，功率為 8612.37 瓦；當波長增

加到 27 時，整體功率下降至 8520.22 瓦；當波

長為 35 時，整體功率下降至 7691.86 瓦；當波

長為 45 時，整體功率下降至 7365.07 瓦；當波

長為 55 時，整體功率又下降至 7272.13 瓦，最

後將波長增加至 1000，整體的功率消耗僅需

6815.21 瓦。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波長從 25 增加

至 1000，功率消耗會從原本的 8626.42 瓦下降

至 6815.21 瓦，總共節省了 21%的功率消耗。 

 

圖 20 NSF 不同鏈路長度之倍數為二的功率消

耗 

如圖 21 所示，在倍數為三的情況下，波

長為 37 時整個網路的電力消耗為 9385.45 瓦，

波長增加至 38 時，功率消耗會從 9385.45 瓦減

少到 9360.85 瓦；波長為 47 時，整體的功率消

耗會從 9360.85 瓦減少到 9229.18 瓦；將波長

增加到 57，整體的功率消耗會減少至 8518.76

瓦；將波長增加至 67 條，整體的功率消耗會減

少至 8296.28 瓦；將波長增加至 100 條，整體

的功率消耗會減少至 8130.30 瓦；將波長增加

至 1000 條，整體的功率消耗會減少至 7978.74

瓦。最後我們可以得知波長從 37 增加至 1000，

總共節省了 94.99%的電力消耗。 

 

圖 21 NSF 不同鏈路長度之倍數為三的功率消

耗 

如圖 22 所示，在倍數為四的情況下，每

條鏈路至少需要 49 條波長才能使全部的需求

均被配置到路徑，而此時整體的功率消耗為

10144.47 瓦，這時我們將波長調整至 50，整體

的功率消耗會下降至 10112.84 瓦；再將波長調

整到 51，而整體的功率消耗會下降至 10095.27

瓦；波長為 59 時，功率消耗為 10026.43 瓦；

波長為 69 時，功率消耗為 9462.66 瓦；波長為

79 時，功率消耗為 9454.38 瓦；最後將波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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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至1000，整體的功率消耗又會下降至9113.58

瓦，最後我們可以得知波長從 49 增加至 1000，

功率消耗會從原本的 10144.47 瓦下降至

9113.58 瓦，總共節省了 10.16%的電力。 

 

圖 22 NSF 不同鏈路長度之倍數為四的功率消

耗 

接下來的圖 23 為真實流量的功率消耗，

當波長為 77 時，功率消耗為 11230.050 瓦；波

長為 87 時，功率消耗為 10377.340 瓦；波長為

97 時，功率消耗為 10200.030 瓦；最後一直到

波長為 1000 時，功率消耗僅需 9585.030 瓦，

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波長從 77 增加至 1000 時，

總共節省了 14.65%的電力消耗。 

 

圖 23 NSF 不同鏈路長度之真實流量的功率消

耗 

因此，我們可以在 NSF 拓樸模擬中得知，

不同鏈路長度的拓樸省電效果會比相同鏈路

長度的拓樸好；真實流量連線需求不一定會比

對稱連線需求的省電效果更佳；連線需求變成

兩倍，但是功率消耗沒有增加兩倍的量；而增

加波長所能節省的電力消耗也是有限的。 

 

4.3 COST239 
在 COST239 網路拓樸模擬中，我們也將

模擬結果分為相同鏈路長度的 COST239 網路

拓樸與不同長度的 COST239 網路拓樸兩種。 

(1) 相同鏈路長度的 COST239 拓樸 

圖 24 至圖 27 分別顯示出了在不同倍數

的對稱連線需求底下調整波長所能節省的功

率消耗。在坐標軸中，橫軸為波長(W)、縱軸為

功率消耗(E)，由圖中可以看出增加波長數目時，

功率就會減少，每張圖中的最小波長數目為此

圖最少的波長配置數。 

如圖 24 所示，在倍數為一的情況下，波

長為 4 時整體網路的功率消耗為 2054.746 瓦，

將波長增加到 5，整體的功率消耗就會減少到

2053.288 瓦；波長增加到 6 時，整體的功率消

耗為 2052.802 瓦；波長增加到 7 時，整體的功

率消耗為 2052.802 瓦，這時整體的功率消耗就

沒有因為波長的增加而降低了，在一次的證明

調整波長所能節省的電力消耗是有限的，而波

長從 4 調整到 6 時，總共節省了 0.09%的電力。 

 

圖 24 COST239 倍數為一的功率消耗 

如圖 25 所示，在倍數為二的情況下，當

波長由 7 增加到波長 8 時，功率從 2383.01 瓦

下降至 2358.41 瓦，而當波長增加到 9 時，功

率消耗就與波長為 8 時一樣為 2358.41 瓦，波

長從7調整至8大約節省了1.03%的電力消耗。 

 

圖 25 COST239 倍數為二的功率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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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26 所示，在倍數為三的情況下，波

長為 11 時整個網路的電力消耗為 2660.61 瓦，

將波長增加到 12，整體的功率消耗還是一樣為

2660.61 瓦，沒有因為增加波長而節省功率消耗。 

 

圖 26 COST239 倍數為三的功率消耗 

圖 27 顯示了倍數為四所需要的最小波長

需求為 14，而波長從 14 增加至 15 時，整體的

功率消耗從 3012.012 瓦下降至 2962.816 瓦；

波長增加至 16 時，功率消耗還是一樣為

2962.816 瓦，這裡可以得知 2962.816 瓦即為此

網路最小的功率消耗量。而波長從 14 增加至

15，總共節省了 1.63%的功率消耗。 

 

圖 27  COST239 倍數為四的功率消耗 

圖 28 統整了圖 24 至圖 27 的結果，在倍

數一到倍數四的需求底下，調整波長所節省的

功率。在圖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調整波長確

實能降低功率消耗，但是以整體的功率消耗來

看，倍數一在調整波長後只節省了 0.09%的電

力；倍數二節省了 1.03%的電力；而倍數三並

沒有因為調整波長而減少電力消耗；倍數四則

是節省了 1.63%，因此我們可以由此降低的比

利幅度再次得知，調整波長所帶來的省電效率

並不顯著。此圖也顯示出了從倍數一增加至倍

數四中，整體網路功率的增加幅度，以波長為

14 來看，從倍數一增加至倍數二的功率從

2052.80 瓦增加至 2358.41 瓦，流量需求變成兩

倍但是整體網路功率沒有增加兩倍的量。 

 

圖 28 COST239 不同倍數下的功率消耗 

以上皆為不同倍數連線需求的模擬結果，

接下來我們要針對不同波長對於真實流量連

線需求，來進行拓樸模擬。結果顯示真實流量

的連線需求總體功率消耗如圖 29 所示，當波

長為 15 時功率消耗為 2725.135 瓦，波長增加

到 16 時功率減少至 2719.378 瓦；波長為 17 時

功率消耗為 2719.378 瓦；波長增加到 18 時整

體網路功率又減少到 2719.135 瓦，直到波長增

加至 19 時，功率消耗就沒有再變動了，還是維

持在原本的 2719.135 瓦，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波

長從 15 增加至 19 時，總共節省了 0.22%的功

率消耗。 

 

圖 29 COST239 真實流量的功率消耗 

(2) 不同鏈路長度的 COST239 拓樸 

以下結果我們用了圖 8 的鏈路長度做為

模擬資料，以全部連線需求皆有配置到路徑為

成功。圖 30 至圖 33 分別顯示出了在不同倍

數的對稱連線需求底下，調整波長所能節省的

功率消耗。 

如圖 30 所示，在倍數為一的情況下，波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385



長為 4 時整體網路的電力消耗為 5584.26 瓦，

波長增加到 5 時，整體的功率消耗會減少到

4872.62 瓦；波長為 6 時，功率消耗為 4463.46

瓦；波長為 7 時，功率消耗為 4220.03 瓦；波

長為 34 時，功率消耗為 3217.19 瓦；波長為 54

時，功率消耗為 3187.36 瓦，最後整體的功率

因為調整波長總共節省了 42.92%。由此我們可

以看出不同鏈路長度的網路拓樸節能效果會

比相同鏈路長度的網路拓樸好。 

 

圖 30 COST239 不同鏈路長度之倍數為一的

功率消耗 

如圖 31 所示，在倍數為二的情況下，波

長為 7 時，整體網路的電力消耗為 6401.0 瓦，

將波長都增加到 8 時，功率消耗就會減少至

5900.5 瓦；波長增加到 9 時，整體的功率消耗

為 5662.6 瓦；波長增加為 27 時，整體的功率

消耗為 4404.5 瓦；波長增加為 37 時，整體的

功率消耗為 3908.2 瓦；波長增加為 47 時，整

體的功率消耗為 3859.1 瓦，最後整體的功率因

為波長從 7 調整到 47 的關係，總共節省了

39.71%的電力消耗。 

 

圖 31 COST239 不同鏈路長度之倍數為二的

功率消耗 

如圖 32 所示，在倍數為三的情況下，波

長為 11 時，功率消耗為 6678.61 瓦，波長為 12

時，功率消耗為 6216.78 瓦；波長為 13 時，功

率消耗為 6027.14 瓦；波長為 14 時，功率消耗

為 5781.73 瓦；波長為 21 時，功率消耗為

5116.02 瓦；波長為 31 時，功率消耗為 4643.72

瓦。最後我們可以算出波長從 11增加到 31時，

總共節省了 30.47%的功率消耗。 

 

圖 32 COST239 不同鏈路長度之倍數為三的

功率消耗 

如圖 33 所示，在倍數為四的情況下，波

長為 14 時，功率消耗為 7030.01 瓦，波長增加

到 15時，整體的功率消耗會減少至 6850.87瓦；

波長增加到 16 時，整體的功率消耗為 6533.04

瓦；波長增加到 17 時，整體的功率消耗為

6475.56 瓦；波長增加到 24 時，整體的功率消

耗為 5664.53 瓦；波長增加到 34 時，整體的功

率消耗為 5386.46 瓦，最後我們可以得知波長

從 14 調整到 34，總共可以節省 23.38%的電力

消耗。 

 

圖 33 COST239 不同鏈路長度之倍數為四的

功率消耗 

接下來的圖 34 為真實流量的功率消耗，

當波長為 15 時，功率消耗為 6051.958 瓦；波

長增加到 16 時，功率消耗為 5849.611 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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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增加到 17 時，功率消耗為 5655.770 瓦；波

長增加到 18 時，功率消耗為 5598.471 瓦；波

長增加到 19 時，功率消耗為 5433.639 瓦；波

長增加到 25 時，功率消耗為 3992.883 瓦；波

長增加到 35 時，功率消耗為 3917.836 瓦；最

後波長為 1000 時，功率消耗僅需 3847.667 瓦，

由此我們可以得知波長從 15 增加至 1000 時，

總共節省了 36.42%的電力消耗。 

 

圖 34 COST239 不同鏈路長度之真實流量的

功率消耗 

因此，我們可以在 COST239 拓樸模擬中

得知，不同鏈路長度的拓樸省電效果會比相同

鏈路長度的拓樸好；真實流量連線需求不一定

會比對稱連線需求的省電效果更佳；連線需求

變成兩倍，但是功率消耗沒有增加兩倍的量；

而增加波長所能節省的電力消耗也是有限的。 

 

5. 結論 
在這個擁有龐大網路流量的世代，為了使

網路服務能維持在一定的連線品質，網路設備

的使用量就會越來越多。但是設備增加了，相

對的網路設備所需要消耗掉的電力也就會跟

著增加，因此節能就成了現在非常重要的議題。 

我們透過線性規畫的方式，主要進行了

NSF 及 COST239 這兩個網路拓樸的模擬，其

結果顯示，當波長的數量增加時，確實可以使

整體網路的電力消耗下降。而我們將模擬結果

統整成表 3，從表中可以看出 COST239 的電

力節省率比 NSF 的電力節省率高；而不同鏈路

長度的拓樸所能節省的電力又比相同鏈路長

度的拓樸要來的多，其中節能效果最好的為

COST239 的 42.92%。 

 

 

 

 

表 3 NSF 及 COST239 的電力節省率 

模擬假設 NSF COST239 

相
同
鏈
路
長
度 

不同倍數

的對稱連

線需求 

x1 0% 0.09% 

x2 0.49% 1.03% 

x3 0.82% 0% 

x4 1.06% 1.63% 

真實流量的連

線需求 
4.17% 0.22% 

不
同
鏈
路
長
度 

不同倍數

的對稱連

線需求 

x1 30.14% 42.92% 

x2 21.00% 39.71% 

x3 14.99% 30.47% 

x4 10.16% 23.38% 

真實流量的連

線需求 
14.65% 36.42% 

 

對於電信業者來說，要維持整個公司的營

運支出，首要的目標就是要節省網路設備的電

力消耗。此研究結果可以幫助電信業者了解波

長資源與電力消耗之間的取捨問題，使電信業

者能夠藉由此研究結果做出正確的決策。我們

希望未來的研究能將備用路徑納入考量，使整

體網路在節能之餘也能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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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辨識：訓練 SVM  

 

 

 

摘要 
我們閱讀 A SVM Approach for Vessel Fire 

Detection Based on Image Processing 此篇文章

後，發現原文對於火焰候選區域的判斷與選擇

有改善的空間，影像會有非火焰的候選區域存

在之問題，我們採用了形態學處理來解決多區

域的問題，並且設定新參數來讓 SVM 分類更

加準確，實驗部分則使用 10 次交叉驗證來顯

示分類的準確性。 

關鍵詞：影像處理、火焰偵測、移動物體偵測、

顏色偵測、SVM。 

 

Abstract 
We after reading this article of A SVM Approach 

for Vessel Fire Detection Based on Image 

Processing find that original judgment toward 

flames candidate for election district and choice 

can be improved, image will problem of 

candidate for election district of existence non- 

flames, we adopted a shape to learn the 

processing to work out the problem of many 

districts, and set the new parameter to let SVM 

the classification Be getting more accurate, test 

part of classified accuracy of then using to 10 

times cross identification to shows. 

Keywords: The image processings; flameses 

detect; move the object detect; the color detect; 

SVM. 

 

1. 前言 
火的正面影響可以維持各種的生態系統以

及刺激其成長，人類用火來烹調、生熱、產生

訊號、照明及推進…等。火的負面影響包括水

體污染、土壤流失、空氣污染及對生命財產的

危害。而造成全球溫度升高的溫室效應[1]。 

火焰是反應的氣體及固體的混合物，會釋

放可見光、紅外線甚至是紫外線，其發射光譜

依燃燒物質的化學成份及中間產物而定，在一

般重力下火焰的形狀和對流有關，為了避免火

焰對人類造成的危害，能夠提前偵測火焰並做

出對應的配套措施也顯得更加重要。 

以往偵測火焰大多數採用的是熱感應器或

煙霧感應器，利用這些感測器會有使用年限、

外在環境干擾，感測器設置位置…等問題；透

過使用影像視覺判斷其顏色、紋理、形狀和邊

界等已是現在的趨勢，並且搭配 SVM 分類器

能夠更進一步的提升判斷的精準度。 

經由重新實驗 A SVM Approach for Vessel 

Fire Detection Based on Image Processing 的實

驗方法[2]，我們發現在尋找特徵值的部分有誤

差的情況發生，雖然根據 RGB 顏色模組可以

找出火焰候選區域，但問題所在，篩選出來的

火焰候選區域可能會有許多區域，例如單張影

像中有 5 塊區域為火焰候選區域，但只有 1 塊

區域為真實火焰。除此之外，原作者的動靜態

處理是將單張影像的火焰候選區域去計算總

面積與周長…等特徵值，而這裡明顯的指出如

果不做區塊的選擇，則會影響之後 SVM 的訓

練以及分類的效能。 

我們使用型態學處理來解決多區域的問題 

，並且重新設定新的 7 個特徵值參數，在實驗

結果則執行 10 次交叉驗證來顯示分類的準確

性及效能。 

 

2. 實驗方法 
標題 2.1 和 2.3 的部分特徵與 2.4 和 2.5 為

我們實驗的分類法步驟方法[2]。標題 2.2 和 2.3

部分特徵為我們加入的操作方法。 

2.1 RGB 顏色模組 

利用 RGB 顏色模組做影像初步處理，R 為

紅色、G 為綠色、B 為藍色，在一般情況，火

災的火焰顏色會偏向紅色，隨著溫度火焰的顏

色也會跟著變化，由溫度低至高火焰的顏色是

由紅色至黃色，然而較高溫度的火焰顏色呈現

藍白色。 

在這邊訂定 RGB 的顏色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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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 ≥ 𝐺               (1) 

𝐺 ≥ 𝐵               (2) 

 

條件是為了訂定紅色至黃色的顏色範圍，

而 R 的部分要訂定一個閥值，否則被判斷為紅

色的部分皆可能被認為是火焰。 

𝑅 ≥ 𝑅𝑇, 𝑅𝑇=200           (3) 

滿足以上條件下將判斷後的像素值設為 1

反之設為 0，即可獲取輸出可以表示火焰物體

的二值化影像。 

圖一為原始影像，經過公式(1)(2)(3)計算後

可以找到影像中火焰的候選區域，如圖二所

示。 

 
圖一、原始影像 

 
圖二、根據 RGB 模組提取出來的火焰候選區

域 

2.2 形態學處理 

我們在這邊加入形態學處理火焰的候選

區域，由於原始影像提取的火焰候選區域會有

許多的小區域，我們採用了 3x3 的十字形遮罩

如圖三，先進行斷開再進行閉合運算，接著再

找出最大塊的區域來提取特徵。圖四為將圖二

進行遮罩與斷開閉合運算後得出的結果。 

 
圖三、3x3 十字形遮罩 

 
圖四、執行遮罩與斷開閉合後的火焰候選區域 

2.3 動態和靜態特徵參數計算 

經過 RGB 顏色模組處理影像也可能會將

相似於火焰顏色的物體判斷為火焰，造成判斷

的誤差，因此如果只用色彩顏色辨識準確度並

不高，這裡加入火焰形狀的特徵值作為判斷，

在本文中，主要分成靜態及動態的部分來提

取。 

2.3.1 靜態特徵 

關於靜態的特徵是由經過 RGB 顏色模組

處理後的單張影像，再使用形態學處理後的火

焰候選區域並進行特徵提取，我們採用面積、

周長、圓形率為靜態特徵。 

面積 S：火焰的像素值總數。 

周長 L：火焰的像素值周長。 

圓形率 E：火焰形狀的複雜度。 

𝐸 = 4𝜋
𝑆

𝐿2               (4) 

2.3.2 動態特徵 

在真實的火焰中是會飄動的，如果只利用

靜態的特徵來進行判斷，效果會不佳，所以為

了提升檢測的可靠性與準確度，我們採用火焰

的動態特徵作為參數，根據火焰的變化可以測

量出重心的偏移量，每張影像的火焰重心坐標

為(𝑥𝑖, 𝑦𝑖)，重心的坐標可以被計算如下： 

𝑥 =
1

𝑛
∑ 𝑥𝑖

𝑛
𝑖=1  , 𝑦 =

1

𝑛
∑ 𝑦𝑖

𝑛
𝑖=1        (5) 

其中n為影像的像素個數，取上一張影像

的重心位置(𝑥𝑖−1, 𝑦𝑖−1)與當前影像的重心位置

(𝑥𝑖, 𝑦𝑖)計算重心偏移量。火焰重心偏移量可以

被計算如下： 

𝑑 = √(𝑥1 − 𝑥0)2 + (𝑦1 − 𝑦0)2       (6)  

火焰的形狀會隨著時間的改變，其面積、

周長與圓形率也會跟著變化，我們也可將其加

入作為特徵值使用。其中𝑆1、𝐿1、𝐸1為當前影

像的面積、周長和圓形率，𝑆0、𝐿0、𝐸0為上一

張影像的面積、周長和圓形率。 

面積變化量∆𝑆：∆𝑆 = |𝑆1 − 𝑆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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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長變化量∆𝐿：∆𝐿 = |𝐿1 − 𝐿0|      (8) 

圓形率變化量∆𝐸：∆𝐸 = |𝐸1 − 𝐸0|   (9) 

因此這邊可獲得七個特徵值的參數，分別

為面積 S、周長 L、圓形率 E、面積變化量∆𝑆、

周長變化量∆𝐿、圓形率變化量∆𝐸、重心位移

𝑑。 

2.3.3 參數的增加與刪除 

由於面積與周長的變動範圍過大，因此刪

除靜態(單一張影像)的面積與周長之參數。並

且加入紋理特徵：熵[3]跟平均值為新參數，熵

跟平均值可以計算如下： 

熵 Entropy：對火焰不確定性的測量。 

𝐸𝑛 = − ∑ 𝑝(𝑣) ∗ log2(𝑝(𝑣)) 𝐿−1
𝑣=0 (10) 

平均值 mean：計算火焰的像素平均值。 

𝑀𝑛 =
1

𝑁
∑ 𝑝(𝑣) ∗ 𝑣𝐿−1

𝑣=0          (11) 

利用區域選擇得出原始影像的候選區，將

候選區轉制為灰階影像進而計算，而得出此兩

參數。 

2.3.4 參數選擇 

經由 RGB 顏色模組影像處理過後的候選

區，會發現有些區塊用人為判斷很明顯不是火

焰的區塊，因此我們的操作方法為找最大區塊，

利用3 × 3十字遮罩斷開再做閉合的形態學處

理，接著找出最大區域，以此區域計算𝐸𝑛、𝑀𝑛、

𝐸、𝑑、∆𝐷、∆𝐿、∆𝐸。 

2.4 支撐向量機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為廣泛採

用的監督式分類方法，是一種結構風險最小化

（structural risk minimization，SRM）統計分類

方法如公式(12)。𝑤為間距、𝐶為懲罰參數、𝜉𝑖為

鬆弛變量。透過加入拉格朗日乘數可以將(12)

的限制條件簡化為(13)。此外，SVM 很適合於

處理高維的數據，因為其演算法的複雜性不依

賴於數據的維數[4]。 

𝑚𝑖𝑛
𝜔,𝑏

1

2
‖𝑤‖2 + 𝐶 ∑ 𝜉𝑖

𝑛
𝑖=1        (12) 

 

𝑦𝑖(𝑤𝜙(𝑥𝑖) + 𝑏) ≥ 1 − 𝜉𝑖  and 𝜉𝑖 

≥ 0 for 𝑖 = 1, … , 𝑛 

𝑓(𝑥) = sgn(∑ 𝑦𝑖𝛼𝑖(𝐾(𝑥𝑖, 𝑥)) + 𝑏𝑥𝑖∈𝑆𝑉𝑠 )   (13) 

 
 

𝐾(𝑥𝑖, 𝑥) = exp(−𝛾‖𝑥 − 𝑥𝑖‖2), 

  𝛾 > 0, 𝛾 =
1

2𝜎2  (14) 

𝐾(𝑥𝑖, 𝑥)為 kernel function 我們使用的為

RBF kernel function，當𝑓(𝑥) > 0可以被歸類正

1 類，𝑓(𝑥) < 0可以被歸類為負 1 類，𝑓(𝑥) = 0

則被認定為未知或是隨機分類。 

 
圖五、SVM 示意圖 

圖五為 SVM 分類的示意圖，其中實線為

分割兩類資料的超平面，虛線為支撐超平面，

原理就是找到一個超平面可以讓 Margin 為最

大。 

2.5 特徵值訓練：SVM  

輸入參數𝐸𝑛、𝑀𝑛、E、d、∆D、∆L、∆E為

影像提取特徵，其對應的期望輸出有「正 1」

與「負 1」兩類，「正 1」表示目前影像是有火

焰存在，「負1」表示目前影像並沒有火焰存在，

藉此即可判斷是否有火災的情況發生，進而達

到預防的目的。 

 

3. 實驗結果 
為了使判斷結果更精確，我們採用 10 次交

叉驗證，將每筆含有 7 個特徵值參數平均分成

10 等份，每次拿取其中的 9 等份來進行訓練

SVM 的模組，總共有 10 個 SVM 分類器。參

數的部分我們使用𝐶 = 2，𝜎 = 0.03125。 

表一、第一部影片 SVM 分類準確度 

Accuracy=95.6863%(244/25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96.0784%(245/25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96.0784%(245/25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96.0784%(245/25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95.6863%(244/25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96.0784%(245/25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95.6863%(244/25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96.0784%(245/25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96.0784%(245/255) (classification) 

Accuracy=95.6863%(244/255) (classification) 

Average =  95.9216% 

表一為 10 次交叉驗證的準確度，平均值達

到 95.9216%，由此可見，我們的結果是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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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表二、第二部影片 SVM 分類準確度 

Accuracy = 92.2989% (1606/174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95% (1653/174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99.3103% (1728/174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98.1609% (1708/174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93.3333% (1624/174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93.3908% (1625/174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99.3678% (1729/174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96.3218% (1676/174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98.908% (1721/1740)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 95.3448% (1659/1740) 

(classification) 

Average = 96.1437 
 

表二為第二部影片的 SVM 分類準確度，

平均值達到 96.1437%，由此可見，我們所訓練

出來的 10 個 SVM 分類器是不錯的。 

 

4. 結論 
實驗結果表明，我們所提出的方法，該方

法根據 RGB 顏色模組的規則提取火焰的候選

區域，為了解決原論文的多個火焰後選區域的

問題，我們採用了形態學處理來將小區塊的火

焰候選區域濾除，並且找出最大的候選區域當

作火焰的候選區域，再透過靜態和動態的特徵

提取，其中為了改善面積和周長的變動量大的

問題，所以我們將這兩個參數用熵和平均值來

取代。同時，使用支撐向量機來分類數據，為

了增加分類的準確性，我們採用 10 次交叉驗

證的方法來分類數據。 

 

參考文獻 

 
[1] 火，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

B 

[2] A SVM Approach for Vessel Fire Detection 

Based on Image Processing ； Yang, 

Xuanfang; Wang, Jialin; He, Shizhao；

Modelling, Identification & Control 

(ICMIC), 2012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2012；P 150 – 153 

[3] [資訊] 熵 Entropy 

http://nopaper.pixnet.net/blog/post/1017602

66-%5B%E8%B3%87%E8%A8%8A%5D-

%E7%86%B5-entropy 

[4] Vapnik, Vladimir. The nature of statistical 

learning theory.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13.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3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1%AB
http://nopaper.pixnet.net/blog/post/101760266-%5B%E8%B3%87%E8%A8%8A%5D-%E7%86%B5-entropy
http://nopaper.pixnet.net/blog/post/101760266-%5B%E8%B3%87%E8%A8%8A%5D-%E7%86%B5-entropy
http://nopaper.pixnet.net/blog/post/101760266-%5B%E8%B3%87%E8%A8%8A%5D-%E7%86%B5-entropy


健康資訊觀念式檢索之查詢句生成 

 

 

摘要 

隨著網路資訊的快速擴大，人們時常會藉

由搜尋引擎來搜尋符合自己所需的醫療資訊。

許多搜尋引擎是以關鍵字為搜尋基礎，但關鍵

字之查詢句無法完整表達一般民眾之健康資

訊需求，如能運用自然語言查詢應會更佳。本

研究研發一個資訊科技，從自然語言描述的健

康保健問題中，自動擷取主要事件並辨識其資

訊需求之類別，再產生經擴充後之以關鍵字為

主的查詢句，以幫助使用者獲得更多符合需求

之健康保健資訊。我們實際以中文健康保健問

題為實驗資料並與其它產生查詢句之方法同

時送至搜尋引擎比較檢索回來網頁之準確度，

實驗結果顯示此技術能顯著提高以健康保健

資訊之準確度。 

 

關鍵詞：查詢句生成、查詢句擴充、資訊檢索、

觀念式檢索 

 

壹、簡介 
近年來網路發展十分迅速，網路變成人們

獲取醫療資訊最主要的方法之一[12]。然而隨

著網路資訊的快速擴大，人們時常會藉由搜尋

引擎來搜尋符合自己醫療需求之資訊[1]。專業

醫療網站提供許多健康保健資訊並聘請醫師

在網站上來回答民眾之健康問題，提供一般民

眾初步解決自身所遇到的健康保健問題

(如:KingNet 國家網路醫院1、台灣 e 院2)。民

眾不知道有那些專業健康網站，因此當民眾有

健康保健問題時，仍常透過搜尋引擎來搜尋健

康保健問題，解決自身所遇到的健康保健問題

[11]。 

 

 

 

 

                                                      
1
 KingNet 國家網路醫院：http://www.kingnet.com.tw/ 

2
 台灣 e 院： http://sp1.hso.mohw.gov.tw/doctor/ 

1.1 問題定義 

 
本研究提出一個技術，讓使用者輸入自然 

語言描述的健康資訊需求，系統自動依其中的

主要事件及資訊需求產生「以關鍵字為主」的

查詢句，以幫助使用者獲得更多符合所需之健

康保健資訊 

 

1.2 研究動機及主要挑戰 

 

自然語言是自然的人機互動媒介，是表現

資訊需求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對於使用者而言。

最自然的查詢方式是使用自然語言查詢所需

要的資訊。但目前的搜尋引擎常是以關鍵字為

搜尋基礎。使用者不易建立一個以關鍵字為基

礎的查詢句[14]，故以關鍵字為基礎的查詢句

不利於使用者完整表達自己所需要的資訊需

求。因此若能運用自然語言進行檢索，較能簡

單且清楚表達使用者的想法[3]。 

 

運用自然語言進行檢索目前最大的困難

是在自然語言處理中有各種的歧義(ambiguity)

難以處理，包含了詞彙歧義、語法歧義、語義

歧義，並且將自然語言查詢句轉換成關鍵字查

詢句需先進行詞性之頗析並依詞性來斷詞，如

何解決歧義及斷詞之精確性，一直是許多人討

論之問題[24]。 

 

1.3 研究方法 

 
本文所提出之資訊科技將使用者輸入之

中文健康保健問題中的主要觀念及資訊需求

類別擷取出來，結合關鍵字及代表資訊需求類

別之字詞，產生一般搜尋引擎可接受之查詢句，

期望獲得更多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健康保健資

訊。觀念式檢索是將中文健康保健問題分為主

要事件(Event)及資訊需求類別(Aspect)兩個概

念[16]。 

 

Event 是在一個問題當中最重要的主題，

劉驊逵 劉瑞瓏 

慈濟大學醫學資訊學系 慈濟大學醫學資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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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為一疾病名或為一個事件。Aspect 為醫療

資訊需求之類別。如，健康保健問題「孩子得

了肺氣腫該怎麼辦才好」的主要事件是「肺氣

腫」，而根據其中之"怎麼辦"，可知其醫療需

求類別是「處理方式」(Process)，如圖一。 

 

 

 

 

 

 

 

 

 

圖一：一個健康保健問題 Event及 Aspect概

念及本研究擬自動產生之查詢句 

 

本研究提出之方法其主要精神是擷取自

然語言健康保健問題中的主要觀念並擴充其

資訊需求類別字詞，以製成符合一般尋引擎適

用的關鍵字查詢句，以期獲得更多符合使用者

需求的健康保健資訊。此外，為實際驗證本研

究所提出之方法，本研究以實際健康資訊網站

之 FAQ 模擬使用者輸入之健康保健問題並與

其它文獻提出之方法進行比較，評估檢索回來

的相關網頁整體排名之效能，藉此具體衡量本

研究所提技術之效能與貢獻。 

 

本文結構如下：第二節探討目前健康保健

常見問之檢索及查詢句擴充之方法，分別描述

並比較其精神;第三節介紹本文之研究及方法

與步驟，詳細說明查詢句產生方法之核心概念

與方法流程;第四節為實驗評估，以實際健康

保健問題進行評估及驗證;第五節為結論與未

來展望。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之相關文獻包含兩類:「常見問題之檢

索」及「查詢句擴充」。 

 

2.1常見問題之檢索 

 
許多健康資訊網站會將民眾問題及回答

加以整理，集合成一常見問題集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FAQs)，讓民眾能快速獲得解

答並減輕專業人士解答民眾問題之負擔。每一

個 FAQ 皆由問題及答案兩個部分所組成，但在

FAQ 檢索中，問題部分仍屬最重要之核心。隨

著資訊快速的增長，FAQs 也越來越龐大及複

雜，如何從 FAQs 中根據使者給予的查詢句找

出相似之 FAQ 逐漸變成一個重要的課題，目前

較為常見 FAQ 之檢索大致可分為三類。 

 

2.1.1利用向量空間模型計算相似度 
 

所謂的向量空間模型是指將查詢句與

FAQ 之字詞皆以多維度之向量表示。向量空間

模型將每個 FAQ 及查詢句視為由特徵(feature)

組成之向量，特徵可以是一個字、字詞或片語。

利用查詢句與 FAQ 轉換而來的向量計算

Cosine 內積求得兩向量之夾角，以此來表達

FAQ 與查詢句的相似性。許多的研究也將字詞

的 TF-IDF(字詞頻率 × 逆向文件頻率 )融入

VSM，給予向量空間中每個維度不同之權重[4]，

TF 是表示一個字詞出現在文件中的次數，IDF

則是由總文件數除以包含該字詞之文件的數

目。 

 
2.1.2 根據語意相關度來計算 FAQ 與查詢

句是否相似 

 
語意相關度則是計算字詞在詞彙基礎知

識庫(ontology)中之距離，來計算字詞在語意上

之相似度,WordNet
3就是一種詞彙基礎知識庫，

該知識庫包括許多詞彙之間的關係，如：同義

詞、階層關係等。此類方法會根據不同的關係

來定義計分公式，以此來衡量查詢句與 FAQ之

間的相似度[4][23]。 

 

2.1.3 根據查詢句與 FAQ 間字詞重疊之比

例計算相似度 
 

當 FAQ 及查詢句之間交集之字詞比例越

高，表示 FAQ 與查詢句相似度就越高 [2]。這

類方法只有考慮字詞重疊之比例，不考慮字詞

之間語意的關係 

 

上述所提到常見問題之檢索方法與本研

究最大之差異是此類方法是計算查詢句跟

FAQ之相似度並從FAQs中找出相似之FAQ提

供給使用者。而本研究是藉由使用者所輸入的

自然語言查詢句透過健康保健問題中的主要

                                                      
3
 WordNet ：https://wordnet.princeton.edu/ 

健康保健問題之 Event 及 Aspect： 

孩子得了肺氣腫該怎麼辦才好 

 
 

本研究擬自動產生之查詢句： 

(孩子肺氣腫怎麼辦才好)AND(處理 

OR 治療 OR 診治 OR 醫療 OR 醫

治 OR 保健 OR 照護 OR 居家護理) 

Event A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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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及資訊需求類別產生一個以關鍵字為基

礎的查詢句，送至搜尋引擎找出相關之網頁。 

 

2.2查詢句擴充 

 
使用者下達檢索字詞時，可能會因為使用

不同的字詞，而檢索出不同的結果，有些符合

查詢句概念的文件，可能會因為字詞的使用不

同，而無法被檢索出來。為解決此問題，查詢

句的擴充(query expansion)是較為常見的方法

[9]。所謂的查詢句的擴充是根據使用者輸入的

查詢句，添加合適的額外字詞，以求更完整的

描述查詢句所隱含的概念及主題，以提高一些

未被檢索到的文件被檢索出來的機率，使查詢

結果更為準確。過去研究中查詢句的擴充方法

大致可分為五類，以下分別說明這五類研究與

本研究之差異。 

 

2.2.1從相關文件中挑選字詞 

 
使用者所下達的查詢句進行第一次的檢

索，從檢索回來的文件篩選出排名前面之文件

進行分析，分析出重要性較高之字詞後將此字

詞作為擴充字詞，最後再附加到原先的查詢句

上。分析出重要字詞的方法有很多種，如透過

潛在的語義分析(LSA)來挑選字詞[18]。此類

方法的不足處是當第一次的檢索結果不佳時，

排名前面的文件中包含相關文件的比率相對

較低，如果從這些文件選取擴充字詞，很可能

會選出與查詢主題不相關的字詞，並且本研究

是在探討使用者查詢句還未送出之前的擴充，

檢索更符合查詢句之相關文件。 

 

2.2.2依「需要被擴充之機率」來挑選擴充

字詞 
 

為了解決查詢句與文件不匹配的問題(查

詢句中的字詞沒有出現在文件中)，計算哪一

字詞不匹配機率最高，並擴充這個字詞[25]。

字 詞 匹 配 機 率 (P(t|R)) 的 正 式 公 式 是

(r+1)/(|R|+2)，t 代表字詞，r 是指有包含 t

的相關文件數量，|R|是指有相關的文件數量。

為了讓查詢句中的字詞與文件不匹配的情況

減少，對於有問題的字詞進行擴充，讓它盡可

能與相關文件產生匹配。 

 

此方法會先進行第一次檢索，再從檢索回

來的文件與查詢句中的每一字詞計算其匹配

機率，並針對匹配機率最低之字詞加以擴充，

因字詞匹配機率最低者亦是字詞不匹配機率

最高者。此方法以關鍵字為基礎，使用者可能

無法選擇適當的關鍵字來表達他們所需要的

醫療資訊需求，而本研究將自然語言描述之健

康保健問題，進行醫療需求之分類，並針對分

完類的查詢句，擴充屬於這類別中較為常見的

字詞。 

 
2.2.3 從相關詞庫當中選擇擴充字詞 

 
採用額外的資源來選擇擴充字詞，最常見

的額外資源就是詞庫，從詞庫當中選擇同義詞

當作擴充字詞，增加檢索回來的文件是相關文

件之機會[10][19-20]。像是從 UMLS(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 [6])中依照語義來

選擇相似字詞作為擴充字詞[5]。UMLS 稱為統

一醫學語言系統，包含許多的受控詞表和術語。

另一個常見之詞庫為 MeSH(Medical Subject 

Headings)，是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NLM)所提

出，包含了許多生醫領域中的醫學主題詞[15]。

相對於這類字詞擴充方法，本研究的方法能與

此方法相互結合提高檢索之效能。本研究是在

探討擴充醫療需求的相關字詞是否能有效地

增加檢索效能。 

 

2.2.4 以查詢句中的醫療相關字詞來產生

查詢句 

 
選擇與醫療類別之相關字詞來產生 CNF

查詢句[17]。此方法在健康保健問題之應用上

可能仍有不足。此乃因查詢句中的重要字詞仍

可能與醫療類別有關，但是這些字詞不會被擷

取出來當作關鍵字。例:「糖尿病能吃蘋果嗎」，

此健康保健問題中，蘋果這個字詞不與醫療類

別有關，不會被擷取出來，因蘋果沒有跟醫療

類別有所關聯。但這個字詞在於此健康保健問

題中是重要的，沒有將它當作關鍵字的話，搜

尋引擎只會找到關於糖尿病之網頁，不會檢索

糖尿病是否能吃蘋果之相關網頁。 

 

2.2.5 依字詞獨特性產生查詢句 

 
透過計算在查詢句中每一字詞 TF-IDF，

取獨特性最高的字詞當作關鍵字以此來產生

查詢句[7]。TF-IDF 沒有考慮資訊需求描述中

最主要的主題，故不會考慮查詢句的主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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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挑選字詞產生查詢句。本研究是透過資訊需

求描述中的醫療需求辨識健康保健問題，並擴

充其相關字詞。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提出一個方法自動將自然語言描

述的中文健康保健問題擷取「主要事件」，並

辨識醫療資訊需求之類別，藉此擴充醫療資訊

需求之類別相關字詞，產生一般搜尋引擎可接

受之查詢句，期望檢索到更多符合使用者健康

資訊需求的健康保健資訊。本方法主要概念是

將中文健康保健問題分為 Event 及 Aspect 兩個

概念，依照其 Aspect 來擴充屬於同一醫療需求

維度之字詞，連同 Event 組合成一般搜尋引擎

可接受之查詢句，產生查詢句流程圖，如圖二

所示。 

 

 
圖二：查詢句產生之流程圖 

3.1分類健康保健問題 

 

3.1.1定義醫療需求類別 

 
在醫療資訊需求類別(Aspect)的部分，使

用者提出的健康保健問題的種類有很多，像是

某疾病的治療、病因、預防措施、或是罹患疾

病之生活型態…等[13][16]。因此我們將健康保

健問題之需求分為十二個類別，分別是綜合描

述 (description) 、 預 防 (prevention) 、 處 理

(process)、治療(medicine)、居家照護(homecare)、

診斷(diagnosis)、危險因子(risk) 、症狀(sign)、 

檢驗(test)、 預後(prognosis)、致死率(mortality)、

復發率(recurrence)，每一類別之詳細介紹請參

考表一。 

 

表一：資訊需求類別之階層架構及描述 

醫療需求之類別 定義 

1.1 Description 綜合描述疾病或身體不適 

 1.2 Prevention 某疾病或身體不適之預防

及避免某疾病的發生 

 1.3 Process 某疾病或身體不適之處

理、治療、保健、方法 

  1.3.1 Homecare 某疾病或身體不適之保健

方法及居家照護 

  1.3.2 Medicine 某疾病或身體不適之醫療

治療、用藥 

 1.4 Diagnosis 如何診斷某疾病或身體不

適之原因，包括原因、症

狀、醫學檢查 

  1.4.1 Risk 某疾病或身體不適之原

因、風險因子 

  1.4.2 Sign 某疾病或身體不適之症狀 

  1.4.3 Test 檢驗是否患有某疾病 

 1.5 Prognosis 某疾病或身體不適的預後

或是未來可能方展 

  1.5. 1 Mortality 某疾病之死亡率 

  1.5.2 Recurrence 某疾病之復發情況 

 

3.1.2 醫療需求類別之辨識 

 

本 研 究 透 過 SVM(Support vector 

machine)，對使用者輸入之健康保健問題進行

需求類別分類。SVM 是一種以統計理論為基礎

所發展出來的機器學習方法，主要用在分類

(Classification)和回歸(Regression)上。其分類概

念是給予一組事先標記好類別的資料，從中找

出一個超平面(hyperplane)，使之將不同的集合

分開，使得資料能被區分開來。當有新的未分

類的測試資料時，利用計算該資料與超平面的

關係，便可正確判定該資料所屬之類別。之前

的研究也證明了使用 SVM 來進行文件之分類

會比其它的演算法來的好，如 : Nearest 

Neighbors (NN)、Naïve Bayes (NB)、Decision 

Tree (DT) 和 Sparse Network of Winnows 

(SNoW) [26]。因此本研究採用 SVM 做為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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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演算法，使用的工具是 SVM-light
4。 

 

對於訓練資料之處理分成 2 個步驟：(1)

濾掉疾病名稱(2)訓練特徵之選取。 

(1) 濾掉疾病名：優先過濾掉疾病名稱或者是

症狀，以避免在訓練資料中某一疾病名稱

或症狀固定出現在某一類別，而導致分類

錯誤。其方法是從醫院之就診參考或是健

康資訊網站，收集疾病名稱及症狀來建立

詞庫，收集來源及方式如表二所示。目前

包含 7642 筆的疾病名稱及症狀，已能濾

掉訓練資料中 80%的疾病名稱及症狀，例:

健康保健問題「糖尿病該如何治療?」移

除掉疾病名之後為「該如何治療」，再進

行特徵選取。 

 

(2) 訓練特徵之選取：訓練之特徵是同時採用

單字詞及雙字詞，單獨使用單字詞的話，

會有某一字在某一類別出現太多次而造

成分類錯誤，若只用雙字詞的話，字詞會

有順序的問題存在。SVM 訓練資料之格式

是給予每一字詞一個編號，並計算在此筆

訓練資料中出現之次數。延續上個步驟，

將「該如何治療」，用單字詞及雙字詞選

取特徵，選出之特徵為"該"、"該如"、"

如"、"如何"、"何"、"何治"、"治"、"治

療"、"療"這幾個字詞，並將其轉換成

SVM 訓練之格式。 

 

表二：疾病及症狀名稱之來源及選取規則 

1：http://www.mohw.gov.tw 

2：http://www.tma.tw/ 

3：http://www.canceraway.org.tw 

4：http://www.cdc.gov.tw 

5：http://sp1.hso.mohw.gov.tw/doctor 

6：http://cht.a-hospital.com 

                                                      
4 SVM-light：http://svmlight.joachims.org/ 

3.2擷取出主要事件字詞 

 

3.2.1查詢句斷詞 
 

我們採用中研院的 CKIP 中文斷詞系統
5

將查詢句進行斷詞，並以詞性擷取出主要事件

字詞(Event)。CKIP 中文斷詞系統是中研院詞

庫小組開發之系統，執行斷詞並標記詞性。例

如「孩子得了肺氣腫該怎麼辦才好?」經過斷

詞後會產生「孩子(N) 得(Vt) 了(ASP) 肺

氣腫(N) 該(ADV) 怎麼辦(Vi) 才好(N)」。

CKIP 所提供之詞性，如表三。我們希望藉由

這個方式來把查詢句切成一個一個字詞，以便

進行後續的關鍵字之選擇。 

 

表三:CKIP提供之詞性 

(資料來源:中研院斷詞系統) 

精簡詞類 意義 

A 非謂形容詞，不能充當謂語，不能用

「不」和「很」修飾，如:男、女。 

ADV 數量副詞、副詞、動詞前程度副詞…

等 

N 普通名詞、專有名詞…等，如:糖尿

病、心臟病、「川崎」症。 

DET 定詞， 如:乳癌「三」期 

M 量詞，如:幾「劑」  

Nv 名物化動詞，動詞當成名詞使用。 

T 語助詞、感嘆詞。 

Vi、Vt 動詞、形容詞，如:施打、篩檢、懷

孕、疼。 

FW 外文標記， 如:AIDS，「B」型肝炎 

 

3.2.2主要事件字詞之選擇 

透過中研院斷詞後，我們依每個字詞之詞

性，來選擇所需要的關鍵字。我們將採用負面

列表的方式，剃除比較沒有可能是主要事件字

詞的詞性字詞，因此我們不採用 ADV 及 T 這

兩個詞性(視表三)。ADV 代表副詞，不選擇此

詞性之原因是副詞通常用來修飾動詞，會是重

要字詞的機會很小，如:剛剛、如何、總共、

                                                      
5
 CKIP 中文斷詞系統：http://ckipsvr.iis.sinica.edu.tw/ 

疾病及症狀名稱之來源 選取規則 

衛生署民眾就醫指引手

冊 1 

疾病及症狀全部選取 

常見疾病 e 點通 2 疾病及症狀全部選取 

台灣癌症基金會 3 選取台灣常見之癌症

名稱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4 傳染疾病名稱全部選

取 

台灣 e 院 5 症狀參考表全部選取 

Ａ＋線上醫學百科 6 疾病名稱全部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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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等字詞。T 代表語助詞或感嘆詞，語助

詞或感嘆詞通常不是重要字詞因此不予選取。

例：「孩子(N) 得(Vt) 了(ASP) 肺氣腫(N) 

該(ADV) 怎麼辦(Vi) 才好(N)」，剔除非必要

之詞性後會留下之字詞是「孩子 得 了 肺氣

腫 怎麼辦 才好」。 

 

3.2.3剔除贅字及合併所有字詞 

 

經過中研院斷詞完之查詢句，進行剔除贅

字這個步驟。剃除贅字的方法是使用中央研究

院漢語平衡語料庫
6
 中頻率出現最高之前 100

名當作贅字詞表，頻率高代表字詞十分常見，

獨特性不高。例：選擇完主要事件之字詞後留

下之字詞「孩子 得 了 肺氣腫 怎麼辦 才好」，

剃除贅字後剩餘「孩子 肺氣腫 怎麼辦 才好」

這些字詞。為了避免CKIP把重要的字詞斷錯，

而導致搜尋引擎的檢索效果降低，我們會將剩

下的字詞合併在一起，讓搜尋引擎自行處理。

例：「孩子肺氣腫怎麼辦才好」。如果健康保健

問題在分類時沒有被分類到任一類別，直接將

擷取出來之字詞當作查詢句，不擴充任何字

詞。 

 

3.3醫療需求類別字詞擴充 

 
健康保健問題在進行需求類別分類後，系

統即可進行擴充相似字詞。相似字詞是選取各

個類別意思字詞，嚴格定義相似字詞，相似字

詞之選取原則是從教育部所提供的線上字典

選擇同義字，並剔除明顯不屬於醫療領域之字

詞，像是 risk 類別的同義字有「來由」、「理由」、

「情由」…等字詞，明顯不與醫療領域有關。

此乃因若將不相關字詞一起送至搜尋引擎進

行檢索時，搜尋引擎會考慮這些字詞，導致檢

索回來一些不相關之網站。因此我們用各類別

的意思字詞，嚴格定義相似字詞，讓擴充字詞

更符合每個類別的意思，降低不相關網站被檢

索回來之機會，各類別擴充字詞，如表四： 

 

 

 

 

 

 

                                                      
6
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

http://www.aclclp.org.tw/use_wlawf_c.php 

表四:醫療資訊需求類別之擴充字詞 

醫療需求維度 擴充字詞 

Description 何謂、什麼是、什麼叫做 

Prevention 預防、避免、防範、提防 

Process 處理、治療、診治、醫療、醫

治、保健、照護、居家護理 

Homecare 保健、照護、居家護理 

Medicine 治療、診治、醫療、醫治 

Diagnosis 診斷、原因、病因、起因、症

狀、病狀、徵兆、病兆、檢驗、

檢查 

Risk 原因、病因、起因 

Sign 症狀、病狀、徵兆、病兆 

Test 檢驗、檢查 

Prognosis 預後、死亡率、致死率、復發、

再生 

Mortality 死亡率、致死率 

Recurrence 復發、再生 

 

 

3.4主要事件之字詞與資訊需求類別字詞

之組合及擴充 

 
切割出來的主要事件字詞及辨識出來的

資訊需求類別字詞透過 Conjunctive Normal 

Form (CNF) 來進行組合、擴充。使用 AND 結

合主要事件字詞及資訊需求類別字詞，資訊需

求類別之相似字詞則是用 OR 組合。其主要原

因是主要事件字詞及資訊需求類別字詞都必

須出現在檢索回來的網站裡，相似字詞只需當

中有一個字詞出現即可，其目的是為了盡可能

搜尋符合使用者健康保健需求的網站。延續前

例，當使用者之健康保健問題產生之查詢句為

「孩子得了肺氣腫該怎麼辦才好?」時，系統

產生之查詢句為：(孩子肺氣腫怎麼辦才

好)AND(處理 OR 治療 OR 診治 OR 醫療 

OR 醫治 OR 保健 OR 照護 OR 居家護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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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將查詢句送至搜尋引擎進行檢索 
 

系統產生之查詢句會被送至搜尋引擎(如：

Google)進行搜尋，使用者可因此而獲得較相關

之健康資訊。延續前例，系統產生之查詢句可

以幫助搜尋引擎更精確地著重於肺氣腫之診

治照護之道。 

 

最後我們舉個例子來說明我們系統執行

的流程，有一健康保健問題為「我想知道糖尿

病的治療?」，系統會先辨識此健康保健問題是

屬於哪一資訊需求類別，我們利用 SVM 之分

類技術來完成這一步驟，此問題會被分到「治

療」這資訊需求類別。接下來系統會進行主要

事件字詞之擷取。 

 

我們透過中研院所研發的 CKIP 系統來處

理主要事件字詞之擷取，CKIP 會依照詞性來

進行斷詞，經過斷詞後會產生「我(N) 想(Vt) 

知道(Vt) 糖尿病(N) 的(T) 治療(N)」，並剔

除非必要之詞性。剔除非必要之字詞後會留下

之字詞是「我 想 知道 糖尿病 治療」。

並藉由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出現頻率

最高之前 100 名當作贅字詞表，剔除贅字「我」、

「想」這兩個字詞，剩下「知道 糖尿病 治

療」這些字詞。當主要事件字詞擷取出來後會

進行資訊需求類別字詞之擴充以增加檢索到

相關網頁之機會。此問題屬於 Medicine 類別，

因此擴充「診治」、「醫療」、「醫治」這些字詞。 

 

最後將主要事件字詞及資訊需求類別字

詞用 CNF 組合在一起，最後系統產生之查詢句

為:(知道糖尿病治療)AND(診治 OR 醫療 

OR 醫治)，並將此查詢句送至搜尋引擎進行檢

索。如果健康保健問題在分類時沒有被分類到

任一類別，直接將擷取出來之關鍵字當作查詢

句，不擴充任何字詞，上述步驟，如圖三所示 

 

 
圖三：系統流程之範例 

 

總結而言，本研究提出一個透過中文健康

保健問題中的主要事件及資訊需求類別結合

關鍵字及代表醫療需求類別之字詞進行檢索，

本研究主要之貢獻及特點有以下幾點： 

(1) 自動辨識中文健康保健問題之資訊需求，

並將健康保健問題的資訊需求分為十二

個類別。 

(2) 根據資訊需求類別來擴充資訊需求類別

相關字詞，提升檢索回來之網頁是相關網

頁之機會。 

(3) 將自然語言描述的健康保健問題轉換成

以「關鍵字」為基礎的查詢句，讓使用者

能以自然語言的方式簡單且清楚地描述

自身的健康保健問題，有效幫助使用者檢

索到更多符合自身需求的健康保健資

訊。 

 

肆、實驗評估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方法，我們設計

了一系列的實驗。在實驗中我們以其它文獻所

提出的產生查詢句之方法當作對照組，並以本

研究所提出之方法當作實驗組。實驗之過程主

要分為兩部分：(1)資料收集：包含了分類器

訓練資料時所需的 FAQ與評估階段的測試查詢

句;(2)實驗測試：分別針對實驗組及對照組以

相同的查詢句進行測試。以下詳述實驗流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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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準則。 

 
4.1資料收集 

 
資料收集分為以下幾個步驟： 

(1) 從 85 個醫療專業網站及各醫院的網站收

集 2150 筆健康保健問題，這些網站所列

出的健康保健問題是實際民眾所問的問

題。 

(2) 對這2150筆健康保健問題進行手動分類， 

將其中的 1720筆作為訓練資料，430筆作

為為測試資料，用以測試分類器之效果。 

(3) 另外從快速問醫生
7
有問必答健康網站收

集 100 筆測試 FAQ，當作實驗測試 FAQ。

此健康資訊網站包含 11 個科別，例如:外

科、骨科、內科、兒科等，因此選擇從此

網站收集 100個 FAQ 做為測試的問句。為

求公平選取資料來源，對於健康網站中前

20個科別皆選取數量相同之 FAQ。 

 

4.2對照組設計 

 
我們設計三種對照組來與實驗組進行效能比

較: 

(1) 「原句」對照組： 

原封不動的將測試的問句送至搜尋引擎進行

檢索。 

(2) 「剔除非 Event 字詞」之對照組： 

採用詞庫來剔除查詢句中的非 Event 字詞，詞

庫是採用文獻[16]中所有非 Event 之字詞，其

餘過程與實驗組相同。此對照組是為了證明中

研院提供之斷詞方法能有效幫助我們擷取出

關鍵字。 

(3) 「使用字典與 IDF」之對照組：  

a) 針對中研院斷詞完的每一字詞去比

對是否有在 MeSH 中有的話就擴充

其同義字。 

b) 假如所有字詞都沒有出現在字典裡，

計算所有字詞之 IDF取最大者，計算

IDF的醫療文章之來源來自醫院、診

所、醫師個人或是某基金會網站裡的

文章。 

c) 如所有字詞都沒有出現在醫療文章

裡，隨機取一字詞當關鍵字。 

                                                      
7
快速問醫生有問必答健康網站：

http://www.120ask.com/ 

此對照組主要證明採用醫療資訊需求之維

度進行分類及擴充相關字詞是有效的。設計此

對照組不僅有擴充相關字詞，也是從自然語言

之描述產生關鍵字查詢句，與實驗方法最為符

合，並且是文獻中檢索效果最好之對照組[17]。

將實驗組及對照組產生之查詢句，同時送至

Google 搜尋引擎，選擇 Google 搜尋引擎的原

因是 Google 搜尋引擎檢索回來之健康資訊品

質，跟其它一般搜尋引擎相比會是較好的[8]。

此外 Google 檢索回來之網站較少有網站開啟

失敗的情況產生[22]。 

 

4.3評估準則 

 

我們選用 MAP 作為評估準則，因 MAP

可以宏觀檢索回來的相關網頁整體排名之成

效。 MAP(Mean Average Precision)計算方式如

公式(1)所示，其中 AP(𝑖)是指第 i 個查詢句平

均準確度，N 則是查詢句之總數，以此實驗為

100 筆。MAP 是取多次查詢之 AP(Average 

Precision)的均值，AP的計算公式如公式(2)，T 𝑖

是代表很相關網頁之總數。MAP 能代表一個查

詢(檢索)系統的整體準確度。檢索系統將相關

的網頁排在越前面，AP 值會越高，代表此檢

索系統能檢索到相關網頁並將其排名在前面。

反之當檢索系統將相關網頁排在越後面，AP

值會越低，表示此檢索系統無法將相關網頁排

在前面或是檢索不到其相關網頁回來。 

 

MAP = 
∑ 𝐴𝑃(𝑖)𝑁

𝑖=1

𝑁
               公式(1) 

AP(𝑖) = 

∑
𝑗

第𝑗篇目標文獻之排名

𝑇𝑖
𝑗=1

𝑇𝑖
      公式(2) 

 

以圖四舉例說明，第 i 個查詢句檢索回來的前

5 筆網站，很相關的網頁分別排在第一名、第

二名、第五名，其 AP 會是(1/1 + 2/2  + 

3/5)/5=0.52。我們使用統計之雙尾成對 T檢定，

以 95%信賴區間來判別實驗組與對照組之效能

差異，是否有統計上之顯著意義。 

 

排名 1 2 3 4 5 AP 

 V 

 
1

1
 

V 

 
2

2
 

  V 

 
3

5
 

 

0.56 

圖四：AP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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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實驗結果 

 
我們將 Google 搜尋引擎所檢索回來之前

10 筆網頁來計算其 MAP，以此來評估實驗組

及對照組的檢索效能。只選擇前 10 筆網頁的

原因是一般民眾透過搜尋引擎搜尋相關資訊

時通常只會瀏覽第一頁的搜尋結果，而搜尋引

擎檢索回來的網頁是以 10 筆網頁為一頁。 

 
實驗結果如圖五所示，實驗組 MAP 有

0.58以上之水準，並與其它對照組有顯著上之

差異。「原句」對照組與「剃除非 Event 字詞」

對照組差異不大，但都輸給實驗組。「字典及

IDF」之對照組是所有組別裡面 MAP 最低的。

由此可證明實驗組所產生之查詢句比對照組

產生之查詢句都來得好。舉例來說，針對「孩

子得了肺氣腫該怎麼辦才好?」，實驗組產生查

詢句「(孩子肺氣腫怎麼辦才好)AND(處理 

OR 治療 OR 診治 OR 醫療 OR 醫治 OR 

保健 OR 照護 OR 居家護理)」，而「原句」

對照組送出之查詢句則是「孩子得了肺氣腫該

怎麼辦才好?」 

 

 
圖五：實驗組與對照組 MAP 之比較 

 

 

 

 

 

 

 

 

 

 
 

 

 

 

 

 

 

 

 

 

 

 

 

 

 

 

 

 

 

 

 

 

 

圖六：很相關之網頁，但實驗組排在第二名，

對照組排在十名外 

 

實驗組檢索回來一筆很相關網站，「原句」

對照組沒有檢索出一筆很相關網站，其主要原

因是原句本身沒有提供太多使用者所需要的

醫療資訊「需求」的字詞，但實驗組透過需求

類別之分類後，擴充關於「處理」類別相關字

詞，並將這些相關字詞一併送出。由圖六可知

因有擴充「治療」字詞，增加了檢索回來的網

站是在談論肺氣腫該如何進行治療之機會。而

「原句」對照組前兩名檢索回來的網站，非相

關字詞出現太多次(如："怎麼辦"、"得了")，

故被排在了前兩名，如圖七。然而實驗組有擴

充「處理」類別相關字詞，Google 搜尋引擎會

一併考慮"OR"字詞，所以這實驗組會把這兩筆

網站排除在十名之外。 

 

 

 

 

 

 

 

標題:肺氣腫怎麼辦?中醫教你來辯證治療 

出處:媽咪生活學堂 

http://www.mmready.com/content/263335.ht

ml 

內容(摘錄) 

肺氣腫是一種呼吸道疾病，與支氣管炎等疾病

有時會有些聯系，要看患者個人情況，不及時

治療會給患者造成很多危害，那么患了肺氣腫

該怎么辦呢?在中醫看來˙˙˙肺氣腫怎么辦?

中醫教你來辨證治療 

(1)風寒外感 

主證：咳喘并作，痰白而稀，惡寒頭痛，無汗，

苔薄白，脈浮緊。 

治法：散寒宣肺化痰平喘˙˙˙ 

(2)痰濁壅肺 

主證：氣喘咳嗽，痰多粘稠，咳而不爽，胸悶

痛，苔白膩，脈滑。 

治法：祛痰平喘˙˙˙ 

(3)肺喘 

主證：喘促短氣，語言無力，咳聲低弱，自寒

畏風˙˙˙ 

治法：益氣養陰定喘˙˙˙ 

肺氣腫的危害是很大的，大家平時一定要少抽

煙，而且不能盲目治療，一定要針對性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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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不相關之網頁，但對照組排在第一名，

實驗組排在十名外 

 

我們亦分析實驗組比「原句」對照組差之

例子「乾癬不吃什麼」。實驗組產生之查詢句

「(乾癬不吃)AND(何謂 OR 什麼是 OR 什

麼叫做) 」，而「原句」對照組送出之查詢句

則是「乾癬不吃什麼?」。 

 

實驗組檢索回來之 AP 沒有比「原句」對

照組來得好，其主要原因在於分類的錯誤。依

照此健康保健問題應要分類到「homecare」類

別，本應擴充屬於「homecare」類別之相關字

詞 ， 但 是 此 健 康 保健 問 題 卻 被 分 類 到

「description」類別，擴充了屬於「description」

之相關字詞，如圖八的「何謂」及「什麼」出

現較為密集，導致實驗組將它排在十名內，而

對照組沒有出現任何擴充字詞，但它卻準確談

論乾癬之飲食，如圖九。 

 

 

 

 

 

 

 

 

 

 

 

 

 

 

 

 

 

 

 

 

 

 

 

 

 

 

 

 

 

 

 

圖八：不相關之網頁，但實驗組排在第三名，

對照組排在十名外 

 

 

 

 

 

 

 

 

 

 

 

 

 

 

 

 

 

圖九：很相關之網頁，但對照組排在第八名，

實驗組排在十名外 
 

標題: 人工蕁麻疹怎麼辦？用尼奧 si普去治

療效果 

出處:愛問網 

http://www.5lask.com/search/人工蕁麻疹

怎麼辦？用尼奧 si 普去治療效果 

內容(摘錄): 

人工蕁麻疹怎麼辦？用尼奧 si 普去治療效果 

男 30 歲來自湖南健康諮詢描述：人工蕁麻疹

怎麼辦？ 

還要注意哪些問題呢？想得到怎樣的幫助：˙

˙˙ 

女 30 歲來自湖南健康諮詢描述：得了人工蕁

麻疹怎麼辦？ 

還要注意哪些問題呢？想得到怎樣的幫助 

˙˙˙ 

標題: 乾癬不是癬，談乾癬的十大誤解 

出處: 臺大醫院─皮膚科／蔡呈芳

http://www.mdnkids.com/uho_health/detai

l.asp?sn=202 

內容(摘錄): 

乾癬是一種慢性反覆發作的皮膚疾病，皮膚病

灶的形態相當多樣化˙˙ 

一般民眾對乾癬的認識不足，也往往讓乾癬患

者在承受身體的不適外，也要面對更多的社

交、就學、就業上的壓力。本次作談會的目締，

就在一一破解許多對乾癬錯誤的看法˙˙˙

1.何謂乾癬？與一般所稱的頑癬有何不同？

為什麼曾聽說有人用「癬藥」治好過乾癬？  

2.乾癬像癌症，終身不治？  

˙˙˙ 

1. 何謂乾癬？ 

與一般所稱的頑癬有何不同？為什麼曾聽說

有人用「癬藥」治好過乾癬？  

台灣及日本所稱的乾癬，源自中國古籍所用的

「干癬」，大陸則稱為「銀屑病」。 

乾癬並非一般的「癬」，因為通常西醫把「癬」

定義為˙˙˙ 

標題: 中醫師說你不能吃你就不能吃系列-乾

癬 

出處:痞客邦

http://joesf0318.pixnet.net/blog/post/22

0431649-%5B 中醫師說你不能吃你就不能吃系

列%5D2-乾癬  

內容(摘錄): 

中醫師規定你不能吃的東西還真多。 

決定乾脆把他寫成一個系列文好了，每種疾病

在慢慢補充上去！ 

今天之所以要選擇乾癬˙˙˙ 

乾癬食物 

1. 該避免的食物 

菸、酒、檳榔（甚至連米酒都不要） 

進補（當歸鴨、薑母鴨、羊肉爐、麻油、香油） 

可能造成你過敏的食物（堅果、花生、瓜子、

蝦蟹、竹筍、芋頭） 

熱性食物（榴連、芒果、過多蔥薑蒜、辣、炸、

麻辣鍋） 

2. 可以吃的食物？ 

A：適量補充蔬果（胡蘿蔔、蕃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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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未來展望 
隨著網路資訊的快速擴大，人們時常會藉

由搜尋引擎來搜尋符合自己所需的醫療資訊，

自然語言是最自然的查詢方式。因此本研究研

發一個資訊科技，從自然語言描述的健康保健

問題中，自動擷取主要事件並辨識其醫療資訊

需求之類別，再產生經擴充後之以關鍵字為主

的查詢句。我們以實際的中文健康問題做實驗，

結果證明以中文健康保健問題的主要觀念來

切割自然語言之查詢句並擴充其相關資訊需

求類別字詞能顯著提升以自然語言進行檢索

之效能。 

 

此方法還是有不足及可深入研究之處，包

含：(1)針對辨識需求類別之準確度：當健康

問題辨識錯誤時而導致擴充錯誤的類別相關

字詞會讓檢索效果不佳，如能再擴充分類所需

的資料，能提升辨識健康問題之準確度，避免

擴充錯誤相關類別字詞。(2)檢索回來網頁之

處理：檢索回來的網頁可以經過再一次的排序，

透過較為知名的排序方法，將搜尋引擎所檢索

回來的網頁重新經過一次排序讓檢索回來的

相關網頁盡可能被排在前面，以此來提升檢索

之效能 。 

 

致謝:本研究受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計畫編

號 NSC 102-2221-E-320-007，謹此致謝。 

 

參考文獻 

[1] Broussard, R. and Zhang, Y.,"Seeking 

treatment options: Consumers search 

behaviors and cognitive activ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50,  Issue 1,  pp. 1-10,  2013. 

[2] Bernhard, D. and Gurevych, I.,"Answering 

Learners’ Questions by Retrieving Question 

Paraphrases from Social Q&A Site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Workshop on 

Innovative Use of NLP for Building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pp. 44-52,  2008. 

[3] Bader, J. L. and Theofanos, M. F., 

"Searching for cancer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nalyzing natural language search 

queries",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5(4), e31 , 2003. 

[4] Burke, R. D., Hammond, K. J., Lytinen, S. 

L. and Tomuro, N.,"Question Answering 

from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Files 

Experiences with the FAQ FINDER 

System", AI Magazine Vol. 18 Number 2 

(1997), 1997. 

[5] Babashzadeh, A., Huang, J. X. and Daoud, 

M.,"Exploiting Semantics for Improving 

Clinic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Proceedings of the 36th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 pp. 

801-804,  2013. 

[6] Bodenreider, O.,"The Unified Medical 

Language System (UMLS):integrating 

biomedical terminology",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04, Vol. 32, Database issue 

D267-D270, 2004. 

[7] Balog, K. and Weerkamp, W.,"A few 

examples go a long way: Constructing 

query models from elaborate query 

formu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annual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pp. 371-378, 2008. 

[8] Chumber, S., Huber, J. and Gheezi, P.,"A 

Methodology to Analyze the Quality of 

Health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The 

Example of Diabetic Neuropathy", The 

Diabetes Educator February 2015 vol. 41 no. 

1 pp. 95-105, 2015. 

[9] Carpinetoni, C. and Romano, G.,"A Survey 

of Automatic Query Expansion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Journal of ACM 

Computing Surveys (CSUR), Vol. 44, Issue 

1, January 2012 Article No. 1, 2012. 

[10] Dramé, K., Mougin, F. and Mougin, G., 

"Query expansion using external resources 

for improving information retrieval in the 

biomedical domain", CEUR Workshop 

Proceedings-2014, 2014. 

[11] Eysenbach, G. and Köhler, C.,"How do 

consumers search for and appraise health 

information on the world wide web? 

Qualitative study using focus groups, 

usability tests, and in-depth interview",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BMJ), 324, 573–

577 , 2002. 

[12] Fox, S. and Duggan, M.," Health online 

2013", Health,2013, 2013. 

[13] Goeuriot, L. and Chapman, W.,"Building 

realistic potential patient queries for 

medic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evaluation", 

LREC workshop on Building and 

Evaluating Resources for Health and 

Biomedical Text Processing (BioTxtM 

2014), 2014. 

[14] Ivanitskaya, L., O'Boyle, I. and Casey, A. 

M., "Health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403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meet.145.v50:1/issuetoc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meet.145.v50:1/issuetoc


competencies of information age students: 

results from the interactive online Research 

Readiness Self-Assessment (RRSA)",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8(2), 

e6, 2006. 

[15] Kabirzadeh, A. and Siamian, H.,"Survey of 

Keyword Adjustment of Published Articles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in Journal of 

Mazandaran University of Medical Sciences 

(2009-2010)", Acta Inform Med. 2013; 

21(2): 98–102. Published online 2013 June. 

doi: 10.5455/aim.2013.21.98-102, 2013. 

[16] Liu, R.-L. and Lin, S.-L., "A Conceptual 

Model for Retrieval of Chines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in Healthcare", 

Proceedings of the 8th Asia Information 

Retrieval Societies Conference (AIRS 

2012), LNCS 7675,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pp. 366–375, Tianjin, Mainland 

China (17-19 December 2012), 2012. 

[17] Liu, R.-L. and Huang, Y.-C.,"Medical 

query generation by term–categor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 

Vol. 47, Issue 1, pp. 68–79, 2011. 

[18] Rahimi, M. and Zahedi, M., "Query 

expansion based on relevance feedback and 

latent semantic analysis", Journal of AI and 

Data Mining Vol. 2, 2014, No. 1, pp. 79-84, 

2014. 

[19] Rivas, A. R., Iglesias, E. L. and Borrajo, L., 

"Study of Query Expansion Techniqu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the Biomedical 

Information Retrieval",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Vol. 2014, Article ID 132158, 

10 pages , 2014. 

[20] Thesprasith, O. and Jaruskulchai, C., 

"Query Expansion Using Medical Subject 

Headings Terms in the Biomedical 

Documents",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and 

Database Systems Vol. 8397 of the serie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pp. 

93-102, 2014. 

[21] Somlo, G. L. and Howe, A. E.,"Using web 

helper agent profiles in query gener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joint 

conference on autonomous agents and multi 

agent systems, Melbourne, Australia , pp. 

812–818, 2003. 

[22] Wang, L. and Wang, J., "Using Internet 

Search Engines to Obtain Medical 

Inform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Journal 

of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 Vol. 14, No. 

3, 2012. 

[23] Wu, C.-H., Yeh, J.-F. and Chen, 

M.-J.,"Domain-specific FAQ retrieval using 

independent aspects", ACM Transactions on 

Asian Languag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ol. 

4, Issue 1, March 2005, pp. 1-17 ,2005. 

[24] Wang, C.-H., Zhang, M. and Ma, S.-P.,"A 

Survey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in 

Information Retrivel", JOURNAL OF 

CHINES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Vol. 21, No. 2, Mar, 

1003-0077(2007)02-0035-11, 2007. 

[25] Zhao, L. and Calla ,J.,"Automatic Term 

Mismatch Diagnosis for Selective Query 

Expans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35th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pp. 515-524, 2012. 

[26] Zhang, D. and Lee, W. S.,"Question 

classification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Proceedings of the 26th annual 

international ACM SIGIR conference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information 

retrieval pp. 26-32, 2003.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404



藉由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移除醫學影像中之椒鹽藉由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移除醫學影像中之椒鹽藉由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移除醫學影像中之椒鹽藉由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移除醫學影像中之椒鹽

雜訊雜訊雜訊雜訊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數位醫學影像在擷取及傳輸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脈衝雜訊干擾而損毀，導致影像品質下降且模糊不清，讓醫師無法正確的判讀；因此如何有效重建受雜訊干擾的影像，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本文提出新的方法來移除受雜訊干擾醫學影像中的椒鹽雜訊。首先判斷分析視窗的中心點是否為乾淨像素，若非乾淨像素則估測雜訊密度，當雜訊密度較小時，使用尺寸較小的固定視窗偵測雜訊，並且以中值濾波替換該中心像素。反之，在雜訊密度較高時，使用可變視窗偵測雜訊，並且透過多數權重濾波法，重建乾淨影像的像素。實驗結果證實：本文提出的方法確實可以在各種雜訊密度的環境下，有效移除受干擾的雜訊，使得除雜訊後的醫學影像變得更清晰。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醫學影像雜訊移除、椒鹽雜訊、可變視窗、中值濾波、多數權重濾波。 

Abstract 

The quality of digital bio-image would 

be deteriorated by the corruption of impulse 

noise in the record or transmission. This 

deterioration causes the difficulties in 

diagnosis for a doctor. How to efficiently 

remove this impulse noise for a corrupted 

bio-image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task.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for the removal 

of salt-and-pepper noise in a noisy bio-image. 

Initially, a fixed-size local window with 

small size is employed to analyze each pixel. 

The fixed-local window and median filtering 

are employed to restore the center noisy pixel 

when noise density is low. Conversely, a 

variable-size window and majority-weighting 

filtering are utilized to restore the center 

noisy pixel if noise density is high.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iciently remove salt-and- 

pepper noise for a corrupted bio-image in 

various noise corruption densities, while the 

denoised image being free from blurred 

effect. 
Keywords: Bio-image denoising, salt-and- 

pepper noise, variable-size window, median 

filtering, majority-weighting filter.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數位醫學影像在擷取及傳輸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脈衝雜訊干擾而損毀，使影像品質衰退而模糊不清，導致醫師誤判的可能性上升；為了讓人眼更容易判斷影像內的資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嘗試改善影像中的干擾雜訊
[1]-[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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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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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像素絕對誤差中值(pixel-wise MAD,PWMAD)濾波器
[11] 、 自 適 性 中 心 權 重 中 值 (adaptive 

center-weighted median,ACWM)濾波器[10]與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 (directional weighted 

median, DWM)[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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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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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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研究提出了新的選擇性濾波器，例如：開關順序濾波器(open-close sequence, OCS)[12]、修正型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 (modified directional- 

weighted-median, MDWM)[19]、邊緣辨別雜訊偵測選擇性濾波器 (boundary discriminative 

noise detection, BDND)[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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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首先做雜訊的偵測，然後修正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13]，
MDWM 濾波器[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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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法佳。BDND[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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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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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鹽雜訊具有灰階為極值的特性，MDBUT 濾波器[15]先判定濾波視窗範圍內的像素是否為 0或 255的像素，若為雜訊像素，必須進行像素替換。首先判斷周圍像素是否有乾淨的像素，若有則使用其餘非雜訊像素取出中值，來取代受干擾雜訊之像素；相對的，若周圍像素全部都是雜訊，則使用視窗中的均值替換中心像素，達到重建像素

的目的。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濾波器[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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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方向之開關權重中值濾波[2]結合開關順序濾波器 [21]及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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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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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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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滑動視窗擷取受干擾影像的區域影像，判斷分析視窗的中心點是否為乾淨像素，如果是乾淨像素則不予更動，確保重建影像的品質。若非乾淨像素則估測雜訊密度，當雜訊密度較小時，使用尺寸較小的固定視窗偵測雜訊，並且以中值濾波替換該中心像素。反之，在雜訊密度較高時，使用可變視窗偵測雜訊，並且透過多數權重濾波法，重建乾淨影像的像素。 本文其他章節的架構如下:第二節介紹本文提出之使用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的醫學影像椒鹽雜訊移除方法、第三節呈現實驗成果、第四節為結論。 

2. 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 本文移除脈衝雜訊的系統方塊圖如圖 1所示，受干擾影像先經過 3x3的滑動視窗截取區域影像，分析順序從左上角開始，一直到右下角結束，然後偵測影像的中心像素是否為乾淨像素，如果是乾淨像素則不予更動，確保重建影像的品質。相反的，如果中心像素為不確定為乾淨像素，進行雜訊密度分析；若雜訊密度小於δ值，表示受干擾影像中，有很多乾淨像素可以輔助重建受干擾的像素，因此使用 3X3固定視窗偵測雜訊，並且以中值濾波替換該像素值。反之，雜訊密度高於δ值，表示可以使用的乾淨像素較少，因此先使用 3X3視窗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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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窗中是否有乾淨像素，如果有乾淨像素，則使用多數權重濾波替換中心點像素；相對的，若分析視窗中沒有乾淨像素，則將分析視窗擴大，則逐漸擴大分析視窗的尺寸，直到找到至少一個乾淨像素或直到分析視窗擴大到最大尺寸(7x7)時才停止擴大，並且施予多數權重濾波，重建乾淨影像像素。最後判斷影像中的所有像素是否全部都處理完畢，若否就繼續讀取下一個影像視窗；反之則將重建影像輸出。 

雜訊密度估測

受干擾影像
中心點為乾淨像素 ?

雜訊密度>δ

3x3視窗 3x3 ~ 7x7可變視窗多數權重濾波中值濾波器影像融合
重建影像

Y

Y

N

N

滑動視窗

像素處理完畢?N

Y

 圖 1 移除脈衝雜訊系統流程圖 

首先令 jiX ,  表示座標 ( )ji,  的像素，使用
3x3 之方型視窗截取區域，偵測影像的中心像素是否為乾淨像素，如式(1)： 

( )   
,

,
12 








++

=

+ njmi
Xji

s
W

 
(1) 其中：s 控制視窗的尺寸(例如：s=1 代表 3x3視窗)，並且以 jiX , 為中心像素； ),(12 jiW s +
為分析視窗內的像素集合。 為了判斷 3x3 之方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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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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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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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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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中： 

clean
ji

N
,  為分析視窗中乾淨像素的總數量。 透過式(2)、(3)可以估測影像中的雜訊密度

η，如式(4)： 

NMN
clean

ji ⋅= /,η  (4) 其中：M與 N分別表示數位影像的列與行像素數目。 若是影像的雜訊密度比較低，亦即雜訊密度小於預設門檻值δ，代表影像中有許多乾淨像素，可以輔助重建受干擾的像素，我們透過對非極值像素 '

, jiX 施予中值濾波，便可以以將椒鹽雜訊移除，如式(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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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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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median

ji
X

表示使用中值濾波後的像素。 由於雜訊密度低時，分析視窗幾乎都有乾淨像素可以輔助重建受干擾的像素，因此使用
3X3固定尺寸的分析視窗，這可以避免重建影像產生模糊的現象，對於提高除雜訊影像的品質，有很大的助益。 若是影像的雜訊密度較高，亦即雜訊密度高於預設門檻值δ，表示可以使用的乾淨像素較少，因此先使用 3X3視窗偵測視窗中是否有乾淨像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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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分析視窗中有乾淨像素，故停止擴大視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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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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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高雜訊密度的環境中，視窗的尺寸會比較大，使用如式(5)的中值濾波法會讓重建影像模糊化，因此本文採用多數權重濾波法[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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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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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或最小值那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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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將介紹多數權重濾波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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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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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7) 為了要判斷分析視窗中的每個乾淨像素屬於最大值類別或最小值類別，必須計算分析視窗中的每個乾淨像素 ji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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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式(6)、(7)

的最大值 maxX ′

 
及最小值 min

X ′

 
的像素距離，如式(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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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表示像素 ji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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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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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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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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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最大值 maxX ′

 
類別或最小值

min
X ′

 
類別，如式(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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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由式(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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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並且將對應的最大值旗標 

max
, ji

F
 
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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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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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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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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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中： min

, ji
N

 
為分析視窗中像素屬於最小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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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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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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利用式 (14)及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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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ity

ji
X

,

~ ，並且取代關注像素 ji
X

, ，如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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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利用式(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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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重建像素可以表示如式(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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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由式(17)可以發現，若是分析視窗的中心像素為極值，該像素可能受到脈衝雜訊干擾，因此必須替換該像素。若是影像的雜訊密度低，則使用固定的 3x3 視窗取得的中值像素
median

ji
X

,

~ 替換中心像素；相對的，若是影像的雜訊密度較高，則使用可變視窗取得的多數權重像素 majority

ji
X

,

~ 替換中心像素，便可以重建乾淨的影像。對於非極值的像素，表示該像素為乾淨像素，因此保留該像素而不予處理，確保重建影像的品質。 

3. 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 為了評估本文方法的系統效能，我們使用

胸腔 X 光醫學影像加入椒鹽雜訊，在雜訊密度 10%~90%的雜訊密度下，進行除雜訊的效能評估。並且與許多先進的除雜訊技術做比較，包括：開關式中值濾波器 (switching 

median filter)[23]、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
(directional weighted median filter, DWM)[13]、非對稱截斷中值濾波器 (modified decision 

based unsymmetric trimmed median 

filter,MDBUTMF)[15]等法進行效能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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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胸腔胸腔胸腔 X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 1之之之之 PSNR效能評估比效能評估比效能評估比效能評估比較表較表較表較表 

Noise 

density 

Denoising method  

SM DWM MDBUTMF Proposed 

10% 30.81 30.95 32.69 32.64 

20% 28.91 28.59 31.24 31.18 

30% 27.18 27.50 30.31 30.28 

40% 26.02 26.67 29.30 29.53 

50% 24.65 25.93 27.99 29.00 

60% 22.15 25.10 26.76 28.45 

70% 17.71 23.73 24.21 27.45 

80% 12.43 20.88 20.43 26.65 

90%  8.57 16.44 15.94 25.31 

 表表表表 2  胸腔胸腔胸腔胸腔 X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 2之之之之 PSNR效能評估比效能評估比效能評估比效能評估比較表較表較表較表 

Noise 

density 

Denoising method  

SM DWM MDBUTMF Proposed 

10% 31.07 32.09 26.24 32.06 

20% 29.37 30.27 22.58 31.14 

30% 28.23 29.16 20.25 30.50 

40% 27.14 28.42 18.25 29.94 

50% 25.82 27.65 16.75 29.13 

60% 22.68 27.22 15.35 28.66 

70% 16.96 25.54 14.06 27.85 

80% 12.13 21.40 12.75 25.35 

90% 8.02 14.25 11.29 18.93 

 表 1和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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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椒鹽雜訊干擾的胸腔X光醫學影像；由表 1 可以看出：開關式中值濾波器(SM)[2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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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雜訊密度的除雜訊表現效能最差，其次方向權重中值(DWM)濾波器 [13]和非對稱截斷中值濾波器(MDBUTMF)[15]。開關式中值濾波器在雜訊密度 60%的時候 PSNR值大幅下降，由此可知：開關式中值濾波器在處理雜訊密度 60%以上的影像時，PSNR 效果明顯變差。非對稱截斷中值濾波器在雜訊密度80%的的時候，PSNR 值明顯下降，而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與非對稱截斷中值濾波器方法一樣，都沒有能力有效重建雜訊密度 80%以上的影像，只有本文方法可以在高雜訊密度(雜訊密度
>80%)干擾的環境下，有效重建受干擾的胸腔
X光影像。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2 胸腔胸腔胸腔胸腔 X 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 1 在在在在 20%椒鹽雜訊干擾椒鹽雜訊干擾椒鹽雜訊干擾椒鹽雜訊干擾時時時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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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雜訊干擾之遭受雜訊干擾之遭受雜訊干擾之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影像影像影像；；；；(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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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方向權方向權方向權方向權重中值重中值重中值重中值(DW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d) 非對稱截斷中值非對稱截斷中值非對稱截斷中值非對稱截斷中值

(MDBUTM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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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波濾波濾波後的影像後的影像後的影像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由表 2可以看出：非對稱截斷中值濾波器
(MDBUTMF)[15]在中、低雜訊密度(雜訊密度
10~70%)的除雜訊表現效能最差，其次開關式中值濾波器(SM)[23]。方向權重中值(DWM)濾波器 [13]在低雜訊密度(雜訊密度為 10%)的表現最佳，而本文的方法也極為接近其效能。但是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在雜訊密度超過70%的情形中，PSNR 值明顯下降，可知方向權重

中值濾波器無法重建嚴重雜訊干擾的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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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DWM 與
MDBUTMF 等濾波器而言，效能衰退較緩慢，因此我們可以確信：本文使用的方法重建嚴重椒鹽雜訊干擾的影像的效果大幅優於其他三種濾波器，而且可以讓除雜訊後的影像變得更清晰。 圖 2 呈現胸腔 X 光影像 1 在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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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可以看出：
SM、DMW、MDBUTMF及本文方法都能有效的重建低密度雜訊干擾的醫學影像。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3 胸腔胸腔胸腔胸腔 X 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 2 在在在在 20%椒鹽雜訊干擾椒鹽雜訊干擾椒鹽雜訊干擾椒鹽雜訊干擾時時時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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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雜訊干擾之遭受雜訊干擾之遭受雜訊干擾之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影像影像影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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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權重中值權重中值權重中值權重中值(DW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d) 非對稱截斷中非對稱截斷中非對稱截斷中非對稱截斷中值值值值(MDBUTM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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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濾濾波後的影像波後的影像波後的影像波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圖 3呈現胸腔 X光影像 2在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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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圖 3(b))及 DWM(圖
3(c))可以看出，重建的影像中灰色區域有很多脈衝雜訊；MDBUTMF方法(圖 3(d))重建的影像中，背景佈滿許多脈衝雜訊，而本文方法重建的影像(圖 3(e))，幾乎把脈衝雜訊全不移除掉，讓重建影像變得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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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4 胸腔胸腔胸腔胸腔 X 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 1 在在在在 80%椒鹽雜訊干擾椒鹽雜訊干擾椒鹽雜訊干擾椒鹽雜訊干擾時時時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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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雜訊干遭受雜訊干遭受雜訊干遭受雜訊干擾之擾之擾之擾之影像影像影像影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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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方向方向方向方向權重中值權重中值權重中值權重中值(DW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d) 非對稱截斷中非對稱截斷中非對稱截斷中非對稱截斷中值值值值(MDBUTM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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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濾濾波後的影像波後的影像波後的影像波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胸腔 X 光影像 1 遭受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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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腔 X 光影像 1 因為受到高雜訊密度干擾的關係，使用
SM 與 DWM 方法重建的影像已經無法辨識影像的胸骨內涵，MDBUTMF 方法重建的影像雖然可以辨認出胸骨的形狀，但是殘留許多脈衝雜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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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骨的輪廓以及骨架的紋路與特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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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 X 光影像 2 遭受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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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可以明顯看出胸腔 X光影像 2的重建結果佈滿了雜訊，使用 SM(圖 5(b))與
DWM(圖5(c))方法完全無法重建遭雜訊干擾的

影像；而在圖 5(d)中，使用 MDBUTMF 方法重建的影像(圖 5(d))，雖然可以清楚看到脊椎與骨盆腔的骨頭形狀，但是重建影像充滿許多脈衝雜訊，效能不佳；相對的，本文方法(圖
5(e))重建的影像依然可以辨識影像的重要特徵，比起 SM、DWM和MDBUTM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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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腔胸腔胸腔胸腔 X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光影像 2在在在在 80%固定式脈衝雜訊固定式脈衝雜訊固定式脈衝雜訊固定式脈衝雜訊干擾時干擾時干擾時干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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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雜訊干遭受雜訊干遭受雜訊干遭受雜訊干擾之影像擾之影像擾之影像擾之影像；；；；(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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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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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非對稱截非對稱截非對稱截非對稱截斷中斷中斷中斷中值值值值(MDBUTMF)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e) 使用本文方使用本文方使用本文方使用本文方法濾波後的影像法濾波後的影像法濾波後的影像法濾波後的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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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提出的多數權重與中值濾波法，根據影像的雜訊密度決定使用固定的小視窗輔以中值濾波法，或藉由可變尺寸視窗的多數權重濾波法找出像素間分佈機率的特性，作為重建像素的權重，逐一處理影像中的極值像素，便可以重建乾淨的影像。經由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在各種雜訊密度的環境下(雜訊密度 10%~90%)都可以有效的移除醫學影像中的脈衝雜訊，不會讓重建的影像產生模糊化的現象，除雜訊後的醫學影像可以有效的保留邊緣與各種骨架特徵，所以重建影像很清晰，除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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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的效果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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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技術及大

數據(Big Data)的應用興起，如何利用決策支援

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有效率地分析大

數據，改進並加速使用者制定決策是一門重要

的研究議題。先前的研究大多著重於非記憶體

內計算的支援決策系統，因而無法即時且有效

率地從大數據中萃取有用的資訊。為了解決上

述問題，本研究提出一套支援決策服務的即時

預測引擎架構，在分散式環境及記憶體內計算

的架構下(如：Apache Spark)，利用整體學習

(Ensemble)，融合多種預測模型的預測結果，

做出最終決策之服務機制，達到快速判斷與即

時預測之功能。 

關鍵詞：大數據應用、決策支援系統、Apache 

Spark、整體學習 

 

Abstract 
Developing a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to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analyze big data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issue in many applications. 

However, most of existing studies did not 

integrat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with 

in-memory computing technology and use 

different types of prediction models to effectively 

make prediction. Therefore, they could not 

provide users with accurate prediction results in 

real time.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ovel framework for real-time prediction engine 

of decision support services, which allows to 

make prediction in real-time with high scalability. 

We develop a novel distributed and in-memory 

based prediction module, which uses in-memory 

computing technology (e.g., Apache Spark) to 

enhance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f the system. 

Thus, the proposed framework is able to handle 

big data with high scalability and provide more 

accurate prediction to users.  

Keywords: Big data application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Apache Spark、ensemble 

1. 前言 
隨著智能手機(Smart Phone)、感知裝置

(Sensing Devices)、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及開放資料(Open Data)

的盛行[13][14]，各種類型的大數據(Big Data) 

[3][4][7][17]正以驚人的速度呈倍數性成長。依

據國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28] 的定義，

大數據為「大量、快速累積、具有多樣性的資

訊資產，需要新的處理技術以提升決策品質、

發掘問題、最佳化流程」。 

由於大數據隱含潛在、未知且有用的資

訊，如何設計一套支援決策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有效率且即時地分析大數據，

幫助決策者有效率地制定決策，已儼然成為一

個重要的研究議題[3][4][6][7][17] [30][31]。然

而，由於大數據具備三項主要特性: (1)大量

(Volume)、(2)快速(Velocity)及(3)多樣性(Variety) 

[3][4][7][17]，因而導致傳統支援決策系統無法

在單機環境中執行。因此，我們需將平行運算

(Parallel Computing)[25][26]的概念整合至欲開

發的決策系統中。 

然而，結合平行運算發展一套即時支援決

策系統可能會遭遇以下幾個問題：(1)所開發的

方法能將主要問題分解成數個獨立的子工

作，交由數台電腦分別執行。若分解的不恰

當，系統容易發生負載不平衡之問題 (Load 

Balancing Problem)，進而降低預測模組的執行

效率。(2)當數台電腦平行處理時，系統需要考

慮同步性問題(Synchronization Problem)以降低

電 腦 間 傳 遞 訊 息 的 成 本 (Communication 

Overheads)。若無法妥善處理同步性問題，不

僅可能造成系統執行效率低落，甚至導致不正

確的運算結果。(3)系統需具備容錯能力(Fault 

Tolerance Capability)與錯誤回復能力 (Fault 

Recovery Capability)。當某些電腦發生故障

時，系統仍能正確地進行預測工作而不會導致

錯 誤 結 果 。 (4) 系 統 需 具 備 可 延 展 性

(Scalability)。當資料量增加時，系統可藉由增

加電腦提升處理效率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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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體內計算(In-Memory Computing)技

術[26]是近年來最熱門的大數據分析技術之

一，其主要概念是將傳統在應用伺服程式

(Application Server)、資料庫伺服程式(Database 

Server)、儲存設備間的資料交換與運算的過

程，改為在記憶內完成。其主要的特色包括: (1) 

將資料存放在記憶體中以加快資料處理速

度；(2)透過壓縮技術減少資料量；(3)減少資料

的移動，僅搬移運算後的結果，而非搬移資料

去運算。Apache Spark [26]為近年來最被推崇

的雲端計算開發系統之一，有別於硬碟式 

MapReduce 架構的 Hadoop [25]，Apache Spark

整合記憶體內計算技術有效率地改善傳統 

Hadoop 無法有效利用記憶體處理資料之缺

點。在 Sort Benchmark Competition (資料排序

基準競賽)中，Spark 以不到三十分鐘的執行速

度，排序多達 100 Terabytes 的資料量，打破了

由 Hadoop 保有 72 分鐘的世界記錄。  

Apache Spark 的主要特點包括: (1)支援 

Scala、Java 和 Python 等三種高階程式語言，

以方便不同領域之程式設計師開發應用。(2)

實驗結果顯示 Apache Spark 憑藉其特有的 

RDD (Resilient Distributed Dataset) 記憶體內

計算技術，解決傳統 Hadoop MapReduce 架構

在迭代式演算法中所遇到的效能瓶頸，提供優

於 Hadoop MapReduce 運算架構約十到一百

倍的執行效能。(3) 與許多大數據分析系統如: 

Hadoop HDFS、S3、Storm等系統的存儲介面

相容，具備豐富的擴充模組如:以 SQL 指令操

作資料的  SparkSQL、豐富的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函式庫 MlLib 以及即時串

流處理技術 Spark Stream 等。隨著記憶體價格

的逐漸下降，In-Memory Computing 技術的採

用已經越來越向主流靠近。 

雖然目前已有相關研究致力於記憶體內

計 算 技 術 的 機 器 學 習 演 算 法

[5][8][18][20][22][24]與資料探勘(Data Mining)

技術[1][12][15][16][19][20][22][23][27]，然而

這些方法並未針對平行運算架構的即時支援

決策系統而設計。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一套

以 Apache Spark 為基礎的支援決策服務系統

架構，其結合平行式架構及記憶體內計算技

術，利用整體學習 (Ensemble) 技術 [2][9] 

[10][11][15][21][23]，融合多種預測/分類模型

的預測結果，做出最終決策之服務機制，達到

快速判斷與即時預測之功能。實驗結果顯示本

研究所提出的系統具有優良的延展性

(Scalability)及相當快速的執行效率。 

 

2. 相關研究 

此章節介紹關於平行運算系統 (Parallel 

Computing System)[3]的相關研究，包括: (1)共

享記憶體式(Shared Memory-based) 與 (2)無共

享式(Shared-nothing)系統。 

 

2.1 共享記憶體式平行運算系統 

共享記憶體式平行運算系統之主要特色

是該系統允許多個處理單元(Processing Unit)

同步存取一個共享的記憶體空間，例如: 含有

數千個小型高效率核心的 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多核心系統。由於該系統所共

享的記憶體空間是固定的，當資料量超過固定

記憶體空間所能處理之範圍時, 該系統會因記

憶體容量不足而無法執行。換言之，此類型的

系統通常延展性不佳，較不適用於處理大數

據。 

 

2.2 無共享式平行運算系統 

無共享式系統又稱為分散式計算系統，該

系統的主要特色是在不共享記憶體的情況

下，允許多個處理單元藉由傳遞訊息完成一件

工作。這種類型的系統通常較具備延展性。MPI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無共享式架構便是

一個典型的例子。然而，MPI 只適用於低階程

式語言(例如: C 和 Fortran)的平台，並不適用

於高階程式語言(例如: Java 和 R)的平台與應

用。有鑒於此，Apache Foundation 開發了一套

以 Java 高階程式語言為基礎的的開放原始碼

(Open Source)，稱為 Hadoop[25]，用以快速平

行處理大數據。 

Hadoop 包含兩個主要的核心技術 : 

HDFS (Hadoop Distributed File System) 與 

MapReduce Software。HDFS 是一個可靠的分

散 式 檔 案 系 統 (Reliable Distributed File 

System)，而 MapReduce Software 則是用來平

行處理大數據的技術。一個 MapReduce 的程

序包含兩個步驟:Map Stage 與 Reduce Stage。

在 Map Stage，每一個 Mapper 處理一小段資

料並將這些資料換成數個鍵 -值 (Key-Value 

Pairs)。在 Reduce Stage，Reducer 則負責彙整

Mapper Stage 所產生的 Key-Value Pairs，用以

求得結果。Hadoop 的應用相當地廣泛，可用

來處理資料的加減乘除運算、矩陣相乘/除、排

序、計數等問題。雖然 Hadoop 可能適用於大

數據分析中的某些應用，但該系統在處理資料

時並未使用 記憶體內計算技術，導致效率不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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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提出的方法 

本研究所提出的即時支援決策系統其架

構如圖 1所示，共包括五個主要的模組: (1)使

用者介面模組(User Interface Module)、(2)模型

管理模組(Model Management Module)、(3)資料

管理模組(Data Management Module)、(4)分散

及記憶體內計算預測模組 (Distributed and 

In-memory based Prediction Module)、(5) 決策

服務機制模組 (Decision Service Mechanism 

Module)。以下詳細敘述各模組之主要功能及特

色。 

 

3.1 使用者介面模組 

此模組提供使用者介面，使用者可以使用

模型管理模組及資料管理模組分別對決策模

型及要預測的資料進行管理、操作及存儲。此

外，使用者亦可透過此介面設定相關參數。設

定完相關參數後，即可使用分散及記憶體內計

算預測模組進行即時決策。 

 

3.2 模型管理模組 

由於各類型的決策/預測模型被廣泛地運

用於不同領域中，且模型往往隨著使用者的需

求而新增或刪除，如此才能確保支援決策系統

的效能穩定。然而，傳統方法對於模型的管理

卻還是停留在以人工作業的方式進行管理。此

模組可方便使用者管理不同預測模型並縮短

佈署預測模型所需之時間。該模組之主要功能

包括: 

(1) 依照使用者需求，方便使用者挑選決策模

型。 

(2) 方便使用者監測模型效能，汰換效率差的

模型及新增效率高的模型，節省人力成本

並提昇系統的整體執行效能。 

(3) 紀錄模型生命週期，幫助使用者監督模型

上線到下線的時間，進而協助使用者判斷

何時需調整模型或重建模型。 

(4) 依照使用者需求，方便使用者挑選

Ensemble 機制。 

 
3.3 資料管理模組 

透過資料管理模組，使用者可以輕易地存

儲及管理要預測的資料，並可透過此模組將要

預測的資料匯入至分散及記憶體內計算預測

模組進行即時決策。 

 

圖 1、所提出之即時支援決策系統架構圖 

 

 

圖 2、分散及記憶體內計算預測模組架構圖 

3.4 分散及記憶體內計算預測模組 

由於先前方法的架構(如: Apache Hadoop)

在使用模型進行預測時，大多將中繼計算結果

儲存於硬碟上，所以當資料量大時，容易導致

系統花過多的時間於 I/O 上，進而降低系統的

整體執行效能。 

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一個創新的分散及

記憶體內計算預測模組架構，其可依據 

Machine Capacity 在如 Apache Spark 之 記憶

體內計算架構下，以分散式計算方式結合數個

預測模型之預測結果，以平行處理大量資料並

達到快速判斷與即時預測。在圖 1 中，Data 

Loader以及Model Loader模組之主要功能將使

用者選定的決策模型及欲進行預測的資料匯

入記憶體供分散及記憶體內計算預測模組進

行後續處理。 

本研究所提出的分散及記憶體內計算預

測模組，其架構如圖 2所示，主要可分為三個

Phase，分別為: (1) Data Partition Phase、(2) Map 

Phase 以及 (3) Reduce Phase。以下分別敘述各 

Phase 之主要目的及其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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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ta Partition Phase: 此 Phase 的主要目

的乃是將要預測的資料切割成數個互不

重疊的 Partition，並將 Partition 指派到不

同的 Mapper 以利後續 Map-Reduce之處

理。 

(2) Map Phase: 此 Phase 的輸入資料為 Data 

Partition Phase 所產生的 Partition，也就是

一組要預測的資料集合。令 M* = {M1, 

M2,…, Mk}為使用者所選擇的 k = |M*| 個

預測模型。而每一個 Mapper 會將 Partition

中每筆資料 Dj複製 k 次，並對第 i 次(1  i 

 n)複製所產生的的資料 Dji 呼叫 PF(Dji, 

Mi)預測函數(Prediction Function)，此函數

計算出模型 Mi對於 Dji之預測結果 Rji。接

著， Mapper 會將這些結果整理成

Key-Value 的形式 Dji, (Mi, Rji)，並將這些

Key-Value Pairs 輸入至 Reducer 中。 

(3) Reduce Phase: 在 Reduce Phase 中，

Reducer會收集擁有相同Key的Key-Value 

Pairs {Dj1, (M1, Rj1), Dj2, (M2, Rj2), …, 

Djn, (Mn, Rjk) }，其中 Dj = Dj1 =…=Djk。

每一筆 Key-Value Pair 代表模型 Mi 對於

資料 Dj 的預測結果。接著 Reducer 會依

照本研究所提出的決策服務機制模組架

構將擁有相同 Key的 Value匯整成最終的

預測結果。 

分散及記憶體內計算預測模組之主要優

點及特色如下: 

(1) 整合記憶體內計算技術[26]，將資料存放

在記憶體中，以加快資料處理速度，有效

率地改善傳統方法無法有效使用記憶體

處理資料之效能瓶頸。 

(2) 沿襲 Apache Spark [26]之各項優點，如: (a)

降低負載平衡之問題 (Load Balancing 

Problem)，進而提升支援決策系統之整體

效率; (b)解決同步性問題，降低電腦間傳

遞訊息的成本; (c)具備容錯能力與錯誤回

復能力; (d)具備可延展性(Scalability), 系

統可藉由增加電腦提升處理效率與品質。 

(3) 支援三種高階程式語言 Scala，Java 和 

Python，以方便不同領域之程式設計師開

發應用。 

(4) 具 備 豐 富 的 擴 充 模 組 並 與 其 它

Echo-system 具備高度相容性，如: Spark 

Streaming、MLlib、Spark SSQL、Hive、

Hadoop MapReduce[12]、及 Storm等系統。 

3.5 決策服務機制模組 

決策服務機制模組之主要目的乃利用

Ensemble 整合方法[2][9][10][11][15][23]，融合

多種預測模型的預測結果，以記憶體內計算方

式，提升支援決策系統的預測能力並做出最終

決策之服務機制。Ensemble 整合方法的主要概

念如下所述: 令 M* = h1, h2, h3,..., hT 為預測

/決策模型所組成的集合，其中 hi (1  h  T) 為

第 i 組模型。假設查詢為 x，hi(x) 為模型 hi 所

預測的結果，H(x) 為融合 h1、h2、h3、...、hT 的

決策結果。 

常見的 Ensemble 整合方法包括: (1)平均

法 (Average) 、 (2) 加 權 平 均 法 (Weighted 

Average)、(3)過半數投票法(Majority Voting)、

(4)多數投票法(Plurality Voting)與(5)加權投票

法(Weighted Voting)，其中平均法與加權平均法

適用於數值型目標屬性，而過半數投票法、多

數投票法與加權投票法適用於類別型目標屬

性。其中，令 hi
r(x)為第 i 組模型預測資料 x 屬

於目標屬性 cr 的情況，過半數投票法的計算

方式是以超過半數的模型所預測的結果為最

終預測結果，其計算公式為:  

H(x) = cr,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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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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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k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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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xh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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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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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不 符 合上 述 條件 ， 則 系 統回 覆 

Rejection，表示無法預測 x 所屬的類別。 

換言之，若採用過半數投票法，在 Reduce 

Phase中，模型 Mi對第 j筆資料 Dj的預測結果

為Rji，令 x 等於 Dj且 hi(x) 等於 Rji，代入 H(x)

中，即可求出 Dj 的經過 Ensemble 後的預測結

果。雖然其它 Ensemble 方法也可適用於本研

究所開發的系統中，我們目前僅有實作平均

法。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會持續將其它

Ensemble 的方法整合至所開發的系統中。 

 

4. 實驗分析 

本章節以實驗驗證所提方法之執行效

率。由於先前的研究已證實 Ensemble 整合方

法的準確率優於單一預測模型，故本研究僅針

對所提方法的執行效率進行實驗分析。實驗所

採用的資料集為模擬資料，其包含 780 個條件

屬性以及 1個二元型的目標屬性。實驗所使用

的硬體為 1台Master (RAM 32G，CPU Intel i7)

和 6台 Slave (RAM 8G， CPU Intel Celron)，

所提出的方法由 Java 實作 (版本為 Spark 

1.5.2)，共使用 8個節點(Node)。所採用的預測

模型為MiLib 所提供的決策樹(Decision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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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所提出的方法在不同模型數量時的 

執行速度 

 

 

圖 4、所提出的方法在不同資料筆數時的 

執行速度 

在第一組實驗中，我們測試所提出的方

法在不同模型數量的執行速度。此實驗所採

用的測試資料 (Testing Data)筆數固定為

1,000筆，模型的數量以 5為間隔，由 5變動

到 100，例如 5、10、…、100。圖 3 顯示本

組實驗的實驗結果。從圖 3 我們可看出本研

究所提出的方法具備良好的執行效率。舉例

說明，當模型數量為 100 時，由於要進行預

測的資料共有 1,000 筆，一共要進行 100  

1,000 = 100,000次預測。面對如此龐大的資

料量，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其執行速度為

138 秒。換言之，平均一筆資料的執行時間

只需 0.0138秒。由於所提出的方法乃基於記

憶體內計算技術，並利用 MapReduce 平行化

技術處理要進行預測的資料，因此當模型數

量增加時，所提的方法仍然能夠非常有效率。 

在第二組實驗中，我們測試所提出的方

法在不同資料筆數時的執行速度。此實驗所

採用的模型數量固定為 10，資料筆數以 500

為單位，由 5,000變動到 10,000，例如 5000、

5400、…、10,000。圖 4 顯示本組實驗的實

驗結果。從圖 4 我們可看出本研究所提出的

方法具備良好的執行效率。舉例說明，當資

料筆數為 10,000時，所提出的方法只花費將

近 16秒。因此，我們所提的方法具備相當良

好的延展性。 

 

5. 結論 
本研究所發展的「支援決策服務之即時預

測引擎架構設計」乃針對大數據環境之特性而

設計，其主要目的乃結合記憶體內計算技術及

平行計算架構，提出一套支援決策服務的即時

預測引擎架構，以達到即時性、準確性與可擴

展性之預測功能以支援決策服務。實驗結果顯

示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具備優良執行效率及

延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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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地進步，人類的生活型態跟

著產生變化，以人臉特徵進行相關辨識的技術

也隨著孕育而生。由於相關技術具有無限的發

展潛力與應用層面，使得人類逐漸實現了智慧

型的生活型態。本論文提出一個植基於臉部紋

理與邊緣資訊的人臉性別辨識方法，該法是找

出臉部適合表示性別的特徵，再計算出影像中

各像素點的特徵值，最後利用支持向量機進行

這些特徵的分類，藉此判定該影像之所屬性

別。實驗結果顯示，本論文的方法可以獲得不

錯的辨識效果。 

關鍵詞：人臉性別分類；臉部特徵資訊；支持

向量機。 

 

1. 前言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曾經接觸過人臉

辨識的技術，這項技術被廣泛的運用在公共安

全、商業分析、安全監控、身分認證、與通行

控制等方面。最近，隨著恐怖主義的崛起，世

界各國機場的出入境處則相繼導入人臉辨識

系統，希望藉由自動化的人臉辨識系統提高反

恐的安全檢查能力。 

與人臉辨識相關的研究橫跨許多面向，例

如：年齡的估測、性別與表情的辨識、與人種

分類等。由於人臉相關的辨識只需透過攝影照

相設備，即可獲取偵測需要的資料，使得這項

技術成為目前最方便的辨識方法之一。利用人

臉影像進行分析並擷取出特徵，以判定其性別

歸屬，則是電腦視覺領域中熱門的研究主題。 

人臉性別辨識技術，依據所取特徵的不

同，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基於幾何特徵或外

表特徵。Alexandre[1]提出不同的看法，其將特

徵擷取分成基於形狀特徵及基於紋理特徵兩

部分，在形狀特徵部分使用類似梯度方向直方

圖之邊緣方向直方圖，輸入的影像是沒有經過

標準化直方圖處理之灰階影像，在紋理特徵部

分則使用區域二元圖樣(local binary pattern, 

LBP)來編碼，並採用決策融合(decision fusion)

的方式融合在單一尺度下不同分類器訓練後

的決定或者是在不同尺度下所獲取的特徵。

Lian and Lu[2]考慮多視角並結合形狀和紋理

特徵資訊的方法來改進以 LBP 代表臉部的特

徵資訊，他們認為此種方法可以描述三種局部

性的層級：在像素層級時直方圖的標籤代表影

像的資訊，接下來標籤會被加總以產生區域層

級的資訊，最後將區域影像直方圖串接起來以

產生整個臉部的資訊。Ylioinas 等人[3]則認為

LBP是一個只有提取臉部影像紋理特徵而忽略

灰階對比度的演算法，他們提出在影像資訊中

的灰階度是獨立且可以旋轉，而對比度則反

之，因此該兩種資訊在 LBP中可形成互補以改

進其效能。 

Makinen and Raisamo [4]系統性的透過實

驗方式，對於四種性別辨識的方法進行效能的

比較；此外，對於臉部影像進行縮放、旋轉、

與轉換等處理時，分析性別辨識所使用的分類

器之效能。Makinen and Raisamo [5]透過分析

FERET 及 WWW 兩個資料庫中的人臉影像是

否有頭髮，進而評估某些性別辨識方法之辨識

率；同時他們也指出此種方法並不適用於

WWW資料庫，因為人臉影像正規化是相當重

要的一環，包括位置和旋轉，而資料庫的影像

背景差異性也會使辨識率下降。Shen 等人[6]

提出使用矩形特徵向量(rectangle feature vector, 

RFV)辨別人臉性別影像，RFV 具有計算速度

快，與可在人臉影像的局部區域變化進行有效

編碼的雙重優點。Verschae 等人 [7]提出以

AdaBoost與 domain-partitioning based分類器為

基準的性別分類架構，該架構可在動態的環境

中，同時達成高速的處理與訓練速度。Shan [8]

提出以 LBP 作為臉部特徵之描述，並以

AdaBoost挑選出具有辨識能力之特徵集合，最

後交由支持向量機進行性別的辨識。 

針對以臉部影像進行性別辨識之研究，本

論文提出一個植基於臉部紋理與邊緣資訊的

人臉性別辨識方法，該法是以雙向區域樣板圖

樣(bidirectional local template patterns, B-L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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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準，藉以找出適合辨識的臉部特徵。我們

的方法用於計算影像中各個像素點的特徵

值，並將前述特徵描述子所表示之直方圖進行

串接，藉此表示為人臉性別影像之特徵向量，

最後將此特徵向量交由支持向量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進行辨識。實驗結果顯

示，相較於其他類似的方法，本論文的方法可

獲得不錯的性別辨識效能。 

本論文架構如下：第二節回顧本論文所使

用之相關技術，第三節介紹本論文所提出的方

法，第四節是相關實驗結果與討論，第五節為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2. 背景介紹 

2.1 雙向區域模板圖樣 

受到樣板直方圖 (histogram of template, 

HOT) 與 中 心 對 稱 區 域 二 元 圖 樣
(center-symmetric local binary patterns, CS-LBP)

的觀念啟發，Xu 等人[9]提出了雙向區域樣板

圖樣(bidirectional local template patterns, B-LTP)

的觀念，並已成功地應用在行人偵測的研究主

題。 

B-LTP主要由四個基本樣板所構成，這些

樣板主要是考慮在某一區域裡，中心點像素和

對角像素點之間的紋理資訊和梯度資訊的差

異；因此，可視為是影像中某種區域結構特徵

的表現。此外，這些樣板亦可反應影像裡的邊

緣資訊，與突出區域的紋理資訊。有此四個基

本樣板，使用者便可以定義出諸多的數學公

式，藉此分別用於計算影像中的梯度與紋理資

訊。此四個樣板的範例，如圖 1所示。 

針對影像中紋理的部分，B-LTP可以下述

公式予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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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P)表示像素 P的灰階值。至於影像中

梯度大小的資訊，則以下述公式考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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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ag(P)表示像素 P的梯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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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B-LTP的四個基本樣板[9] 

以此方式，對於影像中紋理資訊的部分，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維度大小是 24 直方圖；其

中，前 16個數值是由 B-LTP1的數值決定，接

著 4 個數值則是由 B-LTP2 的條件決定，最後

的 4 個數值則是由 B-LTP3 決定。梯度大小的

計算方式與紋理的部分雷同，所以亦可產生維

度同為 24 的直方圖。最後將梯度大小的部分

和紋理部分的直方圖串接在一起，可得到維度

是 48 的直方圖。然而，在文獻[9]中，作者並

未對梯度大小的計算提供詳細的說明或採行

的方法；因此，在本論文中，我們將以 Canny

運算子[10]作為計算影像中邊緣資訊的依據。 

2.2 Canny運算子 

Canny 演算子[10]是基於下述三個準則以

進行影像中的邊緣偵測: 

1.具有良好的偵測性：能夠找到所有邊緣，且

對雜訊具有良好的抵抗力。 

2.邊緣點具有好的局部性：所偵測到的像素邊

緣間的距離最小，真實邊緣的像素也最小。 

3.單一邊緣響應：每個邊緣只會有一個偵測結

果。 

依據前述準則，Canny的邊緣偵測步驟如下： 

2.2.1 高斯濾波 

首先利用高斯濾波器抑制雜訊。公式(8)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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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差為 1.4的高斯平滑濾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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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尋找影像的梯度值 

使用類似 Sobel 方法或其他類似的遮罩，

求取影像中各像素的梯度強度與方向。 

2.2.3非最大值抑制 

此步驟係將前一步驟所得影像中較為模

糊的邊緣予以銳利化，其作法是將梯度影像中

的區域最大值予以保留，並刪除其他不相關的

邊緣資訊。 

2.2.4雙門檻值 

經過非最大值抑制作用後，所遺留下來的

點大部分已經是真正的邊緣點；然而，仍有少

許是雜訊被誤判的邊緣資訊。為了避免此種情

形發生，Canny 採用了雙門檻值，用以區隔強

邊緣點或示弱邊緣點。 

2.2.5決定正確的邊緣軌跡 

將邊緣點進行區分後，強邊緣點可立即標

示為最終的邊緣影像；至於，弱邊緣點僅供於

連接至強邊緣點的參考。 

2.3 區域紋理特徵的擷取 

為了有效地表示整張人臉影像中細微紋

理的組成，本論文採取區塊式方法建構區域紋

理特徵。所謂區塊式特徵的擷取與建構是先將

人臉影像分割成固定大小且不重疊的子區

塊，針對每個子區塊進行 B-LTP特徵的計算與

相關直方圖的建構，最後將全部子區塊的直方

圖串接在一起，形成單一且代表該張臉部表情

影像的特徵直方圖，其觀念如圖 2所示。 

B-LTP

. . .
H1 Hn

B-LTP
 

圖 2. 局部紋理特徵擷取示意圖 

3. 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提的臉部性別辨識方法，乃是利

用上述理論擷取臉部具有代表性之紋理與邊

緣特徵，再將這些特徵送交 SVM，以進行男女

性別的辨識。首先我們需將臉部影像進行區塊

式 B-LTP的運算。為了求得區域代表性之臉部

紋理，在進行 B-LTP的運算時，我們會把影像

切割成 N  N個不重疊的子區塊以進行特徵直

方圖的運算。最後將各區塊所求取之 B-LTP特

徵直方圖串接一起，形成一個延伸特徵直方

圖，我們以此作為輸入臉部表情影像之特徵向

量。 

圖 3是本論文所提方法之系統流程圖，可

分為訓練與測詴兩部分。在訓練部分，每一張

影像經上述方法提取相關特徵後，利用 SVM

將欲訓練之性別樣本進行分類訓練，可獲得一

個訓練好的 SVM 模型。在測詴部分，將欲測

詴之影像經上述方法提取特徵後送入訓練好

的 SVM模型，進行預測並獲得辨識結果。 

SVM
Gender 

Recognition
Classification 

Model

Testing 
images

Facial
features 

B-LTP
Histogram 

Block-based

Training 
images

Facial
features 

B-LTP
Histogram 

Block-based

 

圖 3. 本文所提人臉性別辨識系統流程圖 

4. 實驗結果 

為了驗證本論文所提方法之效能，我們以

FERET[11]和 BioID[12]兩個臉部資料庫作為

測詴的對象。在 FERET 資料庫的影像部分，

我們選取了男性影像 1704 張，女性影像 987

張；在 BioID資料庫部分，則考慮男性影像 945

張，女性影像 538張。在這兩個資料庫中的所

有影像都經過臉部偵測及提取後，轉成大小皆

為 128  128 像素的灰階影像，供後續處理與

辨識之用。本論文詴驗的方法為 10 次交叉驗

證法(10-fold cross-validation)。 

所謂 10 次交叉驗證法是將資料集隨機分

成十等分，每次選取其中九個資料集當作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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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剩餘一個資料集當作測詴樣本，並且重

複上述動作 10 次，直到每個資料集都曾被選

為測詴樣本後結束。我們將所有性別影像樣本

隨機分成十等分，每等分皆有兩類樣本，以 10

倍交叉驗證法進行訓練及測詴，所求取的平均

數值為該法的辨識率。 

本論文之實驗，是以 LIBSVM[13]作為

SVM分類運算之工具。由於 SVM的原始版本

是以 CPU進行運算，所以在訓練階段會花費大

量的時間；所以 LIBSVM的作者將原有版本改

以 GPU 進行運算，如此可以大幅減少訓練階

段所需的時間。因此，本論文所有實驗皆以

GPU版本的 LIBSVM[14]進行。 

4.1 實驗一 

為了瞭解使用區域紋理與梯度特徵擷取

時，區塊數目對於辨識結果的影響，我們先以

FERET資料庫作為測詴對象，實驗不同的區塊

數目並觀察其辨識效能。相關數據如表 1所示。 

從表 1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隨著區塊

數目的增加，可以獲得更多的紋理資訊，進而

提升辨識的效果；當區塊數目為 6  6時，可

以得到最高的辨識率。雖然區塊數目的增加，

提供後續辨識更多的特徵資訊，然而，特徵資

訊的維度亦隨之增加，進行樣本訓練的時間也

隨之拉長。因此，區塊數目的適當數量與訓練

時間的長短，將是設計一個辨識系統必須考量

的兩項因素。 

表 1. 不同區塊數目之辨識率(%) -- 以FERET

資料庫為例 

區塊數目 22 33 44 55 66 

辨識率 95.57 97.51 97.99 98.32 98.92 

4.2 實驗二 

為了得知我們的方法與其他方法在效能

上的差異，我們實作文獻上以區域紋理為基準

或變形之方法，並以 FERET資料庫進行比較，

結果如表 2所示。實驗數據顯示，我們的方法

相較於其他現有的方法，不論是在男女個別的

辨識，或是整體的辨識率，都可以獲得更令人

滿意的辨識效果。 

 

表 2. 本論文與其他方法之辨識率比較 

方法 辨識率(%) 

Overall Male Female 

LBP + SVM[15] 93.38 95.73 89.78 

PPPTF [16] 91.76 96.14 79.84 

LDP [17] 95.05 94.81 95.33 

Ours 98.92 99.00 98.78 

4.3實驗三 

除了以 FERET 為實驗對象之外，我們另

外考慮 BioID為測詴效能的對象，以驗證當影

像的取相對象或方式不同時，我們的方法是否

依舊可以獲得不錯的辨識效果。如同在實驗一

的目的，我們先驗證不同的區塊數目，對於辨

識效果的影響性，實驗數據如表 3所示。 

從表 3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隨著

區塊數目的增加，可以獲得更多的紋理資訊，

進而提升辨識的效果。然而，在此性別資料

庫，當我們的方法在區塊數目為 7  7時，已

經得到最高的辨識率；如果再繼續增加區塊數

目，將無法提升辨識率。因此，不同的資料庫

適用的區塊數目有著明顯的不同。 

表 3. 不同區塊數目之辨識率(%) -- 以 BioID

資料庫為例 

區塊數目 22 33 44 55 77 

辨識率 99.39 99.25 99.46 99.66 99.80 

4.4實驗四 

為了得知我們的方法與其他方法在 BioID

資料庫效能上的差異，我們參考了文獻中以

BioID 資料庫作為測詴的方法，結果如表 4 所

示。雖然比較的方法在影像張數、環境的設定

都略有不同，直接比較相關數據較為不妥；但

是，實驗的結果仍可反應該方法的效能。從實

驗數據顯示，我們的方法比其它的方法，仍可

以獲得較令人滿意的辨識效果 

表 4: 本論文與其他方法之辨識率比較 

方法  辨識率(%)  

Overall Male Female 

MSLBP + EDA [18] 95.79 98.50 92.08 

SICoNNe [19] 86.40 89.20 81.40 

Ours 99.80 100.00 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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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影響人臉性別辨識系統效能的重要關

鍵，在於影像特徵表示法的優劣；該特徵表示

必須能夠同時滿足特徵維度低，且具有高辨識

率的雙重特性。本論文提出的方法是將影像透

過區塊式雙向區域模板圖樣，計算出各個像素

點的紋理與邊緣特徵，並將其所表示之直方圖

當作擷取出來的特徵，以此作為該張影像之特

徵資訊。為了取得更詳細的影像結構資訊，我

們藉由將影像分割成許多不重疊的區塊，個別

進行相關區塊的特徵擷取。由於本文所提之方

法，是以整張人臉進行考慮，某些較不具辨識

效果的區塊亦會一併進行計算，因此，朝向人

臉中較具有鑑別度的部分來研究，是我們未來

可以努力的方向。例如：眼形、鼻頭、嘴角或

眉毛等區域，再進行特徵值擷取的動作，以達

到提高辨識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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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動化的人臉表情分析是一項極具挑戰

性的研究問題，而且該議題對人機互動、機器

人控制、駕駛者的狀態監控、與資料驅動動畫

等諸多應用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自動化人臉

表情辨識主要是擷取人臉表情影像中較具有

辨識能力的特徵，再透過分類器進行分類以判

定該影像中的表情為何。本論文提出一個植基

於臉部紋理與邊緣資訊的人臉表情辨識方

法，該法是找出臉部適合表示表情的特徵，再

計算出影像中各像素點的特徵值，最後利用支

持向量機進行這些特徵的分類，藉此判定該影

像所呈現的表情。實驗結果顯示，本論文的方

法可以獲得不錯的辨識效果。 

關鍵詞：人臉表情辨識；臉部特徵資訊；支持

向量機。 

 

1. 前言 

人臉的特徵是十分複雜且變化多端的，人

與人之間的交流，表情對於訊息的傳達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隨著科技不斷進步，人們需要以

臉部的表情與機器進行溝通以達到一些目

的，例如：影像照護系統，就是以臉部表情變

化判斷病患的生理是否發生異常狀況？或是

機器人視覺系統，則是透過臉部表情判斷使用

者的生理、心理等狀況，再進行相對應的處理

程序。 

現今許多科技產品強調具備人工智慧，增

強了機器與人類之間的互動；若能使電腦自動

辨別人類的情緒反應，更可拉近電腦與人類的

關係，於是臉部表情辨識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FER)的研究在學術界越來越受到

重視。透過分析臉部表情的不同，將各種表情

特徵量化並分類，就可以使電腦學習如何辨別

人類的情緒狀態，進一步提供資訊給電腦系統

做出該有的對應與互動。 

若以臉部影像特徵作為電腦辨識表情的

依據，目前主要有兩種特徵擷取方式。第一種

方式是基於幾何特徵擷取[1-6]，以臉部動作編

碼系統(Facial Action Coding System, FACS)[7]

為導向，該編碼系統可以用來描述臉部特定區

域個別移動的狀況；例如：Kotsia and Pitas[6]

提出人臉表情的變化可利用網格狀模型進行

參數化設定，網格狀模型主要由許多節點所組

成，這些節點的選定即是以 FACS 中的動作單

元(Action Units)來決定。由於需先將臉部特徵

手動標示節點作為參考基準，因此這些節點的

位置將決定辨識結果的優劣。第二種是基於外

觀特徵擷取[8-12]，主要是針對區域紋理進行

處理；例如：Bashyal and Venayagamoorthy [12]

利用 Gabor 小波轉換擷取肌肉紋理，手動選擇

重要的特徵部位，最後以學習向量量化

(Learning Vector Quantization, LVQ)進行表情

分類，雖然此法準確度高，但計算過程複雜，

需耗費較多時間。 

基於外觀特徵的方法主要依據表情的紋

理及像素值上的差異來進行分析。Zhang 等人

[13]證明了 Gabor 小波表示法在表情辨識上比

使用幾何特徵的方法效果更佳。Donato等人[14]

在其研究中，則探討了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獨立成分分析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 ICA)、區域特

徵分析(Local Feature Analysis, LFA)、線性判別

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與

Gabor 小波表示法對於臉部表情辨識的優劣，

結果顯示 Gabor 小波表示法與 ICA 的效能最

佳。為了解決 Gabor 小波表示法在計算上需要

花費許多時間與儲存空間的問題，區域二元圖

樣(Local Binary Patterns, LBP)逐漸被使用在影

像資訊的表達上[15]。Viola and Jones 則證實，

LBP對於光線的變化及低解析度影像有較高的

強韌性，其辨識效果更優於 Gabor 小波表示法

[16]。 

在本論文中，我們提出一個方法將表情影

像透過雙向區域樣板圖樣(Bidirectional Local 

Template Pattern, B-LTP)[17]計算出各個像素

點的特徵值後，藉此表示為人臉表情影像之特

徵，再以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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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M)進行這些特徵之辨識。為了驗證所提方

法的效能，我們將使用 Cohn-Kanade (CK) [18]

和 Extended Cohn-Kanade (CK+) [19]兩個表情

影像資料庫作為測詴對象。實驗結果顯示，利

用本文所提的方法，可得到不錯的辨識效果。 

本論文架構如下：第二節回顧本論文所使

用之表情辨識相關技術，第三節介紹本論文所

提出的方法，第四節是相關實驗結果與討論，

第五節為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2. 背景介紹 

2.1 雙向區域模板圖樣 

受到樣板直方圖 (histogram of template, 

HOT) 與 中 心 對 稱 區 域 二 元 圖 樣
(center-symmetric local binary patterns, CS-LBP)

的觀念啟發，Xu 等人[17]提出了雙向區域樣板

圖樣(bidirectional local template patterns, B-LTP)

的觀念，並已成功地應用在行人偵測的研究主

題。 

B-LTP 主要由四個基本樣板所構成，這些

樣板主要是考慮在某一區域裡，中心點像素和

對角像素點之間的紋理資訊和梯度資訊的差

異；因此，可視為是影像中某種區域結構特徵

的表現。此外，這些樣板亦可反應影像裡的邊

緣資訊，與突出區域的紋理資訊。有此四個基

本樣板，使用者便可以定義出諸多的數學公

式，藉此分別用於計算影像中的梯度與紋理資

訊。此四個樣板的範例，如圖 1 所示。 

針對影像中紋理的部分，B-LTP 可以下述

公式予以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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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P)表示像素 P 的灰階值。至於影像中

梯度大小的資訊，則以下述公式考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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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45  ii PgPgPMagPMagLTPB   (6) 

},)()()({max arg     4

6

kikikk PMagPMagPMag

LTPB



 (7) 

其中，Mag(P)表示像素 P 的梯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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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B-LTP 的四個基本樣板[17]，其中 P 為影

像中某一像素點，Pi (i = 0, ..., 7)為其八鄰點。 

以此方式，對於影像中紋理資訊的部分，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維度大小是 24 直方圖；其

中，前 16 個數值是由 B-LTP1的數值決定，接

著 4 個數值則是由 B-LTP2的條件決定，最後的

4 個數值則是由 B-LTP3決定。梯度大小的計算

方式與紋理的部分雷同，所以亦可產生維度同

為 24 的直方圖。最後將梯度大小的部分和紋

理部分的直方圖串接在一起，可得到維度是 48

的直方圖。然而，在文獻[17]中，作者並未對

梯度大小的計算提供詳細的說明或採行的方

法；因此，在本論文中，我們將以 Laplacian

運算子[20]作為計算影像中邊緣資訊的依據。 

2.2 Laplacian 運算子 

Laplacian 運算子的概念源自於在一張影

像裡，相同顏色的區域內，像素之間的灰階值

不會有太大變化；然而，在兩不同顏色的邊緣

交接處，其灰階值就會顯示出大的變化，這種

大幅度的變化就是我們用以檢測邊緣的重要

依據。 

對於擁有雙變數的函數 f(x, y)的 Laplacian

運算子，其定義為: 

2

2

2

2
2

y

f

x

f
f









  (8) 

為了能夠將其應用在影像處理上，此方程式需

以離散形式表達。假設現有兩個變數，則在 x

方向及 y 方向上的二階偏微分可以下方公式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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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公式(8)的二維 Laplacian 運算子可由公式

(9)和(10)進行相加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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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區域紋理特徵的擷取 

為了有效地表示整張人臉影像中細微紋

理的組成，本論文採取區塊式方法建構區域紋

理特徵。所謂區塊式特徵的擷取與建構是先將

人臉影像分割成固定大小且不重疊的子區

塊，針對每個子區塊進行 B-LTP 特徵的計算與

相關直方圖的建構，最後將全部子區塊的直方

圖串接在一起，形成單一且代表該張臉部表情

影像的特徵直方圖，其觀念如圖 2 所示。 

B-LTP

. . .
H1 Hn

B-LTP
 

圖 2. 局部紋理特徵擷取示意圖 

3. 研究方法 

本論文所提的臉部表情辨識方法，乃是利

用上述理論擷取臉部具有代表性之紋理特

徵，再將這些特徵送交 SVM，以進行各種表情

的辨識。 

首先我們需將臉部影像分別進行區塊式

B-LTP 的運算。為了求得區域代表性之臉部紋

理，在進行 B-LTP 的運算時，我們會把影像切

割成 N  N 個不重疊的子區塊以進行特徵直方

圖的運算。最後將各區塊所求取之區塊式

B-LTP 特徵直方圖串接一起，形成一個延伸特

徵直方圖，我們以此作為輸入臉部表情影像之

特徵向量。 

圖 3 是本論文所提方法之系統流程圖，可

分為訓練與測詴兩部分。在訓練部分，每一張

影像經上述方法提取相關特徵後，利用 SVM

將欲訓練之數種表情樣本進行分類訓練，可獲

得一個訓練好的 SVM 模型。在測詴部分，將

欲測詴之影像經上述方法提取特徵後送入訓

練好的 SVM 模型，進行預測並獲得辨識結果。 

SVM

Different 
Facial 

Expressions

Classification 
Model

Testing 
images

Facial
features 

B-LTP
Histogram 

Block-based

Training 
images

Facial
features 

B-LTP
Histogram 

Block-based

 

圖 3. 本文所提臉部表情辨識系統流程圖 

4. 實驗結果 

為了驗證本論文所提方法之效能，我們選

擇在表情辨識研究上廣為研究者使用的

Cohn-Kanade (CK) 資 料 庫 和 Extended 

Cohn-Kanade (CK+)資料庫進行相關實驗。 

Cohn-Kanade 資料庫目前已被臉部表情研

究領域中的學者廣泛採用，此資料庫主要由 97

位年齡介於 18 歲到 30 歲之間的大學生組成，

其中 65％為女性、15％為美裔非洲人、3％為

亞洲人或拉丁美洲人，共 486 組序列影像。每

個人都有二到七種不同的表情(分別是：自然表

情(NE)、高興(HA)、恐懼(FE)、厭惡(DI)、驚

訝(SU)、悲傷(SA)、憤怒(AN)等)，每組影像序

列皆由自然表情(或稱無表情)開始，並以其中

一種表情做為結束。我們從資料庫共 486 組影

像序列中，選取其中 320 段序列影像，再從每

一段影像序列中，選其第一張作為無表情影

像，最後三張作為表情影像。 

Lucey 等人[19]於 2010 年將原始 CK 資料

庫進行擴增，建置了 Extended Cohn-Kanade 

Facial Expression Database (CK+)。我們使用

CK+資料庫中的表情影像部份，是由 123 位不

同的人所拍攝之 593 組序列影像所組成，年齡

介於 20 到 45 歲，所有序列影像皆是由無表情

開始，並以某一種表情結束。由於有部分序列

影像如同 CK 資料庫一般有不完整之情形，因

此我們從 593組序列影像中選出 395 組完整的

序列影像，將每段序列影像的第一張影像視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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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表情、最後三張作為某類表情影像。 

本實驗所使用到 CK 與 CK+資料庫，各類

表情的影像數量如表 1 所示。 

表 1. CK 與 CK+之實驗用影像張數 

 表情種類 

資料

庫 
AN DI FE HA SA SU NE 

CK 108 120 99 282 126 225 320 

CK+ 159 156 174 267 183 246 395 

本 論 文 採 取 10 倍交 叉 驗 證 法 (10-fold 

cross-validation)進行詴驗。10 倍交叉驗證法是

將資料集隨機分成十等分，每次選取其中九等

分當作訓練樣本，剩餘一等分當作測詴樣本，

並且重複上述動作 10 次，直到每等分的資料

都曾被選為測詴樣本後結束。我們將所有表情

影像樣本隨機分成十等分，每等分皆有七類表

情樣本，再以 10 倍交叉驗證法進行訓練及測

詴，所求取的平均數值稱為該法的表情辨識

率。 

4.1 實驗一 

為了瞭解使用區域紋理特徵擷取時，區塊

數目對於辨識結果的影響，在本實驗我們以

CK 資料庫為測詴對象，實驗不同的區塊數目

並觀察其辨識效能。相關數據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區塊數目之辨識效能(%) – 以 CK 為例 

區塊 

數目 
22 33 44 55 77 99 

辨識率 92.50 96.64 96.72 97.73 97.73 97.89 

從表 2 的數據中可以發現，隨著區塊數目的增

加，可以獲得更多有用的紋理資訊，進而達到

提升辨識的效果。當區塊數目為 9  9 時，可

以得到最高的表情辨識率；因此，我們以其為

基準，觀察其七種表情的混淆矩陣，相關數據

如表 3 所示。 

在表 3 的實驗數據顯示，我們的方法在厭

惡與高興兩種表情的辨識結果最佳；其次在憤

怒、驚訝、與無表情的辨識上，亦可獲得相當

不錯的辨識效果。唯獨在悲傷表情的辨識率，

會略低於 95%。由於悲傷表情是屬於五官中較

無明顯變化的狀況，因此，有略高的比率會將

其誤判為自然表情。從此現象推論，若使用機

器進行臉部影像的表情辨識時，如果輸入的表

情特徵不夠清楚或明顯時，將會造成一定程度

的誤判情形。 

表 3. 七種表情辨識率(%)之混淆矩陣 –  

以 CK 為例 

 AN DI FE HA SA SU NE 

AN 96.30 0 0 0 0 0 3.70 

DI 0 99.17 0 0 0 0 0.83 

FE 2.02 0 97.98 0 0 0 0 

HA 0 0 0 99.65 0 0 0.35 

SA 0 0 0 0 92.86 0 7.14 

SU 0 0 1.33 0 0 98.22 0.44 

NE 0.94 0 0 0.63 0.31 0 98.12 

4.2 實驗二 

為了得知我們的方法與其他方法在效能

上的差異，我們實作文獻上以區域紋理為基準

或變形之方法，並以 CK 資料庫中七類表情影

像進行實驗，結果如表 4 所示。實驗數據顯示，

我們的方法確實比其他現有的方法，可以獲得

更令人滿意的辨識效果。 

表 4. 本論文與其他方法之辨識率比較 

方法 辨識率(%) 

LBP [15] 88.9 

LDP [21] 93.4 

LDPv [22] 93.1 

Ours 97.9 

4.3 實驗三 

除了以 CK 為實驗對象之外，我們還以

CK+作為測詴的對象，以驗證當影像張數增加

或取相對象的不同時，我們的方法是否依舊可

以獲得不錯的辨識效果。如同實驗一的目的，

我們先驗證不同的區塊數目，對於辨識效果的

影響性，實驗數據如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區塊數目之辨識效能(%) – 

以 CK+為例 

區塊 

數目 
22 33 44 55 77 99 

辨識率 88.99 95.76 97.78 97.85 98.10 98.86 

從表 5 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發現，隨著區塊

數目的增加，由各區塊內的紋理資訊進行組合

後，將可獲得更具識別性的紋理特徵，進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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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辨識的效果。當區塊數目為 9  9 時，可以

得到最高的表情辨識率；因此，我們以其為基

準，觀察其七種表情的混淆矩陣，相關數據如

表 6 示。 

在表 6 的實驗數據顯示，我們的方法在恐

懼與開心的表情辨識結果最佳；至於在其他表

情的辨識，亦可獲得相當不錯的辨識效果。由

此可知，隨著各類表情影像的數量增加，可獲

取更多的分類資訊；對於分類效果的影響，有

正面的幫助。 

表 6. 七種表情辨識率(%)之混淆矩陣 –  

以 CK+為例 

 AN DI FE HA SA SU NE 

AN 96.86 0.63 0 0 0 0 2.51 

DI 0.64 99.36 0 0 0 0 0 

FE 0 0 100 0 0 0 0 

HA 0 0 0 100 0 0 0 

SA 1.64 0 0 0 96.72 0 1.64 

SU 0 0 0 0 0 99.19 0.81 

NE 0 0 0 0 1.01 0 98.99 

4.4 實驗四 

為了得知我們的方法與其他方法在效能

上的差異，我們實作文獻上以區域紋理為基準

或變形之方法，並以 CK+資料庫中七類表情影

像進行比較，結果如表 7 所示。實驗數據顯示，

我們的方法確實比其他現有的方法，可以獲得

更令人滿意的辨識效果 

表 7. 本論文與其他方法之辨識率比較 

方法 辨識率(%) 

LGP [23] 90.2 

PHOG [24] 95.3 

Census Transform [25] 96.8 

Ours 98.9 

5. 結論 

在進行臉部表情辨識時，不僅是要提升辨

識率，如何有效縮短機器運算的時間、在不降

低辨識率的條件下減少特徵維度的等，都是一

個良好的表情辨識方法需要考慮的因素。本論

文提出的方法是將表情影像透過區塊式雙向

區域樣板圖樣計算出各個像素點的特徵值

後，並將其所表示之直方圖當作擷取出來的特

徵，形成一個特徵直方圖，再以此作為該張表

情影像之特徵資訊。我們的方法是將影像分割

成許多區塊以提高表情的辨識效能，由於本文

所提之方法是以整張人臉影像進行特徵值擷

取，某些較不具辨識效果的區塊亦會一併進行

計算，未來將朝向將人臉中較具有鑑別度的部

分，例如：眼睛四周、嘴角、或眉毛等區域選

取出來，再進行特徵值擷取的動作，以達到提

高辨識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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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醫療管理長期照護系統 

 

 

 

摘要 

 
社會結構改變，醫療服務由急症治療轉為老病

照護為主，網路通訊技術演進與普及，全球正

極力推展「遠距醫療」，物聯網正式來臨。 

本系統結合藍牙醫療設備，利用藍牙傳輸及行

動網路通訊技術，透過智慧型手機 App 將訊息

傳至雲端伺服器與資料庫，擺脫手記的不便並

減少錯誤發生率；可隨時查詢歷史紀錄或區間

圖表監控生理狀態，異常數據發生或遇緊急狀

況時，透過 App 與用戶端即時互動，並傳送有

座標定位的資訊頁予醫護端做緊急處置。 

後期希望與各界整合發展客製化穿戴裝置，減

少往返醫院的舟車勞頓，打破時間空間的限

制，讓遠距醫護變的更加親切多元。 

有鑑於每年十大死因都有高血壓性疾病在其

中，因為現代人生活作息、飲食...等情況導致，

也常常忽略到身體中的小症狀變成大症狀而

來不及就醫，針對這樣的現象，我們透過藍牙

血壓計的功能，開發出一套輕鬆又便利的自我

健康管理系統，更能結合行動裝置及社群軟體

運用，讓現代人注意到自我生理狀況，來了解

健康管理的重要性，讓健康管理隨著科技與人

們意識發展，能夠簡單又省時。 

 

關鍵詞：物聯網，遠距醫療，藍牙傳輸，網路

通訊技術，穿戴裝置。 

 

1. 緒論 

1.1 研究背景 

工業發展造成環境污染，導致心血管疾病及各

種慢性病發生率劇增，世界衛生組織(WHO)統

計，全球約有 1750 萬人死於心血管疾病，每

10 人就有 3人因心血管疾病而死亡，佔全球死

亡總數的 30%2；根據我國衛生署統計，心血

管疾病已經連續 25年高居國人十大死因前三

名 6，堪稱是全球頭號殺手。我國內政部統計

處內政統計通報（103年底人口結構分析）資

料，我國人口總增加率長期以來均呈現遞減趨

勢（表 1）1，自 82 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

65歲以上老人所占比率持續攀升，103 年底已

達 12.0%；衡量人口老化程度之老化指數為

85.7%（表 2），國發會統計預估到 2060 年扶老

比將升至 81.4%，我國每 10人中有 4人是 65

歲以上的老人，工作年齡人口將降至 50.7%，

幾乎每 1.2 名工作人口就要扶養 1名老人（表

3）5。人口變遷全球正面臨少子化及高齡化的

社會結構，銀髮族、高風險及慢性疾病族群無

法從傳統人力照護方式獲得妥善的醫療照

護，因此「遠距照護」17已成為世界各國衛生

單位與醫療機構等組織極力重視及拓展的區

塊之一，隨著通訊技術的普及和物聯網的快速

發展，實現了遠距醫療照護的需求。因應這個

趨勢，為了提升新的技術與最佳的健康控管，

本論文將探討遠距醫療照護系統的技術層

面，並針對目前遠距醫療照護系統功能面的不

足，設計並研發一套藍牙遠距醫療照護系統。 

 
表 1. 年底人口總數、年增加、自然增加比率 

 
 

表 2. 人口年齡結構百分比、老年人口依賴比、老

化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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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3年至 150年總扶養比、扶老比、扶幼比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處     編製 

 

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高齡化的社會型態來臨，不僅改變了人口結

構，也促使醫療服務發展的重點由急症的治

療，轉而為以銀髮族、高風險疾病及慢性疾病

族群的照護為主，這對於目前少子化結構的家

庭工作人口與原本就很匱乏的醫療及照護人

員體系來說，無疑是沉重的壓力之一。 

 

舉例來說，高血壓患者必須每日測量數次血壓

狀況及紙本記錄，以利定期回診時，提供醫師

查閱血壓控制情形與切確診斷開藥，然而患者

容易發生忘記測量與記錄，亦或是紀錄數據錯

誤、遺失等情況，更別說還能夠按時吃藥控制

病情；這樣控制病情的方式，不論是對醫護人

員或是患者而言改善空間並不大。 

 

行動通訊技術的普及 20,10，讓醫療照護打破時

間及空間的限制，本研究設計利用藍牙傳輸醫

療設備，經由電腦或智慧型通訊裝置，透過網

路將數據資料傳遞至雲端伺服器及資料庫判

斷與儲存；不僅省去人工記錄的不便，並減少

紀錄錯誤及資料遺失的發生率，使用者可自我

居家管理，也讓醫療管理人員能隨時精確掌控

每位病患的生理狀態，做適時的溝通與處理，

達成遠距即時監控的功能。在系統研發上加強

了視障者語音導引功能、異常數據警示提醒功

能流程、GPS即時回報使用者定位功能，真正

實現了遠距醫療照護的需求及目的 14。 

 

2. 研究方法與分析 

2.1 藍牙技術簡介研究背景 

藍牙(Bluetooth)最初是在 1994年由電信商易利

信(Ericsson)所研發 7，是一個在微晶片上一直

開機的短距離無線電連線，運用射頻(RF)方式

經由 2.4至 2.485 GHz頻帶進行無線通訊傳

輸，可一對一或一對多來連接，傳輸範圍最遠

至 10 公尺，每秒鐘可高達 1MB的傳輸量。 

 

藍牙的調制是 GFSK，利用跳頻展頻(FH-SS)

的技術，能夠在一秒鐘內進行 1,600 次的快速

跳頻動作，由於頻繁的跳頻次數使得藍牙資料

的封包不能太長，因此短封包、快速跳頻的特

性可避免其他通訊對藍牙的干擾及穩定藍牙

的通訊品質。 

 

藍牙不僅是低功率、低成本的無線通訊傳輸技

術，更可支援各種裝置應用，包括資料、音訊、

圖片、視訊等，本系統設計使用藍牙耳溫槍及

藍牙血壓計來測試，運用藍牙極高的支援性及

擴充性，預計後期更可搭配各式客製化穿戴式

裝置或是無線傳輸醫療設備來使用 4。 

2.2 遠距醫療簡介 

 
二十世紀中期，因應高齡化社會人口結構，醫

療服務發展重點由急症的治療，轉而為以慢性

疾病的照護為主，世界各先進國家衛生單位與

醫療機構等組織致力於遠距醫療的擴展與研

發 18，一般來說意指：在有一段距離的遠距，

藉由電信及電腦技術提供健康照護或社會服

務予以民眾 15,9；利用遠距通訊傳遞醫學資訊的

技術，除了病患的文字、影像資料外，還可傳

遞輔助診斷與治療，開創了一種新的醫學溝通

方式，使醫護人員與病患之間可進行同步或非

同步的互動。 

 

遠距醫療發展初期僅限於電話醫療諮詢，提供

醫療服務給予偏遠地區的民眾 3，隨後有遠距

會診、遠距教學、簡單生理偵測及健康照護的

發展 18，1980 年代後更增加遠距照護等服務項

目。針對遠距醫療照護系統使用與接受度做了

以下 SWOT 分析（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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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遠距醫療照護系統使用與接受度 SWOT分析 

Strengths優勢 

1、即時掌握使用者的健康情形。 

2、自動紀錄各項生理數值，減少人工紀錄錯誤的

發生。 

3、打破空間與時間的限制，能適時給予醫療建議。 

4、減少病患往返醫院的次數，善用醫療資源。 

5、能精確傳送使用者經緯度定位，加快緊急救援

速度。 

6、可減輕病患家屬精神上的壓力。 

Weaknesses劣勢 

1、偏遠地區網路不普及。 

2、使用系統會有額外的費用支出。 

3、系統未具有鞭策性，需用戶本身有使

用意願。 

4、大多數人對此系統不了解，產生疑慮，

使用意願低。 

Opportunities機會 

1、搭配遠距醫療運用層面廣，可發展異業結盟(如

醫院/醫美/健康/健身)，多元化增加使用意願。 

2、可整合客製化無線醫療設備，滿足更多用戶需

求。 

3、配合政府推廣居家/社區遠距照護政策。 

Threats威脅 

1、需搭配專用設備(目前)。 

2、老年人普遍對電腦及智慧型裝置排

斥，推廣不易。 

3、經濟不景氣影響用戶使用意願。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公開資訊專區    彙整 

 

由 SWOT 分析可發現，在 Strengths 優勢方面，

不僅能讓使用者本身與家屬即時了解使用者

的生理狀態，經由系統的即時監控，就像有位

專屬的醫護人員守護在身邊，能適時的關心提

醒並給予醫療建議；當緊急狀況發生時，能經

由系統的經緯度定位功能，精確即時的掌握使

用者位置通知救援，亦減輕了使用者與家屬心

裡上的不安與壓力。 

 

而在Weaknesses 劣勢與 Threats威脅方面卻受

到不少的阻礙，不僅是購買設備及使用上產生

的費用問題，大多數人對遠距醫療照護系統不

了解，產生疑慮使用意願偏低才是最大的問

題。由於遠距醫療照護與行銷息息相關，需與

醫療機關合作發展，因此如 Opportunities機會

方面，透過醫院或與熟悉通路的醫材公司、醫

美學診所、健康管理中心、健身中心，作雙向

的行銷佈局策略規劃，讓單調的醫療照護更加

豐富多元，將更有致勝機會。 

 

因此本研究以生理監測為主要架構，設計即時 

定位救援功能，更體貼視障者的不便，創新語 

音導引功能；系統預留了可客製化無線醫療設

備以及將來異業結盟網站連結的空間，滿足更

多用戶需求，也評估系統推出後，利用結合廣

告訊息收益來取代向使用者收取費用，加強各

項需求方案整合，提升民眾使用意願。 

 

3. 系統設計架構 
藍牙遠距醫療照護系統 11之架構（圖 1），為

用戶端(User)使用藍牙血壓計

(Sphygmomanometer)及藍牙耳溫槍(Ear 

Thermometer)測量血壓及體溫，藍牙血壓計及

藍牙耳溫槍會透過藍牙(Bluetooth)傳輸的方

式，將測量數據傳送到個人電腦(PC)、平板

(Tablet)及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上（圖

2-3），而個人電腦、平板及智慧型手機再透過

通訊協定(HTTP)，將測量數值傳送到雲端伺服

器(Web Server)及資料庫(Data Base)，而用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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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醫護端(Doctor)即可透過雲端(WebPage)，隨時隨地監控與關心所有測量過的血壓值及耳溫值

數據，以達到更有效地控制患者病況的目的 21（圖 4）。 

本系統開發使用伺服器平台為 Ubuntu，適用於 Linux 作業系統，HTTP伺服器平台為 Apache，

資料庫使用MySQL 5.5，使用程式言為 PHP 5、Java、C#，開發軟體使用Microsoft Visual Studio 

C#.Net 2013 及 Android Studio 1.10。 

 

圖 1. 藍牙遠距醫療照護系統架構 

 

 
圖 4. 藍牙遠距醫療照護系統流程圖 

 

圖 2. 藍牙血壓計使用圖 圖 3. 藍牙耳溫槍使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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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系統傳輸規劃 

 
本伺器應用於多人多工之傳輸，用戶端(User)使用藍牙醫療裝置，透過行動裝置 App 主程式或

是利用個人電腦 C#主程式接收生理數值，再將資料傳送至 Apache HTTP伺服器，經由 Apache 

HTTP伺服器 PHP程式存取雲端資料庫檔案；醫護端(Doctor)使用醫護端電腦主機，連線至

Apache HTTP 伺服器，Apache HTTP伺服器使用 PHP 程式存取雲端資料庫檔案
12-13

 (圖 5)。 

 

 
圖 5. 系統傳輸方塊圖 

 

 

3.2 HTTP協定傳輸架構 

 
HTTP協定常使用在網頁流覽上，本系統傳輸

是建立於標準 HTTP協定，使用 POST 上傳數

據並且使用 session 機制來維持連線狀態，用戶

端使用 C#或 Java 對伺服器進行 HTTP請求，

伺服端則是使用 PHP來進行處理並回應使用

端的請求，下面將節錄 Java 跟 PHP如何進行

溝通的語法 8。 

Java： 

List<NameValuePair>  pairs=new 

ArrayList<NameValuePair>();     (1) 

pairs.add(new 

BasicNameValuePair("name",name));    (2) 

pairs.add(new 

BasicNameValuePair("pass",pass)); 

String re= 

webclent.executeRequest(“http://xxx/xxx.php”,pa

irs);          (3) 

if(re.equals("OK"))       (4) 

{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PHP： 

<?php 

session_start(); 

$username=$_POST['name'];     (5) 

$passwd=$_POST['pass']; 

... 

$db>query("SELECT * FROM `user_user` 

WHERE `id` = '$username'");     (6) 

$retune=$db>fetch_array();     (7) 

 

if(($retune['id']==$username)&&($retune['passw

d']==$passwd))        (8) 

{ 

$_SESSION['userid']=$retune['uid'];    (9) 

echo "OK";       (10) 

} 

else 

{ 

echo "BAD";       (11) 

} 

?> 

用戶端操作： 

先行宣告一個用於儲存 POST 資料之容器(1)，

將須上傳到伺服器之變數放進容器內(2)，這邊

是以登入作為範例，將帳號與密碼放進容器，

使用網址與容器對遠距伺服器進行請求，並取

得由伺服器回傳之字串數據(3)，判斷回傳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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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是否符合登入成功的條件，回傳是否成功登

入(4)。 

伺服器之操作： 

將 POST之數據存成變數以利進行後續之操作

(5)，利用帳號比對進行查詢，以取得用戶資料

表之欄位資訊(6)，獲得查詢結果(7)，判斷帳號

密碼是否正確(8)，如果正確便利用 session 將

目前的登入資訊進行儲存(9)，並且回傳 OK 字

串予以用戶端判斷(10)，如果帳號錯誤將回傳
BAD(11)

22
 

 

3.3 藍牙封包設計 

 

本系統藍牙封包設計的部分，是使用有標頭標

尾非固定長度的設計，在封包標頭之後是資料

類型，使用一個 Byte 負責表示這個封包夾帶什

麼類型的數據，如收縮壓、舒張壓、體溫等類

型；接著是攜帶資料的封包，可以攜帶各種類

型的數值，最後的封包標尾則表示封包傳輸已

結束可以準備接受下一個封包。（表 5） 

 

 

表 3. 藍牙設備傳輸封包示意圖 

 
Java 

連線部份： 

bluetoothSocket 

=bluetoothDevice.createInsecureRfcommSocketT

oServiceRecord(spp);         (1) 

bluetoothSocket.connect();        (2) 

 

接收部份(每秒執行): 

InputStream in=null; 

in=bluetoothSocket.getInputStream();      (3) 

int a=in.available();       (4) 

 

if(a>0)         (5) 

{ 

    byte[] data=new byte[a];     (6) 

   in.read(data);       (7) 

   return data;          (8) 

} 

 

將所選到之藍牙裝置轉換成藍牙串列物件

(1)，進行藍牙連線(2)，並且起動接收部份之程

式。接收部份將藍牙串列物件之串列以

InputStream(輸入串列物件)存入 in內(3)，取得

in內可取得之 byte 數量(4)，判斷是否可取得資

料，如果可取得資料，取得 byte 之數量大於

0(5)，則產生一個 byte之陣列(6)，並且將 in內

之 byte串列讀入 byte陣列(7)之後回傳陣列(8)。 

 

 

3.4 系統內部資訊傳輸封包(Packet)設計 

 
本系統使用 HTTP的 POST 進行傳輸資料（表

6），其特點為可以直接進行變數之傳遞而不須

利用程式碼進行解封包之操作，可以簡化伺服

器端的程式碼複雜度也比較不容易出錯；回傳

則以字串進行回傳，可以用逗點分隔或者使用

其他符號分隔由使用端進行分析，如果需要進

行加密傳輸也不需要額外再寫加密模組，可以

直接使用 HTTPS進行加密傳輸，節省許多開

發成本。 

 
表 4. POST 表單範例，用戶端可以由回傳資訊

來判斷是否上傳成功與儲存於資料庫間。 

 

POST 

變數名 值 

TYPE 體溫 

DATA 36.8 

回傳：upload_ok，2015/1/21 10：25：10 

 

3.5 通信伺服器應用於遠距醫療傳輸 

 
醫護端程式一樣是使用 HTTP協定存取用戶生

理數據，程式內有一段為監控區塊，可以每 10

秒呼叫伺服器一次，伺服器會回傳是否有需要

馬上處理之緊急事項，如果有的話會立即於醫

療管理人員的畫面顯示警示訊息，以利醫療管

理人員進行緊急處理程序，不使用持續維持連

線是為了可以減輕伺服器之負擔，讓一台伺服

器可以使用的人數更多。 

 

 

4. 系統功能與測量數據資訊 
 

以往護理人員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在護理報

告的文書作業上，住院患者在早上、中午、傍

晚時會有護理人員各測量記錄一次體溫、血

壓、脈博值後，回到護理站以人力完成病患的

生理數據曲線圖，著實是耗時又費力。如發現

患者生理數據異常，例如，心率不整、體溫升

封包

標頭 

資料

類型 

攜帶

資料 
…… 

攜帶

資料 

封包

標尾 

Byte Byte Byte …… Byte 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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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或下降、血壓不穩時，護理人員必須馬上通

報主治醫師前來會診，造成醫師及護理人員極

大的心理壓力，這樣監控病情的方式，不論是

對醫療人員或是患者來說改善空間並不大。 

為了減輕醫護人員在文書作業及照護患者生

理狀況上的過重負荷，同時也讓患者能在第一

時間內得到妥善的治療，本系統設計了下列功

能項目。 

 

4.1 測量與查詢 

 

本系統設計二種使用模式，透過智慧型手機

App 以及個人電腦的 C#程式整合搭配藍牙傳

輸醫療設備使用，能將患者所測量的生理數據

即時傳送到達雲端伺服器與資料庫。系統介面

皆以簡潔易操作來設計，使用帳密登入系統

（圖 6,12）於主畫面選擇連接設備（圖

7,13,15），可選擇要測量血壓還是體溫（圖

8-9,13,15），亦可直接查詢測量紀錄（圖

11,14,16）或觀看區間圖表（圖 18），醫療管理

人員則於註冊頁面新增使用者（圖 11）。 

圖 6. 系統 App：登入頁 圖 7. 系統 App：主頁面 

圖 8. 系統 App：血壓測量頁(左) 

圖 9. 系統 App：體溫測量頁(右) 

 

 

圖 10. 系統 App：送出數值確認(左) 

圖 11. 系統 App：紀錄查詢頁(右) 

圖 12. 系統 C#：登入頁(左) 

圖 13. 系統 C#：血壓測量頁(右) 

圖 14. 系統 C#：血壓紀錄頁(左) 

圖 15. 系統 C#：體溫測量頁(右) 

 

圖 16. 系統 C#：體溫紀錄頁(左) 

圖 17. 系統 C#：用戶註冊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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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8. 系統 C#程式：圖表查詢頁面 

 

後台網站目前也在架構中，醫護端及用戶端皆可登入查詢歷史紀錄及圖表，資料皆與雲端資料

庫同步儲存（圖 19），醫護端也可於此新增及查詢用戶資料，預計最後會將所有使用端查詢部

份整合於此，讓數據資料查詢更為便利 

圖 119. 後台血壓紀錄圖表查詢頁、雲端資料庫血壓紀錄查詢頁 

 

4.2 未測量提醒 

本系統設計貼心提醒功能，依用戶端需求設定每日需測量次數及時間，如已到達設定時間

5分鐘後，系統依然沒有收到測量數據，會自動傳送即時提醒訊息至用戶端，每隔 10分鐘傳送

一次；假如用戶端依然沒有回傳測量數據，則傳送異常通知訊息至醫護端主機，請醫療管理人

員聯繫處理，確認使用者狀況（圖 20）。 

 

 

 

 

圖 12. 用戶端未測量提醒流程示意圖 

 

 

 

未測量 

自動傳送即時提醒訊息至用戶端 

(每隔 10分鐘傳送一次，共 3次) 

傳送異常通知訊

息至醫護端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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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異常數據處理 

 

本系統設計有異常數據判斷處理，如回傳數據為異常數值，系統會自動傳送即時訊息至用

戶端，告知使用者重新測量，此判斷如已出現三次，系統則傳送異常通知訊息至醫護端主機，

請醫療管理人員聯繫處理，確認使用者狀況（圖 21）。

 

 

 

 

 

圖 213：用戶端異常數據處理流程示意圖 

 

依照醫療管理人員設定之使用者的生理數值上、下限值，如測量回傳數據超過此設定限值，

系統會立即傳送即時警示訊息至用戶端，及傳送異常通知資訊頁面至醫護端，告知使用者測量

數據超標，請醫療管理人員即刻電話聯繫使用者，確認其生理狀況，看是否需要緊急救護；或

依據歷史紀錄診斷使用者病況，是否需更改用藥處方，提供使用者即時的專業醫療建議（圖 22）。 

  

 

 

 

 

 

 

 

 

 

 

圖 22：用戶端異常數據處理流程示意圖 

 

異常

數值 

自動傳送即時訊息

至用戶端告知重測 

(每隔 10分鐘傳送

一次，共 3次) 

傳送異常通

知訊息至醫

護端主機 

醫療管理人

員聯繫使用

者確認狀況 

超過上、

下限值 

立即傳送即時警示

訊息至用戶端 

醫療管理人員

聯繫使用者確

認狀況 

 

判斷使用者是

否需緊急救護

或其他處理 

傳送異常數據

通知資訊頁面

至醫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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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經緯度座標定位 

 

本系統設計傳送數據時會標記經緯度座

標定位，如發生異常通知時，其異常數據通知

資訊頁面（圖 13）除了使用者的姓名、電話、

緊急聯絡人姓名、緊急聯絡人電話外，還會顯

示使用者狀況、發生時間以及使用者目前座標

位置予以醫護端查看；如需緊急救護的話，可

直接將使用者座標提供給救護單位，以把握患

者的黃金搶救期。 

 

4.5 語音導引模式 

 

本系統為了體貼視障人士使用方面的不便，特

別設計了全程語音導引功能，讓視障人士也能

夠輕鬆、安心、無後顧之憂的使用本系統來監

控自己的身體健康狀況。 

 

4.6 穿戴裝置應用 

 
本研究將結合具藍芽功能之穿戴裝置，如智慧

型手環，將能記錄更廣泛的生理數據，如睡眠

紀錄、卡路里消耗、心律、體溫等數據加強蒐

集病患生理健康的資料，協助醫護人員能提供

更完善的診治。 

 

 
 

智慧手環的應用將省去病患必須隨時攜帶多

種量測設備，因而加重病患負擔，且智慧手環

成本較低，也能更貼近即時量測的應用，完整

記錄病人生理數據。 

 

5. 結論 
 

社會環境的變遷與科技的發展，促使物聯

網藍牙遠距醫療照護系統孕育而生，使得因人

口結構失衡所產生及面臨的醫療照護人員不

足情況，提供一個暫時性的應變方案。系統自

動儲存使用者的生理數值，提升醫療判斷的準

確性，當使用者生理數據顯示異常發生時，醫

療管理人員能迅速接收訊息，作出正確的判斷

與處置，將醫療資源妥善分配減少浪費。 

 

近年來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等無線通訊裝

置普及，以及巨量資料(Big Data)的興起，整體

帶動了相關通訊建設和物聯網的顯著發展，其

中「智慧醫療」的實現與拓展是目前所有醫療

產業所致力研究的目標。 

 

然而就像前述 SWOT分析中所顯示，目前遠距

醫療照護系統的推廣成效不彰，民眾對於此系

統的觀念及接受度不高；因此後期希望朝向與

各界醫療機構等組織合作發展，整合客製化穿

戴式感測元件，讓遠距醫護變的更加親切與多

元，不僅提升一般民眾的接受度也滿足其需

求，有效地提升醫療品質與醫療資源的應用，

更讓需要細心照護的銀髮族、高風險疾病、慢

性病族群及行動不便者能享有更加友善、舒

適、便利的即時醫療保健環境。 

 

由於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物聯網藍牙遠距醫

療照護系統，提升了健康醫療管理的便利性與

準確性，但是生育率低人口老化結構失衡，以

及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慢性病等問題，還是需要

政府及相關單位，針對問題本身提出有效的解

決方案，科技產物是時代的趨勢只能拿來治

標，根本問題才是真正該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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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生產決策應用於 LED分類機群組 

 

 

摘要 
常見的 LED 晶圓為四吋，依據晶粒大小

每片晶圓中可能有幾千顆至二十萬顆晶粒不

等。LED分類機會將晶圓上的晶粒分出不同的

等級(bin)，之後會將此批同等級的晶粒透過

LED 分類機挑撿到同等級藍膜(blue tape)中，

由於點測後晶圓等級高達數十種，傳統的作業

中由人工經驗法則判斷執行派工與生產機台

決策，可能造成投料不穩定、作業時間過長等

現象。有鑑於此，本文發展一套 LED分類機群

組智能生產架構，在 LED分類作業前，每批投

料晶圓有效計算，以輔助提供有效的決策資

訊，包含需要生產幾台 LED 分類機台、每片

LED 晶圓如何投料，使得 LED 分類機群組可

具備智能生產之功能。實驗結果顯示，分類機

生產作業最多可改善 5.06%，並提供不同的決

策選擇。 

 

關鍵詞： LED分類機、分類、生產決策系統 

 

Abstract 
 The common size of an LED wafer is four 

inches and there could be few thousand to two 

hundred thousand dies on a LED wafer based on 

the size of each die. The same bin from a batch of 

d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ame level blue tape, 

which is an LED output holder after binning. The 

number of binning is more than fifty. 

Traditionally, the dispatching scheduling and 

sorter capacity are determined by operators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which can cause a longer 

production time and the unstable decision. As a 

result, this paper aims to develop an intelligent 

production decision structure of LED sorter 

groups that can assist and provide the decision 

information with the operator.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system can improve at most 

5.06% of the production time and provide the 

decision information. 

 

Keywords: LED sorter, binning, production 

decision system 

 

1. 前言 
發光二極體(Light emitted diode ; LED) 已廣

泛被使用在不同的領域，舉凡戶外使用的照明

展示燈、建築物顯示牆、街燈、紅綠燈、指示

燈、大眾運輸系統等等，至戶內使用的燈具、

顯示器等等，LED燈無所不在。LED超過半數

為照明使用設備，以及電子零件、運輸系系統

[1]。 

由於 LED 在節能與環保上之優勢已大幅

取代傳統的白鹵素燈源，使得各國 LED製造商

上下游無不在技術方面積極研發並提升自我

競爭力。台灣的 LED產業，於 30多年的努力

與研究下，目前成為世界產量第一，產值已達

千億台幣。台灣 LED光電產業具有高品質、低

成本的競爭優勢，成長率與產業規模高於全球

平均值，尤其是在 LED磊晶及封裝上，因擁有

完整的產業鏈及優秀專業人才，已是全球最主

要的供應國家之一。近五十年，LED相關的領

域發表與專利也持續攀升中，截至 2012 年已

高達數千篇論文索引[2]。 

然而，LED晶圓目前仍屬四吋晶圓居多，

每片晶圓上之晶粒可能包含有三千至數十萬

顆晶粒不等。一般而言，晶粒越大表示該晶圓

上面的總晶粒數越少，反之亦然。在 LED後段

製造程序中，會將以切割好的晶粒輸送至點測

機上測試，主要測試 LED晶粒的電性測試，依

據客戶提供電性測試表，可將電性測試之結果

把 LED分類至數十至數百種等級，接著再使用

LED 分類機將該批等級的晶粒分裝在一起後

出貨。簡易的製造流程可參考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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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LED晶粒簡易製造過程 

藉由分類機會將 LED 晶圓上的晶粒分出

不同的等級(bin)，之後會將這批同等級的晶粒

透過 LED分類機挑撿到同一藍膜上(blue tape; 

BT)。如下圖二所示，至少有兩萬顆晶粒。晶

圓上不同的等級晶粒與對應該等級晶粒總

數，不同等級晶粒將由顆數最小者挑到最大。

以這一片晶粒而言，晶粒有 20 個等級，則至

少需要 20 個等級的藍膜，每等級藍膜具有滿

載收集上限。然而，晶粒在挑撿的時候，不同

等級的晶粒需更換藍膜。這些零零星星的等級

晶粒，若在一批晶圓中無法湊成一個藍膜數

量，會定義為散裝等級(side bin) 晶粒，反之則

為主要等級晶粒(main bin)。隨著散裝等級的數

量增多時，就材料面而言，則會耗掉一片藍膜

的底材與底材準備工作時間；就機台稼動率角

度，散裝等級晶粒越多則機台因該等級藍膜的

交換而浪費時間，最後在各機台產出的相同等

級的晶粒還需要再重工一次，將其合併後集合

入庫。這一連串的過程中，無不僅增加耗品費

用，同時也犧牲人力與機台稼動率。 

 
圖二、 LED晶圓與其晶粒示意圖 

 

每一批晶圓待點測機作業後與客戶電性分

類表比對，才可以得知該批晶圓等級晶粒之分

類圖。然而電測後晶圓投料至分類機台中，目

前仍以隨機投料為主，缺乏前端資料分析系統

支援，此乃導致二次重工次數無法最低、藍膜

成本浪費，並且無法有效提升機台稼動率等議

題。為了解決散裝等級晶粒過多之議題，本研

究提出一 LED分類機智動化生產系統架構。可

提供每機晶圓生產前之投料分析決策系統。而

作業者可以從作業執行的立場，提升至管理監

控的角色。 

 

2. 文獻回顧 
本章節文獻回顧包含智慧工廠、工業系統、

派工法則等三小節，後續依據文獻將討論之: 

2.1 智慧工廠[3] 

智慧工廠乃利用智慧技術的生產模式，利

用智慧系統的平台取代部分人工作業。智慧化

工廠管理系統藉由資訊的傳遞，從客戶下訂單

開始到成品完成，針對所有的製造程序與生產

過程進行最佳化的管理。此系統具備一定的容

錯功能與自我學習能力，透過網路與虛擬實境

的技術結合，不斷加強智慧工廠的功能，其智

慧工廠需具備以下特徵: 

(1)自組織能力：組織能力乃表示系統具有思維

能力、處理和再生資訊的能力，通過模型、相

關規則和知識庫，進行經驗、邏輯或創造性思

考，使系統具有反應能力和智慧的行動，支援

快速的智慧管理決策，使生產作業更加具備智

慧和可控性。 

 

(2)自我學習和調整：系統可以從知識庫或專家

直接獲取知識，可以依據指令、狀態變化和工

作任務，學習和積累相關知識，改進控制策

略。在資訊不完整或出現誤差時，可以自我判

斷、自我調整，具有容錯能力。 

 

(3)廣泛的網路相聯：通過網路落實人與物和物

與物的相聯，讓工廠內外資訊互聯互通，感測

器與工業無線網路通信技術、RFID 通信技

術、WI-FI 通信技術，以及3G、4G 通信技術

相結合，達到資訊的即時傳遞，確保系統運行

的有效性，使不同階層使用者得到工廠真實的

資訊，可以遠端監視現場狀態。 

 

(4)全面即時的現場資料收集：廣泛應用RFID、 

感測器等感知設備。由感測器構成資訊感知單

元，感知了物體的資訊；RFID 賦予物體電子

編碼，構成了完整的感知網，滿足即時自動採

集功能。透過智慧感測器來判斷、分析和處理

資訊。 

 

(5)模擬與預測：模型是智慧型系統的基礎之 

一，透過模型可以在工廠投產進行模擬，檢查

缺陷，協助設計和施工；在工廠運營過程中對

生產計畫、生產運營、能源消耗等進行情境模

擬分析，以利對工廠運行狀態進行描述和預

測，提早發現瓶頸和問題，提出調整和改造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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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6)智慧維護管理：經由對現場設備的即時監 

控和建模分析，可以自動產生維修計畫，系統

會自動提醒管理人員及時對設備進行維護，預

防事故的發生。設備資產具有唯一的識別碼，

可以自動跟蹤資產的數量和位置，合理安排採

購計畫和庫存。 

 

2.2 工業系統 

近年來，各國政府對於產業轉型分別提出

因應的轉型對策，以美國期盼再工業化而言，

聚焦於能快速商品化的新興科技，如積層製

造，並且分享政府研發設施，促進產業一條

龍，協同開發以降低商品化風險。德國政府乃

提倡第四次工業革命，將設備整合資訊科技智

慧化形成系統解決方案，亦完成先進設備進口
代替，運用設備智動化促進全產業高值化。 

 其中德國以虛實化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 CPS)為核心，以智慧工廠概念為精髓，

整合資訊通訊軟硬體，發展德國工業 4.0。在

生產與製造系統中，整合計算(computation)、

通訊(communication)與控制(control)之虛實化

系統連結物聯網，建構新的智慧製造與服務的

商業模式。 

若將 CPS的概念應用至生產製造過程

中，則可以稱為 CPPS(cyber-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 CPS)，其中包含了虛擬設計分析、感

測、控制、製程與設備、資訊交換、生管系統。

以網路化方式管理工廠與企業管理流程，避免

不必要的浪費且縮短客制化的產品交貨時間。 

 
圖三、 CPS架構圖 

2.3 派工法則 

派工法則(Dispatching rules)乃一群工件在

作業程序中的加工順序，(Scheduling problem, 

Conway 1967)。排程派工的結果則是哪個加工

件(which)在哪一個時間(when)至哪一個資源

(what/where)執行作業。一般工廠排程大多數使

用現場的經驗法則，此種方式雖然可有效達到

決策，但是往往因為決策品質犧牲了成品完工

總時間或機台的閒置時間。然而，常見的派工

法則有許多種，可分成以下三類[4]: 

1. Blackston 等人將派工法則分成的四大類，

包含以處理時間為基礎， SPT(shortest 

processing time) 、 以 交 期 為 基 礎 ，

EDD(earliest due date)、處理時間與交期的

組合的方法，CR(critical ratio)、不屬於處理

時間為基礎，也不屬於交期為基礎的法則，

WINQ (work in Queue)[5]。 

2. 近似解之方法(Approximation method): 如

啟發式演算法(Heuristic Algorithm)、局部蒐

尋法(Local Search)。局部搜尋法常見的有塔

布搜尋法(Tabu search)、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 模 擬 退 火 法 (Simulated 

Annealing)。此類的近似解法其績效也相當

理想，但求解時間較長，實務可能較難接

受。 

3. 最佳化解法(optimization method): 即是透

過 數 學 規 劃 ， 如 整 數 規 劃 (integer 

programming)、混整數規劃 (mixed integer 

programming) 、 動 態 規 劃 (dynamic 

programming)或是分枝界線法 (branch and 

bound)來求得最佳解。此種方法求解時間可

能更長，雖然不廣泛在實務上應用，但是許

多生產排程之規劃最佳化求得之最佳解可

做為績效評估之準則。 

  

Shiang 等人說明 LED 分類工作站乃是一

個開放式生產作業(Open shop scheduling)，而

其分類為非確定性 (NP-hard) 議題。Shiang 等

人為了解決此問題，提出兩階段式求解方法。

第一階段使用完工時間(Make span)評估五種

派工順序的優劣，第二階段同時分析求解品質

與平均等候線去尋找最佳的派工法則[6]。 

 

 

3. 智能分類機系統 
 

3.1 系統架構 

整體架構從接單後、訂單生產、LED晶粒

電測作業、電測作業後依據客戶表產生分類結

果，之後根據分類結果與智慧決策系統投料至

分類機群組生產。智慧決策系統可依據現有的

產能、生產作業時間、晶圓片數計算最佳的(a)

生產機台數量；(b)最短生產時間(make span)之

投料決策。系統架構圖如圖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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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智慧生產決策系統 

本智慧生產決策擬採用最佳化解法，亦即透過

數學規劃求解，制訂輸入、輸出、處理等單元，

透過機台生產時間回饋與規劃計算，可重新得

到第二次 side bin的作業排程，如圖五所示。
數學規劃說明可參考[7]。 

 

電測機群組

…… … …

批次作業 生產工單

… … …
… …

……
… 智慧決策系統

分類機群組 …

… …
…

… …
…

包裝出貨

資訊流

晶圓暫存區
(未分類)

晶圓暫存區
(已分類)

物流

生產工單

決策資訊回饋

執行決策資訊

決策資訊

…

晶圓卡夾

 
圖四、系統架構圖 

 

輸入

• 晶圓數量與編號
• 每片晶圓電測資訊檔
• 最大裝載生產數量
• 機台可用產能數量

處理

輸出

• 最適機台數
• 投料決策
• 模擬生產整體時間

回饋

• 機台生產時間
• 第二次合併作業決策

• 最佳化數學規劃
• 整體工時最小化

 
圖五、智慧生產決策架構圖 

  

 

4. 測試實驗與討論 

4.1 生產決策派工實驗 

本研究採用數學規劃模擬方式，首先蒐集 

分類機的作業時間參數，包含入料和更換時間 

450秒、晶圓藍膜載入時間 99秒、分類機換

bin時間 22秒，晶粒挑檢時間 0.09秒，晶粒合

併時間 200秒。 

其次選用兩批經過電測的晶圓，每批晶圓

20片，每片晶圓的 bin數至少 20個，每批總

bin數至少 60個，共獲得兩批電測分 bin數據

檔案。圖六為投料實驗之兩批電測分 bin數據

分佈圖。橫軸為晶圓編號，左邊縱軸對應直方

圖中之每片晶圓之總晶粒數，右邊縱軸對應直

方圖中每片晶圓之 bin數。 

 

 
圖六、投料晶圓分析圖 

 

測試實驗分類機台上限為 8台，假設這 8

台分類機為相同獨立分配(independent and 

identically distribution; i.i.d.)之分類機。 

將兩批資料依據數學規劃求解，可得到模擬

數學式建模時間、參數輸入時間、求解時間，

和求解後之兩批模擬工件之作業時間。根據建

模時間與求解時間，智慧決策生產系統可提供

機台數與對應的模擬整體作業時間，請參考表

一。 

表一、系統模擬測試結果表(單位:秒) 

批次項目 第一批 第二批 

參數與決策變數輸入時間 7.994 6.546 

模型建立時間 0.161 0.149 

求解時間 200.273 200.269 

第一次作業分bin時間(1st PT) 18084.9 18162.3 

散 bin合併作業時間 8400 7600 

整體作業時間(Makespan) 26484.9 25762.3 

生產決策開啟機台數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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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與第二批投料決策與對應機台數

量，可參考表二。第一批在分類機 1中分別有

33種晶粒等級，在分類機 2分別有 35種晶粒

等級；第一批在分類機 1 中分別有 31 種晶粒

等級，在分類機 2 分別有 33 種晶粒等級，模

擬評估時間第一批整體作業時間(Makespan) 

26484.9 秒，大約 7.35 小時，第二批整體作業

時間 25762.3秒，大約 7.15小時。 

相較於原有人工決策所花費的時間(大約 5

至 15 分鐘)，本決策系統根據此數學模型決策

建模與求解時間小於 210秒(3.5分鐘)，除了可

節省人工決策時間，並且可獲得最佳投料方案。 

 

表二、晶圓編號對應分類機投料決策 

晶圓編號 分類機 1 分類機 2 

第一批 
2,7,8,9,10,11, 

12,13,15,18 

1,3,4,5,6,14,16, 

17,19,20 

第二批 
1,2,6,9,10,11,1

2,16,17,19 

3,4,5,7,8,3,14, 

15,18,20 

 

4.2 實驗對照組 

根據 4.1 章節提供的最佳決策與仿照現場的

投料法則計算，第一批晶圓與第二批晶圓的投

料分別以晶圓編號 1 至晶圓編號 10 投料至分

類機 1，晶圓編號 11至晶圓編號 20投料至分

類機 2。相對的投料結果與整體作業時間，若

為人工投料的話，第一批整體作業時間為

27002.8 秒，大約 7.35 小時，第一批整體作業

時間為 27136.4秒，大約 7.53小時，其最大幅

度改善時間可達 5.06%，如表三所示。 

 

表三、晶圓編號對應分類機投料決策(單位:秒) 

 
分類

機 1 
分類機 2 

整體作

業時間 

改善 

績效 

第

一

批 

最佳化求解 26484.9 
1.92% 

517.9 / 27002.8 
人工指派 27002.8 

第

二

批 

最佳化求解 25762.3 
5.06% 

1374.1/27136.4 
人工指派 27136.4 

 

4.3 決策分析討論 

根據第一批的結果，分別測試不同的生產

機台數量，分類機台產能數最高為八台，由 4.2

章節可得到最短的作業時間為開啟兩台機

台，測試情境包含一台、兩台、四台、八台等

情境分析，情境生產一台分類機表示第一批 20

片晶圓全部投入一台分類機，情境生產兩台分

類機表示第一批 20片晶圓分別投入兩台分類

機各十片，情境生產四台分類機表示第一批 20

片晶圓分別以每 5片投四台分類機，情境生產

四台分類機表示第一批 20片晶圓分別以每 2

片與每 3片投八台分類機。依據機台生產數量

對應不同的第一次作業分 bin時間(1st PT)、整體作

業時間(Makespan)與使用藍膜數量趨勢分析圖可參

考圖七，可觀察到開啟兩台機台的整體作業時間是

最短的，相對地，藍膜的使用數量會在機台開啟越

多的情境下使用張數越大。整體作業的時間在一

台、兩台、四台和八台的時間分別為 9.38小時，7.5

小時、9.47小時、14小時；藍膜使用數量在一台、

兩台、四台和八台的數量分別為 82張、168張、310

張、534張。從圖八中可以得知情境一使用的藍膜

數量成本是最低整體作業時間卻是次低。 

 

由於設備製造商或生產代工商的成本立足點不

同，可能會期望最佳的決策資訊可能為整體作業時

間最少化或藍膜使用數量最少化，若選擇使用藍膜

最少化可選擇僅生產一台機台，若需要整體作業時

間最少化可選擇生產兩台機台。若需要評估整體決

策包含最少數量與最少化藍膜張數，可先把此兩個

指標值型標準化之後，令標準化藍膜數為 x，令標

準化整體作業時間為 y，給予不同的權重值，w1與

w2，可得到不同的決策曲線，Z= w1x+ w2y計算決

策成本，測試兩種決策 w1= 0.25、w2=0.75以及 w1= 

0.75、w2=0.25分析，結果可參考圖八，數值越高

表示成本越高，前者決策則會生產一台機台，後者

決策則生產兩台機台。 

 

 
圖七、機台作業時間對應藍膜數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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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決策分析圖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貢獻 

本文提出一套智能生產決策架構，應用於

LED分類群組。由於 LED分類等級散 bin造成

分類決策議題，需要智能化與最佳化協助人工

作業。過去決策由現場作業人員憑經驗法則執

行判斷，如同一個黑箱作業，將導致決策的穩

定度與準確性下降。本文提出一個輔助智能生

產決策之架構，包含 LED 分類機群組智能決

策，如需要生產幾台機台、哪些晶圓如何投料

至哪些機台等智能決策，將此情境應用在 LED

分類機群組中，以達到智慧生產之功能，同時

作業員也可以從生產作業之角色提升至管理

與決策之角色。 

 

5.2 未來研究建議 

本文未來研究建議可包含以下幾點: (1)模擬

時間乃依據分類機各個作業所預估的時間，此

時間的誤差將造成生產決策預測之誤差累

積。如何縮短預測誤差，將納入未來研究議

題。(2)本研究架構目前仍在模擬階段，為了達

到計算、通訊與控制等三大架構，未來在溝通

介面建立完善後，會將此架構實際應用於 LED

測試分類機群組中，以測試虛實化整合系統之

效能。(3)此架構仍在分類機出入料盒需要人工

搬運的情境下測試，後續若分類機為全自動化

搬運架構下，需要考慮的可能為在藍膜張數可

以最小化的情境下，出入料盒需要怎麼移動與

路徑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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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機器視覺及影像處理技術於 PCB 板樣品之低成

本輔助檢測系統之研製 

 

 

摘要 

 
    在業界，要如何控制成本(Control costs)，

早已成為全球各行業的重要課題；在本研究 

中，我們針對部分業界 PCB 板樣品的檢測方

式，提出了一個有效降低檢測成本的輔助檢測

系統。本系統基於機器視覺(Machine Vision)與

影像處理(Image Processing)技術，以攝影機擷

取標準樣品之影像，再與被檢測樣品之影像做

比對分析，判斷兩者間之差異，以供檢測人員

做為參考，縮短檢測之時間，讓檢測品質能夠

更達到好的效果。 

關鍵詞：控制成本、機器視覺、影像處理。 

 

Abstract 
 
   How to control cost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industry. For the detection method of industry 

PCB sampl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assisted 

detection system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detection cost. Based on the techniques of 

machine vision and image processing, the system 

captures the image of a standard sample by 

cameras, and then analyzes the ima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ndard sample and the detecting 

sampl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inspectors 

can save detection time to achieve a high 

detection quality.  

Keywords: Control costs. Machine Vision. 

Image processing . 

 

1. 前言 
現階段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技術的成長，所

有的產品都走向輕薄短小，所以電路板上的佈

線也越來越密集，而往往這麼密集的佈線，在

過錫爐的製程[2]中難免會產生焊接不良的現

象，可能會發生銲球過大、錫渣過多、印刷線

路短路、缺件等缺陷情形發生，而造成功能不

佳的瑕疵品。 

在品管的部分中 PCB 板主要的除錯是由

人工來檢測整理電路板[2]，然而整理電路板的 

工作是具重複性的，易使人感到精神疲倦，以

人眼目視很難快速發現錯誤位置，以整理電路

板問題，如能快速找到錯誤位置，即可加快製

程的進行速度，進而達到降低生產成本[7]的目

的。 

    自動化檢測可以加快生產的速度，進而減

輕人工檢測時的負擔，以提升生產之品質，降

低製造成本。如半導體製程，此類高精密的產

業，如全用人工檢測時，會發生主觀性、疲勞、

檢測速度慢等缺點，但如使用自動化檢測的方

式，則可以使檢測據統一性、精準性、長期操

作等優點[2]，但又由於自動化檢測設備成本費

用高，一般中小企業無法負荷，故無法降低生

產成本[9]。  

由於國內外自動化檢測[2]設備成本費用

過高，一般中小企業[1]難以承擔此成本費用，

故無法壓低生產成本，所以本研究為此提出了

一個低成本的快速的輔助檢測系統方案。 

 

    印刷電路板檢測方式主要檢測方式有兩

大類，電性/接觸式檢測和非電性/非接觸式檢          

測，電性測試方法是利用 電流去偵測有無開

路、短路的狀況，而非電性的測試方法則是使

用可見光或不可見光去檢測瑕疵，而部分瑕疵

是有可能通過電性測試的，然而造成日後使用

時，未檢測出之瑕疵所造成產品的不良影響 

[2]。 

    本系統應用機器視覺及影像處理[12]技

術，可以立即檢測出電路板上面它的一些基礎

件或佈線或者是焊接上有不佳的位置，來達到

減輕人工目檢[2]的負擔以提高生產效率，並以

樹莓派[5]取代電腦的方式，更進一步的減少設

備成本[7]，進而達到最低成本之目的。 

 

    機器視覺系統的基本組成，如圖 1 所示，

含有光源、CCD 攝影機、影像攝取卡、影像處

理器、主電腦、周邊及輸出裝置等六大單元，

其作業功能可區分為影像的獲取與數位化、影

像處理及分析、解釋，在製造業中，應用可區

分為品管檢測、零件辨識、視覺引導與控制、

安全性監視，據統計估計約有 90%的機器視覺

皆應用在品管的範疇[9]。 

黃景東 1
,黃峙綱 2,* 

景文科技大學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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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典型的視覺系統架構[9] 

2. 影像處理前的介紹 

2.1 彩色影像 

    在數位影像中，基礎的影像類型共分為四

種:二位元數位影像、灰階影像、全彩或 RGB

影像及索引影像[12]。 

    第一種是二位元數位影像（binary），即單

色影像，在這種影像中，每一個像素（pixel）

中只包含黑或白這兩種可能，其每個像素占一

位元(1 bit) ，如圖 2 所示，而且影像的儲存效

率非常高。 

    第二種為灰階影像（grayscale），這種影像

由黑白兩色所構成，並依明暗分成 256 個層

次，範圍值通常是從 0 到 255，其每個像素點

都需要使用 8 個位元(8 bits) ，如圖 2 所示，剛

好為一個位元組來表示，在影像檔案中是比較

容易處理的範圍。 

    第三種影像類型就是全彩或 RGB 影像

（true color / red-green-blue），是通過對紅(R)、

綠(G)、藍(B)三個顏色通道的變化以及他們相

互之間的疊加來得到各式各樣的顏色，其圖像

中每一個像數點 RGB 分量(R 分量，G 分量，B

分量)深淺範圍也是由 0~255，也就是說影像中

便有可能有 255 的三次方 16,777,216 種不同的

顏色，又因每個像素需要 24 個位元，如圖 2

所示，所以又被稱為 24 位元彩色影像

（24-bitcolor image）。 

    而 最 後 一 種 為 索 引 影 像（Indexed 

Images），雖然 RGB 影像可提供 16,777,216 種

不同的顏色可以選擇，但對大多數彩色影像而

言，並不會用到這麼多的顏色，而只會用到這

些顏色中的少部分顏色，又基於節省儲存空間

和方便儲存處理，而建立了相對應的色譜

（colormap）或調色盤（color palette），每個像

素的值不代表像素中的顏色，而是代表色譜上 

對應的顏色索引（index）。 

 

圖 2 各種數位影像的存放位元[1] 

3. 實驗設備與方法 

3.1 實驗設備 

    本研究所使用之設備，如圖 3 所示，包括: 

樹莓派 Raspberry Pi Type B+(樣品影像偵測

用) ，如圖 4 所示，Logitech(羅技)C920 HD Pro

視訊攝影機(攝取樣品影像用) ，如圖 5 所示，

自製可調式治具(固定樣品定位用) ，如圖 6

所示，Hanns.g (瀚宇彩晶) 15吋液晶螢幕(顯

示檢測畫面)，Lemel(聯強)KB-5137U/M857PU 

鍵盤，hp M-UAE96 光學滑鼠(操作樹莓派介

面)。 

 

圖 3  完整 PCB 板樣品檢測設備 

 

圖 4  樹莓派 Raspberry Pi Typ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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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Logitech C920 HD Pro 視訊攝影機  

 

   圖 6  自行設計可調式治具設計圖 

3.2 系統架構與實驗方法 

    基於 RGB 彩色影像空間我們得知，其圖

像中每一個像數點 RGB分量(R 分量，G 分量，

B 分量)深淺範圍是由 0~255 做分佈的。而黑色

是{0，0，0}然後白色是{255，255，255}，由

於圖像是矩陣格式，所以要執行它的加減法實

際上是很容易的，而在圖像數學中永遠不會有

一個負數，所有的數值都會存在 0~255 之間。 

例如:200-255=0。100+200=255。0+300=255。 

    在實驗前先讓我們分析電路板的顏色分

部狀況，如圖 7 所示，首先是電路板的底色，

主要顏色為綠色，所以我們可以先假定它為

{0，255，0}，而表面線路的銲錫則為銀白色，

所以可以假定為{255，255，255}，然後 SMD

件的電阻或電容則為黑色和黃色，分別可假定

為{0，0，0}和{255，255，0}，而 IC 也是黑色

也可假定為{0，0，0}。 

    而生產電路板成品常會發生的瑕疵 主要

有三項，第一項為錫渣太多所導致的接腳短

路，第二項是缺錫、造成空焊的狀況，第三項

為缺件，即在過錫爐焊接的過程中所意外造成

的零件缺失。 

    我們進一步的分析發生瑕疵時會對顏色

造成的變化，第一個分析的是錫渣太多所造成

的短路現象，首先原本相對應的位置應該是為

電路板上線路的間隙，此處應為綠色，所以 RGB

的分量應該為{0，255，0}，而錫渣處應為銀白

色{255，255，255}，如果是用變化量去看，那

結果就是{255，255，255}-{0，255，0}={255，

0，255}。 

 

圖 7  PCB 板樣品 

    接著我們在分析第二個狀況，缺錫所造成

的空焊現象，此現象會發生的位置為線路間或

在零件接腳上，發生缺錫前的位置原本因該是

銀白色，發生之後就有可能會讓同位置的銅箔

或是因為銅箔掉落而露出電路板底色，此狀況

會造成顏色{255，255，255}轉變為{255，255，

0}或{0，255，0}的狀況，而變化有可能為{255，

255，0}-{255，255，255}={0，0，0}或{0，255，

0}-{255，255，255}={0，0，0}而造成誤判的

變化量，所以為了得出變化的差異，我們應該

要結合反向差額來得出變化量即 

{255，255，255}-{255，255，0}={0，0，255}

和{255，255，255}-{0，255，0}={255，0，255}

才能完整的得出差異性。 

    最後我們要分析的是，在過錫爐焊接的過

程中所意外造成的零件缺失狀況，以我們剛剛

假定的 SMD 件顏色空間，電阻或 IC 為黑色可

假定為{0，0，0}，電容為黃色可假定為{255，

255，0}， 然後缺件後可能為電路板間隙或是

銅箔的位置，可能顏色為綠色、銅色、或銀白

色，分別為{0，255，0}、{255，255，0}或{255，

255，255}的狀況，而在電阻或 IC的部分差額

為{0，255，0}-{0，0，0}={0，255，0}、{255，

255，0}-{0，0，0}={255，255，0}、{255，

255，255}-{0，0，0}={255，255，255}這三

狀況存 在。然後在電容的部分差額 為 

{0，255，0}-{255，255，0}={0，0，0}、{255，

255，0}-{255，255，0}={0，0，0}和{255，

255，255}-{255，255，0}={0，0，255}這三

種狀況發生，然而變動判斷較差，所以為了得

出變化的差異，我們應該要結合反向差額

{255，255，0}-{0，255，0}={255，0，0}、

{255，255，0}-{255，255，0}={0，0，0}和

{255，255，0}-{255，255，25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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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得出變化量即{0，0，0}+{255，0，0}={255，

0，0}、{0，0，0}+{0，0，0}={0，0，0}和{0，

0，255}+{0，0，0}={0，0，255}。 

    然後將這些影像的變化量取出，拿來做當

作檢測變動率的依據，如圖 9 所示。最後我們

再把這些瑕疵狀況的變化整理起來，如表 1所

示，再由顏色的混和效果，如圖 8 所示，我

們也可輕易得出各種瑕疵狀況發生時會產生

的差異影像顏色。 

 

圖 8  RGB 色光的加色效果 

 

 

圖 9  PCB 版樣品輔助檢測系統流程圖 

 

4. 表 1 各種瑕疵狀況差異 

狀況 錫渣 

短路 

缺錫 

空焊 

缺件 

電阻 

IC 

缺件 

電容 

電路

板 

差額 

{255，0，255} {0，0，0} {0，255，0} {0，0，0} 

電路

板 

反向

差額 

{0，0，0} {255，0，255} {0，0，0} {255，0，0} 

銅箔 

差額 

 {0，0，0} {255，255，0} {0，0，0} 

銅箔 

反向

差額 

 {0，0，255} {0，0，0} {0，0，0} 

線路 

差額 

  {255，255，255} {0，0，255} 

線路 

反向

差額 

  {0，0，0} {0，0，0} 

5. PCB 板樣品檢測系統的實測結果 

5.1 操作方式 

    本檢測設備主要為一樹莓派加上網路攝

影機等周邊和一個可調式治具所組成。其操作

方式為，開啟樹莓派，如圖 10 所示，使用網

路攝影機取得動態影像後，如圖 11，12 所示，

再調整遮光板，如圖 13 所示，做光源平均化

動作後，確定影像光源平均後，如圖 14 所示，

再去擷取標準樣品影像照片，如圖 15 所示，

暫存到樹莓派中，再將治具中的標準樣品換為

要被檢測之樣品，如圖 16 所示，由攝影機欇

取樣品影像後，如圖 17 所示，再經由樹莓派

去做影像處理等運算，如圖 18 所示，而得出

差異之彩色影像以及差異性的百分比以供檢

測人員作參考，如圖 19 所示。 

 

 

圖 10  樹莓派畫面 

 

圖 11  開啟攝影機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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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攝影機畫面 

 

       圖 13  遮光板架設方式 

 

圖 14  光源平均化後影像 

 

圖 15  擷取標準樣品畫面 

 

 

圖 16  比對之樣品和可調式治具 

 

圖 17  擷取檢測之樣品畫面 

 

圖 18  執行本文所設計之樣品檢測程式 

 

圖 19  PCB 板樣品比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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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實驗結果分析 

    首先我們先將標準樣品，如圖 20 所示，

和比對樣品，如圖 21 所示，分別取像後在做

分析。我們先分析它們兩者之間的差額，首先

我們先比對樣品和標準品之間的差額，如圖 22

所示，其中我們由前面所提到各種瑕疵狀況的

差異分析可得知錫渣/短路狀況時顏色比較接

近{255，0，255}附近，所以是紅色和藍色的部

分比較多所以是洋紅色的，所以圖中的短路點

應為洋紅色的地方，而綠色的點應為電阻或 IC

的缺件位置，而開路點和電容缺件位置則是無

法判斷。 

    然後我們再比對標準品和樣品之間的差

額，如圖 23 所示，如果發生缺錫/空焊的現象

的話，則它的顏色會比較接近{0，0，255}即較

接近藍色的點，而缺件電容則是較接近{255，

0，0 }即是較接近紅色的位置，而錫渣和電阻、

IC 則是不好判斷的。 

為了滿足判斷需求我們將這兩種差額給

加起來組成一種複合型的差異影像，如圖 24

所示，即洋紅色的點為錫渣或短路位置，較接

近藍色的點為發生缺錫或空焊的位置，而綠色

的點為電阻或 IC 缺件位置，紅色的點為電容

缺件的位置。 

    然後最後的問題是肉眼的判斷速度，要如

何從實際的電路板中，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和檢

測判斷中相對應的實際位置，以加快電路板除

錯維修的速度。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其實只要將

電路板與瑕疵處重疊就可以了，在這裡我所使

用的方法是將 RGB 影像獨立取出 R、G、B 分

量，再分別將判斷出來的瑕疵用侵蝕法做濾波

過濾以減少樣品在定位取像上所造成的誤差

雜訊，再用不同比例的權重做圖像矩陣的加減

法運算來做圖像結合，就可以得到較佳的瑕疵

比對畫面，如圖 25 所示，以幫助檢測人員能

在最短的時間內找出瑕疵問題的所在位置。 

    本研究使用了自行設計之可調式治具固

定 PCB 電路板，再使用影像處理的色彩空間來

分析，並使用圖片相減法、顏色交換法、過濾

取色法、圖像矩陣分析法等方法來實現快速檢

測目的，檢測時間隨著數位取像的品質提升而

跟著提升，越高的正確率需要越多的偵測時

間，但這是一個輔助檢測系統，只要能達到輔

助效果即可，即最快的 100%辨識取像品質， 

大約 25 秒左右即可檢測出判斷結果，如表 2

所示，而成本費用使用樹莓派配組大約 5 千元

左右，如表 3 所示。 

 

圖 20  標準 PCB 板樣品 

 

圖 21  被檢測 PCB 板之樣品 

 

圖 22  PCB 板樣品差額影像 

 

圖 23  PCB 板樣品反向差額影像 

 

圖 24  PCB 板樣品差額相加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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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PCB 板樣品檢測影像 

 

表 2 改變拍攝解析度之檢測分析結果 

取像解析度 檢測分析所

需時間 

瑕疵檢測效

果 

正確率 

516*290 17.08 7/13 53% 

620*348 18.55 11/13 84% 

930*523 23.91 13/13 100% 

1033*581 27.69 13/13 100% 

1550*872 40.66 13/13 100% 

1920*1080 54.90 13/13 100% 

 

表 3  PCB 的樣品檢測系統成本費用 

名稱 功用 成本 
樹莓派 偵測運算 1490 元 
攝影機 攝取影像 500~2000 元 

自製可調治具 固定 PCB板 200~300 元 
液晶螢幕 顯示介面 500~2000 元 
按鍵鍵盤 操作介面 300~400 元 
光學滑鼠 操作介面 200~500 元 

 

 

6. 結論 
   本研究成功以最低成本實現了 PCB板的樣

品檢測系統，並使用樹莓派單板機來更進一步

的降低設備成本，來達到最低生產成本之理

念。 

如以最低成本架構出 PCB板樣品檢測系統

的考量來看，本論文所提出之方案對於小量生

產的中小企業電子廠而言，是較有開發及應用

的可行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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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球單打選手比賽臨場自我對話模型與測量工具發展 
 
 
 
 
 
 
 
摘要： 
自我對話對於桌球選手的比賽發揮以及比賽成績是有相當程度的影響，而目前對

於自我對話在桌球上的研究卻相當缺乏，因此本研究根據文獻開發了一個桌球選

手自我對話的初始模型，並找了 11 位大專乙組桌球選手進行半結構式訪談，除

了粹取出選手在比賽期間的自我對話，確認初始模型的可用性，也用以設計自我

對話的測量工具。由訪談結果分析，自我對話有三個功能：影響選手信心水準、

提醒選手調整比賽節奏與使用之技戰術、讓選手於賽後檢討比賽狀況以加強訓

練。本研究的貢獻有二：一是開發了前所未有的桌球單打選手自我對模型，二是

建立其根據模型以及訪談結果建立測量自我對話的工具表格。未來研究可以根據

本研究所開發的模型以及工具測量單打選手的自我對話，並結合問卷結果以及比

賽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來探討自我對話以及比賽勝負的關係，嘗試對自我對話的

訓練方法提出建議。 
 
關鍵字：比賽節奏、技戰術、自我對話模型、賽後檢討 
 
 
1、研究背景與動機 
 
現代運動競技日新月異，在競爭激烈與變化多端的桌球運動場上，每一位選手都

希望在比賽中獲得勝利，各學科領域專家學者都希望透過科學化研究，進而協助

教練和選手突破比賽中的瓶頸，提升比賽中技戰術的表現和運動成績的表現，而

在眾多的影響因素中，除了要有精湛的運動技術和優良的生理條件基礎外，臨場

心理水平則是發揮技術程度的最大關鍵所在，尤其面臨重大比賽和選手實力相當

之下更是顯現，所以當今的教練和選手除了不斷在技術與戰術面強化外，運動心

理層面的訓練是當今重要的技能之一，現今的教練和選手應該都有這樣的認知和

接受程度，運動競技已進入科學時代了。 
 
選手的心理素質好壞，將影響整場比賽的勝負，比賽中面臨各種情境的壓力，而

壓力的產生會促進運動表現的提升，同時也會降低運動表現，因為壓力會使個人

產生懼怕失敗的焦慮，而成為影響表現成敗的因素(Conroy & Metzler, 2004)。因

此，運動員心理方面的建設和訓練是一大重要事，同時也將是日後訓練上的一大

重要方向，尤其是優秀選手如果沒有好的心理素質決不可能有好的成績表現。洪

巧菱、洪聰敏（2009）研究指出擁有較高的心理技能的選手會有較大的勝出機會；

林聖峰（2008）指出每個選手不同的心理特質訓練，都會造成選手日後進步不一

的影響，平時的體能和技戰術訓練可以使選手技術層面精進，進而在比賽中發揮

效果，但是心理訓練則更影響選手比賽臨場的抗壓性表現，而這也才是比賽關鍵

並且是決定勝負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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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在比賽場上可以利用自我激勵的對話方式，讓自己在比賽臨場上具有正向的

思考模式之外，也可降低焦慮程度的發生並且增強運動表現能力(Conroy and 
Metzler, 2004)；運動員自我對話可以提升自信心、專注力，並減少認知焦慮

(Rogerson & Hrycaiko, 2002；Hatzigeorgiadis et al., 2009)，許多競技運動情境的研

究指出，運動員會透過正面的自我對話來幫助運動表現，相反的，運動員也會產

生一些負面的自我對話而影響運動表現 (Coker & Fischman, 2010; 
Hatzigeorgiadis et al.,2008; Weinberg & Gould, 2007)；將自我對話策略作某程度的

調整，運動表現一定能大幅提昇 (Rosa, 2004)。Wang, Huddleston and Peng, ( 2003)
指出現今運動競技水準漸漸提升中，運動科學的貢獻功不可没，自我對話是運動

心理學中改變或影響現有的思考模式最常採用的認知策略之一。 
 
周佑玲（2002）指出所謂的「自我對話」就是個體對自己所說的話，是指個體給

自己的內在訊息，特別是指用來表達與自己的世界有關的思想、信念、價值觀和

態度的話，因此有時也可稱為「內在對話 (internal dialogue)」，它不是獨白 
(monologue)，因為它不僅是一個說的過程，而且是一個「聽」的過程 (listening 
process)。Theodorakis, Weinberg, Natsis, Douna, & kazakas, (2000)認為自我對話是

不論有聲音的或沒聲音而在腦中運思的，個體和自己說話的概念；但此概念包含

兩種意義，首先是自我對話的聲音的大小，聲音可以大到讓他人聽到，也可以小

到只讓自己聽到；其次，自我對話的對象是自己而非他人我們在練習過程或比賽

中，選手可能隨時都在和自己對話，比如：指導自己、鼓勵自己或理解你所面對

的一切事物。Seaward (1994)指出自我對話是個人對於自己所表現之行為透過自

己的內心語言(Inner spoken language)給予自我的回應，而自我對話又可分為積極

的自我對話(Positive self-talk)及負面的自我對話(Negative self-talk)。Zinsser , 
Bunker, and Williams , (2001); Weinberg, and Gould, (2003)正面的自我對話有助於

提升自尊、動機、專注和運動表現，可以幫助選手專注在當前，而不至於陷入已

發生過的失誤裡或想得太遠。而負面的自我對話是批評與自我貶損的，會製造焦

慮與自我懷疑。Hardy (2006)將自我對話簡化為五項定義，提供研究者依循 (一) 
自我言語表達或陳述、(二) 多層面的性質、(三) 具有解釋性元素與使用語句的

相關內容、(四) 是動態的過程、(五) 動機式與指導式兩項種類。盧俊宏（2006）
指出成功運動員的正面思考較多，也較常使用正面意象來視覺化成功的情境，並

且他們也有較大的決心及較多的承諾。王亭文、盧俊宏(2014)研究指出自我對話

在健身運動可帶來許多好處，包括：一、幫助技巧的學習和進步；二、自信心及

自我效能的建立；三、增加健身運動者持續付出努力及創造；四、改變健身運動

時的情緒狀態等。 
 
Keationg and Hogg(1995)與Weinberg and Jackson(1990)指出自我對話一直是被教

練、運動員和運動心理學家用來增進運動自信心，而且積極的自我對話能夠提昇

運動表現，而消極的自我對話則會降低運動表現的結果。Van Raalte(1994)以網

球選手為對象研究，指出積極的自我對話能夠產生較好的運動表現，而消極的自

我對話與降低運動表現有關。Zinsser, Bunker and Williams(2001)和Weinberg and 
Gould(2003)指出正面的自我對話有助於提升自尊、動機、專注和運動表現，可

以幫助選手專注在當前，而不至於陷入已發生過的失誤裡。Hatzigeorgiadis et al. 
(2009)研究動機式自我對話對網球正手拉球的影響，結果表示動機式自我對話對

提升網球正手拉球的運動表現是有效的方式。柳信美(2006)針對優秀撞球選手研

究指出，正面積極的自我對話應用於比賽時有絕對的影響力。葉育銘、許政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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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優華(2009)以優秀網球選手為研究對象，結果指出積極正面的自我對話有助於

提升選手比賽時的運動自信心。歐靜潔(2012)研究指出動機式自我對話對壘球擲

遠的運動表現上有顯著的影響。以上研究顯示出自我對話能有效的影響運動表

現。 
 
然而，針對短距離快速度之桌球運動而言，臨場的心理狀況是直接影響運動員的

技術表現，而且桌球是我國奪牌之重點項目，應該更是需要瞭解桌球選手之心理

對話的重要性，但是自我對話在桌球的研究仍相當缺乏，相關的模型以及測量工

具也是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欲建立桌球選手比賽臨場自我對話之模型，並且

建立測量桌球單打選手的自我對話的測量工具，未來配合模型、測量工具以及比

賽的結果，可用以瞭解桌球選手比賽臨場自我對話與比賽表現之間的關係，挖掘

出這些關係，可以讓教練和選手們於比賽和訓練中的運用，也讓教練可以根據研

究結果用以平日加以訓練，以加強選手的心裡素質，獲取更高的勝利機會。 
 
由上述所示，研究目的如下： 

(1) 建構桌球單打選手比賽臨場自我對話分類與模型。 
(2) 建構桌球單打選手比賽臨場自我對話的測量工具。 

 
2. 自我對話文獻探討 
Rosa (2004)以高爾夫球為例，解釋為何自我對話需要以正面指導，原因有以下二

點：（1）負面指導會使腦袋產生一個我們叫他不要發生的影像 (image)，如「不

要再去想上一個差勁的開球」，「要躲開那些雜亂的樹林及沙坑」，而我們的動

作就會表現得差勁，球就落在樹林或沙坑。因為我們的頭腦不瞭解負面的指導，

卻會創作影像並按照那個影像去執行。（2）建構正面的理想動作畫面及正面的

目標，如「要專注於擊出一個好球」，「要平靜而放鬆」及「以球道的中央為目

標」…這樣子正面的自我指導就會創作一個景象，促使我們的動作與理想的結果

吻合，因為，擁有較高的心理技能的選手會有較大的勝出機會（洪巧菱、洪聰敏

2009）。Hatzigeorgiadis (2006)以自我對話介入游泳實驗的研究，26 位體育課程

學生歷時五天訓練及檢測，參與者知覺指導式自我對話和動機式自我對話能幫助

他們改善任務之中的注意力。 
 
運動員常使用自我對話增加運動表現，自我對話已成為運動心理學重要的探討議

題。例如 Landin and Hebert (2012)以網球截擊技巧的研究發現自我對話提升表現，

經事後訪談參與者的報告皆提及因為自我對話使他們產生了自信心。Hardy et al. 
(2009)與 Theodorakis et al. (2000)指出運動項目以精準性的任務使用指導式自我對

話，可以幫助增加注意力的焦點與技術相關的提示，以堤升表現；力量或耐力性質

的運動項目，使用動機式自我對話可以增加自信心、增加努力，或創造積極的情緒

使運動表現提升。Johnson et al. (2004)研究探討優秀足球運動員在自我對話的教學介

入後，影響運動員的表現及看法。結果發現自我對話策略能改善足球射門技能，無

論教練或運動員都非常滿意結果，並認為自我對話策略是一項改善運動表現重要的

部份。Landin and Hebert (2012)以提升大專網球截擊技巧介入自我對話認知策略發展

的研究，收集參與者的自我對話相關數據，他們皆認為使用自我對話可以增加自信

心，並且自我對話可以提示注意焦點而有成功的表現。Hardy, Hall, and Hardy (2005)
對運動員自我對話的內容進行量化數據的收集，以及調查使用一般自我對話於訓練

和比賽中功能上的差異，評估性別、運動類型和技術水準的差異。295 位運動員參

與者，填寫自我對話問卷 (STUQ)。結果發現不同性別和運動員類型在自我對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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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上有顯著的差異，另外顯示在比賽中比訓練時使用更多的自我對話與多種類

型。此外，個人運動比團隊運動更常使用自我對話。林義傑 (2007)在橫越撒哈拉沙

漠－心理堅韌性體驗的質性研究，認為心理韌性的因子當中，正向的自我對話可提

升在逆境的適應力。 
 
Zourbanos, Hatzigeorgiadis, Tsiakars, Chroni, and Theodorakis (2010)探討教練行為與

運動員內在對話的關係，548 位運動員填寫問卷後分析，結果表示教練正向與個人

正向自我對話有相關，負向教練與負向個人自我對話有相關，負向教練與正向自我

對話呈負相關，正向教練與負向個人自我對話呈負相關。最後一個相關研究提出有

關因果的方向，結果表示變化來自於教練影響運動員的自我對話。總而言之，他們

的研究調查提供了相當多的證據於教練行為與運動員自我對話之間的關係，並建議

教練可能會影響運動員的思想。在過去運動的自我談話的研究中，不同的學者針

對不同運動情境所做的分類也不相同，例如：Zieger(1987)區分網球選手的自我

談話為正面自我談話和負面自我談話；Van Raalte、Brewer、Rivera 和 Petitpas(1994)
針對年輕網球選手的自我談話區分為正面自我談話、負面自我談話和指導性自我

談話；Moran(1996)則針對長跑選手的自我談話區分為正面自我談話、負面自我

談話、指導性自我談話和中性的(neutrally toned)自我談話，以及 Zinsser(2001)則
是探討游泳選手的自我談話，將其區分為指導性自我談話、動機性自我談話（正

面自我談話）和負面自我談話。從上述的研究結果可以得知，在運動技術領域中

選手的自我對話已是運動員於訓練和比賽上重要的一個區塊，而且它區分為正面

自我對話、負面自我對話，而在不同運動情境或不同運動項目的技巧學習中，需

要多一些的正向自我談話技巧。有鑑於此，系統化地找出影響桌球比賽中選手自

我對話模型以及建立其測量工具，以利以後的研究是本研究的重點。 
 
3、研究方法 
 
 

 

 

 

 

 

 

 

 

 

 

 

 

 

                       圖 1 本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方法與步驟如圖 1，首先，本研究透過自我對話文獻探討，採取並修正

Gammage, Hardy and Hall (2001)的研究建立初始模型，因為目前並沒有桌球方面

的自我對話模型，因此本研究必須確認這個由文獻探討而來的模型是可用的，並

能夠應用在桌球的自我對話研究。我們找了 11 位乙組桌球選手，參考並修改蘇

自我對話文獻探討 

根據文獻建立初始模型 

進行半結構化訪談 

分析訪談資料 

建立正式模型 

設計自我對話測量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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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德(2001)探討網球選手的自我對話行為的問卷題目，進行半結構化的訪談，訪

談的目的有下列三個：第一是能夠粹取出選手在比賽當中的自我對話，並且能夠

歸類到初始模型，用以確認初始模型的可用性；第二是要蒐集、分類並歸納選手

在比賽期間的自我對話，以設計自我對話的測量工具；第三是想經由訪談的過程

中，瞭解選手對於自我對話的想法，以及自我對話與比賽結果的關連度，用以確

認未來本研究的研究價值。 
 
3.1 初始模型 
因為桌球相關的自我對話研究目前是相當稀少，本研究分析綜合相關研究後，採

取並修正 Gammage, Hardy and Hall (2001)的研究，他們的研究是利用一般有在運

動的學生164位將自我對話區分為動機性自我談話(Motivational)以及認知性自我

談話(Cognitive)，另外又將動機性自我談話細分為精熟(Mastery)、激勵(Arousal)
以及驅動(Drive)，將認知性自我談話區分為技巧性(Skill specific)以及一般

(General)，再加上文獻中提到自我對話都有正向與負向，因此，本研究建立下列

初始自我對話分析模型，如圖 2. 
 
 
 
 
 
 
 
 
 
 
 
 
 
 
 
 
                         

圖 2. 本研究的初始模型 
 
根據 Gammage, Hardy and Hall (2001)的研究，五種分類解釋如下： 
(1) 精熟：精熟是指專注、自信以及鼓勵自己應付在比賽中所發生困難不順利的

情形。例如自我對話”更專心一點”、”我打得很好，繼續努力”、”我可以度過

這個困難的”。 
(2) 激勵：激勵是指選手在比賽中讓自己的奮鬥意志更高，不要讓自己鬆懈或是

相反讓自己放鬆一些。例如”我可以更好”，”不要放鬆”，”肌肉太緊繃了，放

鬆一下”。 
(3) 驅動：驅動是指選手讓自己更加努力，把自己的潛能發揮出來。例如”我一定

要贏”、”我要加倍努力”、”我今天要發揮 120%的實力”。 
(4) 技巧：技巧性的自我對話是提醒自己正確地使用相關的技巧。例如”我剛才拉

攻太大力了，下一球小力一些”、”放小球太高了，要更小心一些”。 
(5) 一般：不隸屬於以上四種即歸屬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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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訪談問題以及訪談結果摘要 
本研究共找了 11 位目前在台灣台中以及高雄大專院校現役的一般組桌球選手進

行訪談，並修改蘇育德(2001)探討網球選手的自我對話行為的問卷題目，進行半

結構化的訪談，訪談問題以及訪談結果摘要如下，A, B, C 表示該選手的回答摘

要。 
 
問題 1: 當你在練習或比賽時，你有什麼樣積極和消極的想法?請舉幾個例子。 

A:自己可以更好、覺得自己很爛 
B:不要想著贏，要想著不放棄 
C:當快贏的時候心理想著要贏，落後時對自己沒有信心 
D:努力調整失誤與動作不對的地方，比賽時認真處理每一顆球；隨便打輸贏

無所謂 
E:積極:打不穩時，會強迫自己一直進攻，讓自己快點讓身體熱開，專注於比

賽。消極:一直練不好時會想放棄。 
F: 盡量讓自己的失誤率降低 
G: 積極:思考自己的優勢在哪，拿出自己拿手的套路進行比賽。消極: 比賽中

去思考對手的優勢及弱點在哪，針對優點防範，缺點進攻。 
H: 比賽時積極主動掌握比賽搶攻的時機和節奏。例如:發球搶攻時掌握自己

的配套來搶攻對水，以氣勢壓過對方。 
I: 練習時有時候會覺得都是練一樣的東西也沒有人幫妳改動作很沒效果就

不想練球有時候會想一點點的累積才會進步，動作自己慢慢調整。比賽時

沒手感打的很卡就會不想拼了，但是有時候會跟自己說慢慢來自己調適一

下 
J: 積極-要贏得比賽，戰術確實實行，若對手實力較強，會想辦法找出弱點；

消極-輸了就算了 
K: 積極:別讓之前的付出沒有代價，just do it；消極:比賽時會先預想對手很

強，要輸了 
 

問題 2: 除了以上的想法之外，在比賽進行當中，你有沒有其它類似自我教導的

想法?想法?例如:「移動你的腳」如果有，請舉幾個例子。 
A:慢慢打，不要急，要摩擦 
B:重心要放底，調整好節奏 
C:調整拍面，腳步移動快一點 
D:發球完準備上手 
E: 在比賽中，喊出加油聲，對於緊張挺有幫助；碎步多一些讓自己快點熱開。 
F: 出拍速度加快、切球在加轉 
G: 1.當比賽中出現許多"半出台"的機會球時，自己卻沒把握踏前起版的機

會，導致出現被動，被對方起版，這時自己就會不斷地告訴自己「球在前

面，不要退」，退了就輸了。2.當比賽中出現許多來回球都是自己失誤時，

會告訴自己「節奏放慢，打點讓對方移動」，這時自己就會調整回來。3.
遇到力量型的選手時，來回相持球的落點非常接近底線時，會告訴自己「退

半步，球拍方前面借力就好，不要發力，會失誤」，有抓到對方球點時，

自然就知道該怎麼取勝。 
H:當自己不穩或失誤率提高會提醒自己放輕鬆，放慢節奏，找出對手比較不

穩定方及搶攻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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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拉不進先帶進就好身體往前一點不要老是退到後台，等一下正手動作小一

點、快一點積極一點搶攻 
J: 1.會試著讓自己降低緊張感 2.會模擬下一球的戰術如何執行 3.會回顧失誤

的球，下次避免發生 
K: 穩札穩打先上桌，再要求落點和速度 
 

問題 3: 當你使用積極自我對話的時候，在使用的當時你的思想、感覺及經驗上

有什麼不同或感到振奮的地方?請舉幾個例子。 
A:會打的比較慢一些，會記得去摩擦球 
B:覺得自己蠻強，很有希望 
C:覺的對自己充滿了希望 
D:對自己很有信心和期望 
E: 拋棄所有其他有關贏球以外的想法，專注想我就是想贏，我非贏、必須贏，

這樣對於每顆球才會更珍惜的去打。 
F: 把思考及想法戰術運用上了相當的興奮 
G: 1.當在自己跟自己對話教自己打球的時候，會想到上次我遇到類似的選

手，我是如何克敵制勝的，如此一來會提振自己的自信心。2.在自己的戰

術運用成功的時候，自己會跟自己說"對，就是這樣打"，自信心會不斷的

增加，賽後不論勝負也能將這次比賽當作是很好的經驗。 
H: 在調整自己時候，思想會比較細膩，感覺會變比較害怕不敢出手，但是成

功打出自己的配套及節奏，會提高自己的氣勢，也會忘記緊張，反而越打

越興奮。 
I: 當我很想贏，腦子都是想贏的時候，身體是動的起來的，情緒是高昂的 
J: 1. 思路清晰，戰術能順利執行；2. 降低緊張感，身體比較不會僵硬 
K: 覺得神功護體刀槍不入 
 

問題 4: 當你在練習或比賽時，在你的經驗及印象中，你是否經常使用消極的自

我對話來形容你自己的表現?請舉幾個你所使用的消極自我對話的例子。 
A:眼睛有問題，常常揮空，那麼爛那會贏球 
B:自己很爛，根本不會打球，出去比賽也不會贏 
C:對自己說拼了也沒用 
D:累了就放棄、休息、沒精神，態度鬆懈 
E: 當覺得自己不行時，就常常打不出來，且會很害怕每顆過來的球，對於自

己平常所練的東西都不敢拿出來用。 
F: 從不用消極的態度面對打球 
G: 比賽中的我不會經常用消極的自我對話來形容自己的表現，但偶而也會出

現:1.在吃啊，胖到跑不動了吧，活該。2.超弱的我，別人都沒攻擊，自己

就死給對方贏了。3.打得亂七八糟，今天的比賽我到底來幹嘛的? 
H: 為何反手會變高，是動作變形還是速度跟不上。 
I: 連最基本的正手都打不好其它還需要練嗎?這種球也打不進我是白痴嗎?阿

又要輸了 
J: 若訓練花大量體力及腳步時，我會懶得動，並且和自己說練好防守就好

了。或者自己在比賽時狀況不是很好，戰術執行不順利，基本上就不思考

如何獲勝，我認為就是消極的表現 
K: 比賽時會先預想對手很強，要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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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 當你在練習或比賽時，你如何將消極、沮喪的狀態轉變為積極、振奮的

狀態?請舉幾個例子。 
A:沒關係，還是有機會 
B:告訴自己比賽還沒有結束，要堅持下去 
C:想著大家期望的表情，告訴自己要加油 
D:想著輸贏不是重點，重要的是過程與態度 
E: 為自己加油、深呼吸。 
F: 沮喪時會提醒自己不能再讓自己陷入低潮要趕快振作 
G:比賽中:1.遇到對手層次較高時，自己心態會出現恐懼，打法會偏保守、單

調，然而自既知道結果只有一個，就是輸掉比賽，所以在這時候，自己會

到訴自己，對方是高手，但是我也是高手啊，說不定他比我還怕，拚下去

才知道，讓自己積極的去搶攻。2.自己如果接對方發球接得不是很好時，

讓對方出現很多進攻的時機，心理面會出現"慘了，這場比賽我會輸喔"，
想法非常的消極沮喪，通常這時候我一定會跟自己說，沒關西，好好把握

自己的發球局，然後把相持打好，機會球絕對不要放過，自然會越打越有

信心。 
H: 給自己一個小目標，比賽時不論輸贏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球就很快樂。 
I: 先緩降自己的情緒，可能是擦球拍、踩水、綁鞋帶等等，自己的情緒穩定

後思考下一顆球要怎麼贏回來 
J: 1. 我會試著跳一跳讓身體動起來，在表現上會變得更積極；2. 若發現自己

沒有再思考怎麼獲勝，我會讓自己先靜下來，並且調整自己的比賽節奏；

3. 比賽時心態再調整，會和自己說想要贏非贏不可對手沒有很強等等，

就會變積極了 
K: 因為告訴自己要輸了，更要認真打好每一球 
 

問題 6: 在比賽結束後，你覺得自我對話的使用對於比賽的結果產生什麼樣的影

響? 
A: 心情會有差，打起來心情也不一樣 
B: 能好好檢討比賽的缺點 
C: 有時確實會增加信心，但有時卻又會打擊信心 
D: 積極自我對話，可能會贏也可能會輸，但至少很珍惜比賽過程，消極自我

對話，會很快就輸掉比賽。 
E: 你越相信自己贏球機率越高，甚至更能發會平常練習的水準；相反，越消

極，越打的躡手躡腳。 
F: 贏球時會相當大興奮，輸球時會回頭檢視自己哪個環節出了差錯在做檢討

與改善 
G: 自我對話在練球時，常常出現在教練的指導上，如果能將練習時教練給我

們的指導，套用在比賽中的自我對話中，無形中自己就會是自己比賽進行

中的教練了。在當選手的時候，平時該練習的技術也都練習過了，該練習

的套路也都有練了，在比賽進行中如果發揮不如預期，那就要養成隨時比

賽中自我對話的習慣，好好地告訴自己該怎麼排除比賽中所遇到的困難。

相對的，如果在比賽進行中沒有自我對話，而放空去進行比賽，相信遇到

跟自己實力相近或是比自己強的選手，只能黯然的下場。 
H: 自我對話可以讓自己能清楚在比賽過程中了解到一些不穩定的地方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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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手的一舉一動。如果能清楚自我對話來調整自我，比賽完後會得到很

好的經驗，反之如果要是自我對話還是一片空白反而會讓整個比賽一面

倒，也學不到東西。 
I: 如果一直跟自己說又要輸了比賽輸的機率比較大當有相對的誘因想贏的

成分比較多時，情緒等都會受影響，也會有自信而能正常發揮實力，贏得

機率也比較大 
J: 我認為是正向的，若是積極正向的自我對話會讓自己的比賽表現更加突

出，進而增加獲勝的機率 
K: 勝率提高 

 
3.3 選手回答分析以及歸類 
接下來，本研究分析 3.2 節的訪談結果，粹取出選手的自我對話，分析並歸納至

3.1 節的模型，用以測試模型的可用性，結果如下表 1。 
 
表 1. 訪談分析結果 
分類 正 負 

精熟 

我打得很好 
繼續努力 
一個一個慢慢來 
自己蠻強 
很有希望 

沒有信心 
那麼爛那會贏球 
超弱的我 
我是白痴 

激勵 

我可以更好 
不要放鬆 
更專心一點 
好球 
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比賽還沒結束，還有機會 
不放棄 
可以更好 
穩札穩打 
還是有機會 
要堅持下去 
要趕快振作 

想放棄 
拼了也沒用 

驅動 

我一定要”贏” 
我要加倍努力 
我今天要發揮 120%的實力 
再大膽一點 
要敢打、敢攻 
積極主動掌握比賽搶攻的時機

和節奏 
球在前面，不要退 
對手沒有很強 
just do it 

要輸了 
又要輸了 
慘了，這場比賽我會輸喔 
對手很強 

技巧 我剛才拉攻太大力了 
下一球小力一些 

沒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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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小球太高了，要更小心一些 
拉球摩擦力不夠 
落點先控制好 
腳動起來 
認真處理每一顆球 
節奏放慢，打點讓對方移動 
出拍速度加快、切球在加轉 
慢慢打，不要急 
調整好節奏 
調整拍面 
腳步移動快一點 
發球完準備上手 
不要太發力，會失誤 
正手動作小一點 
肌肉太緊繃了，放鬆一下 

一般 贏了就可以放鬆了 
 

輸了就算了 
沒關係，慢慢來  

 
針對問題 1-5 的分析如下： 
(1) 整體來說，正面的自我對話數量比負面自我對話數量多 
(2) 對於精熟而言，正面和負面的自我對話數量是差不多的，正面自我對話主要

是讚賞自己表現很好，而負面的自我對話主要是責備自己能力不足。 
(3) 對於激勵而言，正面的自我對話數量是比負面的要多，正面的自我對話主要

是激勵自己可以表現得更好，而負面的自我對話主要是覺得想放棄了，沒有

希望贏球了。 
(4) 對於驅動而言，正面的自我對話數量是比負面的要多，正面的自我對話主要

是激勵自己贏的慾望，而負面的自我對話主要是告訴自己，已經快要輸了，

因此是跟負面的激勵很像，因此，本研究將負面的驅動與負面的激勵合併，

成為負面的激勵。 
(5) 對於技巧而言，正面的自我對話數量是比負面的要多很多，這也是相當正常

的，因為在比賽中，選手必須告訴自己不斷調整自己的技巧以及動作，而負

面的自我對話只有一個，也就是「沒手感」，這一個負面的自我對話主要包含

了所有選手沒有辦法達到自我要求的一個感受。 
(6) 對於一般來說，正面的自我對話跟負面的數量一樣，正面的自我對話主要是

一些與比賽比較無關，而是比較正面的想法，而負面的自我對話則是安慰自

己的成分較多，選手的心情已經不在比賽的狀況了。 
 

綜合以上的分析，本研究可以確認，3.1 節所發展的自我對話模型經過修改之後

是可以應用在桌球的自我對話研究。另外分析問題 6 的訪談結果，發現自我對話

對桌球選手的發揮的確有相當的影響，其功能有三種：(1)影響選手的信心水準，

進而導致比賽的輸贏，例如受訪者 C 說：「有時確實會增加信心，但有時卻又會

打擊信心」，正面的自我對話會讓選手信心增強，而負面的自我對話會讓選手信

心減弱，但負面的自我對話是無法避免的，選手在比賽時候不可能一直處於顛

峰，表現難免起起落落，要如何讓「落」的時機更短，讓「起」的時間更長，這

就得靠平常的自我對話訓練。(2)自我對話可以提醒選手適時調整比賽節奏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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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技戰術，以期獲得最大的勝率。例如受訪者 G 說：「在比賽進行中如果發揮不

如預期，那就要養成隨時比賽中自我對話的習慣，好好地告訴自己該怎麼排除比

賽中所遇到的困難…如果在比賽進行中沒有自我對話，而放空去進行比賽，相信

遇到跟自己實力相近或是比自己強的選手，只能黯然的下場」，受訪者 H 說：「自

我對話可以讓自己能清楚在比賽過程中了解到一些不穩定的地方及看到對手的

一舉一動」，因此，自我對話能夠讓選手瞭解自己以及對手的狀況，排除困難，

調整選手自己的狀況，以贏得勝利。(3)自我對話能夠讓選手於賽後回顧自己在

比賽所犯的錯誤，賽後加強訓練，提升選手能力。例如受訪者 B 說：「能好好檢

討比賽的缺點」，受訪者 H 說：「如果能清楚自我對話來調整自我，比賽完後會

得到很好的經驗，反之如果要是自我對話還是一片空白反而會讓整個比賽一面

倒，也學不到東西」。 
 
3.4 建立正式模型以及自我對話測量工具開發 
根據 3.3 節的分析，我們發現負面的驅動與負面的激勵很相似，因此，本研究將

負面的驅動與負面的激勵合併，成為負面的激勵。因此，正式模型如下： 
 
 
 
 
 
 
 
 
 
 
 
 
 
 
 
 
 
 
                         
 
  

 
 

圖 2. 修正後的自我對話模型 
 

自我對話 

正向 

負向 

精熟 

激勵 

驅動 

技巧性 

一般 

精熟 

激勵 

技巧性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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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每種分類的自我對話數量稍多，故本研究為了編制測量工具，再將每

項分類的自我對話予以歸納整合，如表 2，共找出 18 個自我對話，編制的自我

對話測量工具如下表 3。 
 
表 2 本研究歸納每一類的自我對話內容 

分類 正 負 

精熟 
慢慢來很有希望 

自己蠻強繼續努力 

超弱的我沒有信心 

那麼爛那會贏球 

激勵 

還有機會不要放鬆 

要堅持下去 

 

想放棄 

拼了也沒用 

對手很強又要輸了 

慘了，這場比賽我會輸 

驅動 

大膽一點要敢打、敢攻 

對手沒有很強 just do it 

 

 

技巧 
發球準備上手，腳步跟上 

節奏放慢，拉球多帶摩擦 

沒手感 

一般 
贏了就可以輕鬆 

 

輸就算了 

沒關係無所謂 

 
 
表 3 本研究所開發的自我對話模型測量工具 

 第一球 第二球 第三.四.五….球 

比

賽

前 

   

勝

負/

比

數 

□勝   □敗 

 

比數： 

□勝   □敗 

 

比數： 

□勝   □敗 

 

比數： 

□慢慢來很有希望□自己蠻強繼續努力 

□還有機會不要放鬆□要堅持下去 

□大膽一點要敢打、敢攻 

□對手沒有很強 just do it 

□發球準備上手，腳步跟上 

□節奏放慢，拉球多帶摩擦 

□贏了就可以放鬆□超弱的我沒有信心 

□那麼爛那會贏球□想放棄□沒手感 

□拼了也沒用□對手很強又要輸了 

□慘了，這場比賽我會輸□輸就算了 

□沒關係無所謂 

 

□慢慢來很有希望□自己蠻強繼續努力 

□還有機會不要放鬆□要堅持下去 

□大膽一點要敢打、敢攻 

□對手沒有很強 just do it 

□發球準備上手，腳步跟上 

□節奏放慢，拉球多帶摩擦 

□贏了就可以□超弱的我沒有信心 

□那麼爛那會贏球□想放棄□沒手感 

□拼了也沒用□對手很強又要輸了 

□慘了，這場比賽我會輸□輸就算了 

□沒關係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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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測量工具使用說明 
未來研究者可以利用表 3 所蒐集的資料依照每位選手畫出其時間序列的自我對

話圖，範例如下圖 3，可以找出該選手在該場比賽的自我對話的分佈，將內隱的

自我對話具體化以及形象化，用以瞭解選手正向與負向自我對話的起伏，以及在

每一類自我對話當中切換的情形，與該球的勝負對比之後，即可找出自我對話與

該球勝負的趨勢。 
 

 
圖 3. 選手自我對話分布圖(範例) 

 
另外，未來研究者也可以利用 Phi 相關係數以統計方式來檢驗自我對話與該球勝

負之間的關係，以驗證自我對話與桌球選手成績表現之研究。 
 
5. 結論 
本研究的目的是發展桌球單打選手的自我對話模型以及自我對話的測量工具，經

由 11 位大專乙組桌球選手的半結構式訪談分析結果，本研究建立了一個模型，

並發展測量工具，此模型以及測量工具是目前桌球學術界的創舉，這個模型以及

測量工具可以讓研究者將內隱的自我對話具體化以及形象化，並且數據化，讓自

我對話不再神秘，而是可以被系統化地呈現與瞭解。未來結合測量結果以及比賽

結果進行統計分析，來探討自我對話以及比賽勝負的關係，就可以對自我對話的

訓練方法提出建議，以提高選手勝利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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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talk in the 
game and performance for single table tennis athletes 

 
 
Abstract 
Self-talk has a great effect on game performance for table tennis athletes. However the 
research of self-talk in table tennis is little, this study builds a preliminary self-talk 
model for table tennis athletes according to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review of self-talk. 
Then, eleven table tennis players were recruited to engage in a semi-structure 
interview.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 were used to extract the self-talk when 
athletes are playing in the game, confirm the usability of the preliminary self-talk 
model, and develop a measurement tool for self-talk. Additionally, from the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interview, we found there are three functions of self-talk. The first one is 
to affect the confidence level. The second one is to remind athletes to adjust the tempo 
and tactics used in the competition. The third one is to let athletes review the reasons 
of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game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training after competi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are twofold. One is that we developed a model of 
self-talk for table tennis athletes. Another is that a measurement tool for self-talk is 
developed according to our model and interview analysis. Future research can 
measure self-talk of table tennis athletes by the developed tool. The training 
suggestions can be proposed if searchers engage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by combining 
the test results and game performanc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elf-talk and athletes’ performance.   
 
Keywords: gaming rhythm, tactics and technique, Self-talk model, review after the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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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Empty-Rectangle Spatial Index for 
Non-flat Broadcast 

 
 

摘要 
在無線通訊的環境中，非均勻廣播模式將

熱門資料會比一般資料播放更多次，讓使用者

能更快的查詢到熱門的資料。本文提出適用於

非均勻廣播模式的 MER (Maximum Empty 
Rectangle) 空間索引方法，處理空間視窗查詢

或連續視窗查詢。我們在熱門空間資料加入了

索引資訊，其為一矩形包含了此區的資料並且

往外延伸至附近的資料為止。這代表視窗查詢

範圍若在此矩形之內，查詢只包含熱門資料，

不必再查詢一般資料，因此可以減少查詢等待

時間。我們驗證所提出的方法優於 SSI 索引方

法。 
關鍵詞：位置相關服務、無線數據廣播系統、

非均勻廣播模式、視窗查詢。 
 

Abstract 
In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s, 
hot data are broadcast more times than 
regular data in the non-flat broadcast, such 
that mobile users can retrieve the hot data 
quickly.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MER 
(Maximum Empty Rectangle) spatial index 
methods to handle spatial window queries 
and continuous window queries in the 
non-flat broadcast. We interleave index 
information with hot spatial data. The index 
information provides a rectangle which 
contains hot data and extends its region 
maximally without touching the other data. If 
the region of a window query is within this 
rectangle and contains only hot data, no other 
data should be examined, resulting in the 
decrease of the query waiting time. We have 
verified that our proposed method 
outperforms the SSI method. 
Keywords: location-based service, wireless 
data broadcast, non-flat broadcast, 
window queries. 
 

1. 前言 
隨著智慧型移動設備和無線網路的普及，

如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移動設備能做到的

事情越來越多 [8][14]。不少移動設備配有感知

位置的功能，例如 GPS ，能夠讓使用者在需

要的時候得知他們目前的地理位置，並且根據

目前的位置提供各種使用者需要的服務，稱為

位置相關服務(LBSs) [10][11][14]。空間物件查

詢為位置相關服務常見的應用，例如：使用者

需要找到附近的加油站、提款機等等。 
常見的空間物件查詢方法有四種:近鄰查

詢  (kNN queries) 、 視 窗 查 詢  (window 
queries) 、 連 續 近 鄰 查 詢  (continuous NN 
queries)、連續視窗查詢  (continuous window 
queries)。近鄰查詢表示查詢 k 個最接近使用者

的資料，例如：使用者查詢最接近的 3 個加油

站 (k = 3)。視窗查詢為查詢一範圍內的所有資

料，例如：使用者查詢附近一英哩內所有的加

油站。而連續近鄰查詢和連續視窗查詢表示預

估使用者在一移動時間內的所有近鄰查詢和

視窗查詢，例如：使用者查詢由家裡到公司的

路上每個路段最近的加油站。本文注重於解決

視窗查詢和連續視窗查詢。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大量使用位置相關

服務。常見的方法是向伺服器請求所需要的資

料，再從伺服器下載下來。但每個使用者進行

這行為時，都必須消耗伺服器的流量，如果大

量使用者同時向伺服器要求資料，伺服器可能

會不堪負荷。為了讓大量的使用者皆能存取伺

服器的資料，無線數據廣播系統可以有效的解

決這個問題 [3]。無線數據廣播系統是由伺服

器在一個或多個頻道不斷的循環播放資料，而

每個使用者擷取頻道中各自所需要的資料。這

樣無論使用者有多少，伺服器皆只耗費固定的

流量，有效地解決了使用者數量的問題。 
另外，為了在無線廣播系統中節省移動設

備的耗能，以及能讓使用者擷取到各自所需的

資料，無線數據廣播系統中使用了索引結構

[4][15]。在廣播的資料前插入索引，而索引中

記載了各個資料播放的時間點或其它索引播

沈俊宏 麥健棠 陸清達 
亞洲大學資訊傳播系副教授 亞洲大學資訊傳播系研究生 亞洲大學資訊傳播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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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時間點，使用者在不是自己所需要資料的

播放時間，可以將設備切換成省電模式(doze 
mode) 減少耗能，而在需要存取資料的時間切

換成運作模式(active mode)。如此就不需要存

取廣播中所有播放的資料，僅存取使用者想要

的資料，大幅減少了行動設備的耗能。 
而無線廣播系統的效能由存取時間 

(access time) 和聽頻道時間 (tuning time) 來
評估 [2]。存取時間指的是由使用者向伺服器

請求查詢後直到得到結果的時間，表示此無線

廣播系統查詢速度的快慢；聽頻道時間則是在

存取時間內設備停留在運作模式的時間，表示

此無線廣播系統耗能的多寡。 
在使用無線廣播系統處理空間資料查詢的

文獻中，分佈式空間索引 DSI [14] 的索引以指

數的方式支援了近鄰查詢、視窗查詢、連續近

鄰查詢以及連續視窗查詢。NI [13] 以階層式

區域的概念加入索引，改善了 DSI 索引以指數

方式的視窗查詢以及連續視窗查詢的效能。

DSPI [7] 利用以資料圍成的空間區塊，改善了

DSI 使用空間填充曲線，在視窗查詢時容易進

行多餘查詢的問題。 
而以上的方法皆是均勻廣播模式 (flat 

broadcast)，指的是每個空間資料播放的頻率相

同，在一個播放循環只出現一次。而 GDIN [6] 
考慮了空間資料播放頻率不相同的方法，稱非

均勻廣播模式(non-flat broadcast)。非均勻廣播

模式會因為空間資料熱門程度，而讓每個空間

資料播放的頻率不相同。在 MLAIN [5] 中同樣

使用非均勻廣播模式改善了 GDIN 空間資料區

塊劃分的問題。在 GDIN 和 MLAIN 中使用非

均勻廣播模式將空間資料資料分為 2 類：熱門

資料 (hot data) 和一般資料 (regular data)，而

SSI [12] 使用了 Acharya 等人 [1] 提出的廣

播磁盤 (Broadcast disks)，將空間物件根據使

用者存取頻率分為多類，更加改善了效能。 
在本文中，我們提出了一個改良 SSI 的

MER (Maximum Empty Rectangle Containing 
Query Points) 空間索引方法，使用非均勻模式

的無線廣播系統於空間資料查詢，並且支援視

窗查詢和連續視窗查詢。MER 空間索引方法主

要在解決非均勻廣播模式中視窗查詢或連續

視窗查詢的範圍容易包含熱門資料區塊和一

般資料區塊的問題。在 SSI 方法中，因為使用

空間填充曲線劃分空間資料，導致每個資料對

應的空間區塊範圍都相同。這使得使用者在進

行視窗查詢或連續視窗查詢時，容易造成查詢

視窗雖然包含了空間資料所屬區塊，但卻不包

含空間資料，使得查詢處理程序必須做多餘的

檢查。舉例來說，若查詢視窗包含了熱門資料

區塊和一般資料區塊，但查詢視窗在一般資料

區塊內不包含一般資料，則查詢還是必須確認

一般資料區塊內有無資料。事實上，這是個多

餘的查詢，因為查詢視窗在一般資料區塊內無

任何一般資料。再者，一般資料區塊因為非均

勻廣播模式播放頻率較低，要查詢到一般資料

區塊需要較多的時間，整體下來大幅增長了存

取時間。 
在熱門資料區塊附近，上述的情形會大量

的發生，因為空間填充曲線導致熱門資料區塊

和一般資料區塊大小一樣的關係，使得查詢視

窗很容易包含多個區塊。若每次查詢熱門資料

區塊都還要確認一般資料區塊，則索引結構便

失去非均勻廣播模式的優勢，效能大幅降低。 
為了處理這個問題，我們在熱門資料區塊

加上了 MER 索引資訊。MER 索引資訊為一矩

形包含了此區的資料，並且往外延伸至附近的

資料為止。這代表視窗查詢或連續視窗查詢的

範圍若在此矩形之內，便可以確定查詢只包含

熱門資料，不必再查詢一般資料。換句話說，

是將熱門資料區塊有效範圍加大的概念。這概

念可以套用在其他非均勻廣播模式的索引結

構中，將熱門資料區塊有效範圍加大。實驗結

果驗證本文提出的 MER 索引結構比 SSI 索引

結構於存取時間 (access time) 和聽頻道時間

(tuning time) 皆更有效率。 
本文接下來的安排如下：在第 2 節，我們

介紹了本文會使用的無線廣播環境處理空間

查詢的相關技術。第 3 節，介紹我們是出的

MER 索引結構的方法。第 4 節，我們呈現了實

驗結果。最後，第 5 節為結論。 
 

2. 相關技術 
在無線廣播的環境中，資料是以一維的方

式播放，播放順序為循序性。要將二維的地圖

資料轉換成一維的播放順序，我們使用 Hilbert 
curve 空間填充曲線。在無線廣播的環境中，

若每個資料播放的頻率相同，稱為均勻廣播模

式。若要將想要的資料多播放幾次，造成每項

資料播放頻率不同，稱為非均勻廣播模式。在

非均勻廣播模式中，由於熱門資料在一個播放

循環內 (Broadcast cycle) 播放較多次，可以減

少存取時間。如圖 1 (a)，每項資料在一個播放

循環中皆播放一次，稱為均勻廣播模式。圖 1 
(b)，資料 A 在播放循環中播放了 2 次，造成每

個資料播放的頻率不同，稱為非均勻廣播模

式 。 Acharya 等 人 [1] 提 出 了 廣 播 磁 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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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 disks) 能夠有效的處理非均勻廣播

模式中資料如何排程。 Hilbert curve 及

Broadcast disks 簡易的介紹如下: 

:index :data

A B AC AB C
(a) (b)

 
圖 1 播放模式：(a)均勻廣播模式(b)非均勻廣

播模式。 

2.1 Hilbert curve 
Hilbert curve 空間填充曲線能將空間中的

資料轉換為一維的廣播排列順序，並且能維持

一定程度的空間區域性。Hilbert curve 是由一

連續路徑通過多維空間，並將路徑上的點編號 
(以下簡稱 hc)，且能夠使用階層 n (order n) 調
整空間中的曲線填充密集度，如圖 2 (a) 為 n = 
1 的空間編碼方式。在二維空間中空間物件距

離接近，則空間物件編碼後的 hc 值也會接近，

如此便能將空間轉換為一維的排列順序。

Hilbert curve 的階層 n 表示空間中每邊 2n 個

hc，且 hc 範圍為 0 到 (2n*2 – 1)。如圖 2 (b) 所
示，Hilbert curve 階層 n=2 表示 hc 範圍由 0 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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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Hilbert curve: (a) order 1; (a) order 2. 

2.2 Broadcast disks 
Acharya 等人的 Broadcast Disks 方法 [1] 

將資料依存取頻率分成幾個類別，最熱門的類

別包含最少的空間物件，但在同一廣播循環內

出現的次數最多，較不熱門的類別包含較多的

空間物件，但出現的次數較少。此方法能讓使

用者決定資料需要分為幾區，以及每區的播放

的頻率，最後得出我們需要的廣播排列順序。

先決定磁盤的數量 S (D1-DS)，以及磁盤廣播頻

率 λi (1 ≤ i ≤ S)，而每個磁盤在廣播上的播放頻

率最高由 D1 至 DS。接著，每個資料依序放入

磁盤中，每個磁盤中根據 (λ1-λS) 的最小公倍

數 L 再將資料分區。最後分為 L 個小播放循環

(B1- BL)，將資料按照 λi依序放入 (B1-BL) 成為

一個完整的播放循環。本文應用此方法將空間

物件配置為非均均式廣播。 
 

3. MER (Maximum Empty 
Rectangle) 空間索引方法 

在 MER 空間索引環境中，伺服器會處理

一個二維區域中 N 個空間物件{d1, . . . , dN }，
轉換成一維的無線廣播索引結構，並交給基地

台。基地台會分為 2 個頻道，其中較大頻寬的

頻道 (High-bandwidth) 負責不斷重覆發送索

引結構與空間物件，讓使用者存取各自所需的

資料；而較小頻寬的頻道(Low-bandwidth)負責

接收使用者回饋查詢了哪些資料。而伺服器接

收到使用者的回饋，便可以排序出每筆空間物

件的查詢頻率，並且定時調整索引結構，再經

由基地台發送。如圖 3 所示。 

Broadcast cycle

High-bandwidth downlink channel

Low-bandwidth uplink channel

Client

...

Broadcast cycle

Access and DownloadSpatial data 

Sever

Feedback

Client's
feedback 

 
圖 3 無線廣播模式介紹 

MER 空間索引方法根據 SSI [12] 為基礎

來改良，主要分為 4 步驟，並在接下來各的小

節詳述： 
1. 將二維空間資料轉為一維排序。根據

Hilbert Curve 劃 分 地 圖 為 區 塊 
(cells)，並配置內含空間物件的區塊一

個 hc 值。 
2. 將資料根據 Acharya 等人 [1] 的磁盤

方式產生非均勻式廣播，並同時於廣

播資料內配置索引資訊空間。 
3. 加入索引內容，在索引上加上索引項

目。 
4. 查詢處理機制，包含視窗查詢和連續

視窗查詢。 

3.1 資料劃分 
在無線廣播的環境中，無線資料廣播的播

放順序為循序性，為了將二維空間中的空間物

件轉換為一維的廣播排列順序，並保有空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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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我們採用 Hilbert curve 將二維空間物

件轉換為一維播放順序。首先，將空間中的每

筆資料劃分後，對應到 Hilbert curve 的 hc 值 
(以下簡稱 hc) 來排序。以 Hilbert curve 的 n
階層  (以下簡稱 n) 來將所有資料遞迴分為

2n×2n區塊 (cell)，每個區塊中包含上限 η個資

料，即所有資料及區塊都有對應 hc 及 n。 
以圖 4 (a) 為例，地圖中有 13 家餐廳的資

料{d1, . . . , d13}，並且經過回饋得知每筆資料查

詢頻率的排序，如：d2 和 d3 為查詢頻率最高， 
d8和 d12次高。接著，假設 η = 2，代表分割空

間後每一區塊最多只能包含 2 個空間物件。圖 
4 (b) 中每點代表資料 d1-d13，這時因為範圍中

包含 13 個資料，將區塊分成{C(1,0), C(1,1), 
C(1,2), C(1,3)}。其中 C(i,j)，i 代表 Hilbert Curve
的階層，j 代表在該階層 i 中此區的編碼 hc 值。

在 Hilber Curve 第 1 階層的劃分空間後，這時

C(1,0) 有 4 個資料，大於上限 η = 2，再將區塊

分成 4 塊 {C(2,0), C(2,1), C(2,2), C(2,3)}，此 4
區內資料皆符合上限 η = 2，不用再劃分。而其

他區塊{C(1,1), C(1,2), C(1,3)}也照此方法處

理，直到符合上限 η = 2。此空間物件經由

Hilbert Curve 第 2 階層劃分完成後如圖 4(c) 
{C(2,1), . . . , C(2,14)} 所示。由於經過回饋得

知每筆資料查詢頻率的排序，接下來將想要多

次播放的熱門的區塊選出，如圖 4 (c) 內的

{C(2,2), C(2,8), C(2,13)}，命名為  {H(2,2), 
H(2,8), H(2,13)}。 

 
3.2 排程空間資料 

在前一節二維空間已劃分為區塊{C(2,1), 
H(2,2), . . . , C(2,14)}，接下來將這些區塊以非

均勻式廣播模式配置無線頻道上的播放順

序，並同時配置好索引資訊空間，主要分為 4
個步驟： 

1. 採 用 Acharya 等 人 [1] 的 廣 播 磁 盤

(Broadcast disks) 產生在廣播週期中空間區塊

資料的播放時間表。廣播磁盤以圖 5 (a)為例：

假設我們將熱門程度分為 3 個類別 (S = 3)，分

成 3 個磁盤 {D1, D2, D3}，{D1, D2}為熱門磁

盤。若磁盤播放頻率λ1=4,λ2=2,λ3=1，三個

磁盤播放頻率最小公倍數 L 為 4。在 D1 磁盤

中，空間物件分為 1 單位 (L/λ1 = 4/4 = 1)；在

D2磁盤中，資料分為 2 單位 (L/λ2 = 4/2 = 2)；
在 D3磁盤中，資料分為 4 單位 (L/λ3 = 4/1 = 
4)，見圖 5 (b)。每一播放循環內有四個 (L = 4) 
子循環 B1-B4，每一磁盤依序放一單位至子循

環內，見圖 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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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4 資料劃分步驟：(a)地圖上擁有資料；(b)
第一次劃分資料；(c)第二次劃分資料，並決定

熱門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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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排列資料: (a) 決定磁盤數量並排序資

料；(b) 按照播放頻率將磁盤分區；(c) 依序將

資料排進(B1-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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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根據排好的資料放入索引 

 
2. 穿插全域資料索引 (Global index) 在

每個小播放循環之前，如圖 6 黑箭頭所示。 
3. 在熱門磁盤中根據 hc 值以及 Hilbert 

Curve 階層 n 插入熱門區塊索引 (Hot cell 
index)，如斜線索引所示。 

4. 在剩餘磁盤中根據 hc 值及 Hilbert 
Curve 階層 n 插入區塊索引 (Cell index)，如白

色索引所示。並且在每個區塊 hc 值為下一階層

第一個出現的資料，根據 hc 值以及 Hilbert 
curve 階層 1 至 Hilbert curve 階層 (n-1) 插入資

料索引 (Cell index)。例如圖 6 白色箭頭所示，

{C(2,0), C(2,1), C(2,2), C(2,3)} 為同一區，必須

放入 C(1,0)，而 C(2,1) 為此區第一個出現有資

料的索引，故在 C(2,1) 前插入 C(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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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地圖資料以及查詢視窗 

 
3.3 索引結構 

在設計非均勻式資料廣播的索引結構時，

因為熱門區塊會被多次播放，若查詢範圍盡量

落在熱門區塊上，可以減少存取時間。但因為

Hilbert Curve 要維持空間排序，導致熱門區塊

和一般區塊的大小是一樣的，進而造成查詢範

圍非常容易包含熱門區塊和一般區塊。若是查

詢範圍太容易包含一般區塊，會使查詢時間大

幅增加，造成非均均式資料廣播之優勢會大幅

下降。 
以圖 7 為例，圖中查詢視窗包含熱門查詢

空 間 物 件 d3 ， 查 詢 範 圍 與 
{H(2,2),C(2,3),C(2,4),C(2,7)} 這些區塊重疊，

除了熱門區塊 H(2,2) 之外，C(2,3),C(2,4),C(2,7) 
皆為一般區塊。查詢處理程序會先至 H(2,2) 確
認 d3 資料，再至 C(2,3),C(2,4),C(2,7) 確認是

否有資料存在，查詢處理程序才會結束。事實

上，查詢處理程序在 H(2,2) 裡的空間物件 d3

確認完便可結束，但因為查詢範圍包含了其他

區塊，處理機制必須確認這些範圍內沒有含有

資料才可結束，導致存取時間與聽頻道時間增

加。 
為了解決上述問題，我們提出了 MER 空

間索引方法，這可以套用在任何非均勻廣播模

式的索引結構中。在本文中，我們使用區塊內

空間物件的 Maximum Empty Rectangle (MER) 
[9] 來解決上述的問題，MER 為含有這些空間

物件往四周延伸的最大無空間物件的矩形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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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MER 空間索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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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Maximum Empty Rectangle 

舉圖 9 為例，R1 為包含熱門區域 H(2, 2)
內的空間物件 d2 與 d3 的最小範圍矩形 
(minimum bounding rectangle)，R1往四周延伸

最大無空間物件的矩形即為熱門區域 H(2, 2) 
的 MER。若查詢範圍與 H(2, 2) 重疊且 MER
包含此查詢範圍，則在檢查完 H(2, 2)後即可完

成查詢處理程序，不須再檢查其他區塊。如

此，可以減少存取時間與聽頻道時間，降低行

動設備電力的消耗。 
我們所提出 MER 空間索引方法有 3 種索

引結構，如圖 8 所示。 
1. Global index: G= Ct , HL  
 Ct (next top-level cell time): 

Ct 為下個最高階層 C(i,j) 的出現時間。 
 HL (hot-cell index list): HL= H(i,j),t 	 為所

有 Hot cell index 出現的時間 t。 
2. Cell index: C(i,j) = Gt, Ct , SL , CL, DL  
 Gt (next global index time):  

Gt 為下個 Global index 出現時間。 
 Ct (next top-level cell time): Ct 為下個最高

階層 C(i,j) 及出現時間。 
 SL (sibling list): SL = C(i,j),t 	為相鄰同階

層出現 C(i,j) 與到達時間 t，資料最多為

3 筆。 
 CL (child list): CL = C(i,j),t 	為此區下一

階層出現 C(i,j) 與到達時間 t，資料最多

為 4 筆。 
 DL (data list): DL = (dx, dy), t 	為此區出

現資料的座標與到達時間，資料最多為

η筆。 
3. Hot cell index:  

H(i,j) = Gt, Ct, SL, DL, MER  
 Gt, Ct, SL, DL  如前 Cell index 所述。 
 MER = LLx,LLy,URx,URy，為包含此區資

料最大矩形左下及右上座標。 
 

以圖 7 為例，圖中查詢視窗包含熱門查詢

點 d3，並涵蓋了區塊 {H(2,2), C(2,3), C(2,4), 
C(2,7)}。在圖 8 中，假設行動設備聽頻道擷取

第一個Global index，此索引內的HL中有H(2,2) 
的播放時間 t1，接著行動設備會擷取 H(2,2) 
索引。經由此索引內的 MER 資訊，行動設備

可判別查詢視窗在此 MER 範圍之內，不需再

去檢查其他區的資料，可直接結束查詢處理程

序，此次查詢結果為空間物件 d3。處理過程省

去了搜尋 C(2,3),C(2,4),C(2,7) 索引，大幅縮短

了存取時間，以及不必要的聽頻道時間。 
 

3.4 查詢處理機制 
MER 空間索引方法可以支援視窗查詢與

連續視窗查詢。視窗查詢為查詢一範圍內的空

間資料。視窗查詢會先將與查詢視窗範圍重疊

的區塊加入待檢查的集合 SC 中，並且依照索

引順序檢查所有集合 SC 裡的區塊以及區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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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料。詳細方法如下： 
1. 將與查詢視窗範圍重疊的區塊加入待檢

查的集合 SC 中。 
2. 使用者等待索引並根據索引項目及待檢

查的集合 SC 決定系統進入運作模式

(active mode) 或省電模式 (doze mode)。
系統會依照階層劃分，查詢需要的索引，

例如：需要查詢 C(2,7)，系統會經由確認

熱門索引有無查詢區塊、查詢至同區階

層、最後至同區階層下找到區塊。此例的

查 詢 順 序 為 Global index 、 C(1,0) 、
C(1,1) 、C(2,7)。 

3. 將索引要進入運作模式 (active mode) 的
時間，也就是要查詢的時間依序加入 ST
中。 

4. 依照 ST 查詢 Hot cell index，若 MER 索引

項目涵蓋查詢範圍，則結束查詢並且得到

相應的結果。 
5. 依照 ST 查詢 Cell index，根據 SC 不斷加

入 ST，直至確認所有 SC 中的區塊。 
 
以圖  10 的視窗查詢 Q1 為例，Q1 與

H(2,2)、C(2,7)重疊，於是加入待檢查的 SC 中，

即 SC = {H(2,2), C(2,7)}。假設行動設備在圖 8
的廣播循環一開始即聽無線頻道，取得 Global 
index，其內的 HL 索引資訊有 H(2,2) 與到達時

間 t1。接著，H(2,2) 被排入 ST，即 ST ={(H(2,2), 
t1)}。在 t1 擷取 H(2,2) 後，檢查 DL 項目 d2

及 d3，發現只有 d2在查詢範圍內。處理程序於

ST 內刪除 (H(2,2),t1) ，並加入 (d2,t2) ，即

ST={(d2,t2)}。以及於 SC 內刪除 H(2,2)，即

SC={C(2,7)}。原本因 SC 內還有需要檢查的範

圍，行動設設尚需要繼續聽頻道擷取資料，但

在 H(2,2) 內的 MER 索引資訊發現查詢視窗

Q1 在其 MER 範圍內，所以不必再檢查

C(2,7)，查詢處理程序在取得空間物件 d2 後結

束。 
連續視窗查詢為預估一路段時間內的視窗

查詢。連續視窗查詢的查詢路徑必須知道每個

時間點上有哪些資料，也就是資料在哪段查詢

路徑上查詢的到。我們使用 DSI 裡應用的

Minkowski regions [14] 方法來標示查詢結果

有效區段。Minkowski Region 為以查詢結果的

空間物件為中心，區域範圍與查詢範圍同大

小，接著其區域範圍與路徑重疊的區段即是該

空間物件的有效區段。以圖 11 為例，每筆空

間物件皆有範圍與路徑重疊，即可得知其有效

區段。例如：空間物件 d1在區段 AC 有效，但

一超過 C 點則失效。在 BC 區段 d1 和 d2皆有

效。而在區段 DE 因為沒有任何資料有效範

圍，所以在此區段不會查詢到任何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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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擷取圖 4 地圖資料重點區域以及連續查

詢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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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Minkowski regions 介紹 

連續視窗查詢和視窗查詢方法類似，最後

使用 Minkowski regions [14] 指定空間物件有

效區段。以圖 10 為例，連續查詢視窗 Q1 至

Q2 與 H(2,2),C(2,3),C(2,4),C(2,7)重疊，於是加

入待檢查的 SC 中，即 SC={H(2,2), C(2,3), 
C(2,4), C(2,7)}。假設行動設備於圖 8 內廣播循

環一開始取得 Global index，其內的 HL 索引資

訊有 H(2,2) 與到達時間 t1。接著，將 H(2,2)
加入 ST，即 ST={ (H(2,2),t1)}。於 t1 擷取 H(2,2)
後檢查 DL 項目 d2及 d3，發現 d2及 d3皆在查

詢範圍內。於 ST 內刪除 (H(2,2),t1)，並加入 t2
及 t3，即 ST={(d2,t2), (d3,t3)}。以及於 SC 刪除

H(2,2)，即 SC={C(2,3) ,C(2,4), C(2,7)}。原本因

SC 內還有需要檢查的範圍需要繼續執行查詢

處理程序，但在 H(2,2) 內的 MER 索引資訊發

現查詢視窗 Q1 至 Q2 在其 MER 範圍內，所以

不必再檢查 C(2,3),C(2,4),C(2,7)，查詢在取得

空間物件 d2及 d3後結束。最後使用 Minkowski 

regions [14] 分配其有效區段，d2在區段 AC 時

有效，d3在區段 BD 時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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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播放結構

4. 效能分析 
在 SSI 方法 [12] 中已與 MLAIN 方法 [5] 

進行效能分析比較，其結果顯示 SSI 優於

MLAIN，其評估效能以平均存取時間 Avg. AT 
(access time)、平均聽頻道時間 Avg. TT (tuning 
time) 和能量 E (energy) 來評估。而本篇將與

SSI 進行效能分析比較。 

4.1 系統模型 
我們假設無線頻道上最小播放單位 

(bucket) 的容量為 64 bytes，每個空間物件大小

為 1024 bytes，索引項目內每項容量為 6 
bytes。以圖 8 為例，每個空間物件為 1024/64 = 
16 buckets。而 C(1,0) 中的 Ct、Gt、DL 各為 6 
bytes，SL 和 CL 各有 3 項為 18 bytes，總共為

6 * 3 + 18 * 2 = 54 bytes，未滿 64 bytes 以最小

播放單位 1 bucket 計。本篇方法增加的索引項

目 MER，加入後和 SSI 索引容量差異很小 (為
熱門區塊左下與右上二個座標，一個索引項

目)，此例一個索引皆以 1 bucket 計。 
我們使用SSI [12] 與 MLAIN [5] 的能量

分析假設，考慮行動設備的 CPU 和網路卡之

耗能，如表 1 所示。CPU 和網路卡在運作模

式時 (active mode) 分別耗能為400 mW/s 和
750 mW/s，總共為1150 mW/s。而在省電模式

時 (doze mode) CPU和網路卡的耗能為 0.16 
mW/s 和 24 mW/s，總共為24.16 mW/s。考慮

下 載 頻 道  (downlink channel) 的 頻 寬 為 1 
Mbps。而平均能量為：1150 * Avg. TT + 24.16 *
（Avg. AT – Avg. TT）。計算能量時，Avg. AT 與
Avg. TT 以秒為單位。平均存取時間 Avg. AT = 
(total index AT * 1 bucket + total data AT * 16 
buckets)/total buckets。平均聽頻道時間 Avg. TT 
= (total index TT * 1 bucket + total data TT *16 
buckets)/total buckets。 

表 1系統耗能 

Component Doze mode Active mode
CPU 0.16 mW/s 400 mW/s 

Network 
interface card 24 mW/s 750 mW/s 

 
4.2 實驗結果 

我們以圖 10 為例，做效能分析。首先我

們分析視窗查詢，以查詢視窗 Q1 為例。查詢

視窗 Q1 必須要確認 H(2,2) 和 C(2,7) 區塊，

C(2,7) 為一般區塊在播放循環中只有出現一

次，SSI 幾乎必須跑完整個播放循環才能確認

C(2,7) 有無資料；而因為查詢視窗在索引項目

MER 範圍內，我們的方法只要索引找到 H(2,2) 
便可結束查詢。我們在每個時間點上算出存取

時間 AT (access time) 與聽頻道時間 TT (tuning 
time)，如圖 12 所示。表 2 為視窗查詢的平均

存取時間，表 3 為其相對應的平均聽頻道時

間。兩者的結果都顯示 MER 方法效能優於 SSI
方法，MER 平均存取時間比 SSI 快了 2.8 倍左

右。平均存取時間 Avg. AT 以 MER 為例，系統

在所有 index 時間點的 bucket 總和為 1044，而

在 data 時間點的 bucket 總和為 1482。索引結

構總長度為 24 (index 個數) * 1 + 21 (data 個數) 
* 16 = 360，因 data 為 index 的 16 倍，套用公

式為：(1044 * 1 + 1482 * 16)/360 = 68.767 
buckets。 

表 2 Access time for the static window query 

Method 
#index 
buckets 

#data 
buckets 

Avg. AT 
(#buckets)

MER 1044 1482 68.767 
SSI 4148 4172 196.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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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Tuning time for the static window 
query 

Method 
#index 
buckets 

#data 
buckets 

Avg. TT 
(#buckets)

MER 451 820 37.697 
SSI 504 861 39.667 

 
連續視窗查詢以圖 10 內查詢視窗 Q1 至

Q2 為例。連續視窗查詢必須確認區塊

H(2,2),C(2,4),C(2,3)以及 C(2,7)，最後再使用

Minkowski regions [14] 分配資料有效區段。

C(2,4),C(2,3)以及 C(2,7) 皆為一般區塊，SSI
同樣因為要確認這些區塊而耗費整個播放循

環的時間；因為連續視窗查詢範圍在索引項目

MER 內，我們的方法只要索引找到 H(2,2) 便
可結束查詢。我們在每個時間點上算出存取時

間 AT (access time) 以及聽頻道時間 TT (tuning 
time)，表 4 為平均存取時間，表 5 為平均聽

頻道時間。結果顯示 MER 效能優於 SSI，MER
平均存取時間比 SSI 快了 3 倍左右。 

表 4 Access time for the continuous window 
query 

Method 
#index 
buckets 

#data 
buckets 

Avg. AT 
(#buckets)

MER 1428 1818 84.767 
SSI 5661 5411 256.214 

 

表 5 Tuning time for the continuous window 
query 

Method 
#index 
buckets 

#data 
buckets 

Avg. TT 
(#buckets)

MER 840 1163 54.022 
SSI 934 1238 57.617 

 
最後我們依照先前的假設算出 MER 與

SSI 視窗查詢與連續視窗查詢的能量消耗，結

果如表 6。結果顯示 MER 消耗能量皆比 SSI
少。能量計算我們以 MER 視窗查詢為例，套

用公為：1150 * 37.697 + 24.16 * (68.767 - 
35.697) = 44102 buckets。我們假設下載頻道

(downlink channel)的頻寬為 1 Mbps，將結果乘上

64/(10242/8)，換算後得到結果 21.549 mW。 

表 6 能量消耗比較 

Method Static Continuous 
MER 21.549 mW 30.712 mW 
SSI 24.206 mW 34.793 mW 

 

以上的結果驗證我們提出的 MER 空間索

引方法效能優於 SSI 方法，接下來我們將會做

更大量數據的效能分析。 
 

5.結論 
在本文中，我們在無線數據廣播系統中使

用非均勻廣播模式的 MER 空間索引方法，支

援處理視窗查詢以及連續視窗查詢。本篇方法

應用 MER 索引資訊，將熱門區塊有效範圍加

大，解決了視窗查詢與連續視窗查詢的範圍容

易包含熱門資料區塊和一般資料區塊的問

題，減少查詢過程中不必要檢查的區塊資料之

處理程序，縮短了存取時間與聽頻道時間。我

們也進行效能評估，驗證我們的方法優於現有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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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在通訊量爆炸的科技時代，不管是在

私人或者是公共服務上都有極大的通訊需求。

為了滿足使用者大量通訊需求，Small Cell 技

術是最符合經濟效益的解決方法。如何以耗費

最低成本的方式來佈建 Small Cell，使得系統

能達到最大的效能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問題。為

解決此一問題，本文提出一個以 Weighted 

K-means為基礎之 Small Cell佈建演算法。該

演算法能依據不同使用者的通訊需求量來自

動決定 Small Cell最佳的佈建位置，使得網路

的整體效能大為提升。Weighted K-Mean演算

法不但可擁有 K-means的優點，又能滿足使用

者不同通訊量的需求。由實驗結果顯示，本文

所提出之方法其效能較固定佈建點及 K-means

佈建方法有更顯著的提升。

關鍵字：Heterogeneous Network; Small Cell; 

Deployment; Traffic Aware; K-means; 

1. 介紹

隨著科技技術的發展，移動無線通訊網路

的使用越來越受歡迎，使得網路的使用方式和

以往大大不同。不管是在大型都會區或是偏遠

的鄉村，無線通訊網路無所不在。人類的生活

也和網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例如：電子商

店、電子郵件、電子購物、電子銀行、電子醫

療，等應用。不僅僅是人與人通訊使用的手機，

連物與物通訊的智慧裝置(device)也需要無線

通訊網路，物聯網將會讓我們的生活變的更有

效率、便利、安全。據研究學者預估從 2010

到 2020年，通訊設備數量會增加至 500億個，

且全球無線網路通訊量會暴增一千倍以上。其

中影音多媒體服務將占大部分的比重。

為了解決通訊量快速成長的問題，歐盟於

2013年成立 METIS計畫 (Mobile and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Enablers for the Twen-

ty-Twenty Information Society) 列出了未來無

線通訊網路將會遭遇到的挑戰，並且提出解決

這些問題所需發展的技術建議。例如：裝置對

裝置通訊(Device to Device, D2D)、多天線通訊

系統(Multiple Input Multiple Output, MIMO)及

小型基地台(Small Cell)等技術。這些技術都是

在現今異質網路場景中常使用到的技術，也是

全球致力於發展的重要技術。在 LTE眾多潛在

發展技術中，Small Cell 是目前被公認最具有

潛力的技術之一。Small Cell 的優點包含裝置

成本較低，佈建容易且有彈性，功率損耗低，

及有效提升網路整體容量，依照不同區域性可

分為三種類型：包括居家的家用基地台、小型

企業或零售用途的商業/室內基地台、以及公共

區域使用者的室外基地台等，透過 Small Cell

可以改善家庭使用者、辦公室環境與公共空間

的網路體驗。

在實際場景中，在都市商業區、旅遊景點、

演唱會、以及任何造成瞬間通訊量暴增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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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讓該地方的網路呈現堵塞甚至癱瘓，而且隨

著使用裝置的人數快速增加，這種情況也是無

可避免的，Small Cell 可以提供足夠大的頻寬

來支援使用者的服務，幫助 Macrocell 進行資

料卸載，加上前述之優點，體積小安裝簡單，

所以才會如此受到重視。

為了提供更多及更好的服務，電信業者除

了透過增加 Marcocell 來提升網路能力外，也

可透過佈建 Small Cell來提升服務覆蓋率、網

路容量及服務品質並整合多種無線存取技術

(Radio Access Technology, RAT), 如:3G, LTE

及 WiFi等。Small Cell和 Marcocell搭配佈建

除了可以提高服務覆蓋密度及有效增加網路

能力外，又可以改善無線網路頻寬壅塞與室內

訊號不良的問題。相較於 Marcocell 需要較大

的地方佈建，以及使用高發射功率來提供較大

的服務範圍，Small Cell 不需要太大的佈建空

間，只需發射覆蓋半徑 200~300公尺的低功率

訊號，而且體積小、價格較低，易於佈建，加

上可利用固網頻寬當後端網路(Backhaul)回傳

訊息，營運支出也相對較小。

雖然直接佈建更多的 Macrocell 可以提升

系統的效能，但由於 Macrocell 佈建的成本比

較昂貴且取得設置地點的困難性較高，所以在

Macrocell 通訊範圍內密集的佈建低功率低成

本的 Small Cell就成了讓整體網路的效能有效

提升的低成本且有效率的方案。Macrocell通訊

範圍內佈建 Small Cell後服務覆蓋率提升，通

訊需求爆炸的問題也就得以解決。Small Cell 

的佈建位置對整體系統效能有很大的影響。過

於密集的 Small Cell佈建會讓 Cell之間產生複

雜的干擾，過於分散對使用者來說又會有盲區。

挑選到好的佈建點對 Small Cell來說可以大大

提升整體的效能，所以決定 Small Cell的佈建

位置是一個重要問題。UE(User Equipment)到

Small Cell 的距離會影響傳輸的速率，距離越

短傳輸速率越快，距離越長傳輸速率越慢。因

著不同 UE的傳輸需求不同，如能讓 Small Cell

的佈建考量到 UE 的需求，讓需求大的 UE 距

離 Small Cell 較近，讓需求小的 UE 離 Small 

Cell較遠，則 Small Cell的佈建將可同時滿足

不同 UE的需求。 

當使用者分佈不均勻時，傳統固定式的

Small Cell 佈建方式並不會有很好的效能，也

不能夠依照使用者的通訊需求量做調整。為了

提升 Small Cell的效能，本文利用 K-means群

集演算法中每個樣本離群中心點最近的特性

加以改良，以解決 UE 分佈不均情況下 Small 

Cell佈建的問題。此外，本文也將使用者的通

訊需求量列入考量，在 UE 的位置、通訊量及

Small Cell 數量已知的情形下，計算出 Small 

Cell 最佳的佈建位置，讓 UE 的通訊需求得到

滿足，進而提高整體網路的效能。

本論文提出一個利用 K-Mean群聚特性的

Small Cell佈建演算法，其主要貢獻如下： 

l 相較於固定式或 K-Mean佈建演算法，本

文所提出的方法能有效提升系統效能。

l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不但可以滿足使用者

的通訊需求，又可以用最少的 Small Cell

來佈建基地台。

l 本文所提的方法此方除了可以使用在

LTE環境下，也可使用在其他異質性無線

網路佈建場景。

本篇論文組織架構如下：第二章將會討論

國內外 Small Cell佈建相關之研究、第三內容

包含網路模型、架構，以及網路元件、符號定

義等，第四章將描述本文所提出的W-K-means

演算法以解決 Small Cell佈建問題,第五章將實

驗數據結果用圖表顯示並分析其效能，第六章

做出本文最後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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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ll Cell 

Fixed UE 

2. 網路模型

本篇論文目的是在以長程演進技術(Long 

Tern Evolution, LTE)為基礎網路架構下提出一

種佈建 Small Cell 的方法，進而提升整體網路

的效能。LTE 網路包含無線存取網路與核心網

路兩部分。無線存取網路的部分稱為演進全球 

地面無限存取技術 (Evolved Universal Terres- 

trial Radio Access, E-UTRAN)，其中使用者裝

置稱為 User Equipment (UE)，所連接的基地台

稱為 Evolved NodeB (eNB)，基地台之間可以透

過 X2 interface 互相連接。核心網路 (Core 

Network, CN)包含 PDN Gateway (P-GW)、

Serving Gateway (S-GW)及 Mobility Manage- 

ment Entity(MME)等元件。eNB 可透過 S1 介面

連接到核心網路。其中 eNB 連接 MME 的介面

稱為 S1-MME 介面，而 eNB 連接 S-GW 的介

面稱為 S1-U 介面，UE 和 eNB 之間的介面稱

為 Uu。

圖 1： LTE Basic Chart 

透過 Small Cell 可以增加 LTE 網路的系

統容量。依照傳送功率的大小及後端網路技術 

的差異，LTE 場景中可以有 HeNB 、Relay 及

Picocell 等的技術元件。Picocell 可單純視為功

率較小之基地台。Home eNB(HeNB)是在室內

家用的基地台，其後端骨幹網路使用 Internet 連

線，如：光纖，Cable Modem 及 ADSL 等寬 頻

網路。Relay 則是用於戶外強化整體網路的 覆

蓋率。Relay 的後端骨幹網路以無線的方式 連

接至 eNB。為簡化計算的複雜度，本文場景 中

是使用佈建在戶外的 Picocell 來做分析模擬， 不

考慮障礙物之干擾。 

本論文以一個 eNB 的通訊範圍當成研究

對象，如圖二所示。假設沒有佈建 Small Cell，

而只有一個大範圍的 Macrocell 來服務 UE，則

範圍內所有的 UE 只能連到此一的基地台。通

訊範圍內之 UE，依其移動性可分為 Fixed UE 

及 Mobile UE 兩類。分別為場景中固定的住戶

使用地點或是使用頻繁之重要通訊熱點。當 

UE 的通訊量大時，可能會因為基地台的服務

過載，而導致網路壅塞。 

UE 離 Macrocell 的距離會影響到 UE 的傳

送速度。離基地台越近的 UE，其通訊速率越

快。離基地台越遠，通訊速度越慢。如能針對 

通訊速度較慢之 UE，藉由佈建 Small Cell 來改

善效能，則整體網路中之 UE 傳輸速度將得到

提升。因此，本論文規劃 Small Cell 之佈建時，

將 Macrocell 和 Small Cell 使用的頻譜區段獨立

作業，不互相干擾，佈建 Small Cell 的目的是

要強化在 Macrocell 內 UE 的訊號覆蓋率，所以

在場景內的 Marcrocell 和 Small Cell 便可以不

互相干擾。 

Figure 2： Without Small Cell 

MME P/S-GW 

S1-MME S1-MME

S1-U S1-U 

X2 X2

X2
Uu U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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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加入了 Small Cell之後，由於 UE可選

擇距離較近之 Small Cell進行通訊，所以資料

的傳輸速率及功率也會比較好，而且也能對

Macrocell 進行資料卸載(offload)，以解決通訊

爆炸的問題，且讓整體網路效能提升。有 Small 

Cell 輔助通訊之 Macrocell 通訊場景如圖 3 所

示。

不論是否佈建 Small Cell，一個 Macrocell

的通訊範圍內包含散落在不同地方的數個 UE。

藉由基地台和使用者過去通訊的紀錄可得知

UE 出現在某一位置的頻率及該位置之通訊量

需求等資訊。基於這些已知之統計資訊，如何

以最小的成本來達到最大之整體效能是本篇

論文的研究目標。一旦適合佈建 Small Cell的

位置以及其數量決定之後，可將 Small Cell基

地台真正分派到指定的位置上為 UE做服務。 

表 1:符號定義  

符號名稱 符號意義

𝛿!,! 成員之隸屬關係

k Small Cell個數 

xi ith UE的位置 

zj jth Small Cell的位置 

wj ith UE的通訊需求權重 

3. Traffic Aware Small Cell De-
ployment

本論文提出一個高效能的 Small Cell佈建

演算法。當使用者歷史位置資訊及通訊需求量

已知之情形下，演算法之目標是計算出佈建所

需之基地台數量及其佈建位置，使得整體網路

效能可以提升或是網路壅塞的情況可以改

善。

3.1 單一 Small Cell 佈建  

當場景中分佈著許多 UE有著各自的通訊

需求量，從過去 UE 與基地台通訊時所留下的

歷史資訊，可以得到使用者位置與其通訊需求。

假設 UE位置為 x1, x2…, xn，欲佈建之基地台之

位置為 z，則 UE 到基地台距離之總和可表示

為𝑓(𝑧) = ||𝑥! − 𝑧||!
!!! ，其中 ∙ 為 Euclidean 

Distance。基地台佈建之位置 z應能讓 f(z)之值

最小，才能讓每個 UE 離基地台的位置最近。

為了找出能讓 f(z)最小之 z值，可讓 f(z)對 z做

微分，一階微分為 0之處可計算出 f(z)之極值，

經計算之後可得到𝑧 = !
!

𝑥!!
!!! 時𝑓(𝑧)值最小。

由此式可得知，要佈建的基地台之位置，其實

就是所有 UE 的位置之算術平均，這個位置會

讓 UE距離基地台之總距離最短。 

上述 Small Cell佈建位置之計算是假設每

個 UE 的通訊需求量都相同，但是實際上每個

UE 的通訊量並不相同。應當令通訊需求較大

UE離 Small Cell基地台較近，通訊需求量較少

之 UE離 Small Cell基地台較遠，才能讓整體

網路通訊效能進一步提升。

令 wi表示每個 UE不同的通訊需求量，則

UE 到 Small Cell 基地台之加權距離總和可表

示為𝑔(𝑧) = ||𝑤!𝑥! − 𝑧||!
!!! 。找出能讓 g(z)值

最小化之 z，即為考量 UE 通訊需求量後之最

佳 Small Cell 基地台佈建位置。經計算之後，

Mac-

rocell

Small

Cell

UE

Macrocell 

Small Cell 

Fixed UE 

圖 3：With Small Cell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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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𝑧′ = !
!

𝑤!𝑥!!
!!! 時𝑔(𝑧′) 值最小。所以 UE

的加權算術平均位置為最佳之佈建位置。

3.2 多重 Small Cell佈建  

傳輸速度較慢之 UE通常落在基地台的外

圍，這些 UE 應分成幾群及每個 UE 應隸屬於

哪一群仍未知。這個問題可透過 k-means分群

演算法[6]來加以解決。k-means 分群演算法可

將 UE 進行分群，並將群組內 UE 位置之算術

平均值更新為新的群中心點。經過多次的分群

與群中心更新的程序之後，可達到一穩定之狀

態。找出之群中心點即為 Small Cell應佈建之

目標位置。

當考慮 UE的通訊需求量時，可透過權重

式 k-means 演算法來計算群中心。權重式

k-means 分群演算法主要用於將場景內的 UE

做一個適當的分配，讓每一個使用者都能連到

距離自己最近的基地台來做服務，目的是希望

讓場景內每個使用者的通訊需求量都能達到

最大輸出。因為 k-means特性，讓每一群的成

員到群中心的距離總和最小。距離小代表的意

義是進行通訊時的 path loss也會比較少。接收

端才會有較高之訊雜比及通訊速率。

關於 UE權重值的指定，每個 UE可以有

不同的權重需求量。依照使用者付出的費率高

低，有不同的權重等級，有的使用者需要較高

的通訊量收費也比較昂貴，可以設定比較大的

權重值，Small Cell佈建時就會離這個 UE比較

靠近一點。相對的，若使用者不常用到網路或

沒有太大的通訊需求，則收費較低，其權重值

也可以設定的比較小，經過 k-means計算後每

個 UE會得到一個所屬的群集。 

k-means 演算法簡要說明如下。已知一 n 個點

的資料集合Ｘ={x1 , x2 , x3…, xn}，其中每個資

料點都是一個 d-維實數向量，k-means 演算法

要把 n個資料點劃分到 k個不相交的集合中( k 

≤ j ), 使得樣本點到群中心平方差達到最小。

k-means 群集演算法的目標函式可表示成下列

算式：

  𝑚𝑖𝑛 𝛿!,! 𝑥! − 𝑧!
!

!

!!!

!

!!!

(1) 

其中  𝛿!,!  為成員隸屬變數，𝛿!,! = 1表示

xi隸屬於集合 j 中，𝛿!,! = 1表示 xi不屬於集合

j 中。本文所提出之考量 UE 通訊需求量的

Small Cell 佈建演算法可視為權重式 k-means 

(w-k-means)演算法當考慮樣本點的權重值 wi

時，可視為有 wi個點出現在 xi的位置上，其目

標函式可表示如下：

𝑚𝑖𝑛 𝛿!,! 𝑤!𝑥! − 𝑧!
!

!

!!!

!

!!!

(2) 

3.3 w-k-means 演算法  

Let X={𝑥!, 𝑥!, 𝑥!,……… , 𝑥!}當作是 n 個

UE位置的集合，每個UE的通訊量以 wi表示。

令 Z={𝑧!,  𝑧!, 𝑧!,……… , 𝑧!}當作是群中心的集

合。

(1) 從使用者座標中先隨機挑出 k點作為 k個

群中心的初始座標，zj = xj, for i=1,…,k。

(2) 計算每個資料點 𝑥!到 𝑧!之間的距離，

𝑥! − 𝑧! 。

(3) 把資料點𝑥!分配給跟他距離最近的𝑧!當

作他的成員隸屬。

𝛿!,! =
1, 𝑥! − 𝑧! = min

!
𝑥! − 𝑧!

0, 𝑜𝑡ℎ𝑒𝑟𝑤𝑖𝑠𝑒  

(4) 重新計算新的群中心座標：

𝑧! =
𝛿!,!𝑥!𝑤!!

!!!

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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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果(3)的資料點沒有重新分配他所屬群

集的話就停止，否則重複(2)-(4)。

3.4  不適合加入 Small Cell之 UE 

場景中使用者分布的位置是隨機沒有規

則的，在最好的情況中，就是每個 UE 都會分

配到一個 Small Cell的子群，而且每一群的成

員數量都差不多;但是當在最壞情況的時候，就

是分群之後有某幾群的成員數量明顯不同，例

如：一群之中只分配到一個成員。如果發生這

種情況，就必須要考慮是否讓該成員直接連

Cell 中的 Marcocell 基地台就好，這樣就不用

為了多出來的 UE而多佈建一個 Small Cell。 

當 UE 都有各自的群中心可提供服務時，

在比較靠近 Marcrocell通訊範圍的使用者可能

會發現連 Macrocell 的訊號會比連分配到的

Small Cell 群中心的訊號還要來得好很多，所

以如果考慮到 Macrocell 在場景內的話，就必

須在 Macrocell 通訊範圍內排除掉佈建 Small 

Cell 的可能性，不然的話就有可能會當 Small 

Cell 訊號很差的時候，還是只分配給 UE 一個

訊號不好的群中心。當場景中 UE 分佈不均勻

造成有某幾個 Small Cell的通訊覆載過大時候，

就需要考慮到是否需要 Load balance，因為當

UE 分佈不均勻的時候，分配出來的群組成員

數也會不同，在成員較多的群組裡資料量覆載

可能會過大，將使用者需求平均分攤到各個 BS

上，才不會造成高負載的 BS 失效或是過載的

情況。

4. Simulation Results

為了驗證本文所提出的演算法效能，本文

對三種演算法, Fixed ,K-means ,w-k-means，在

不同的場景中做模擬測試，透過比較三種方法

的 Throughput來驗證本文所提出之方法。 

在實驗中，我們假設了 Uniform、Cluster、

Cluster-Variate三種場景來當作實驗環境， 

4.1 實驗環境  
在實驗場景假設方面，因為 UE 在一般戶外場

景時是呈現分佈不均勻的情況，但是在人潮較

多的時候像是，演唱會、大賣場、百貨公司的

熱點，UE 的分佈又會呈現較聚集的現象，所

以又有兩種聚集現象之假設，讓實驗可以更符

合實際的狀況：

(1) 實驗依照 UE分佈位置的差異，假設了三

種不同的場景來做實驗：

I. Uniform 場景：一般戶外之場景，

UE隨機的分佈在場景中。

II. Cluster 場景：屬於戶外熱點場景，

UE分佈的位置有群聚的現象，實驗

中假設 UE 平均分布在五個大小相

同的範圍內。

III. Cluster-Variate 場景：屬於熱點場

景，UE分佈也有群聚的現象，但是

每群的範圍不一樣，實驗中假設 UE

平均分布在五個不同大小的範圍

內。

實驗相關參數參照[3]之規格書如表二所示。 

表二 :實驗之相關參數  

參數名稱 數值

場景範圍 500m x500m 

網路頻寬 10MHz 

Small Cell功率 23dBm 

Small Cell頻率 2GHz 

背景雜訊 -104dBm

Path Loss Model PL = 140.7 + 36.7𝑙𝑜𝑔!"，𝑅  𝑖𝑛  𝑘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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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Uniform場景的實驗結果  

4.2.1 當每個 UE的 Traffic相同時 

(a) UE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的影響

Figure 1: 在 Uniform場景中，UE Traffic相同的
情形下，UE 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聯圖。  

從 Figure 1中可以得知在 UE均勻分布的

場景下，Fixed , k-means ,w-k-means三種方法

在每一個使用者的權重都相同時候，k-means

和 w-k-means 呈現的數據一模一樣，Fixed 的

效能都比其他兩者較低，因為 Fixed 方法中並

不去調整群中心，只有在 UE為 150的時候較

為接近，但是效能還是低於其他兩個，隨著

UE 數量改變而有不同的 Throughput 變化，K

值固定為 5。 

(b) K 數 量 變 化 對 Throughput 的 影 響

Figure 2: 在 Uniform場景中，UE Traffic相同的
情形下，K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聯圖。 

從 Figure 2中可以看到在 UE均勻分布，

每一個使用者的權重都相同且同樣都有 100個

UE 的環境下，增加 K 值時， Fixed , 

k-means ,w-k-means 三種方法的效能都是平穩

上升，這是因為讓越多 Small Cell來服務 UE，

每個 UE 被分配到的可用資源會比較多，所以

效能都是平穩上升。

4.2.2 Traffic不相同 

(a) UE 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 的影響

Figure 3: 在 Uniform場景中，UE Traffic不同的
情形下，UE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聯圖。  

從 Figure 3中觀察到在 UE均勻分布的場

景下，w-k-means中每個 UE都有一個隨機 1-5

的通訊需求量，雖然在 50個 UE時候三種方法

沒有很明顯的差別，但是當 210 個 UE 時候

Throughput竟然相差了五倍之多，這裡的 K值

一樣是固定為 5，k-means 的效能還是略比

Fixed好一點點。 

(b) K 數 量 變 化 對 Throughput 的 影 響

Figure 4: 在 Uniform場景中，UE Traffic不同的
情形下，K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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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Figure 4中發現到在 UE均勻分布的場

景下，w-k-means 也是每個 UE 都有一個隨機

1-5 的通訊需求量。當改變 K 值的時候，因為

Small Cell 都會向著權重較高的點靠近，距離

越短，傳輸速率越快，效能就會較好，所以可

以維持在一個穩定的效能，另外兩個則跟前面

提到的一樣情況，UE數量均為 100。 

 

4.3  Cluster場景的實驗結果  

 

4.3.1 Traffic相同 

 
(a) UE 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 的影響

 
Figure 5: 在 Cluster場景中，UE Traffic相同的
情形下，UE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聯圖。  
 

從 Figure 5我們看到在 UE群集分布的場

景下，Fixed , k-means ,w-k-means三種方法在

每一個使用者的權重都相同時候，k-means 和

w-k-means 數據一模一樣，這裡 k-means 和

w-k-means 的效能會比場景(1)的效能還要高，

因為在場景中的 UE 已經有群聚的分佈，隨著

UE 數量改變而有不同的 Throughput 變化，K

值固定為 5 

 

(b) K 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 的影響

 
Figure 6: 在 Cluster場景中，UE Traffic相同的
情形下，K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聯圖。 
 

從 Figure 6中看到在 UE群集分布的場景

下，Fixed , k-means ,w-k-means三種方法在每

一個使用者的權重都相同時候，在同樣都有

100個 UE的環境下，增加不同數量的 K效能

都是平穩上升中，因為如果越多 Small Cell來

服務 UE 的話，每個 UE 被分到的可用資源會

比較多，所以效能都是平穩上升，這裡的

k-means 和 w-k-means 也是會比場景(1)的效能

還要提升一些，所以最後和 Fixed 的效能多增

加了一段差距。 

 
4.3.2 Traffic不相同 

 
(a) UE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的影響 

 
Figure 7: 在 Cluster場景中，UE Traffic不同的
情形下，UE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聯圖。  
 

從 Figure 7可以發現 UE群集分布的場景

下，w-k-means 中每個 UE 都有一個隨機 1~5

的權重，在 50個 UE時候 w-k-means雖然比一

般 k-means效能還要差，但是過了 70個 UE之

後就持續上升，k-means的效能也是略比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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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點點，K值固定為 5。 

 
(b) K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的影響 

 

Figure 8: 在 Cluster場景中，UE Traffic不同的
情形下，K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聯圖。 
 

從 Figure 8可以觀察到在 UE群集分布的

場景下，w-k-means 也是每個 UE 都有一個隨

機 1~5的權重分配，在改變 K值的時候，這裡

的 w-k-means也呈現一樣平穩的效能，但是在

K 為 7 的時候，k-means 的平均效能會超過

w-k-means，Fixed則還是處於較低的效能，UE

數量均為 100。 

 

4.4 Cluster-Variate場景的實驗結果  

 
4.4.1 Traffic相同 

 
(a) UE 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 的影響

 
Figure 9: 在 Cluster-Variate場景中，UE Traffic
相同的情形下，UE 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
關聯圖。  
 

從 Figure 9看到在 UE變動群集分布的場

景下，Fixed , k-means ,w-k-means三種方法在

每一個使用者的權重都相同時候，k-means 和

w-k-means 數據一模一樣，這裡 k-means 和

w-k-means 的效能比場景(2)的效能又更好，隨

著 UE數量改變而有不同的 Throughput變化，

K值固定為 5 

 

(b) K 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 的影響

 
Figure 10: 在 Cluster-Variate場景中，UE Traffic
相同的情形下，K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
聯圖。  
 

從Figure 10可以得知在UE動態群集分布

的場景下，Fixed ,k-means ,w-k-means三種方法

在每一個使用者的權重都相同時候，在同樣都

有 100個 UE的環境下，增加不同數量的 K效

能都是平穩上升中，這裡的效能跟在場景(2)

時候的K變動實驗的效能沒有很明顯的差別，

k-means 和 w-k-means 也是會比場景(1)的效能

還要提升一些，所以最後和 Fixed 的效能多增

加了一段差距。 

 

4.4.2 Traffic不相同 

 
(a) UE 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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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1: 在 Cluster-Variate場景中，UE Traffic
不同的情形下，UE 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
關聯圖。

從Figure 11可以發現在UE動態群集分布

的場景下，w-k-means 中每個 UE 都有一個隨

機 1~5 的權重，在 50 個 UE 時候 w-k-means

雖然比一般 k-means效能還要差，但是過了 70

個 UE 之後就持續提升，k-means 的效能也是

略比 Fixed好一點點，K值固定為 5。 

(b) K 數量變化對 Throughput 的影響

Figure 12: 在 Cluster-Variate場景中，UE Traffic
不同的情形下，K的數量變化與 Throughput關
聯圖。

從Figure 12我們看到在UE動態群集分布

的場景下，w-k-means 也是每個 UE 都有一個

隨機 1~5的權重分配，在改變 K值的時候，K

值的改變並沒有讓效能降低，反而維持在一定

的效能，但是在 K為 7的時候，k-means的效

能會超過 w-kmeans，Fixed則還是處於較低的

效能，UE數量均為 100。 

5 結論  

在本提出了一個基於權重式 k-means群集

演算法之 Small Cell佈建演算法。此演算法可

應用於 UE 分佈不均勻且每個使用者之通訊需

求量不同的情形。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所提出之

方法的確可提升整體系統效能。本文之未來工

作將進一步將本文所提出之方法應用於

Mobile Relay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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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偵測方法效能提升之技術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f Fire-detection Approach 

Technic 

 

 

 

摘要 

 
由於近期火災發生的偶發性很高，且透過

低銷額度的影像辨識儀器來做火焰偵測的技

術已經越來越發達，故會以影像像素以及候選

火焰區塊分析來判斷是否有發生火災。主要透

過像素值判斷有火的像素，爾後經過與前一張

影像比對後，找出火焰閃爍的區塊。再將所有

過濾出來的區塊做輪廓判斷，再以輪廓外框方

形的長寬比來找到類似火焰的地方。 

關鍵詞：火焰偵測、影像識別 

 

Abstract 
 

Since the accidental fire disaster occur 

probability is very high, and the technology 

of fire detection base on inexpensive imaging 

device is popular and growing up fast today,  

it will be the candidate flame imaging pixel 

blob analys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fire. Mainly we use the pixel value to 

determine the area of fire, next to do the 

sparking area due to the previous image 

calculation. Then we find the contour of all 

the filter area in the candidate fire flame, and 

we set the outbound of the contour box to 

define an aspect ratio that is fire category.  

 

Keywords: fire flame detection, image 

recognition. 

 

1. 前言 
火災的發生往往是一發不可收拾，甚至會

出現傷亡的情況，為了在其還在可控制或是剛

發生時就偵測到並讓得消防局以及附近的居

民得知，盡快的疏散人群及滅去火災的源頭，

就有了通過攝影機來偵測火焰的功能出現。 

火焰偵測系統不外乎就是先將準備好的火

焰樣本圖像讓攝影機的火焰偵測系統進行學

習，由此讓系統取得火焰與非火焰的數據，再

以取得的數據讓系統自行的分辨出影像中是

否有火焰出現，偵測到火焰時再判斷此火焰是

否會造成火災的發生，就好比說火焰出現的時

間太久，甚至火焰有擴大的趨勢，這時就會拉

響警報，讓負責的人員進行確認，如果真的是

火災就通知消防局以及開始疏散附近的居民

及滅火。 

火焰偵測的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得到

的結果不同、效能不同以及出現誤報的情況也

不同，為提升火焰偵測的效能及降低其誤報

率，就進行了火焰偵測方法效能提升之技術的

研究。 

 

2. 偵測火焰方法 
 

2.1 火焰像素檢測 

 

為了在圖像中找出可能是火焰的地方，我

們會找出圖像中的所有像素的值，因火焰所呈

現出來的顏色會偏向與紅色，因此我們就設下

了兩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我們設定了一個為

220 的紅色閥值 TR ，當圖像中有像素的 R(紅

色)大於 TR 時，就會在進行判斷第二個條件，

當其 R 值大於等於 G(綠色)值，G 值大於 B(藍

色)值時就會將此像素點設成 1，反正則設成

0，最後將這些數據存儲起來。 

條件 1:  R> TR  

條件 2: RG>B 

 

林瑞智 黃冠瑜 陳膨琛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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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原始圖 

 

圖 2 PFM 篩選後 

2.2 火焰閃爍檢測 

 

在篩選出可能為火焰的像素後，我們將目

前圖像的數據與前一張圖像的數據進行相

減，以找出可能為火焰閃爍的範圍。如我們以

目前圖像的某一個像素點減去前一張圖像的

中同一個位置的像素點，當兩個像素點的值相

減後大於我們設定的 B 值(100)時就將其設成

1，反正則設成 0，最後將這些數據存儲起來。 

 

 

 
   





 


Otherwise  0

,, if   1
,

yxPFMyxPFM
yxPFBM

p

 

 

 

圖 3 PFBM 篩選後 

 

3. 火焰區域偵測 

 

3.1 canny 邊緣偵測 

 

在剔除了不是火焰的部分後，我們為了將

可能是火焰區域的邊緣找出來，就使用了

OpenCV中的 canny這個函式來偵測出其邊緣。 

 

 

 

 

圖 4 邊緣偵測 

 

3.2 輪廓偵測 

 
在找出可能是火焰區域的邊緣後，我們就

將鄰近的邊緣連接起來形成一個個不同大小

的輪廓，我們是使用OpenCV中的 findContours

這個函式來連接邊緣使其構成可能是火焰的

區域的輪廓。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495



 

圖 5 輪廓偵測 

3.3 輪廓篩選 

 
在找出可能是火焰區域的輪廓後，我們就

可以計算出每一個輪廓的面積。我們就對這些

輪廓進行篩選，將面積小於 10 的區域剔除，

這樣剩下可能是火焰區域就會降低了。 

 

 

圖 6 輪廓篩選後 

 

4. 火焰區域處理 

 

4.1 顏色特徵 

 
在剔除了是火焰的可能性不大的區域後，

我們會將每一個輪廓用一個正方體框起來，並

計算出框內紅色- aR 、綠色- aG 及藍色- aB 的平

均值。因火焰的顏色偏向於紅色，所以當計算

出的結果顏色比例趨近於火焰的顏色時，那一

個區域可能是火焰的機率就會提高，顏色比例

為 aR 大於 aG ， aG 大於 aB 。 

其計算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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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  iPFB 是 PFB 中的第 i 個區域，N 為

 iPFB 中像素的數量，  yxR , 、  yxG , 及

 yxB , 則是  yx, 中個別的比例。 

5. 實驗結果 

 
使用此方法後，可以找到火焰候選區塊，

讓系統能夠直接判斷。如圖下所示： 

 

圖 7 火焰外框判斷 

所以總結來說我們可以透過顏色判斷與火

焰像素閃爍的因素來準確的將火焰的候選區

域給圈出來，結合在攝影機裡面的時候，可以

有效的防治不必要的火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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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Simulation of Ultrasound Heating for Tissue Tightening with a Three-

Layer Subcutaneous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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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simulate tissue-tightening and/or 

fat reduction with ultrasound energy, a planar 

circular ultrasound transducer is placed on 

the skin surface and then transmits the 

acoustic power vertically into a three-layer 

subcutaneous structure modelling skin, fat 

and muscle. Two interfaces (skin-fat and fat-

muscle) need to b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when 

the interface is set as one node connecting two 

tissue layers with different thermal and 

acoustic properties during simulation study. 

Temperature anomalies exist in heat flux 

across two layers of different tissues when 

executing simulation for the heating process of 

tissue-tightening. With accumulation of 

thermal energy, hot spots may occur near the 

interface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an 

abrupt thermal gradient appears near the 

interfaces due to different properties such as 

thermal conductivity, ultrasonic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blood flow, etc. 

 
Keywords— Computer simulation, ultrasound 

heating, bio-heat transfer, numerical 

anomalies and neocollagenesis. 

1. INTRODUCTION 

It is an precise heating technology to use 

thermal energy as a means of shrinking redundant 

or lax connective tissues through the well-

established mechanism of collagen denaturation 

[1] which is followed by neocollagenesis [2]. The 

demand for non-invasive skin tightening and fat 

reduction procedures is increasing as patients 

seek safe and effective alternatives to aesthetic 

surgical procedures of the face, neck, and body. It 

is an application aim of thermal engineering to 

raise the temperature of target area up to 

therapeutic levels without significantly damaging 

other normal tissues. The threshold for collagen 

denaturation is approximately 60℃ [3]. During 

the delivery of controlled heating for the 

superficial body tissues, it needs to take account 

of tissue physiology, structure and blood supply 

[4]. For considering tissue tightening and fat 

reduction processes, the heat transfer mechanism 

for the analysis of superficial tissues is important.  

Laser, ultrasound and radiofrequency are the 

three major energy sources used for skin 

tightening, toning or lifting. Traditionally, 

ultrasound is in favor of deep-tissue energy 

delivery. In this study, we used a circular, planar 

ultrasound transducer and the acoustic power 

exponentially decays with depth and different 

attenuation coefficients for different tissues [5,6] 

during mathematical analysis. The analysis 

presented by Wilson and Spence [4] was based 

on a one-dimensional finite difference version of 

the bio-heat equation applied to a multi-layered 

model for a 10-mm superficial body tissue. 

However, their results were inappropriate to 

describe the temperatures in deep-tissue region 

and unable to describe the horizontal tissue 

temperature. In this study, we address 3-D 

transient temperature simulation analysis with an 

axis-symmetric mathematical assumpti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emperature 

anomalies exist near the interface of two different 

tissues and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tissue and acoustic properties in different layers. 

 
TABLE 1. THERMAL, ACOUSTIC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OF SKIN, 

FAT AND MUSCLE [7-10] 

 

2. METHODS 

The computational geometry and dimensions 

of the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1(a), as a circular, 

planar ultrasound transducer is placed on the skin 

surface in 3-D. Figure 1(b) shows a central 2-D 

cross-sectional domain from Fig. 1(a) on the r-z 

 Blood 

perfusion 

rate(

3 1kg m s 

)  

Thermal 

conductivity 

(

1( )W m C 
) 

Specific 

heat 

(

1 1J kg C 
) 

Tissue 

density 

(
3kg m

) 

Acoustic 

attenuation 

coeff. (Np 

m-1 MHz-1) 

Skin 2.0 0.53 3800 1200 15 

Fat 0.6 0.16 2300 850 5 

Muscle 0.5 0.53 3800 127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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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 and illustrated a three-layer structure (skin, 

fat and muscle) with transducer on the top of skin 

surface. The thermal, acoustic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of skin, fat and muscle are shown in 

Table 1. The skin surface and the other 

boundaries are assumed 37 ℃. The skin 

thickness is 3 mm (z = 0 to 3 mm), fat thickness 

is 25 mm (z = 3 to 28 mm) and muscle thickness 

is 22 mm (z = 28 to 50 mm). The interfaces are 

located at z = 3 mm and 28 mm. 

 

(a)  

(b)  
Figure 1. (a) Geometry and dimensions of the model 

used in this study: an ultrasound transducer placed on 

the skin surface in 3-D. (b) A central 2-D cross-

sectional domain on the r-z plane. The figure 

illustrates a three-layer structure (skin, fat and muscle) 

with transducer on the top of skin surface. 

 

2.1 Mathematical Equations 
Two mathematical equations involve in the 

study: Pennes bio-heat transfer equation and 

ultrasonic power deposition as a heat generation 

term. Table 1 shows the thermal, acoustic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of the three-layer 

subcutaneous tissues for the simulation. 

 

2.1.1 Ultrasonic power 

A circular, planar ultrasound transducer is 

placed on the skin surface and it emits ultrasound 

power penetrating into the tissues. The 

propagated ultrasound intensity is assumed as the 

following form, 

 
2 2

0( ) ( / )zI z I e walts m   where  μ=αf        (1) 

 

α is ultrasound attenuation coefficient (15, 5 and 

3 Np/(m-MHz) for skin, fat and muscle, 

respectively), f is frequency (3.0 MHz is used in 

this study). I0 is the ultrasound intensity on the 

skin surface (10
4
 W/m

2
 is used in this study). 

Thus, the absorbed ultrasound power density 

(Q(z), W/m
3
) is as the following and used in the 

Pennes bio-heat transfer equation.  

 

( ) 2 ( )Q z fI z                                             (2) 

 

2.1.2. Pennes bio-heat transfer equation (PBHTE) 

Axisymmetric is used to solve the tissue 

temperatures and metabolism term is negligible 

for a short period of heating time. Thus the 

transient PBHTE is reduced to, 

 
1

( ) ( ) ( )p gen b a

T T T
c rk k q wc T T

t r r r z z


    
    

    
              

(3) 

 

r is the radius of cylindrical coordinates and z is 

the vertical axis pointing downward from the skin 

surface as shown in Fig. 1. w is the blood 

perfusion term, cb is the specific heat of blood, k 

is the tissue thermal conductivity, Ta is the 

arterial blood temperature (37 ℃ is assumed.), T 

is the tissue temperature and ρis the tissue density, 

c is the tissue specific heat and t is the time. The 

heat generation term, qgen, is the absorbed 

ultrasound power density from Eqn. (2).  

 

2.2 Numerical Computation 
Crank-Nicolson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is 

used to obtain tissue temperatures by solving 

transient Pennes bio-heat transfer equation and 

the heat generation term by ultrasound is 

obtained according to Eqn. (2). Axis-symmetry is 

assumed and a 3-D computational cylindrical 

domain has been reduced to a 2-D transient case. 

Time step side is 0.08 s and grid step size is 1 

mm at the numerical computation.  

The numerical approach adopted central 

difference in time and space with a 2
nd

-order 

accuracy. To ensure stability and accuracy, the 

ratio of 
2

( )

( )

k time step side

c grid step side
 is maintained to 

be less than 1, where k is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c is the specific heat and ρ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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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ssue density. The different thermal, acoustic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of skin, fat and muscle 

are shown in Table 1, and special numerical 

treatment at the layer interfaces is required.  

 

2.3 Computational Processes at interfaces 
One node is present at the interface and two 

conditions must be met at the interfaces: 

continuity of temperature and identical heat flux. 

They are at the interfaces 

 

i jT T            i, j are two different tissue 

layers.          (4) 

 

i j

T T
k k

z z

 
  

 
   k is thermal conductivity                 

(5) 

 

The identical heat flux makes thermal gradients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two 

different layers near the interfaces in solving 

linear system of equations.  

The whole domain is divided into three 

computational domains (skin, fat and muscle) and 

two interfaces. The interface temperatures are 

varied in the r-direction and act as connecting 

boundary conditions between two different tissue 

domains. Thus, the temperatures in skin domain 

with three constant boundary conditions and one 

variable boundary condition (the interface) are 

first to be solved. Fat and muscle are calculated 

subsequently to the skin domain. The interface 

represents as a variable boundary condition in 

calculating each domain. 

. 

3. RESULTS  

 
3.1 Temperature contour in different 

tissue layers with assumed uniform 

thermal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To simplify engineering analysis and to 

compare the case with non-uniform properties 

later, uniform thermal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thermal conductivity 0.5 
1( )W m C   , 

density 1000
3kg m

 , specific heat 4000 

1 1J kg C   and perfusion rate 0.5
3 1kg m s 

) 

are assumed in all three tissue layers. Figure 2 

shows the temperature contour on the central r-z 

plane with a heating duration of 16 s and no pre-

cooling on the skin surface (with initial 

temperature of 37℃ in all domain). The skin 

surface and the other boundaries are assumed 

37 ℃. Temperatures range from 37℃ (black) to 

60 ℃ (white).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is near z = 3 mm and 

lobe-like temperature contours are shown in 

Figure 2.  Lobe-like temperature contours 

revealed thermal energy aggregated at the center 

area which ultrasound power is directly projected 

from the skin surface. As the absorbed ultrasound 

power density decreases along the z-direction, 

temperature decreases. The heated area 

penetrates into the deep-tissue region as the 

circular, planar ultrasound transducer emits 

acoustic power in the range 

of 5 5mm r mm   . No abrupt temperatures 

are observed in this case.   

 
Figure 2. Temperature contour on the central r-z plane 

with a heating of 16 s and no pre-cooling on the skin 

surface (with initial temperature of 37℃ in all domain) 

for the case with assumed uniform thermal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in all three layers. The skin 

surface and the other boundaries are assumed 37 ℃. 

Temperatures range from 37℃ (black) to 60 ℃ 

(white). The skin thickness is 3 mm (z = 0 to 3 mm), 

the fat thickness is 25 mm (z = 3 to 28 mm) and the 

muscle thickness is 22 mm (z = 28 to 50 mm). The 

interfaces are located at z = 3 mm and 28 mm. 

 

3.2 Temperature contour in different 

tissue layers with different thermal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Figure 3 shows the temperature contour on the 

central r-z plane with a heating of 16 s and no 

pre-cooling on skin surface when different 

thermal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as shown in 

Table 1) are considered in the three-layer tissues 

with the same operating conditions as previous 

uniform property case. The skin surface and the 

other boundaries are assumed 37 ℃. 

Temperatures range from 37℃ (black) to 60 ℃ 

(wh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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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like temperature contours appear near both 

ends of interfaces as properties vary in the tissue 

layers. In addition, abrupt, higher tissue 

temperatures also appear near the interface 

regions and less thermal energy deposits in the 

deeper region. 

 
Figure 3 Temperature contour on the central r-z plane 

for the case with different thermal and physiological 

properties for the three layers of tissues as shown in 

Table 1. The skin surface and the other boundaries are 

assumed 37 ℃. Temperatures range from 37℃ (black) 

to 60 ℃ (white). The skin thickness is 3 mm (z = 0 to 

3 mm), the fat thickness is 25 mm (z = 3 to 28 mm) 

and the muscle thickness is 22 mm (z = 28 to 50 mm). 

The interfaces are located at z = 3 mm and 28 mm. 

4. CONCLUSIONS 

This simulation study presents the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during tissue-tightening or fat 

reduction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 circular, 

planar ultrasound transducer on the skin surface 

and the considerations of a three-layer 

subcutaneous structure modelling skin, fat and 

muscle. Two conditions are required to meet at 

the interfaces: one is the continuity of 

temperature and the other is the identical heat 

flux. Numerical anomalies of abrupt high 

temperatures would appear near the interfaces 

between different tissue layers due to different 

tissue and acoustic properties of the layer tissues. 

This kind of temperature response is very 

important for tissue-tightening and/or fat 

reduction when using a circular, planar 

ultrasound transducer to produce the temp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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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以日常生活行為行為行為行為為依據為依據為依據為依據 

建構具有建構具有建構具有建構具有危險危險危險危險預測預測預測預測的智慧家庭環境的智慧家庭環境的智慧家庭環境的智慧家庭環境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近年來，由於人們的生育率逐年降低，再

加上高齡人口越來越高，青壯年人口占的比率

不高的情況下，家中長輩經常會出現沒有人照

顧的問題。當此問題越來越嚴重時，家庭設備

的自動化及居家安全的自動偵測就顯得越來

越重要。本研究提出一個能即時提供居家安全

的智能環境「Be-Health Home」，透過觀察家中

長輩日常生活的行為(Behavior)，藉以實踐電子

化健康照護 (Health Care)的效果。透過

「Be-Health Home」所實現的智慧家庭(Smart 

Home)，能夠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依據長輩的

日常生活行為，預測長輩是否可能進行危險的

行為，因而可以照護家中的長輩避免發生危

險。研究中，將所觀察到的行為分成正常與非

正常兩種。若所觀察到的行為是正常，則繼續

追蹤行為。反之，若觀察到的行為是非正常的

行為，則繼續判斷該行為是異常的行為或是危

險的行為。為了避免觀察到的行為與其他正常

行為很相近，所以另外設置了一個持續追蹤的

機制，讓在遠方的家人可以觀看家中長輩此時

此刻的行為是否具有危險性。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健康照護、智慧家庭、倒傳遞類神經

網路、規則式分析、行為預測。 

 

Abstract 

In an ageing society, the living safety at 

home of elderly person has gained attention and 

concern of the parties in the field. However, the 

cost of providing a safety smart home 

environment is very high.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elderly person's behavior patterns, the 

“Be-Health Home” is proposed, which can 

provide more safety environment in any time. 

Through to observe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nd 

cross validation with behavior, the health care in 

smart home can be reached. The observed 

behaviors by “Be-Health Home” can be divided 

into normal and non-normal. If the behavior is 

detected as normal, then continue to track 

monitoring. If the behavior is classified as 

non-normal, the behavior will further be analyzed 

to distinguish abnormal or dangerous behavior. If 

the behavior is judged to be abnormal state, then 

the frequency of detection of tracking and 

monitoring is increased to prevent dangerous 

behavior. If the behavior is determined as 

dangerous, warning is issued and the subsequent 

processing immediately. However, through the 

proposed model, the safety living environment 

can be obtained 

Keywords: Health care, Smart home,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Rule-based, 

Behavioral prediction.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根據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的定義，六十五歲以上老年

人口占總人口數的比率如果超過 7%稱為「高

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占總人口數的比率

如 果 超 過 14% 稱 為 「 高 齡 社 會 (Aged 

Society)」；占總人口數的比率如果超過 20%稱

為「超高齡社會(Super-age Society)」[1]。 

近年來，隨著醫療資源越來越進步，加上

生育率逐年降低，因此高齡社會及超高齡社會

將越來越明顯。由於我國老年人口的比例已逐

年增加，根據我國國家發展委員會，從民國 50

年到民國 100年的資料推估，未來五十年扶老

比將從 4.8%~14.7%提升到 81.4%，如圖 1所示

[15]。其中，扶老比的算法是(老年人口數/青壯

年人口數*100%)。換句話說，在民國 50年時，

平均每 20.7名青壯年扶養一名老人；到了民國

150 年，則平均每 1.2 名青壯年需扶養一名老

人。然而，當扶老比越高時，青壯年所需擔負

的責任愈重，因此往往需外出工作沒辦法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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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地照護家中的長輩。所以，本研究依據長輩

的日常生活行為，提出長輩的行為預測模式。

透過本研究所提出的行為預測模式，將使得受

測的長輩即使無人在身邊時，還可以預防危險

的發生，發揮即時的關心及照顧。 

 

 

圖圖圖圖 1、、、、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150年人口金字塔及扶養比年人口金字塔及扶養比年人口金字塔及扶養比年人口金字塔及扶養比[15] 

 

進入高齡化的社會後，高齡者或獨居者的

居家安全及照護問題已獲各方領域的重視與

關注[3]。當家中的青壯年外出工作時，長輩需
要被照顧的需求就會浮現出來，因此居家安全

的自動化就顯得格外的重要。 

由於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的架構

中，透過各種技術的應用，實現對大範圍內現

實世界中的各種訊息的蒐集、轉換和分析，並

應用於住宅的環境裡，因此可以實現智慧家庭

目的[8]。換言之，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並依照

生活的需求，近年來智慧家庭運用物聯網的技

術實現在住宅內，並透過網路的溝通將屋裡的

家具或設備進行連結，使其得以被監控及自動

化。除此之外，更可建構一個可以提供高齡長

者具安全性的智慧家庭環境。 

CASAS(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Adaptive Systems)，是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實

作智慧家庭的研究計畫[9]。在 CASAS 計畫

中，藉由多個居民的在智慧環境內觸發各種不

同的感測器，學習超過十種的活動以及辨識和

預測可能進行的後續行為，以建立出家庭自動

化的研究環境。 

本研究為提供一個具安全性的智慧家庭

環境，提出「Be-Health Home」的架構。

「Be-Health Home」使用 CASAS 計畫中的行

為預測模式，依據高齡者的行為模式，將高齡

者的日常生活行為，依行為事件發生的時間建

立行為與行為間的發生順序，將受測者的日常

生活的行為串聯起來。接著，根據在智慧家庭

環境裡受測者被串聯起來的行為，建立出能提

供具有安全性的行為模式。再利用此行為模式

判斷受測者的行為是否可能發生危險。 

本研究運用行為預測模式，依據高齡者的

行為模式，將受監控人在實際生活中的行為與

所建立的行為模式進行比對與預測。透過行為

的預測，以防止受監控人發生危險的行為。透

過本研究所提出的危險預測模式，除了可以提

供一個具安全性的智慧家庭環境，更因將高齡

者的實際生活中的行為分成三類並依此進行

不同的處理，足以滿足高齡者於日常生活之安

全需求，不僅可以提供看顧高齡家人之依據，

更能改善普遍小家庭照護人力不足之問題。 

本文第二節為文獻探討，分別說明與本研

究相關的背景知識，包括智慧家庭的定義及本

研究所使用的相關技術；第三節說明本研究所

提出的「Be-Health Home」之三層式架構；第

四節敘述「Be-Health Home」的執行流程；第

五節為結論及未來研究的方向。 

2.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在本節中將分別探討智慧家庭的相關研

究及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技術，包括倒傳遞類

神經網路及規則式分析。 

 

2.1 智慧家庭智慧家庭智慧家庭智慧家庭 

2005 年行政院提出智慧化居住空間政策

後，加入資通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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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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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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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智慧家庭是運用物聯網的技術，並

實踐於住宅的環境裡，藉以提供智慧化居住空

間。換言之，以網路為平台將實體物件與實體

物件串連起來，即是物聯網的概念。而將物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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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的概念實作在居家環境裡，即可稱此居住空

間為智慧家庭。 

根據 Liyanage等學者的研究，有關智慧家

庭的相關研究主要可以分成技術與應用兩大

類[9]。在討論技術方面的相關論文，主要分成

影像辨識(Video Recognition)、聲音辨識(Audio 

Recognition) 及 混 合 型 辨 識 (Multi-modal 

Recognition)。 

影像辨識的相關技術，是直接透過監測錄

影機觀察受測者的行為。影像辨識的優點是不

受噪音影響，但缺點則是容易受遮蔽物影響。

聲音辨識的相關技術在資料收集的方式，主要

是透過麥克風捕捉受測者的大叫聲、咳嗽的聲

音或是哭泣的聲音。混合型辨識的相關技術，

則是透過二種以上的感測裝置進行即時的行

為捕捉。 

在智慧家庭的相關研究，除了探討技術層

面的問題外，在應用方面討論的議題也是非常

重要。由於在一個完善的智慧家庭環境裡，嵌

入式設備或感測設備經常都是保持開機狀

態，方能持續提供相關的應用。因此，長期下

來所消耗的電量也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所

以，在討論智慧家庭的相關應用之研究中，節

能與省電也是備受重視[6]。 

其中，Collotta 等學者利用目前感測器的

電量以及設備的工作量，並結合模糊理論去控

制設備的休眠時間。由 Collotta 等學者的實驗

結果顯示出，利用模糊理論判斷設備所使用的

電量及目前的工作量，並據此設定設備的休眠

時間，將可以讓設備在同樣的電力下擁有更長

的執行壽命[6]。 

由國內老化指數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等

角度觀察，顯示國內逐漸邁向高齡化社會的現

象已然成形。在高齡化社會的趨使下，高齡者

居家的安全問題已獲得各方領域的重視與關

注。有鑑於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長期照護需求，

政府近年來已積極推動長期照護相關方案，致

力於建構完善的長期照護制度，以滿足高齡社

會所需。而智慧家庭就是以「家」為中心，結

合周邊相關產業，共同推動智慧居家服務，其

中就包含居家照護及安全監控等服務。而隨著

資訊和通信技術的進步，建構一個可以提供高

齡長者具安全性的智慧家庭環境，是智慧居家

服務事在必行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 Park等學者的研究中，利用受測者日常

生活行為的特性建構出受測者的行為模式，並

利用不同的間隔時間產生不同的行為模式

[10]。接著，在後續的行為事件發生後，以受

測者的行為模式進行比對，並驗證其準確度。

經由實驗所獲得的結果指出，當間隔時間為七

天的時候，所建立的行為模式之準確度為最高

[7]。 

 

2.2 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技術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技術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技術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技術 

本研究所使用的技術，包括：倒傳遞類神

經網路及規則式分析，以下分別說明。 

 

2.2.1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倒傳遞類神經網路(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BPN) 

倒傳遞網路(Back Propagation Network；

BPN)是目前類神經網路學習模式中最具代表

性且應用最為普遍的模式[4]。BPN是一種監督

式學習網路模式，由問題領域中取得包含輸入

變數與輸出變數的訓練資料，並從中學習輸入

變數與輸出變數的內在對映規則，用以推論新

的輸入變數屬於何種輸出變數。 

BPN 實 現 多 層 感 知 器 (MultiLayer 

Perception；MLP)之網路架構，透過增加了隱

藏層，使網路可表現輸入處理單元間的交互影

響，以及採用平滑可微分的轉換函數，即雙彎

曲函數(Sigmoid Function)，使得網路可利用最

陡 坡 降 法 (The 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Method)導出修正網路權重值的公式，將誤差函

數予以最小化。 

一個 BPN的網路架構包含許多層，主要包

括輸入層、隱藏層、輸出層以及各階層間的連

結權重。輸入層用以輸入外在環境的訊息，經

過隱藏層的交互處理，最後收斂得到輸出值，

如圖 2所示。其中，輸入層用以表現網路的輸

入變數。隱藏層用於表現交互影響，若隱藏層

處理單元太少，則準確率會不高；反之，隱藏

層處理單元越多，則準確率越高。但當隱藏層

處理單元越多時，則 BPN的處理速度將較慢。

而當隱藏層的處理單元達一定的數量之後，準

確率就不會再提高了，反而處理速度時間會越

來越久。輸出層則是表現類神經網路的輸出變

數，如果設定過於複雜則可能會出現類神經模

組準確率較低的問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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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架構圖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架構圖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架構圖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架構圖 

BPN 的訓練過程是以一次一筆訓練資料

進行，每當輸入一筆訓練資料，網路就微調權

重值的大小，當學習完所有的訓練資料後即視

為一個學習週期(One Epoch)。BPN可將訓練資

料反覆學習，不斷調整各層的連結權重，經過

許多學習週期後，直到網路的輸出值趨近於目

標值，才算收斂而停止，亦即成功完成訓練。

其訓練過程中，採用訊號向前傳遞(Signal Feed 

Forward) 與 誤 差 逆 向 回 傳 (Error Back 

Propagation)之方式，訊號向前傳遞是由輸入層

開始，利用連結各層之權重值來計算各神經元

的輸出值，再向下一層繼續運算，直到輸出

層，計算出最後輸出值。誤差內向回傳是由輸

出層開始，計算目標值與輸出值之誤差後，再

依最陡坡降法求出修正量，再向前一層傳遞，

修正前一層之權重值與偏權值，如此逐層往後

傳遞計算，來更新各層與層之間的權重值與偏

權值。 

 

2.2.2規則式分析規則式分析規則式分析規則式分析 (Rule-based Analysis) 

有許多領域的知識需要具備推論的特

性，例如：醫生依據病人的症狀來推論其可能

罹患的疾病。而因為人類的思考極為複雜，以

致於許多知識難以用演算法來表示，因此可以

利用規則式分析的方式來表示[5]。規則式分析

主要用來表現專家的思考模式，藉由專家的經

驗及觀察來定義對應的規則，而最基本的規則

型式為「若…則」(if…then)分析的方式，亦即

如果「狀態」成立則獲得「結論」。 

規則式分析是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技

術，應用的範圍非常廣泛[12,13]，主要是透過

“if...then”條件句進行規則判斷。當所要判斷的

資料滿足特定規則條件時，就分成那一類或執

行下一個動作。例如在一個智慧家庭的環境

裡，系統先判斷所在的室內溫度會不會很高，

如果溫度很高就可以在智慧家庭內自動開啟

冷 氣 ， 寫 成 規 則 式 分 析 判 斷 式 為 “if 

(temperature>30) then air conditioner is 

opened”。亦即，透過規則式分析的使用，可以

更精確的達到監控的目的。 

而根據建立規則的方式可把規則式分析

方法分成兩類： 

(1) 向前鏈結(Forward Chaining)：又稱為「資

料驅動」的推論方式，此種方法是從「原

因」往「結果」的方向推演，例如：若「流

鼻水」則「感冒」了。此法的優點是所推

出的結論較為準確，誤判率低，但是缺點

就是無法推測新的事件。 

(2) 向後鏈結(Backward Chaining)：又稱為「目

標驅動」的推論方式，此種方法是由「結

果」去推測可能發生的「原因」，例如：

若「感冒」則可能發生「流鼻水」或「咳

嗽」的症狀。此法可以推測出所有可能的

原因，但缺點是其誤判率高。 

 

本研究將向前鏈結規則式分析方法應用

在智慧家庭的環境中異常行為之偵測，以規則

的方式來描述事件，並將「原因」存放於規則

庫中，然後將現行的行為與規則庫中的規則進

行比對，藉以判斷是否為異常的行為。當一個

受測者進入智慧家庭的環境裡，將以規則式分

析進行受測者行為的判斷，並據以決定後續的

相關處理。在本研究所提出的「Be-Health 

Home」架構中，規則式分析除了用來過濾受測

者的行為是否為正常行為，並用以判斷是否需

要學習新的行為或判斷為危險的行為。 

 

3. 「「「「Be-Health Home」」」」之三層式架構之三層式架構之三層式架構之三層式架構 

有鑑於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長期照護需

求，政府近年來已積極推動長期照護相關方

案，致力於建構完善的長期照護制度，以滿足

高齡社會所需[2]。而智慧家庭就是以「家」為

中心，結合周邊相關產業，共同推動智慧居家

服務，其中就包含居家照護、安全監控、智慧

家電及家庭娛樂等服務。而隨著資訊和通信技

術的進步，建構一個可以提供高齡長者具安全

性的智慧家庭環境，是智慧居家服務事在必行

的重要工作之一。 

為提供一個具安全性且可即時判斷受測

者是否進行危險性的行為之智慧家庭環境，本

研究提出一個藉由行為監測達到健康照護的

智慧家庭「Be-Health Home」。「Be-Health 

Home」分成三層架構，包括：行為辨識層、危

險預測層及通報層，如圖 3所示。在行為辨識

層設置規則式分析藉以辨識受測者的行為是

否為正常的行為；在危險預測層設置規則式分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505



析與學習機制，利用規則式分析判斷受測者的

行為是危險行為還是異常行為，而學習機制則

用以學習新的行為模式，讓後續進行新行為順

序的判斷時更有效率。通報層則用來通報是提

高偵測追蹤監控的頻率，以防止危險行為的發

生；或發出警訊並立即進行後續的處理。 

Be-Health Home

行為辨識

危險預測

通報

學習機制

規範基準

規範基準

 
圖圖圖圖 3、「、「、「、「Be-Health Home」」」」架構架構架構架構 

 

3.1 行為辨識行為辨識行為辨識行為辨識層層層層 

在智慧家庭中，常見的健康照護主要分成

安全行為的偵測與健康程度的辨識。本研究則

聚焦在智慧環境中受測者行為與活動的辨

識，當受測者進入智慧環境時，藉由危險行為

的辨識，提供適當的資訊，以通知受測者的家

人。 

行為辨識層設置正常行為的規則式分

析，以規則過濾的方式快速篩選受測者的正常

行為與非正常行為。換言之，行為辨識層最主

要的目的就是藉由所建置的行為模式，判斷受

測者當前的行為活動是危險的行為或是非正

常的行為。行為辨識層主要是藉由當前行為的

順序與之前的行為模式順序進行比對，規則式

分析如下所示： 

If (strops(pattern, behavior)) 

then Keep tracking  

If (!strops(pattern, behavior)) 

then Dangerous predict 

 

如果受測者的行為被偵測屬於正常，則繼

續追蹤監控。如果受測者的行為被歸類為非正

常，將被送入危險預測層更進一步進行分析。 

 

3.2 危險預測危險預測危險預測危險預測層層層層 

當受測者的行為在行為辨識層被歸類為

非正常，將更進一步由危險預測層進行分析，

以區分為異常或危險的行為。若危險預測層判

斷受測者的行為狀態為異常，則提高偵測追蹤

監控的頻率，以防止危險行為的發生。若經由

危險預測層判斷受測者的行為狀態為危險，則

發出警訊並立即進行後續的處理。 

在危險預測層，本研究以倒傳遞類神經網

路建立分類器，利用監督式學習的特性不斷的

學習來讓分類的效果更具效率。透過倒傳遞類

神經網路所提供的分類功能，可將被行為辨識

層判斷為非正常的受測者之行為進行分類。 

當受測者之非正常的行為被以倒傳遞類

神經網路完成分類後，接著將利用規則式分析

繼續判斷該非正常的行為是異常行為還是危

險行為。亦即，在危險預測層中以所設置的非

正常行為規則式分析，快速篩選受測者的非正

常行為是異常行為還是危險行為。 

 

3.3 通報通報通報通報層層層層 

當受測者的行為在行為辨識層被歸類為

正常，則繼續追蹤。當受測者的行為在行為辨

識層被歸類為非正常，則須透過危險預測層判

斷危險等級。若不是危險的行為，紀錄資料並

發出警告提醒監控人提高警覺，再繼續追蹤。

若是危險的行為，則要發出警告並進行緊急的

處理，接著再繼續追蹤。 

當「Be-Health Home」收到行為辨識層告

知受測者的行為是非正常，且經由危險預測層

將非正常行為歸類為異常行為或危險行為

後，通報層將依非正常行為的類別，分成兩個

等級進行通報。通報層的通報等級如圖 4 所

示，若為異常行為，則通報是一個需持續觀察

的行為；若為危險行為，則立即通報家人需立

即進行處理。 

 

通知

持續觀察

通報告知
 

圖圖圖圖 4、、、、通通通通報層報層報層報層的通報等級的通報等級的通報等級的通報等級 

 

4. 「「「「Be-Health Home」」」」的執行流程的執行流程的執行流程的執行流程 

本研究所使用的實驗環境，為美國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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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立大學的研究計畫 CASAS 所建構的智慧家

庭環境，如圖 5所示[9]。在 CASAS的研究中，

可在智慧家庭環境下進行日常生活的行為辨

識。CASAS 計畫在智慧環境中安裝了七種不

同的感測器，包括紅外線感測器、溫度感測

器、及光感測器等。這些感測器分別放置在客

廳、廚房、浴室、及各個房間中，藉以達到可

隨時隨地透過不同的感測器收集受測者的行

為資料。 

 

 

圖圖圖圖 5、、、、本研究的實驗環境本研究的實驗環境本研究的實驗環境本研究的實驗環境 

 

在本研究中，藉由所觸發的感測器獲取受

測者的行為資料，所收集的行為資料數據如表

1 所示。感測器所感測的訊息，包含感測器被

觸發的日期、時間、感測器代碼、感測器的狀

態及當時所做的活動名稱。本研究藉由活動名

稱，獲取一個活動的開始及活動結束的狀態，

再藉由活動開始跟活動結束的間隔時間來判

斷受測者目前的行為是不是屬於危險的狀態。 

 

表表表表 1、、、、感測的訊息感測的訊息感測的訊息感測的訊息 

日期 時間 
Sensor 

code 

狀

態 
活動名稱 

2011/9/18 23:37 M003 OFF Sleep=begin 

2011/9/18 23:37 M002 ON  

2011/9/18 23:37 M002 OFF  

2011/9/18 23:41 M002 ON  

2011/9/18 23:41 M003 ON  

 

由於每一個人在每一天的行為習慣不一

定相同，可能在平日有固定的活動習慣，而在

假日又有另外的活動習慣，因此所建構出的日

常生活表不一定會一樣。由於每個人的行為模

式非常多樣化，因此所建構的行為模式必須透

過長期累積下來的資料才會準確。所以，本研

究使用 CASAS smart home project dataset所驗

證的行為(如表 2 所示)[9]，藉由大量的日常生

活行為建立受測者的日常生活表，以做為後續

研究之用。 

 

表表表表 2、、、、CASAS所收集的動作所收集的動作所收集的動作所收集的動作[9] 

動作 符號 

Sleep B1 

Bed_Toilet_Transition B2 

Personal_Hygiene B3 

. … 

Morning_Meds B30 

Fall down B31 

 

在判斷及預測受測者的行為模式中，本研

究使用在智慧家庭相關研究經常使用的檢查

點(Check Point)機制[11]。當受測者進入智慧家

庭環境時，每一個動作都有重複的可能，如圖

6 所示每次執行到下一個動作為 P，當遇到重

複的動作則設為 1-P。例如走路之後、接著坐

下休息、待恢復體力又回到走路，每一次的動

作可以用符號表示，符號跟符號間的規則如表

2 所示。前一個動作與下一個動作間動作的改

變規則有四種，分別為： 

(1) 靜止不動後下一個動作為正常動作。 

(2) 從靜止不動到發生不正常的動作。 

(3) 從正常動作到下一個動作為正常動作。 

(4) 從正常動作到下一個動作為不正常動

作。 

 

B1 B2 B3

B4 B5

 P  P
 P

 P

1-P

1-P

B31….

1-P

 

圖圖圖圖 6、、、、受測者的受測者的受測者的受測者的行為狀態圖行為狀態圖行為狀態圖行為狀態圖 

 

當通報層收到的受測者之行為分類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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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時候，通報層會依受測者行為的危險等

級，分別進行持續觀察或立即通報告知家人。

如圖 6 所示，出現的行為如表 2 所示，其中

B1~B30 為正常的行為，B31 是跌倒的行為屬

於危險的行為。如果跌倒行為發生的時間短

暫，則可能只是彎下腰綁鞋帶，或是蹲下去撿

東西，所以此時可利用通報層判斷通知的程

度。亦即，當跌倒的時間很短暫的時候，系統

就會傳送一個有待觀察的訊息；如果跌倒的時

間很長，就會直接發送警訊給家人，以進行後

續的處理。 

「Be-Health Home」的執行流程如下： 

步驟 1： 當受測者進入智慧家庭的時候，

開始利用感測設備及監視設備進

行受測者行為的監測與辨識。 

步驟 2： 行為辨識層將接收到的受測者的

行為與行為模組進行比對，行為

比對的程序如圖 7所示： 

i. 若經由行為辨識層之規則式

分析比對後，受測者的行為在

行為模式中存在，則判定受測

者的當前行為是正常的行

為，並繼續追蹤目前在智慧家

庭內被觀察的人之後續行為。 

ii. 若經由行為辨識層之規則式

分析比對後，受測者的行為在

行為模式中不存在，則該行為

被判斷為非正常的行為，並執

行步驟 3。 

 

比對行為模組

繼續追蹤

行為分類

正常

不正常
當前行為

 

圖圖圖圖 7、、、、行為比對行為比對行為比對行為比對 

 
步驟 3： 在危險預測層則利用以倒傳遞類

神經網路所建立的分類器，將由

步驟 2 所傳送的非正常行為進行

分類。 

i. 若當前的非正常行為被分類

為異常的行為，表示該行為不

具有危險性，但是先前所建立

的行為模式未記錄該類行

為。因此將紀錄該類行為，並

發出警告提醒監控人提高警

覺，再繼續追蹤。 

ii. 若當前的非正常行為被分類

為危險的行為，則繼續執行步

驟 4。 

步驟 4： 當行為辨識層告知通報層受測者

的行為是危險行為後，通報層將

立即通報家人需立即進行處理。 

 

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及未來的研究及未來的研究及未來的研究及未來的研究 

本研究透過在智慧家庭環境中所收集的

日常生活表，將其運用在高齡的受測者之行為

預測上，讓家中的高齡長輩可以擁有一個較為

安全的生活環境。本研究運用行為預測模式，

依據高齡者的行為模式，將高齡者日常生活之

行為依照發生的時間順序，串連人事時地物等

事件。 

本研究所提出的「Be-Health Home」，藉由

觀察受測者的行為並建立受測者的行為模

式。研究中，透過受測者的行為模式與受測者

實際生活中的行為進行比對與預測。預測的結

果可分為兩種，包括正常與非正常。如果受測

者的行為被偵測屬於正常，則繼續追蹤監控。

如果受測者的行為被歸類為非正常，將更進一

步進行分析，以區分為異常或危險的行為。如

果受測者的行為是不常出現的異常行為，表示

該行為不具有危險性，將紀錄該類行為，並發

出警告提醒監控人提高警覺，再繼續追蹤。反

之，若所判斷的行為狀態為危險，則發出警訊

並立即進行後續的處理。 

目前本研究已完成平台設計及建構，後續

將進行實際的使用及驗證。除此之外，未來將

擴展使用環境，開發出行動裝置讓此架構更加

完善，藉著行動裝置的監控達到任何地方、任

何地點都能夠即時掌握家人的安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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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動裝置已廣泛使用藍牙做為傳輸資料

的媒介，過去這些傳輸的應用大都是一對一的

連線架構，然而隨著藍牙技術的演進，一對多

連線的系統開發專案也越來越多，這篇論文提

出一個完整的程式設計方法，以協助程式設計

師開發短距離多點連線的應用。 

Apps的開發已變得越來越快，主要是因為

程式開發環境、設計說明文件與樣本範例已相

當完善。本論文的範例系統將使用 MIT App 

Inventor 2做為程式開發工具，此系統將利用藍

牙完成一個一對多連線的對話功能，我們也將

詳細描述如何設計藍牙的伺服器端與客戶

端，以及連線和資料傳輸控制的方法。 

關鍵詞：藍牙，點對多點通信，安卓系統 

Abstract 

Mobile devices have widely used Bluetooth 

to do for transmitting media. In the past, the these 

transmission application was mostly 

point-to-point connection structure. However, 

along with Bluetooth technology evolution, 

point-to-multipoint system projects are 

developing more and more.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lete formula design method to assist the 

programmer to develop the short distance 

point-to-multipoint applications. 

The Apps development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quick. This is mainly because the 

formula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he design 

document and the sample model are quite 

perfect.We will use MIT App Inventor 2 to 

develop the paper sample system. This system 

will employ Bluetooth to complete a 

point-to-multipoint dialogue function. We will 

also describe the detailed design way of the 

Bluetooth server and client side, as well as 

connecting and transmission control method. 

Keywords: Bluetooth, point-to-multipoint 

communication, Android 

1.簡介 

藍牙起源於 1994 年，最初由易利信

（Ericsson）公司開發。此技術研究研究行動電

話和其他配件間進行低功耗、低成本無線通信

連線的方法。1998年，由索尼易利信、IBM、

英特爾、諾基亞及東芝組成藍牙技術聯盟

（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縮寫為 SIG）

[4]，這是一個以製定藍牙規範，與推動藍牙技

術為宗旨的跨國組織，它擁有藍牙的商標，負

責認證製造廠商，授權他們使用藍牙技術與藍

牙標誌。同一年正式公布藍牙 1.0 版，確定使

用 2.4GHz 頻譜，最高資料傳輸速度 1Mbps。

2001 年的 1.1 版正式列入 IEEE 標準，此版本

即為 IEEE 802.15.1，在這一年底，SIG成員公

司已超過 2000家。 

藍牙 2.0+EDR(Enhanced Data Rate)版將速

度提高到 3Mbps，並減少耗電量。接著，藍牙

3.0+HS(High-Speed)版進一步將速度提高到

24Mbps，正式超過無線區域網路 IEEE802.11

的速度，同樣在電源控制有了進步，耗電量明

顯降低。藍牙 4.0版於 2010年 7月推出，此協

定包含低功耗藍牙(Bluetooth low energy)、傳統

藍牙(Classic Bluetooth)和高速藍牙(Bluetooth 

high speed)三種運作模式，此協定將藍牙的傳

輸距離提升到 100米以上，並將功耗進一步降

低，使藍牙設備的待機時間可長達半年以上。

藍牙技術的持續演進，使得相關的應用越來越

多，目前已成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的關

鍵技術。最新的版本是 2014年推出的藍牙 4.2

版，主要增加的功能是與 IP協定的結合[1]。 

藍牙系統提供點對點(point-to-point)與點

對多點(point-to-multipoint)的連線方式，分別如

下圖 1(a)與(b)，這些共享無線實體訊號的設備

所形成網路的稱為微網（Piconet）。，一個微

網內的裝置數目可以有很多，其中包含一個主

裝置（Master device），以及多個的隨從裝置

（Slave device），但同時最多只有七個隨從裝

置可以處於活動狀態(active state)，其餘的隨從

裝置處於待機狀態(parked state)，這些待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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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備隨時可以轉成活動狀態，不需重新連

線。每個微網中的主裝置可以成為另一個微網

中的隨從裝置，若幾個微網間有共用的裝置，

則由這些微網形成的網路稱為擴散網

（Scatternet），連線拓譜如下圖 1(c)[1]。 

 

圖 1: (a)一對一連線的 Piconet。(b)一對多

連線的 Piconet。(c)多個 Piconets 連線所形成

的 Scatternet。 

藍牙裝置的規模從 2012年的 20億個[1]，

根據 ABI Research 研究[5]，2018 年將成長到

49億以上。主要的應用包含遊戲機、汽車、耳

機、手錶及健身設備等之訊號的傳輸或控制；

近來逐漸熱門起來的寵物活動力監測、走失協

尋、社會安全與老人幼兒照護等；此外與物聯

網結合的智慧型回覆與偵測系統也持續在開

發中。 

其中一對多連線的功能可以讓藍牙的應

用更豐富，例如遊戲機中的互動可以更為容

易，在監控的應用中也可以對多個目標同時進

行，在手機中也可以與多個週邊設備進行互

動。在過去開發的系統中，因為一對多連線的

程式控制較為複雜，所以相關的應用較少，相

信未來隨者藍牙技術的普及，這類型的應用會

有可觀的成長。 

關於藍牙一對多連線的程式開發，在

Android 系統中的藍牙應用程式開發界面

(Bluetooth APIs)被定義在 android.bluetooth 這

個套件 package中[6]，此套件包含藍牙類別庫

(classes)及函式界面的格式，我們可以撰寫連線

建立及控制程式，再配合呼叫此函式庫即可以

完成藍牙的連線系統。現在已可以在很多文件

中找到建立一對一連線的程式方法，但因為一

對多連線的建立及控制方法較為複雜，雖然已

有些論文提到已完成了連線測試系統[2]，但都

沒有完整的程式方法說明，本論文詳細描述建

立及控制多點連線的程式技巧，應該對於有心

開發藍牙應用系統的技術人員有所幫助。 

2.系統開發的軟硬體環境 

目前主要開發 Apps 的環境有三種，分別

是 Eclipse、Android studio及 Inventor。Eclipse

是跨平台開源整合式開發環境（IDE），主要用

Java 語言開發，亦可以外掛模組使其作為

C++、Python、PHP 等其他語言的開發工具。

因為 Eclipse支援多種作業系統的開發，在進行

Apps 程式設計時常會出現版本或平台不相容

的情形，因此當 google公司推出 Android studio

之後，使用 Eclipse 開發系統者已越來越少。

Android Studio是一個專為Android平台開發程

式的整合式開發環境，第一個穩定版本 1.0 於

2014年 12月 8日發布[7]，目前的穩定的版本

是 1.5.1。Android App Inventor是起先由 Google

提供的應用軟體，現在由麻省理工學院(MIT)

維護及營運[3]。它可以讓任何熟悉或不熟悉程

序設計的人來創造基於 Android 作業系統的應

用軟體。2013年 12月MIT發表了 App Inventor 

2版，到了 2015年 12月已經有超過四百萬的

註冊使用者，並且開發了超過一億兩千萬個

Apps。 

本系統使用 Google Inventor 2開發此藍牙

系統，Inventor 使用網頁介面進行程式開發，

所以只要能連上 MIT 網頁[8]的電腦即滿足程

式開發需求。測試 Apps的軟硬體規格如下表： 

表 1：測試 Apps的軟硬體規格 

 

3.藍牙多點連線系統開發的主要步

驟 

因為 Inventor 2提供很便利的操作介面，

所以只要依循正確的設計步驟，就能將功能建

立起來。以下先說明程式設計的主要步驟，以

幫助程式設計師了解整個專案進行的過程，下

 HTC 

Butterfly 2 

Google 

Nexus 7 二

代 

作業系統 Android 

5.0.2 

Android 

4.4.4 

記憶體容量 2GB 2GB 

藍牙版本 藍牙 4.0 藍牙 4.0 

可連線距離 105~110M 105~1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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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接著闡述詳細的設計方法。 

步驟一：建立 Android Application專案 

工作內容為設定專案名稱。 

步驟二：設計 Android的使用者介面 

利用調色盤(Palette)工具箱，在 Design 

Window環境下設計使用者界面。 

步驟三：新增 Bluetooth component 

        在 Design Window 環 境 下 新 增

Bluetooth server component及 Bluetooth client 

component。 

步驟四：編寫 Bluetooth連線控制碼 

        在 Blocks Editor環境下撰寫程式碼，

對 Bluetooth server與 Bluetooth client連線的建

立及中止進行控制。 

步驟五：製作 apk檔 

        利用App Inventor 2的 build工具建立

apk檔。 

步驟六：進行 Bluetooth連線測試 

    將 apk程式檔下載到行動裝置中，進

行 bluetooth 配對後，即可做 bluetooth 連線測

試。 

4.設計方法與成果 

在這個小節首先將完整說明程式設計的

過程，隨後展示執行的結果。 

步驟一：建立 Android Application專案[9] 

工作內容為設定專案名稱，依提示畫面輸

入適當名稱(如圖 2)，注意不可輸入空白鍵。當

按 OK鍵確認後，此專案資料即儲存在雲端的

資料庫中。 

 

圖 2：啟動專案後即可依指示輸入名稱 

步驟二：設計 Android的使用者介面 

利用調色盤 (Palette)工具箱，在 Design 

Window 環境下設計使用者界面。首先布置底

稿的框架物件 allign，其次選用標記元件 label

即按鈕元件 button，最後選擇 text 元件以接收

傳送與接受的訊息，並給每一個元件適當的名

稱與屬性設定，完成的畫面如下(如圖 3)。 

 

圖 3：先布置框架再拉入元件即可排列整齊 

步驟三：新增 Bluetooth component 

在 Design Window 環境下新增 Bluetooth 

server component 及 Bluetooth client 

component。在此專案中我們將進行一對三的藍

牙連線，所以新增三個伺服器元件以等待客戶

端發出請求，及新增一個客戶端的元件，此元

件用來發出藍牙連線請求。這些元件會顯示在

在設計的版面上(如圖 4)，當執行程式時，這些

原件不會顯示出來。當新增完成後，相關設計

介面如下。 

 

圖 4：不可視的藍牙連線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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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編寫 Bluetooth連線控制碼 

在 Blocks Editor 環境下撰寫程式碼，對

Bluetooth server與 Bluetooth client連線的建立

及中止進行控制。因為藍牙是一種對等式網路

連線，每一端的連線設備都有可能扮演伺服器

端或客戶端，但藍牙技術只支援伺服器端連線

多台客戶端，不支援一個客戶端連線多個伺服

器端值，因此當設備發出連線請求之後，就只

能成為客戶端的角色，不能同時成為伺服器

端。以下分別說明客戶端及伺服器端的程式設

計方法。 

一、 客戶端的程式設計 

當發出連線請求之後，列出經過藍牙配對

成功的設備，提供客戶端選擇要連線的設備。 

接著依 MAC Address 選擇指定的連線機

器後，判斷是否連線成功，若連線成功，則將

自己的設備指定為藍牙的客戶端，並中止藍牙

的伺服器等待(如圖 5)。 

當連線完成後，即可以利用此連線進行資

料傳輸，若要主動中止連線，則發出連線中止

請求。 

二、 伺服器端的程式設計 

當系統啟動之後，設定完變數的初始值之

後，即可啟動藍牙的伺服器端等待連線程式，

這裡我們提供三個等待連線服務的例子(如圖

6)。 

 

圖 6：啟動三個等待連線的 Server。 

我們需要定時掃描通訊訊號，查看是否有

藍牙連線請求，若有連線請求進來，給定連線

旗標編號，及將自己的設備指定為藍牙的伺服

器端(如圖 7)，並繼續掃描通訊訊號，準備其他

的連線建立。此外，也要將自己的客戶端的服

務關閉。 

 

 

圖 5：發出連線請求後，先中止 Server的連線等待，再判斷請求是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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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連線建立，設定旗標與角色。 

當連線完成後，即可以依連線旗標編號，

判斷可以使用的藍牙連線(如圖 8)，並能將資料

同時送到指定的連線(如圖 9)。 

依 MAC Address 選擇指定的連線機器

後，判斷是否連線成功，若連線成功，則將自

己的設備指定為藍牙的客戶端，並中止藍牙的

伺服器等待。 

當資料傳送後，可以發出中止連線請求(如

圖 10)，若連線中止後，將系統帶回起始狀態，

再次準備成為藍牙的客戶端或伺服器端。 

 

圖 10：判斷連線的狀態，並關閉活動中的連線。 

 

圖 8：定時掃描各個連線，判斷是否有資料傳入。

圖 9：依旗標將資料送到指定的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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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製作 apk檔 

利用 App Inventor 2的 build工具建立 apk

檔。在設計畫面的上方按下 Build 鍵，會有如

下圖的兩個選項可以選擇。 

 

圖11：建立完成的apk檔可以放在雲端或本機。 

選擇一可以產生 Barcode( 或稱 QR 

Code)，再利用自己的設備去掃描，即可以將程

式下載下來執行。此 Barcode 只針對自己的

google 帳號，所以其他帳號的設備無法下載。 

選擇二會產生一個 apk檔，並下載到自己

的電腦，若要執行此程式，將 apk檔安裝到行

動裝置上即可執行。 

步驟六：進行 Bluetooth連線測試 

將 apk 程式檔下載到行動裝置中，進行

bluetooth配對後，即可做 bluetooth連線測試。

以下為連線測試的成果展示與相關說明(如圖

12與 13)。 

 

圖 12：已連線完成，Server發出訊息給所

有的 Client。 

 

圖 13：將自已的腳色設成 Client，及回應

訊息給 Server。 

5.結論 

行動 apps 的應用如雨後春筍大量的冒

出，其中關於中短距離無線連線的創意應用特

別的吸引人，本論文提出完整的一對多的藍牙

連線程式設計方法，除了驗證藍牙多點連線的

可能性，也提供給行動裝置系統開發者，關於

無線連線控制的詳細參考技術文件。  

在未來我們將利用藍牙省電與對等連線

的特性，開發更多相關的應用系統；也會追蹤

物聯網的應用趨勢，結合 RFID 或 Barcode 技

術，研究藍牙應用的各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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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密文計算的即時串流紀錄資料分析方法 

 

 

 

 

摘要 
 

有鑑於對即時且大量資料運算和分析的

需求，本研究提出一個即時串流紀錄資料分析

系統與方法，此系統架構由使用者設備、線上

網頁伺服器設備、線上資料庫伺服器設備、紀

錄資料處理設備、分散式資料庫裝置、管理者

設備、紀錄資料分析設備、資料探勘模組裝

置、分散式運算裝置、快取資料庫裝置、以及

組合節點設備所組成。方法步驟主要包含 8個

步驟：(1) 紀錄線上資料、(2) 資料加密、(3) 存

入分散式資料庫、(4) 選擇資料探勘模組、(5) 

指派工作予分散式運算裝置，並進行密文計

算、(6) 暫存運算結果至快取資料庫裝置、(7) 

回傳和解密、以及(8) 通知、顯示結果。將可

即時收集日誌紀錄，並結合快取機制，進行即

時串流分析，並將同形加密方法和資料探勘方

法整合，以支援在密文形式下進行資料分析。 

關鍵詞：江河運算、同形加密、線性迴歸、紀

錄資料、Splunk。 

 

Abstract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real-time big data 

computation and analysis, this study proposes a 

real-time streaming log data analysis system and 

method. The system includes mobile devices, 

online servers, online database servers, log data 

processing device, distributed database devices, 

administrator device, log data analysis device, 

data mining module device, distributed 

computation devices, cache devices, and 

combination node. The method includes (1) 

recording online data, (2) data encryption, (3) 

storing data into distributed database devices, (4) 

selecting a data mining module, (5) assigning 

jobs to distributed computation devices and 

performing homomorphic encryption, (6) storing 

temporal results into cache devices, (7) returning 

and decryption, and (8) alerting and notification. 

This system and method can record log data 

immediately and provide streaming computing 

based on cache mechanisms. Then homomorphic 

encryption methods and data mining methods are 

integrated to support ciphertext analyses. 

Keywords: Stream computing, homomorphic 

encryption, linear regression, log data, Splunk. 

 

1. 前言 
 

近年來，隨著物聯網和行動通訊的發展，

設備與設備之間開始自動經由網路互連和交

換訊息，進而產生出許多巨量資料分析的議

題。在物與物交換訊息的過程中，存在著許多

的商機與應用，例如：透過追蹤設備的異常資

料以進行即時或預測維修，減少停機成本。然

而，卻也因為物與物的連網間所傳輸的訊息過

於大量，以至於現行系統和方法較無法有效收

集這些日誌紀錄並進行即時分析。 

在過去的文獻中，有許多方法被提出和實

作以進行日誌紀錄資料存取、日誌紀錄資料分

析、日誌紀錄資料探勘分析、以及日誌紀錄異

常資料和事件追蹤等。但在目前發展的技術

中，卻多為採用門檻值進行判斷，而無法對紀

錄進行深度分析。而現行的日誌紀錄資料探勘

方法也較不適用於處理巨量資料，且在事件追

蹤需耗費大量的運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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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一個即時串流紀錄

資料分析系統與方法。當客戶端設備向線上網

頁伺服器設備發出要求時，將由線上網頁伺服

器設備向線上資料庫伺服器設備存取相關資

訊，並分別得到網路服務要求紀錄資料和資料

庫操作紀錄資料。再將紀錄資料分別傳送至紀

錄資料處理設備進行依各個格式解析，解析完

成後再儲存至分散式資料庫裝置。管理者設備

可向紀錄資料分析設備發出紀錄資料分析要

求，並經由紀錄資料分析設備連結至資料探勘

模組裝置，且可選擇合適的資料探勘模組。選

定資料探勘模組後可指派予分散式運算裝置

進行運算，並且在運算過程中可將運算結果和

相關參數暫存於快取資料庫裝置，以提升後續

即時串流紀錄資料分析的速度。之後，再由組

合節點設備整合分散式運算裝置運算之結

果，並且產製最後分析結果予紀錄資料分析設

備，供管理者決策參考。 

此論文以下分為六個章節，在第二節中將

探討日誌紀錄資料存取與分析相關的技術背

景。第三節說明基於密文計算的即時串流紀錄

資料分析系統的系統架構和各個元件內容。第

四節說明基於密文計算的即時串流紀錄資料

分析方法，各個步驟的作法和設計原理。第五

節則針對本研究提出之系統與方法進行實作

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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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誌紀錄資料存取上，文獻「Distributed 

usage metering of multiple networked devices」主

要可以側錄封包，並針對不同的封包進行紀錄

[4]。另一文獻「Log data recording device, log 

data recording method and storage medium 

storing program」主要包括壓縮單元及記錄單

元，可即時針對指定影像進行壓縮和儲存日誌

資料[7]。然而，這些方法雖然可以即時側錄和

紀錄封包，並對資料進行壓縮處理，但卻未對

紀錄進行分析，以及產製分析結果供管理者參

考。 

在日誌紀錄資料分析上，文獻「Storing log 

data efficiently while supporting querying to 

assist in computer network security」主要包括事

件接收器和儲存管理器，並由事件接收器接收

日誌資料、處理日誌資料，並針對特定欄位設

定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門檻，並超出門檻之資料

將進行儲存，並可作為安全資訊/事件管理系統

之應用[5]。另一文獻「Storing log data efficiently 

while supporting querying」主要包括事件接收

器和儲存管理器，並由事件接收器接收日誌資

料、處理日誌資料，並針對特定欄位設定最大

值和最小值之門檻，並超出門檻之資料將進行

儲存，並可作為安全資訊/事件管理系統之應用

[6]。然而，這些方法雖然可以即時紀錄和處理

日誌資料，但卻只能做門檻值判斷，無法對紀

錄進行深度分析。 

在日誌紀錄資料探勘分析上，文獻「事件

良率關聯分析系統及方法以及電腦可讀取儲

存媒體」主要包括資料庫與紀錄分析單元，可

儲存事件紀錄、影響紀錄以及良率紀錄，並依

據良率紀錄建立關聯分析[2]。然而，此方法雖

然可以紀錄和處理日誌資料，但卻只能做關聯

分析，無法對紀錄進行即時深度分析，也無法

進行即時追蹤和處理。 

在日誌紀錄異常資料和事件追蹤上，文獻

「基於跨層日誌記錄的資料軌跡追蹤系統與

方法」主要可以取得不同的日誌資料來源，紀

錄更多的日誌資料和存取軌跡，並且作為犯罪

追查之用途[1]。另一文獻「以目錄服務存取日

誌為媒介同步異動資料之系統」提出以目錄服

務(Directory Service)存取日誌(Access Log)為

媒介同步異動資料之系統，運用日誌資料的可

讀性、規則性及完整性之特徵，紀錄異動資

料，後續並可依此追蹤系統異動狀況[3]。然

而，這些方法雖然可以紀錄和追蹤異動資料和

事件，但卻無法對紀錄進行深度分析，並且需

要大量的運算資源來進行處理和分析。 

 

3. 系統架構 
有鑑於對即時且大量資料運算和分析的需

求，本研究提出基於密文計算的即時串流紀錄

資料分析系統與方法，系統架構中主要包含有

(1) 使用者設備、(2) 線上網頁伺服器設備、(3) 

線上資料庫伺服器設備、(4) 紀錄資料處理設

備、(5) 分散式資料庫裝置、(6) 管理者設備、

(7) 紀錄資料分析設備、(8) 資料探勘模組裝

置、(9) 分散式運算裝置、(10) 快取資料庫裝

置、以及(11) 組合節點設備，如圖 1所示。其

中，在紀錄資料處理設備的部分，本研究將運

用 Splunk或 Logstash等工具進行實作開發，以

收集線上網頁伺服器設備和線上資料庫伺服

器設備之紀錄資料；在分散式資料庫裝置的部

分，本研究將結合 NoSQL 基礎之 HBase 或

MongoDB 進行實作開發，以儲存相關的紀錄

資料；在分散式運算裝置的部分，將運用

Hadoop 或 MongoDB 中的 MapReduce 開發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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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來將資料進行分割和合併，加快資料運算和

分析速度。此外，本研究設計快取資料庫裝

置，以因應即時大量資料運算的需求，可同時

收集各個異質資料來源，即時進行分析與運

算，並避免重覆運算來達到高效率的即時串流

紀錄資料分析系統，即時將資料回饋予管理

者，詳述如下。 

 

分散式資料庫裝置

多元線性迴歸模組 k個最近鄰居模組

資料探勘模組裝置

1. 存取

2. 選擇

3. 指派

組合節

點設備

4. 回傳結果

節點

設備1

節點

設備2
‧‧‧

節點

設備m
分散式

運算模組

分散式

運算模組

分散式

運算模組

快取資料庫裝置

紀錄資料分析設備

線上網頁

伺服器設備

線上資料庫

伺服器設備

紀錄資料

處理設備

分散式運算裝置

使用者設備管理者設備

 

圖 1 系統架構圖 

 

3.1 系統元件說明 

 

在本節中主要將針對系統的各個元件分別

進行描述。 

 

3.1.1 使用者設備 

 

使用者設備為個人電腦、平板、智慧型手

機、個人數位助理、或車載設備等，並可運用

設備中的瀏覽器元件(例如：Internet Explorer、

Chrome、Firefox、Safari等瀏覽器)或其他可連

線之應用程式連線至線上網頁伺服器設備，並

向線上網頁伺服器設備要求網路服務和相關

資訊與應用。 

 

3.1.2 線上網頁伺服器設備 

 

線上網頁伺服器設備可運用微軟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IIS)、Apache等網頁伺服

器元件進行實作開發，並架設各種網路服務供

使用者操作。可依使用者設備傳送的網路服務

要求向線上資料庫伺服器存取相關資料後，提

供網路服務和相關資訊給使用者設備。並且針

對每個網路服務要求進行紀錄，可依據伺服器

元件分別儲存網路服務使用紀錄資料，如：IIS 

Log或 Apache Log。並且可將網路服務使用紀

錄資料傳送至紀錄資料處理設備進行解析和

儲存。 

 

3.1.3 線上資料庫伺服器設備 

 

線上資料庫伺服器設備可運用微軟 SQL 

Server、MySQL、甲骨文資料庫、IBM DB2、

PostgreSQL 等資料庫伺服器元件進行實作開

發，並提供各種資料庫操作方法(至少包含有新

增、修改、刪除、查詢等)，供線上網頁伺服器

設備存取。可接收線上網頁伺服器設備的資料

庫操作要求，並依其要求回覆相關資訊。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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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每個資料庫操作要求進行紀錄，並可分別

依不同的資料庫元件產生資料庫操作紀錄，且

將資料庫操作紀錄傳送至紀錄資料處理設備

進行解析和儲存。 

 

3.1.4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可運用 Splunk、

Logstash 等紀錄處理和解析元件進行實作開

發，並提供各種紀錄資料解析模組(至少包含有

網路服務使用紀錄資料解析模組和資料庫操

作紀錄資料解析模組)。其中，網路服務使用紀

錄資料解析模組包含有 IIS Log或 Apache Log

解析功能，可解析來自線上網頁伺服器設備的

紀錄；並且，資料庫操作紀錄資料解析模組至

少包含有微軟 SQL Server Log等解析功能，可

解析來自線上資料庫伺服器設備的紀錄。解析

完成後再依其紀錄之格式進行解析後分別儲

存至分散式資料庫裝置中。例如，表1為 IIS Log

紀錄資料，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將可解析此資

料，並至少分別得到該紀錄資料的日期為

2015-08-18、時間為 09:12:15、客戶端 IP 為

10.144.198.130、伺服器端 IP為 10.144.192.1、

連 結 埠 號 為 80 、 要 求 的 網 路 服 務 為

/index.html、回應狀態碼為 200、客戶端瀏覽器

為 Mozilla/4.0+ (compatible;MSIE+5.5; 

+Windows+2000+Server)。 

 

表 2 IIS Log資料案例 

#Software: Microsoft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s 6.0 

#Version: 1.0 

#Date: 2015-08-18 09:12:15 

#Fields: date time c-ip cs-username s-ip s-port cs-method cs-uri-stem cs-uri-query sc-status 

cs(User-Agent) 

2015-08-18 09:12:15 10.144.198.130 - 10.144.192.1 80 GET /index.html - 200 

Mozilla/4.0+(compatible;MSIE+5.5;+Windows+2000+Server) 

 

3.1.5 分散式資料庫裝置 

 

分散式資料庫裝置可運用 HBase、

MongoDB 等分散式資料庫元作實作開發，以

儲存和操作巨量資料，並可具備叢集互相備

援，以支援紀錄資料分析和處理。分散式資料

庫裝置主要可儲存經紀錄資料處理設備解析

後的網路服務使用紀錄和資料庫操作紀錄。並

且當得於分散式運算裝置進行分散式運算和

紀錄分析時，提供紀錄資料供分散式運算裝置

運算。 

 

3.1.6 管理者設備 

 

管理者設備為個人電腦、平板、智慧型手

機、或個人數位助理等，並可運用設備中的瀏

覽器元件(例如：Internet Explorer、Chrome、

Firefox、Safari 等瀏覽器)或其他可連線之應用

程式連線至紀錄資料分析設備，並經由紀錄資

料分析設備連線至資料探勘模組裝置，以及選

擇適合的資料探勘模組，再指派予分散式運算

裝置進行運算，最後再由組合節點設備整合運

算結果並回傳資料分析設備，以及由資料分析

設備回覆予管理者設備。 

 

3.1.7 紀錄資料分析設備 

 

紀錄資料分析設備為一個具有網路服務的

伺服器，可經由網路服務介面與管理者設備、

資料探勘模組裝置、組合節點設備介接和傳收

資料。紀錄資料分析設備由管理者手動或自動

連線至資料探勘模組裝置，並選擇適合的資料

探勘模組，並指派予分散式運算裝置進行運

算，以及向組合節點設備取得運算結果。 

 

3.1.8 資料探勘模組裝置 

 

資料探勘模組裝置為一個具有網路服務的

伺服器，可經由網路服務介面與資料探勘模組

裝置、分散式運算裝置介接和傳收資料，並且

可包含多個資料探勘模組，可供模組予分散式

運算裝置進行運算和分析。其中，資料探勘模

組裝置包含有 k個最近鄰居模組、多元線性迴

歸模組等資料探勘模組；並且 k個最近鄰居模

組包含可運算 k個最近鄰居方法之分散式運算

模組，而多元線性迴歸模組包含可運算多元線

性迴歸方法之分散式運算模組。將可依選定之

資料探勘模組指派給分散式運算裝置進行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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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和分析。 

 

3.1.9 分散式運算裝置 

 

分 散 式 運 算裝 置 可運 用 Hadoop、

MongoDB 等分散式運算元作進行實作開發，

並至少包含有多個節點設備、多個分散式運算

模組以分析巨量資料。其中，節點設備可依紀

錄資料分析設備選定之資料探勘模組產生多

個分散式運算模組，並可向分散式資料庫裝置

取得紀錄資料，指派予分散式運算模組進行分

析；分散式運算模組得依選定的資料探勘模組

分別進行運算和分析紀錄資料。例如，可運用

Hadoop 或 MongoDB 所提供之 MapReduce 分

散式運算模組分別依指派之資料探勘模組任

務執行分散式運算，再將運算結果整合傳送予

組合節點設備。 

 

3.1.10 快取資料庫裝置 

 

快取資料庫裝置可運用關聯式資料庫或非

關聯式資料庫元件進行實作開發，儲存分散式

運算裝置暫存各個紀錄資料分析要求運算結

果和相關參數，以作為加速運算使用。例如，

在分散式運算裝置執行 k個最近鄰居模組之分

散式運算模組後，將可取得最相似的數筆紀錄

資料，並可將此數筆紀錄儲存至快取資料庫裝

置，後續在即時運算時可先取出快取資料庫裝

置中最相似的數筆紀錄資料進行比對和分

析。在分散式運算裝置執行多元線性迴歸模組

之分散式運算模組後，將可運算得到之線性迴

歸模型參數(包含有斜率和截距)儲存至快取資

料庫裝置，後續在即時運算時可先取出快取資

料庫裝置中線性迴歸模型參數，以及加入新的

紀錄資料和刪除舊的紀錄資料，避免重覆計

算，可大幅提升運算效率。 

 

3.1.11 組合節點設備 

 

組合節點設備為一個具有網路服務的伺服

器，可經由網路服務介面與紀錄資料分析設

備、分散式運算裝置介接和傳收資料，可擷取

分散式運算裝置各個運算結果，並進行整合和

分析，再將分析結果回傳予紀錄資料分析設

備。 

 

3.2 k個最近鄰居之即時串流運算 

 

在本節中將以分析網路紀錄資料來產製定

位資訊為案例說明 k個最近鄰居之即時串流運

算。 

 

3.2.1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得收集智慧型手機回報

之經緯度座標資料(即訓練位置)和基地台訊號

強度集合資料。並且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得解析

上述資料，紀錄每個訓練位置 L = {l1, l2,..., lm}

及其對應的基地台訊號強度集合資料

 i

n

ii

i cccc ,...,, 21 ，並將其紀錄於分散式資料

庫裝置中。其中， i

jc 代表第 j 個基地台之訊號

強度, j = 1,…, n (在此案例共有 n個基地台)。 

後續當手機移動時，手機可以測量和回報

其附近的基地訊號強度集合 r = {r1, r2,..., rn}，

並將由資料探勘模組裝置、分散式運算裝置、

快取資料庫裝置以 k個最近鄰居模組計算基地

訊號強度集合 r與分散式資料庫裝置中所有位

置及其訊號強度集合進行比對，評估手機當時

可能的位置。 

 

3.2.2 分散式資料庫裝置 

 

分散式資料庫裝置得運用 HBase、

MongoDB 等分散式資料庫元作實作開發，得

儲存每個訓練位置L = {l1, l2,..., lm}(在此案例共

有 m 個位置)及其對應的基地台訊號強度集合

資料  i

n

ii

i cccc ,...,, 21 。當得於分散式運算裝

置進行分散式運算和紀錄分析時，分散式資料

庫裝置得提供紀錄資料供分散式運算裝置運

算。 

 

3.2.3 資料探勘模組裝置 

 

資料探勘模組裝置得至少具備一 k個最近

鄰居模組，可用以評估每一個訊號強度集合 r

之位置 loc(r)。在本案例中運用 Euclidean距離

運算方法，採用公式(1)將訊號強度集合 r = {r1, 

r2,..., rn}與資料庫中的每一個位置 li 及其訊號

強度集合  i

n

ii

i cccc ,...,, 21 進行距離計算。再

針對每一個訓練位置進行 Euclidean 距離運

算，並使用公式(2)找出訊號強度最接近的位置

h1和最接近的 k個位置(即{h1, h2,..., hk})。資料

探勘模組裝置得將 k個最近鄰居模組指派予分

散式運算裝置執行。 

   



n

j

i

jji crcrdist
1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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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分散式運算裝置 

 

分散式運算裝置具備多個節點設備，而每

個節點設備具備多個分散式運算模組，並且可

依資料探勘模組裝置選定之資料探勘模組進

行運算。在此案例中，於分散式資料庫裝置共

有 m個位置(即 m筆資料需比對)，可將此 m筆

資料均勻分配於每個節點設備，再於每個節點

設備中的分散式運算模組分別執行 k個最近鄰

居模組，並分別取得最接近的 k 個位置(即{h1, 

h2,..., hk})。並將此最接近的 k個位置傳送予組

合節點設備，以供組合節點設備計算出最後的

位置資訊。 

 

3.2.5 組合節點設備 

 

組合節點設備可接收來自分散式運算裝置

運算所得到之資訊，並進行整合和產製分析結

果。在此案例中，組合節點設備可接收多個節

點設備分別計算所得到之 k個位置(即{h1, h2,..., 

hk})，再從此集合中進行比對取得 k 個絕對接

近位置，運用公式(3)產製訊號強度集合 r = {r1, 

r2,..., rn}對應的位置資訊 l(r)。 

 




























k

i k

ik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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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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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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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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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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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快取資料庫裝置 

 

快取資料庫裝置主要將可儲存由分散式運

算裝置運算的結果和相關參數資訊，以供後續

分析使用，加速分析效率。在此案例中，將可

由每個節點設備計算取得最接近的 kq 個位

置資訊(其中 kq 小於 m，並且 q為正整數)及

其對應的基地台訊號集合。後續分析同一智慧

型手機回報之基地台訊號強度集合時，可對該

最接近的 kq 個位置資訊及其對應的基地台

訊號集合進行分析，而不用再比對原始的 m筆

資料，以加速分析效率。此外，可分析該智慧

型手機移動的速度，當智慧型手機移動速度緩

慢或靜止時，q值可設定為極小值(例如：1)；

而當智慧型手機快速移動時，q 值可設定為較

大值。 

 

3.3 多元線性迴歸模組之即時串流運算 

 

在本節中將以分析交通紀錄資料來產製交

通預測資訊為案例說明多元線性迴歸模組之

即時串流運算。 

 

3.3.1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得收集清潔車之車載設

備回報到站時間資訊，並得由紀錄資料處理設

備解析到站時間資訊，並產製站到站之間的旅

行時間，如：第 r筆資料的第 i-n-j個清運點到

第 i-n個清運點間的旅行時間為 r

nijnit  , 。並且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可將旅行時間集合儲存至

分散式資料庫裝置，以供後續分析處理使用。 

 

3.3.2 分散式資料庫裝置 

 

在此案例中，分散式資料庫裝置得運用

HBase、MongoDB等分散式資料庫元作實作開

發，並得儲存每個站到站之間的旅行時間。 

 

3.3.3 資料探勘模組裝置 

 

資料探勘模組裝置得至少具備一多元線性

迴歸模組，可用以產製站到站之間的旅行時間

之關聯性(至少包含斜率和截距等)。在本案例

中，將分析歷史資料中的 m筆資料來產生 k個

加權線性迴歸模型  r

nijnit tT
jninii  ,,,

。第 i-n個

清運點到第 i個清運點的預測旅行時間 ',

r

init  可

以運用多元加權線性迴歸模型(如公式(4)所示)

進行計算取得。在執行階段中主要將依據第 i-n

個清運點的前 k 個清運點到達第 i-n 個清運點

的 旅 行 時 間 ( 即  ninit  ,1 , ninit  ,2 , ..., 

niknit  , )和訓練好之多元加權線性迴歸模

型，以預測第 i-n個清運點到第 i個清運點的預

測旅行時間(如公式(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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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3.4 分散式運算裝置 

 

分散式運算裝置具備多個節點設備，而每

個節點設備具備多個分散式運算模組，並且可

依資料探勘模組裝置選定之資料探勘模組進

行運算。在此案例中，由於多元加權線性迴歸

模型中多為加法和乘法運算，並具有結合律之

特性，得依歷史資料 m筆均勻分配於每個節點

設備，再於每個節點設備中的分散式運算模組

分別執行多元加權線性迴歸模型；亦或得依待

產製之 k個加權線性迴歸模型均勻分配於每個

節點設備，再於每個節點設備中的分散式運算

模組分別執行多元加權線性迴歸模組。並且，

在運算完成後，得將每個多元加權線性迴歸模

型之斜率(如
jniniit

a
 ,,

)、截距(如
jniniit

b
 ,,

)、以及

權重 (如
jniniit

w
 ,,

)分別儲存於快取資料庫裝

置，以供後續即時分析使用。 

 

3.3.5 組合節點設備 

 

組合節點設備可接收來自分散式運算裝置

運算所得到之資訊，並進行整合和產製分析結

果。在此案例中，組合節點設備可接收多個節

點設備分別計算所得到之 k個加權線性迴歸模

型及其相關參數(即斜率、截距、以及權重)，

運用公式(5)產製預測之第 i-n 個清運點到第 i

個清運點的旅行時間。 

 

3.3.6 快取資料庫裝置 

 

快取資料庫裝置主要將可儲存由分散式運

算裝置運算的結果和相關參數資訊，以供後續

分析使用，加速分析效率。在此案例中，將可

由每個節點設備計算得到之每個多元加權線

性迴歸模型之斜率、截距、以及權重，將分別

儲存於快取資料庫裝置，以供後續即時分析使

用。此外，後續資料異動時，由於多元加權線

性迴歸模型中多為加法和乘法運算，並具有結

合律之特性，故搭配快取資料庫裝置暫存之資

料，只需加入新增資料或減去刪除資料即可調

整每個多元加權線性迴歸模型之斜率、截距、

以及權重，而不用再計算原始的 m筆資料，以

加速分析效率。 

 

4. 系統方法 
 

一種具備密文計算的即時串流紀錄資料分

析方法，流程如圖二所示，此方法主要將包含

8個步驟：(1) 紀錄線上資料；(2) 資料加密；

(3) 存入分散式資料庫；(4) 選擇資料探勘模

組；(5) 指派工作予分散式運算裝置，並進行

密文計算；(6) 暫存運算結果至快取資料庫裝

置；(7) 回傳和解密；以及(8) 通知、顯示結果，

詳述如下。 

 

紀錄線上資料

資料加密

存入分散式資料庫

選擇資料探勘模組

指派工作予分散式運算

裝置，並進行密文計算

暫存運算結果至

快取資料庫裝置

回傳和解密

通知、顯示結果
 

圖 2 方法流程圖 

 

4.1 紀錄線上資料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將把線上網頁伺服器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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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和線上資料庫伺服器設備的運作紀錄進行

收集和儲存。例如：車載機 1 (使用者設備)於

09:00:00、09:03:20、09:07:00 分別到站點 1、

站點 2、站點 3；車載機 2 (使用者設備)於

10:00:00、10:04:00、10:08:10 分別到站點 1、

站點 2、站點 3；車載機 3 (使用者設備)於

11:00:00、11:03:30、11:07:20 分別到站點 1、

站點 2、站點 3；以及車載機 4 (使用者設備)

於 12:00:00、12:03:40分別到站點 1、站點 2，

如表 2所示。使用者設備到達各站點時，將經

由中介軟體(如：RESTful API)回報其位置資訊

和時間資訊至線上網頁伺服器設備和線上資

料庫伺服器設備，而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將可把

此紀錄儲存和分析，並計算出站到站時間之間

的旅行時間，如：車載機 1從站點 1到站點 2

的旅行時間(t1,2)為 200 秒、從站點 2 到站點 3

的旅行時間(t2,3)為 220秒，如表 3所示。 

 

表 2 到站時間 

 
站點 1 站點 2 站點 3 

車載機 1 09:00:00 09:03:20 09:07:00 

車載機 2 10:00:00 10:04:00 10:08:10 

車載機 3 11:00:00 11:03:30 11:07:20 

車載機 4 12:00:00 12:03:40 
 

 

表 3 站到站之間的旅行時間(單位：秒) 

 
站點 1-站點 2 站點 2-站點 3 

車載機 1 200 220 

車載機 2 240 250 

車載機 3 210 230 

車載機 4 220 
 

 

4.2 資料加密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收集到線上網頁伺服器

設備和線上資料庫伺服器設備的運作紀錄

後，得運用加密演算法對紀錄資料進行加密。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可計算所得之站到站之間

的旅行時間，再分別計算出 t1,2乘上 t2,3的值和

t1,2平方的值，得到相關參數值，如表 4所示。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得運用一私密金鑰 p、

一公開金鑰 q、一任意整數值 z，以公式(6)對

相關參數值進行加密，在此案例中設定私密金

鑰 p為 39,916,801、公開金鑰 q為 112,909、任

意整數值 z為 7。如：明文 44,000經由加密後

得到密文為 279,461,607，整理如表 5所示。 

     qpzpxxf  mod  (6) 

 

表 4 相關參數值 

 
t1,2 * t2,3 t1,2 t2,3 t1,2 * t1,2 

車載機 1 44000 200 220 40000 

車載機 2 60000 240 250 57600 

車載機 3 48300 210 230 44100 

 

表 5 加密後相關參數值 

 
t1,2 * t2,3 t1,2 t2,3 t1,2 * t1,2 

車載機 1 279,461,607 279,417,807 279,417,807 279,457,607 

車載機 2 279,477,607 279,417,847 279,417,847 279,475,207 

車載機 3 279,465,907 279,417,817 279,417,817 279,461,707 

 

4.3 存入分散式資料庫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可將紀錄資料的明文或

密文儲存至分散式資料庫裝置。在本案例中，

紀錄資料處理設備可將表四之加密後相關參

數值儲存至分散式資料庫裝置中，在資料庫中

儲存密文，可防範資料庫被竊取時造成資料外

洩的風險。 

 

4.4 選擇資料探勘模組 

 

管理者設備可連線上紀錄資料分析設備，

經由紀錄資料分析設備存取資料探勘模組裝

置，選擇其偏好的資料探勘模組。在本案例

中，管理者可選擇多元線性迴歸模組，後續步

驟將以多元線性迴歸模組進行分析和運算。 

 

4.5 指派工作予分散式運算裝置，並進行

密文計算 

 

資料探勘模組裝置可依管理者選擇的資料

探勘模組，指派給分散式運算裝置，並由分散

式運算裝置以多個分散式運算模組進行計

算，且得以密文計算方式對密文進行處理。分

散式運算裝置將可依管理者所選定之多元線

性迴歸模組，運用公式(4)和公式(5)的運算需

求，運用多個分散式運算模組分別加總所需之

參數值，加總後結果如表 6所示。在本案例中，

以計算一組迴歸模組參數 a和 b為例，但不以

此為限；分散式運算裝置可同時運用多個分散

式運算模組，進行多組迴歸模組參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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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加密後相關參數值之加總 

 
t1,2 * t2,3 t1,2 t2,3 t1,2 * t1,2 

加總 838,405,121 838,253,471 838,253,471 838,394,521 

 

4.6 暫存運算結果至快取資料庫裝置 

 

分散式運算裝置運算完之結果得暫存運算

結果至快取資料庫裝置，作為後續資料分析處

理使用。在本案例中，已加總完車載機 1、車

載機 2、車載機 3的資料，將可把加總結果暫

存至快取資料庫裝置，後續直接套用加總結

果，無需再重新加總車載機 1、車載機 2、車

載機 3的資料。 

 

4.7 回傳和解密 

 

分散式運算裝置將把運算完結果回傳至組

合節點設備，並由組合節點設備進行資料組

合，以及得對密文進行解密。當組合節點設備

收到分散式運算裝置運算結果後，得運用與紀

錄資料處理設備相同之一私密金鑰 p、一公開

金鑰 q、一任意整數值 z，運用公式(7)進行解

密，在此案例中設定私密金鑰 p為 39,916,801、

公開金鑰 q為 112,909、任意整數值 z為 7。如：

加總後結果之密文 838,405,121經由解密後得

到明文為 152,300，整理如表 7所示。 

     pxxg mod  (7) 

 

表 7 解密後相關參數值之加總 

 
t1,2 * t2,3 t1,2 t2,3 t1,2 * t1,2 

加總 152,300 650 700 141,700 
 

可將解密後的加總資料，以及資料筆數 m 

＝ 3，運用公式(4)分別計算出 a和 b參數，如

公式(8)所示。再運用公式(9)預測車載機 4從站

點 2到站點 3的旅行時間，可得估計約為 236

秒，故預測車載機 4到達站點 3的到站時間為

12:07:36。 

    
   

730769.0
6501417003

7006501523003
2





a  

and 

  75650730769.0700
3

1
b  

(8) 

236235.7692  

75220730769.0



t
 (9) 

 

 

4.8 通知、顯示結果 

 

組合節點設備可將運算後結果傳送至紀錄

資料分析設備，由紀錄資料分析設備通知管理

者設備，並於管理者設備呈現分析結果。當組

合節點設備計算完預測結果時，可將預測結果

傳送至紀錄資料分析設備，再由紀錄資料分析

設備通知管理者設備，並於管理者設備上呈現

車載機 4到達站點 3的預測到站時間為

12:07:36。 

 

5. 系統實作 
 

本研究目前以車訊快遞系統為例進行開發

與實作，在管理者設備操作介面上，管理者可

以先連結至紀錄資料分析設備，並選擇資料探

勘模組裝置中所欲採用的資料探勘模組(如：k

個最近鄰居模型)，如圖 3所示。當管理者選擇

資料探勘方法完成後，將會進入到輸入資料來

源和表單欄位的設定，再選擇其所欲分析的資

料表及其欄位。以行動定位服務為例，將分析

蜂巢網路的電信訊號強度，因此需選擇相關的

資料表(如：Cell Information)，並設定輸入的資

料欄位資訊(如：Location和 RSSI)，如圖 4所

示。 

 

 

圖 3 選擇資料探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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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設定輸入資料 

 

如此，將可以依輸入的位置資訊和網路訊

號強度進行資料訓練和學習。在設定完成後，

將進入輸出資料欄位設定，並由於行動定位服

務主要將進行定位，所以在資料輸出的部分設

定為 Location，如圖 5所示。如此，在訓練和

學習的過程中將會依歷史資料，訓練得到位置

估計的模型，以利後續運用。 

 

 

圖 5 設定輸出資料 

 

最後，管理者將相關參數設定完成後，將

由高效率資料分析平台分析出結果，並顯示其

正確率等資訊予開發者瀏覽。如果管理者覺得

目前的資料探勘模型和訓練結果合適，將可點

擊部署，後續將以此模型持續運用，並進行即

時串流紀錄資料分析。 

 

6. 結論與未來發展 
 

由於物聯網和行動通訊的發展，帶動起許

多巨量資料分析的議題，並由於在目前發展的

日誌紀錄資料分析技術中，卻多為採用門檻值

進行判斷，而無法對紀錄進行深度分析。而現

行的日誌紀錄資料探勘方法也較不適用於處

理巨量資料，且在事件追蹤需耗費大量的運算

資源。有鑑於對即時且大量資料運算和分析的

需求，本研究提出一個即時串流紀錄資料分析

系統與方法，此系統架構由使用者設備、線上

網頁伺服器設備、線上資料庫伺服器設備、紀

錄資料處理設備、分散式資料庫裝置、管理者

設備、紀錄資料分析設備、資料探勘模組裝

置、分散式運算裝置、快取資料庫裝置、以及

組合節點設備所組成。方法步驟主要包含 8個

步驟：(1) 紀錄線上資料、(2) 資料加密、(3) 存

入分散式資料庫、(4) 選擇資料探勘模組、(5) 

指派工作予分散式運算裝置，並進行密文計

算、(6) 暫存運算結果至快取資料庫裝置、(7) 

回傳和解密、以及(8) 通知、顯示結果。將可

即時收集日誌紀錄，並結合快取機制，進行即

時串流分析，並將同形加密方法和資料探勘方

法整合，以支援在密文形式下進行資料分析。 

在本研究目前主要以 k個最近鄰居之即時

串流運算和多元線性迴歸模組之即時串流運

算進行實作和案例研究。在未來研究，將可以

考慮發展更多不同的資料探勘方法的即時串

流運算，並將資料探勘方法結合同形加密技

術，以強化在物聯網環境中的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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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臺灣人口總數約23,433,753人，執行

救災的消防人員總數約13,512人，每一消

防人員約需服務1,734人。有效合理的消防

人力裝備規劃，能使有限的人力及裝備資

源發揮其效率，保障國民生命財產安全。

本論文研究以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的分佈，

探討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消防人員及車輛裝

備配置的合理性。倘若面對突發的大規模

災害時，是否能有足夠的消防人員及車輛

裝備可供因應。利用R-tree索引結構的節

點，附加幾個預先計算好的建物樓地板面

積的統計資料項目，當需要查詢總合性資

料項目時，可以節省許多資料搜尋、計算、

和加總的時間。 

關鍵詞：消防救災、樓地板面積、資料彙

總 

Abstract 

Total population in Taiwan is about 

23,433,753, while the total number of 

firefighters to perform relief is about 13,512. 

To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concerned, every firefighter needs to serve 

about 1,734 people. However, this alone 

population statistics come to judge the 

adequacy of firefighters configuration, 

indeed unfair. Effective and reasonable 

firefighting manpower and equipment 

planning, not only make limited manpower 

and equipment resources to achieve its 

efficiency, and on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rational and effective use of personnel 

and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resources, can 

fully protect the lives and property of 

citizens, reduce the waste of social resources.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distribution of 

building floor area to explore Taichung City 

Government Fire Department firefighter and 

vehicle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is 

reasonable or not. If facing sudden 

large-scale disasters, whether there is 

enough equipment for firefighters and 

vehicles response. The method is appending 

several additional pre-calculated statistic 

items of constructional floor area into nodes 

of the R-tree index structure. When you 

need to query these aggregated data, you can 

save a lot of information search, calculation, 

and aggregation time. 

Keywords: Fire disaster relief, floor area, 

data summary 

1. 前言 

以往只要遇到大型災害發生，例如921

大地震、八八風災等事件，消防人員及救

災裝備是否足夠等問題，總會一再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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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檢視、探討，但往往都是不了了之沒有

任何實質的改善作為。我們提出配置合理

消防人員的參考數據，做為往後修法及人

員配置的參考。然而因消防人員所從事的

工作，大致上可分成災害搶救、緊急救護

及火災預防等三大類。如何把公開的資料

轉換成實際上可供參考的數據，這就得依

賴彙總資料的處理。各種不同範圍的彙總

資料的取得，通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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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彙總資料計算好並先儲存起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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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狀索引可以分成兩種類型。第一種

是針對點資料，例如K-D tree[2]、K-D-B 

tree[13]、Grid file[10]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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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針對空間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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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形代表一個空間物件。目前各種應用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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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ree是為被廣泛應用

的空間資料索引，適合在樹狀索引結構上

附加預先彙總資料的應用。 

然而，近年來因為公安事件意外頻

傳，導致許多的人命傷亡、財物的損失，

其中從事救災的消防人員傷亡更是慘重，

因此更需著手去探討消防人力、車輛及裝

備的編制是否足夠，並尋求「如何合理的

分配資源」及「如何規劃未來資源至最適

狀態」[25]。依循過時的法令制度規章

[22,23,24]所編制的消防人員、車輛及裝

配，實已無法應付大型天然災害及公安事

件。隨著都市的發展，辦公大樓、集合住

宅及大型百貨商場等，樓地板總面積著實

龐大，一旦發生火警或是房屋倒塌，代表

所需的搜救人力及裝備也越多。由此可

見，樓地板總面積這項數據，是值得大眾

所重視的。本研究是結合空間資料索引與

預先彙總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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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個大範圍樓地板面積資料時，可以在代

表某個高階層範圍的樓地板面積節點進入

項內取得相關資料，而不需要先搜索許多

低階層範圍的樓地板面積資料，再加總成

彙總資料，節省找尋、計算、和加總的時

間成本。 

 

2. 文獻探討 

2.1 空間資料索引 

R-tree[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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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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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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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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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項(entry)數量，而m為每一個節點至

少擁有的最小進入項數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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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物件對應的R-tree索引結

構。圖1中A~K以黑色粗體實線代表的是每

個物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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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些葉節點的進入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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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NG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Grid (STING)為

階層式彙總統計資料的方法[15]，應用於

點資料上。STING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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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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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消防人力、車輛裝備計算標準 

現行消防人力計算標準[16]，均是

依照下列相關法規：消防法第四條：「直

轄市、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

力配置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消

防法第二十四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消防機關應依實際需要普遍設置救護

隊…，前項救護車輛、裝備、人力配置

標準及緊急救護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基於

法律授權，內政部消防署訂定「直轄市、

縣市消防車輛裝備及其人力配置標準」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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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及「直轄市、縣市消防機關救護車輛

裝備人力配置標準」[17]編制消防人員數

額。惟消防工作屬於地方事務，一切經費

概由地方政府來負擔，在縣市政府財政困

窘下，根本無法大幅增加消防人力或依照

配置標準來規劃消防人力，因此在政府有

限的預算及有限的人力下，應如何有效規

劃消防分隊人力，實為當前各消防單位所

需審慎評估的重要課題。 

消防法第一條明文規定消防工作之三

大任務為災害搶救、緊急救護、及火災預

防三大類，其所需人數依據項目包括：

(一)依各直轄市及縣市人口數編制消防

車，再依消防車種類、數量編制消防人

員。(二)火災預防工作依其人口數乘以十

萬分之十四來編制(並得視轄區建築物種

類、用途、樓層高度、面積等因素酌予增

加人數)。(三)依各轄區人口數、消防分

隊單位數設置救護區，每一救護區設至少

一救護隊，再依救護隊數編制救護人員。

各類消防人力配置方式，分述如下。(一)

緊急救護工作人數：救護隊每隊至少應配

置救護人員七名。1、以每一消防分隊為

單位設一救護區，每一救護區至少應設置

一救護隊。2、救護區人口在五萬人以

上，十五萬人以下者，每滿五萬人應增設

一救護隊。3、救護區人口超過十五萬人

者，其超過部分每滿七萬人應增設一救護

隊。山地、離島、人口或工廠密集及醫療

資源缺乏區，得視實際需要增設救護隊。

(二)災害搶救工作人數：1、直轄市、省

轄市、縣轄市及五萬人以上之鄉(鎮)每一

萬人配置消防車一輛。2、三萬人以上不

滿五萬人之鄉(鎮)每一萬五千人配置消防

車一輛。3、不滿三萬人之鄉(鎮)配置消

防車二輛。消防車之種類由直轄市、縣

（市）視該地區實際需要狀況配置。上述

消防車種類，則依表 1來計算救災人員編

制員額。(三)火災預防工作人數：以轄區

人口乘以十萬分之十四所得之數來配置人

力。並得視轄區建築物種類、用途、樓層

高度、面積等因素，再酌予增加人力。圖4

為我國當前消防人力計算方法的準則。 

表1.各類消防車輛與人力配置表 

 

 

圖4.當前我國消防人力計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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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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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範圍的進入項上，可加快資料取得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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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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a)、面積總和平均值(簡稱 ma)、面積總和

最少值(簡稱 lsta)、面積總和最多值(簡稱

ms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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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計算公式為 
i

ia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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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計算公式為
EEN

nm

m i

ii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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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計算公式為 )(
ai

lstminlst
i

a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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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計算公式為 )(
ai

mstmaxmst
i

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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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實例應用 

本研究修改 R-tree 節點原來的進入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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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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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台中市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分佈為

例，假設將台中市區劃成山、海、屯三個

區域，而每個區域所包含的行政區，如表

2 所示。圖 5 呈現臺中市轄區建築物樓地

板分佈的情形，每一個 A1~A29 代表每個行

政區建築物樓地板分佈的範圍。圖 6 表示

相對應的 R-tree 索引結構。臺中市代號 T

代表根節點，山海屯三個區域以代號 M、

S、C 表示。透過預先彙總運算處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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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範圍建築物樓地板的相關彙總資料，

如表 3~7 所示。屯區域的建築物樓地板總

面積最大，相對地所應配置的消防人員、

車輛裝備也就應更多。然而每一個進入項

除了可以描述某個特定範圍建築物樓地板

面積的地理位置之外，也記錄著代表該特

定範圍許多相關的彙總資料。 

以臺中市屯區域的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分佈為例，經由存取 R-tree 中節點 C 的進

入項，可以取得屯區域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分佈相關彙總資料。例如建築物樓地板總

面積為 169,406,151 平方公尺、每個行政

區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平均為 14,117,179 平

方公尺，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總和最多為

34,105,888 平方公尺、最少為 2,551,327 平

方公尺。依此類推，可得知山區域和海區

域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的彙總資料，如表 6

所示。在已知山海屯區域建築物樓地板面

積相關的彙總資料後，可進一步彙總得到

臺中市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相關的彙總資

料，如表 7 所示。透過存取表示 T 市的根

節點，可以取得 T 市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分

佈相關彙總資料，例如建築物樓地板總面

積為 268,955,802 平方公尺、面積平均為

8,600,011 平方公尺，面積總和最多為

34,105,888 平方公尺、最少為 700,265 平

方公尺。 

 

表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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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區、北屯區、霧峰區 

太平區、烏日區 

 

 
圖 5、臺中市轄區建築物樓地板分佈情形 

 

 

圖 6、相對應的 R-tree 索引結構 

 

 

LEVEL 0 

LEVEL 1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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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山區域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分佈的彙總資料 

 

表 4、海區域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分佈的彙總資料 

 

表 5、屯區域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分佈的彙總資料 

 

表 6、山海屯區域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分佈的彙總資料 

Level 1 M S C 

a 54,781,429 44,768,222 169,406,151 

ma 6,086,825 5,596,028 14,117,179 

lsta 700,265 1,527,018 2,551,327 

msta 13,927,595 8,113,052 34,105,888 

 

表 7、台中市建築物樓地板面積分佈的彙總資料 

Level 0 T 

 a 268,955,802 

ma 8,600,011 

lsta 700,265 

msta 34,105,888  

  

各類場所消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均

是依消防法[20]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之，所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亦是以建築

物樓地板總面積大小來做檢討，當中所採

Level 2 A1 A2 A3 A４ A５ A6 A7 A8 A9 

a 3,685,419 

 

1,097,616 

 

1,970,879 

 

700,265 

 

13,927,595 

 

9,389,965 

 

10,089,937 

 

7,545,590 

 

6,374,163 

 ma 3,685,419 

 

1,097,616 

 

1,970,879 

 

700,265 

 

13,927,595 

 

9,389,965 

 

10,089,937 

 

7,545,590 

 

6,374,163 

 lsta 3,685,419 

 

1,097,616 

 

1,970,879 

 

700,265 

 

13,927,595 

 

9,389,965 

 

10,089,937 

 

7,545,590 

 

6,374,163 

 msta 3,685,419 

 

1,097,616 

 

1,970,879 

 

700,265 

 

13,927,595 

 

9,389,965 

 

10,089,937 

 

7,545,590 

 

6,374,163 

 

Level 2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 6,926,956 

 

8,113,052 

 

6,726,619 

 

7,405,241 

 

4,542,286 

 

6,995,359 

 

1,527,018 

 

2,531,691 

 ma 6,926,956 

 

8,113,052 

 

6,726,619 

 

7,405,241 

 

4,542,286 

 

6,995,359 

 

1,527,018 

 

2,531,691 

 lsta 6,926,956 

 

8,113,052 

 

6,726,619 

 

7,405,241 

 

4,542,286 

 

6,995,359 

 

1,527,018 

 

2,531,691 

 msta 6,926,956 

 

8,113,052 

 

6,726,619 

 

7,405,241 

 

4,542,286 

 

6,995,359 

 

1,527,018 

 

2,531,691 

 

Level 2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 14,936,106 

 

21,668,980 

 

6,705,119 

 

13,572,968 

 

11,985,597 

 

2,551,327 

 

19,279,965 

 

34,105,888 

 

16,546,195 

 

6,520,890 

 

7,071,118 

 

14,461,998 

 ma 14,936,106 

 

21,668,980 

 

6,705,119 

 

13,572,968 

 

11,985,597 

 

2,551,327 

 

19,279,965 

 

34,105,888 

 

16,546,195 

 

6,520,890 

 

7,071,118 

 

14,461,998 

 lsta 14,936,106 

 

21,668,980 

 

6,705,119 

 

13,572,968 

 

11,985,597 

 

2,551,327 

 

19,279,965 

 

34,105,888 

 

16,546,195 

 

6,520,890 

 

7,071,118 

 

14,461,998 

 msta 14,936,106 

 

21,668,980 

 

6,705,119 

 

13,572,968 

 

11,985,597 

 

2,551,327 

 

19,279,965 

 

34,105,888 

 

16,546,195 

 

6,520,890 

 

7,071,118 

 

14,46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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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計算單位為平方公尺，如表 8 滅火設

備設置標準[19]。由此可見，建築物樓地

板面積越大所需檢討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

就越多，同理，一旦發生重大天然災害及

公安意外事件，所需的消防人員、車輛及

裝備就越多。 

 

表 8 . 滅火設備設置標準 

 
 

5.結論 

為了因應在大規模的災害發生時，能

有足夠的消防人員及車輛裝備來處理受傷

後送、人命救助等問題。本文提出在 R-tree

節點的進入項內，事先嵌入幾個可供做為

參考的彙總資料，先行將這些資料統計並

儲存好，當需要特定範圍的彙總資料時，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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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很快速

的得到想要的答案，例如臺中市特定範圍

的建築物樓地板面積總和、面積總和平均

值、面積總和最多值、最小值以及面積總

和第一四分位數、第三四分位數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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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度節省許

多下層節點進入項的資訊搜尋、計算、和

加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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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Internet develops fast and 

most the cloud storages are free, more and 

more data outsource to the cloud. They may 

include some sensitive and privacy data, such 

as financial data, health data and so on. There 

is a problem that the cloud can't fully trusted. 

If the cloud leaks some important data, it may 

cause some risk. Document owner must 

encrypted document before uploading it to a 

remote, untrusted server. Encryption keeps 

the document privacy and security. However, 

the capability of searching will lose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document owner wants 

to retrieve some data over encrypted data, it 

will be a big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that not only can keep data secure, but 

the feature of search isn't lost. The method of 

the paper is embedding the keyword into the 

text document. When the document owner or 

user want to search the document, he/she can 

transmits keywords to the cloud. The cloud 

can restore the keywords from each document 

to search instead of decrypting the whole 

document database.   

 
Keywords— Searchable Encryption, Cloud 

Storage Security 

1. INTRODUCTION 

Cloud storage offers a free space to people can 

save their documents, and it’s convenient to 

access documents anytime and anywhere through 

the Internet. It saves many cost such as hardware 

cost and human cost. However,44% people in EU 

[1] who aware of cloud storage still keep away 

from the useful technology in 2014.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blems are the main reason for not 

using cloud storage. That is, if the cloud can 

overcome the problem ,the intention of use will 

rise.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documents 

will be encrypted before uploading to the cloud. 

Document encryption keeps documents security. 

Any adversary can’t know the content of 

encrypted documents without the 

keys .Unfortunately, it also removes all search 

capabilities from the document owner. If 

document owner wants to get the documents 

there have two bad choices. One downloads the 

all encrypted documents, decrypt, and search in 

decrypt form. The method will bring more cost 

because the user must download the whole 

database for just only getting a document. The 

other method the document owner gives the key 

to the cloud, let it decrypt document for 

document owner to search. The movement makes 

encryption meaningless. To response the demand, 

document owner need a new technique can 

search over encrypted data in an efficient and 

security way. For this propose of above demand, 

this paper proposes a method which use keyword 

search over encrypted text document more 

efficiently. 

2. RELATED WORK 

The goal of our proposed paper is authorized a 

group of user-defined people can search on the 

encrypted text documents which are been 

uploaded to the untrusted cloud by one document 

owner.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bjective, the 

technique called searchable encryption have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in the literature. Briefly 

speaking, searchable encryption means a cloud 

stored encrypted documents which outsourced by 

document owner, he/she has the capability to 

search on the encrypted documents and retrieve 

them. The first searchable encryption is proposed 

by Song at al. [2] in 2000.It was called SWP 

which base on secret key cryptography. Even 

though SWP achieves the goal to enable full-text 

search over encrypted documents, its efficiency, 

search functionalities and query expressiveness 

have much need to improve. After SWP,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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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able encryption schem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improve. It can classified into based 

on secret key cryptography [2-3] and based on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4-5] .Searchable 

encryption based on secret key cryptography 

means the secret-key user can create the 

searchable content which will outsourced to the 

cloud server, and he/she also have the search 

capability to retrieve the encrypted document. As 

mentioned above, SWP [2]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SWP searches the encrypted data with 

sequence scan using a special two-layered 

encryption. The Goh [3] improve the SWP [2] 

limitation. The scheme adds a Bloom filter as an 

index for each document. Searchable encryption 

based on public key cryptography means the 

private key owner can search the document 

which encrypted by corresponding public key. 

The first public-key searchable encryption 

scheme is proposed by Boneh et al. [4] .Yang et 

al. [5] proposed a multi-user searchable 

encryption scheme. The scheme builds a U-HKey 

list in the cloud side to manage user enrolment 

and user revocation. 

Keyword-based searchable encryption 

technology develops so far. The goal of search 

not only for search the document. It develops 

more enhanced functions. At the fuzzy keyword 

search, Li et al. [6] presents "Dictionary-based 

Fuzzy Set Construction" , and Liu et al. [7] 

proposed "Wildcard-based Fuzzy Set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the set of fuzzy 

keywords, Li et al. [6] is smaller Liu et al. [7]. 

3. PROPOSED ARCHITECTURE 

We illustrate the system model in this section. 

As shown in Fig. 1, three entities are defined in 

our system including the cloud server, the user(s) 

and the document owner. 

3.1. Cloud Server 

Cloud server acts as document storage. Search 

and retrieval document for users. The architecture 

assumes cloud server is semi-honest which would 

follow the prescribed procedure of the protocol to 

return the right document to the user. 
 

3.2. User(s) 

One or more people are defined by document 

owner can use keyword to search and retrieve the 

document. 

3.3 Document Owner 

The people own one or more documents 

which store in cloud and share it to other users. 
 

 

Fig. 1  Communication model for keyword 

search over encrypted document 

4. OUR METHOD 

The paper proposes a multi-user multi-

keyword searchable encryption scheme means a 

group of owner-defined users can access the 

documents that the document owner upload to the 

cloud using multi-keyword search. In this scheme, 

document owner uses the concept of histogram 

shifting [8] to embed keywords into the 

encrypted text document. Because the cloud 

server only compares the keywords key-in to the 

keyword hide in the document instead of 

decrypting all cloud storage in the phase of query, 

the scheme improves process efficiency. The 

following of Figure 2 describes the concept of 

our proposed method: 

 

Fig. 2  The concept of proposed method 

Our scheme consists of four phases (Setup 

keyword and document, Embed searchable 

keyword and auxiliary information, Share key, 

Query). 

4.1. Setup Keyword and Document 
Before embedding keywords into document, 

the keywords and documents need to process the 

following steps. 

4.1.1. Document Fil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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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document certainly includes some 

unimportant words such as preposition, 

conjunction, and interjection. These words must 

frequently appears in the article, but it isn’t 

meaningless for keyword search. As the result, 

this scheme filters these insignificant words 

before producing a keyword list for embedding 

into documents.  

Input: Document D 

Output: A list of keywords called LIST. 

4.1.2. Ranking Importance 
We use the technique called TF-IDF(Term 

Frequency-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to 

evaluate how important every keyword in the 

LIST. Finally, we obtain the ranked result of 

keywords. 

Input: LIST 

Output: Ranked result of keywords called 

RANKkeyword 

4.1.3. Document Encryp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D they will 

be encrypted using owner’s secret key Skdocument. 

Input: Document D 

Output: Encrypted D called D’ 

4.1.4. Document Encryption 
We use the concept of histogram shifting 

[7] .First, this scheme builds the histogram of D’. 

The D’ is consist of binary bits (0 or 1).We divide 

them (one bit) into groups of n bits. Second, each 

group is converted into 0 to . The x-axis of 

histogram ranges from 0 to .The value of can 

control the height of histogram. If  is small, the 

y-axis (frequency) of the histogram will high. 

Finally, we observe the size of the peak point of 

histogram to evaluate how many keywords can 

embedding into the D’.  

Input: Encrypted Document D’ 

Output: The size of peak point of histogram 

called Psize. 

4.1.5. Keyword encryption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security of keywords, 

they will be encrypted using owner’s secret key 

Skkeyword.We choose the Psize of RANKkeyword. 

Input: The Psize of RANKkeyword. 

Output: The Psize of encrypted RANKkeyword for 

D’ called Dkeywords.  

 

Fig. 3  The process of setup keyword and 

document 

4.2. Embed Searchable Keyword and Hide 

Auxiliary Information 
The following step uses the peak point of 

histogram to embed keywords to make every 

document can be searched from the cloud by the 

users. 

4.2.1. Shift Histogram 
Shift the pixels of histogram for embedding a 

keyword. P means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histogram, Z means the lowest frequency of 

histogram. 

1.  If P>Z → To shift the range of the histogram, 

[Z+1, P-1], to the left-hand side by 1 unit. 

2.  If P<Z → To shift the range of the histogram, 

[P+1, Z-1], to the right-hand side by 1 unit. 

Input: Encrypted document D’ 

Output: The position for embedding keywords, 

peak point P, zero point Z 

4.2.2. Embed Keyword 
Embedding the Encrypted keywords for D’ 

into the peak of histogram of D’ 

The Dkeywords turn into binary sequence and 

embed into D’. By the way, adding a symbol 

between Dkeywords, 

1.  If P>Z → To be embedded bit is “1”, the pixel 

value is changed to P-1.  

If the bit is “0”, the pixel value remains. 

2.  If P<Z → To be embedded bit is "1", the pixel 

value is changed to P+1.   

If the bit is “0”, the pixel value remains. 

Input: Dkeywords,D’ 

Output: The D’ includes Dkeywords 

4.2.3. Hide auxiliary information 
The peak point P and zero point Z are hidden 

into the D’ for the auxiliary information at the 

query time.Hide the peak point P and zero point 

Z into a document using pseudo-random number 

generator (PRNG). The seed of PRNG is 

Skdocument and Skkeyword , PRNG(Skkeyword & 

Skdocument) generates a sequence of numbers. 

PRNG(Skkeyword & Skdocument)->{Number}.The 

random number sequence serves as the hiding 

location of peak point and zero point. Put the P 

and Z into the D with Psize of encrypted 

keywords. 

Input: The D’ include Dkeywords. 

Output: The D’ include Dkeywords and auxiliary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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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The process of Embed searchable 

keyword and hide auxiliary information 

4.3. Share Key 
   The document owner not only uses the 

document by himself/herself but shares with 

other peoples in real life. For the propose to share 

documents,we need to share the Skkeyword and 

Skdocument with the people can uses the auxiliary 

information to help them search document. We 

encrypted the Skkeyword and Skdocument by the 

public key pk of user.  

  pkuser(Skkeyword & Skdocument) be sent to the 

user be allowed to access the document. pkuser 

means the user’s public key. 

The user get the pkuser(Skkeyword & 

Skdocument).Then, he/she uses their private key to 

receiving the Skkeyword and Skdocument of 

document owner. 

Input: pkuser(Skkeyword & Skdocument) 

Output: Skkeyword & Skdocument 

 

Fig. 5  The process of share key 

4.4. Query 
In order to access the document with keywords, 

the user sends N keyword to the cloud. 

4.4.1. Generate Trapdoor 
   User sends (PRNG(Skkeyword & Skdocument) , 

Skkeyword&Skdocument(keyword1)…Skkeyword&S

kdocument(KeywordN)) as trapdoor to the cloud 

server. 

Input:Trapdoor 

4.4.2. Search and Count Keyword 
The cloud server use PRNG(Skkeyword & 

Skdocument) to get the peak point P and zero point 

Z. Using the P and Z to get Dkeywords. 

Equal(Dkeyword.,Skkeyword&Skdocument(keyword

1)…,Skkeyword&Skdocument(KeywordN)) is true 

or false. 

A number Count to record how many the number 

of keyword is equal. 

The following step extract the Dkeywords 

1. If P>Z → P can extract 0 and P-1 can extract 1. 

2. If P<Z → P can extract 0 and P+1 can extract 1. 

If it is true,COUNT+1, continue to compare 

keywords until Count=N. 

If it is false, continue to compare keywords until 

COUNT=N. 

Then, the value of COUNT=0.It will  output ⊥. 

Input: Trapdoor 

Output: D’ with COUNT rank 

4.4.3. Recovery 
Extract all keywords and auxiliary information 

recover the encrypted document . 

    Using the value of PRNG(Skkeyword & 

Skdocument) to extract P and Z. 

Shift the pixels of histogram for recovering the 

encrypted document. 
1. If P>Z → To shift the range of the histogram , 

[Z+1, P-1], to the right-hand side by 1 unit. 

2. If P<Z → To shift the range of the histogram , 

[P+1, Z-1], to the left-hand side by 1 unit. 

Return the D’ which contain the keywords that 

user query in the form of ranked result by the 

value of COUNT to user. 

Input: D’ with keywords and auxiliary 

information 

Output: D’ 

4.4.4. Decryption 
The user choose a result D’ to use the 

Skdocument to get the original document D. 

Input: D’, Skdocument 

Output: D 

 

Fig. 6  The process of query. 

5. Conclusions 

The paper proposes a multi-user multi-

keyword searchable encryption scheme which a 

group of owner-defined user can searches over 

encrypted data. Because the search result is be 

ranked, it more matches the demand of users. 

Cloud server searches using the equal of 

encrypted keyword and trapdoor. It can’t know 

what the keyword is, so user can keep the 

keyword privacy. Anyone without secret key 

can’t access document, so the document is secure. 

The  architecture satisfied the demand of 

keyword privacy and document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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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啟發式演算法求得之解較傳統演算法多變，
藉此來增加非線性問題的值域，避免落入區域解
的巢臼，螞蟻演算法(Ant System, AS)即屬於啟發
式演算法的範疇，其藉由啟發資訊以及費洛蒙遺
留與蒸發機制來跳脫區域最佳解，對於複雜度高、
規模大的問題，可以有效找到最佳解或是近似最
佳解，故被應用在機器人路徑規劃問題上。 

但現實環境是多變而不可預測的，一般AS的
啟發資訊僅依據相鄰節點之距離的長短來決定下
一路徑，此一機制在多變的現實環境中並不足以
適應環境，達到提升完成任務的比率。 

本研究提出一種改良的螞蟻演算法，稱為狡
猾的蟻群系統(Shady Ant Colony System, SACS)，
結合角度因子改進啟發資訊參數，使機器人在變
動的環境中可以規劃一條較快速的可行路徑。 

實驗結果顯示 SACS 較傳統 AS 路徑總長短
38.3%、有效性優 85.7%、時效性優 35.3%，明顯
較傳統 AS 更具適應力及存活力。 

 
關鍵字：螞蟻演算法、機器人、路徑規劃、動態
環境 
 

1.前言 
自走機器人路徑規劃的研究起始於 70 年代，

迄今己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發表[10、17、20]，是
機器人研究的核心問題之一，其目的在移動時尋
找所處所必須經過的所有點之集合，且使機器人
在運動過程中，能無碰撞地繞過所有障礙物[3]。
一般來說，機器人路徑規劃方法可以分成 1) 人造
力場路徑規劃技術 (Artificial Potential Field Path 

Planning)、2) 模版匹配路徑規劃技術 (Template 
Path Planning) 、 3) 人 工 智 能 路 徑 規 劃 技 術
(Artificial Intelligent Path Planning)及 4) 地圖建構規
劃技術(Map Building Path Planning)。 

人造力場法[1、12、15]是模擬機器人處於一"
力場"中，障礙物對機器人有"斥力"，目標點對機
器人有"引力"，整個力場環境對機器人產生斥引
作用，進而讓機器人避開障礙到達目標位置。模
板匹配法[8]就是以曾走過的路徑建立模板庫，當
在重新規劃路徑時，會比對當前與模板庫路徑的
特徵，找出特徵最相似的路徑，再以之為基底修
改成當前的路徑。人工智能路徑規劃[3]法是使用
人工智慧方法-例如啟發式演算法,執行路徑規劃方
法，其中包含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
粒子演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 PSO)、爬
山演算法(Hill-Climbing Algorithm, HC)、模擬退火
法(Simulated Annealing, SA)及 AS 等。地圖建構規
劃法[6、7、19] 是根據機器人的感測器去搜尋障
礙物資訊，並將所建構的地圖劃分為可行區及不
可行區，再依據一定的規則規劃出最佳路徑。地
圖建構規劃法與其他路徑規劃方法常合併使用，
如 Najjaran, H.[13]提出的卡爾曼濾波器的地圖建
構路徑規劃，Chaomin Luo[18] 提出的基於生物啟
發神經網路與地圖建構路徑集成的清潔機器人完
全覆蓋路徑規劃技術等，Purian [14]提出基於螞蟻
及模糊邏輯演算法在未知環境下的機器人路徑規
劃等。 

自然界中的螞蟻在覓食過程，會沿途分泌一
種叫費洛蒙的化學物質，其他螞蟻則會依據前一
隻螞蟻所遺留的費洛蒙去尋找食物，這種化學物
質會吸引螞蟻呈正相關，其濃度會隨著時間不斷
的減少。從雙橋實驗[17]可以看到有兩條不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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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路徑連接蟻巢和食物(圖 2-1 a)，一開始螞蟻
隨機選擇路徑前進並留下費洛蒙，由於短的路徑
在單位時間內螞蟻經過的次數較多(圖 2-1 b)，故
費洛蒙濃度較長的路徑高。此消彼長之下，更多
螞蟻選擇費洛蒙高的路徑(圖 2-1 c)。 

 
a. Time = 0 

 
b. Time = 1 

 
c. Time = 2 

圖 2-1 雙橋實驗(資料來源：[17]) 
 

AS是由 Dorigo[11]等人於 1996年發表，其原
理是根據費洛蒙及啟發資訊來決定下一路徑的機
率有多大，再隨機選取下一路徑，當螞蟻𝑘𝑘由點𝑖𝑖
移往下一節點𝑗𝑗的機率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𝑘𝑘表示如下： 

 
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𝑘𝑘  (𝑡𝑡)

= �
�𝜏𝜏𝑖𝑖𝑖𝑖(𝑡𝑡)�𝛼𝛼 × �𝜂𝜂𝑖𝑖𝑖𝑖�

𝛽𝛽

∑ [𝜏𝜏𝑖𝑖𝑘𝑘]𝛼𝛼 × [𝜂𝜂𝑖𝑖𝑘𝑘]𝛽𝛽𝑘𝑘∈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𝑘𝑘
 𝑖𝑖𝑖𝑖   𝑗𝑗 ∈  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𝑎𝑘𝑘 

0                  𝑎𝑎𝑡𝑡ℎ𝑎𝑎𝑒𝑒𝑒𝑒

 

(1) 
 

𝜏𝜏𝑖𝑖𝑖𝑖(𝑡𝑡)：為路徑𝑖𝑖𝑗𝑗在時間𝑡𝑡時的費洛蒙濃度。 
𝜂𝜂𝑖𝑖𝑖𝑖：為啟發資訊，通常為路徑𝑖𝑖𝑗𝑗之距離倒數，表
示為 𝜂𝜂𝑖𝑖𝑖𝑖 = 1 𝑎𝑎𝑖𝑖𝑖𝑖⁄ 。  
 α ：為費洛蒙對於路徑選擇的比重參數。 
 β ：為啟發資訊對於路徑選擇的比重參數。 

 
因此，就算 A 路徑的𝑃𝑃𝑖𝑖𝑖𝑖𝑘𝑘較於其他路徑大許多，

也不代表一定會選擇 A 路徑，其他路徑也會有機
會被選擇，也就不容易陷入區域最佳解。 

AS 經過一段時間後，會對費洛蒙濃度進行更
新，主要分成兩部分： 

 
1)遺留(Laying)：  
 

Δ𝜏𝜏𝑖𝑖𝑖𝑖𝑘𝑘 (𝑡𝑡) = � 
𝑄𝑄
𝐿𝐿𝑘𝑘

 若第𝑘𝑘隻螞蟻經過(𝑖𝑖，𝑗𝑗)

0  否則                                    
      (2) 

 
Q 表示費洛蒙强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算

法的收斂速度，𝐿𝐿𝑘𝑘為第 k 隻螞蟻在本次循環中所
走路徑的總長度。 

 
2)揮發(Evaporating)：  

 
𝜏𝜏𝑖𝑖𝑖𝑖(𝑡𝑡 + 1) = (1 − 𝜎𝜎)𝜏𝜏𝑖𝑖𝑖𝑖(𝑡𝑡)                         (3) 

 
𝜎𝜎代表費洛蒙蒸散比例，0 < 𝜎𝜎 < 1 。 

 
結合上述機制，費洛蒙數學模型更新為： 

 
𝜏𝜏𝑖𝑖𝑖𝑖(𝑡𝑡 + 1) = (1 − 𝜎𝜎)𝜏𝜏𝑖𝑖𝑖𝑖(𝑡𝑡)+ Δ𝜏𝜏𝑖𝑖𝑖𝑖             (4) 

 
為了不干擾螞蟻選擇路徑，初始費洛蒙通常

會設定成一極小值，爾後隨時間逐漸增加，費洛
蒙才開始有所變化。 

Dorigo[11]將 AS、GA 與 SA 等以 TSPLIB 國
際例題進行比較，結果顯示AS表現較佳，其執行
結果與實際最佳解誤差皆小於 3.5%。 

     
2.啟發式演算法中角度因子探討 

AS 雖然容易處理路徑規劃的問題，但在最佳
化求解的過程中容易陷入區域最佳解及迭代過程
需要耗費較多時間[4、5]，其原因為 AS 依賴相鄰
節點之距離及費洛蒙濃度決定，相鄰節點之距離
越短，則該節點被選擇的機率越大(公式 1)。然而，
僅僅依據相鄰節點的距離來決定路徑，在路經規
劃的情況下會因為前進方向的差異，而導致遠離
終點。為解決此問題，本研究加上下一節點在前
進方向上的投影向量做為啟發資訊，換句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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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前進方向上的前進深度越大者被選擇的機率
越大。如圖 2-1，今有向量𝚤𝚤及𝚥𝚥且𝚤𝚤 ≠ 𝚥𝚥，若𝚤𝚤與𝚥𝚥之
夾角為𝜃𝜃，則𝚤𝚤在𝚥𝚥上之投影量�⃑�𝑘為公式(5)。 

 

 
圖 2-1 向量投影 

 
𝑘𝑘 = 𝚥𝚥 ∙ 𝚤𝚤 ‖𝚤𝚤‖⁄ = ‖𝚥𝚥‖  𝑐𝑐𝑎𝑎𝑒𝑒𝜃𝜃                     (5) 

 
由於𝑐𝑐𝑎𝑎𝑒𝑒𝜃𝜃的值界於-1 到 1 之間，若僅僅是相

乘則角度此項因素的影響程度不足，故經過修正
後的啟發資訊參數的數學模型如下： 

 

 𝜂𝜂𝑖𝑖𝑖𝑖 = �𝑎𝑎𝑖𝑖𝑖𝑖�
𝛾𝛾�𝑐𝑐𝑎𝑎𝑐𝑐𝜃𝜃𝑖𝑖𝑖𝑖+1�                              (6) 

 
      γ：為角度影響啟發資訊的比重參數。 

𝜃𝜃𝑖𝑖𝑖𝑖：為 i 節點與 j 節點之夾角。 
𝑎𝑎𝑖𝑖𝑖𝑖：為 i 節點與 j 節點之距離。 
 

表 2-1  𝜼𝜼𝑨𝑨𝑨𝑨 及 𝜼𝜼𝑨𝑨𝑨𝑨𝑺𝑺𝑨𝑨 比較 

節點 
與前進
方向夾
角 

相鄰
節點
距離 

𝜂𝜂𝐴𝐴𝐴𝐴 𝜂𝜂𝐴𝐴𝐴𝐴𝑆𝑆𝐴𝐴 

A(10, 7) 81.9° 12.2 0.081 1.051 
B(13, 19) 11.56° 8.6 0.116 1.077 
C(15, 28) 23.4° 14.87 0.067 1.094 
D(23, 23) 63.59° 8.54 0.117 1.055 
E(23, 10) 173.88° 5 0.2 1.000 

 
本研究先將γ的值設為 1，且以下列例子說明

本研究啟發資訊運作方式。假設有一個二維座標
空間(如圖 2-2)，其中有 A、B、C、D、E、CP 及
EP等點，CP為機器人所在位置，EP為終點，A、
B、C、D 及 E 點均為此次掃描後所得之節點位置，
虛線是此次任務前進的方向，實線則是可能前進
方向。將各點座標位置帶入公式(6)及公式(1)後，
可得到表 2-1 的結果。 

從 𝜂𝜂𝐴𝐴𝐴𝐴 裡可看出 E 點的值為 0.2，均大於其他
節點，故在AS裡被選上的機率較其他節點大，但
是從圖 2-2 可以看出 E 點位於 EP 的反方向，若選

擇 E 點則意味著遠離終點。從 𝜂𝜂𝐴𝐴𝐴𝐴𝑆𝑆𝐴𝐴  可得知最大
值為 C 點 1.094，因其在前進方向上(虛線)之投影
量最大，所以選擇 C 點較其他節點之機率大，從
圖 3-2 中可以看出選擇 C 點較選擇 E 點合理。目
前在γ = 1時就有如此大的差異，倘若根據不同情
境而調整γ參數，效能必然有更大的提升。 
 

 
圖 2-2 機器人選擇節點圖 

 
3.實驗設計與效能分析 

在現實環境中道路有可能因地貌的改變而產
生移動、增加或消失，目標也可能因此而不同，
故本研究所提出之生存力是指，當處於變化中的
環境時，依然有能力可以找到路徑前進。而適應
力是指能否找到較短的路徑前進，而不致陷入區
域解。 

本研究修改 Thomas Stützle. 在 2002 年開發之
ACSTSP-1.03[16]開放程式，擴充啟發資訊及角度
並在動態地圖中檢視 SACS 是否能展現生存力，
規劃出有效路徑，並與AS在路徑規劃的平均路徑
長、有效性、時效性進行適應力的比較。 

 
3.1 動態模型下 SACS 之表現 

為驗證 SACS 在動態環境下，是否仍可規劃
出可行路徑，設計實驗於輸入地圖參數時讀入兩
個測試檔。實驗共跑 500 try，於 2 try 時進行地圖
變換，藉此模擬動態環境。因實際情況中，感測
器測量距離能力有限，故於實驗中設定兩節點距
離超出 10 unit 者，判定為不可行走之路徑。 

    本 研 究 實 驗 組 共 分 為 四 個 測 試 檔 ，
test32_move.tsp、test32_add.tsp、test32_lose.tsp、
test32_dif_obj.tsp，分別進行節點移動、節點增加、
節點消失及目標變換等實驗，對照組則使用
test32.tsp。測試檔內各個節點均以平面座標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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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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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並標上 0~31 等編號以利識別。圖中兩節點間
為一路徑，若有經過則以實心線段表示之，越粗
則表示經過此路徑次數越多；越細則表示經過此
路徑次數越少。 

 
圖 3-1 SACS 於 test32 路徑行走紀錄 

 

 
圖 3-2 SACS 於 test32_move 路徑行走紀錄 

 
節點移動： 

此實驗欲證實地圖中的節點若發生移動，則
SACS 演算法仍可正常運作。實驗中起點為節點
0(0,0)，終點為節點 31(37,26)，如圖 3-1 原路徑
1016 長度為 12.8 unit、1116 為 11.66 unit，兩
者路徑均超出 10 unit。今將節點 16 (20,14)移至
16’(18,13)後如圖 3-2，路徑 1016’長度變為 9.84 
unit、1116'為 9.43 unit，按照實驗設定均判定為
可行路徑。 

實驗結果，原地圖中行徑節點 10及節點 11時，
都因為是不可行路徑而不經過節點 16，改走其他
路徑。新地圖則因 16’的位置是前進方向上的捷徑，
使選擇節點 16’的次數增加。 

 
圖 3-3 SACS 於 test32_add 路徑行走紀錄 

 
節點增加： 

此實驗欲證明環境增加新節點是否仍可有效
規劃路徑前進，故在圖 3-3 中節點 11 及節點 16 之
間加入一新節點 32(15,11)。實驗中起點為節點
0(0,0)，終點為節點 31(37,26)，如圖 3-1 原路徑
1016 長度為 12.8 unit、1116 為 11.66 unit，兩
者路徑均超出 10 uni，加入新節點後如圖 3-3，使
103216 、 103217 、 113216 及
113217 四條路徑長度均小於 10 unit。 

實驗結果如圖 3-3 所示，由於經過節點 32 之
總距離比經過節點 13 之總距離要短，故經過節點
32 的次數增加。 
 

 
圖 3-4 SACS 於 test32_lose 路徑行走紀錄 

 
節點消失： 

此實驗欲證明地圖中原本可行路徑消失，
SACS 仍可規劃出路徑前進。如圖 3-1 原地圖中起
點為節點0(0,0)，終點為節點31(37,26)，大部分經
過的路徑為 041013212631，今將節
點 12、13 及 15 去掉如圖 3-4，則節點 11 右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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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長度都會超出 10 unit，原本可行之路徑也就
消失。實驗結果顯示，原本路徑經過節點 13 及結
點 15 因 為 節 點 的 消 失 ， 故 路 徑 改 變 為
041036914212631，繞過了不
可行區域。 
 
目標變換： 

此實驗欲證明 SACS 若遇到目標變換之情況，
仍可規劃出可行路徑。圖 3-1 中起點為節點 0(0,0)，
終點為節點 31(37,26)，圖 3-5 則將終點改為節點
28(35,5)。實驗結果如圖 3-5 所示，由於終點變為
節點 28，前進方向變換，故主要前進路徑變為
0511152428，證明 SACS 即便在目標
變換情況下，仍可有效規劃路徑。 
 

 
圖 3-5 SACS 於 test32_dif_obj 路徑行走紀錄 

 
3.2 SACA 與 AS 之比較 

為驗證 SACS 適應力較佳，本研究設計一個
在相同的環境條件下的實驗，分別執行 SACS 及
AS 並分析其結果，輸入參數值如表 3-1： 

 
表 3-1 實驗參數表(資料來源：[16]) 

 
max_tries 為執行程式次數，實驗中執行 10 次

及執行 500 次的狀況；max_time 為執行 1 次程式
的最大時間，實驗中設定為 10 秒；tapfile 為載入
的測試檔，實驗載入測試檔為包含 318 個節點
lin318.tsp；n_ants 為執行搜索的螞蟻數量，設定
10 隻；alpha 為費洛蒙的比重值，實驗中設為 1；
beta 為啟發資訊的比重值，實驗中設為 2。Rho 為
費洛蒙的揮發值，實驗中設為 0.5。 
 

圖 3-6  SACS 及 AS 之平均路徑長 
 

 
圖 3-7  SACS 及 AS 平均路徑長之標準差 

 
平均路徑總長： 

從圖 3-6、3-7 中顯示執行 10 次時 SACS 平均
長度為 5377.5 unit，標準差為 91.06 unit；AS 平均
長度為 8709.6 unit，標準差為 1306.92 unit。SACS
平均長度比 AS 縮短 38.3%，標準差低了 1215.86 
unit。 

執行500次時SASC平均長度為5343.03 unit，
標準差為 103.28 unit；AS 平均長度為 9335.39 unit，
標準差為 1046.01 unit。SACS平均長度比 AS 縮短
42.8%，標準差低了 942.73 unit。 

實驗數據說明 SACS所規劃的路徑比 AS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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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抵達終點，且規劃之結果相當平均，長度較
AS 短。 

 

圖 3-8  SACS 及 AS 之平均迭代次數 
 

 
圖 3-9  SACS 及 AS 平均迭代次數之標準差 

 

路徑規劃有效性： 
從圖 3-8、3-9 中顯示執行 10 次時，SACS 找

到最佳解的平均迭代次數為 3.2次，標準差為 2.04
次；AS 平均迭代次數為 22.3 次，標準差為 12.73
次。SACS 找到最佳解的平均迭代次數比 AS 少
85.7%，標準差低了 10.69次。 

執行 500 次時，SACS 找到最佳解的平均迭代
次數為 3.53次，標準差為 2.19次；AS平均迭代次
數為 84.42 次，標準差為 166.99 次。SACS 找到最
佳解的平均迭代次數比 AS 少 95.9%，標準差低了
164.8 次。 

說明 SACS 的規劃結果穩定，且路徑規劃較
AS 有效。 

 

 
圖 3-10 SACS 及 AS 找最佳解之平均時間 

 

圖 3-11 SACS 及 AS 找最佳解平均時間之標準

差 
路徑規劃時效性： 

從圖 3-10、3-11 可看出執行 10 次時 SACS 找
到最佳解的平均時間為 0.303 秒，標準差為 0.212
秒；AS平均時間為 0.468秒，標準差為 0.287秒。
SACS 找到最佳解的平均時間比 AS 少 35.3%，標
準差低了 0.057 秒。 

執行 500次時SACS找到最佳解的平均時間為
0.39秒，標準差為 0.23秒；AS平均時間為 1.53秒，
標準差為 2.06 秒。SACS 找到最佳解的平均時間
比 AS 少 74.6%，標準差低了 1.83 秒。 

說明 SASC 收斂速度較佳，尤其在大量次數
測試時更加明顯。 
 
4.結論與未來研究 

本研究提出一種改良式螞蟻演算法，藉由改
進啟發資訊參數，使機器人於現實環境中可以快
速的規劃出一條可行路徑，實驗結果顯示，SACS
在路徑規劃的距離總長度、有效性及時效性，明
顯較傳統AS演算法存活力更高、更具適應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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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未來研究方向，將針對演算法在無預期變動
環境及不同因素下參數所持有比重之效能進行探
討，使其更趨於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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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值音框嵌入法中使用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在零值音框嵌入法中使用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在零值音框嵌入法中使用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在零值音框嵌入法中使用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

定長度於語音增強之研究定長度於語音增強之研究定長度於語音增強之研究定長度於語音增強之研究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語音在接收過程中會與背景雜訊混合，因此需要將語音中的雜訊移除，讓收話端聽得清楚發話端的講話內容。雜訊強度估計準確度，會影響增強的語音品質，所以本文嘗試透過零值音框嵌入法，加入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定法估測雜訊，提升音框中的雜訊估測位準。由於零值音框嵌入處沒有語音信號，因此接收端可以利用該處估測雜訊頻譜強度。為了提升雜訊頻譜估測位準，可以偵測母音音框的強健頻譜，做為更新雜訊估測音段長度的參考依據，在沒有母音的區段中，藉由增加音段長度與峰值頻譜鎖定的方式，適當高估雜訊頻譜強度，讓語音增強處理時，可以有效移除背景雜訊；相對的，在有母音的音段中，即時更新零值音框嵌入處的雜訊估測值，避免峰值頻譜鎖定的機制高估雜訊，造成嚴重的語音失真。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無語音的區段可以有效的移除背景雜訊，降低殘留雜訊，讓增強語音聽起來更清晰與舒適。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雜訊估測、語音增強、零值音框嵌入、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定。 

Abstract 

Speech and noise signals are mixed in the 

same channel in speech communication. A speech 

enhancement system is employed to remove 

corruption noise, enabling a listener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received speech. The 

accuracy of noise estimation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performance of enhanced speech. This paper 

proposes using a frame-zero padding (FZP) and 

peak-spectrum-holding methods adapted by 

harmonic properties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noise estimation. Because speech signals are 

absent during the zero-padded frames, we can 

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noise spectrum during 

these period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frame-zero padding method, 

robust harmonics in a vowel frame are estimated 

and employed to adapt the segment length for 

noise estimation. In the case of a non-vowel 

frame, the segment length is increased to 

adequately over-estimate the noise magnitude by 

the peak-spectrum holding method. So the 

residual noise can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enhanced speech. On the contrary, the noise 

estimate is updated instantaneously during a 

vowel period, so the noise estimate can be 

prevented from over-estimation obtained by the 

peak-spectrum holding method. Accordingly, 

enhanced speech does not suffer from serious 

speech distor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fficiently remove 

background and residual noise during speech- 

pause regions, enabling enhanced speech to 

sound distinct and comfortable. 
Keywords: noise estimation, speech 

enhancement, frame-zero padding, harmonic 

adaptation, peak spectrum holding.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語音增強處理主要是將混合著雜訊的語音信號中，盡可能的提取乾淨的原始語音，讓增強語音聽起來更清晰，語音增強處理是被多媒體相關領域廣泛應用的重要技術，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通訊設備都會應用到語音增強處理技術，例如：手機、助聽器、麥克風，以及語音通信網路應用等，都是需要使用語音增強處理才能發揮更好的效能。由於雜訊干擾通常都是隨機的，想從混合著雜訊的語音中，提取近乎於乾淨的語音，是一項極具挑戰的研究主題，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受干擾的語音信號中有效的移除背景雜訊，降低殘留雜訊，讓增強語音聽起來更清晰。 為了提升增強語音的品質，有許多相關研究提出許多先進的語音增強演算法[1]-[15]，在文獻 [7]中利用感知的雜訊遮蔽閾值 (noise 

masking threshold)來調適語音增強系統的參數，可以有效防止音樂型殘留雜訊的產生。有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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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是使用後處理的技術，將音樂型殘留雜訊降低，文獻[10]提出對原始語音作預先處理，在語音取樣點與取樣點之間嵌入零值取樣點
(zero-padding)，藉由在零值嵌入處的信號來估測語音中的雜訊振幅，此方法在取樣點變化緩慢的雜訊中，可以準確的估計雜訊振幅，使得語音增強的效果得以提升；雖然該方法可以有效的估測變化緩慢的雜訊取樣值，但是卻無法準確估測變化快速的雜訊，例如：白雜訊(white 

noise)、F16戰機座艙雜訊等等，使得語音增強效果變差。文獻[1]根據每個音框的功率頻譜，動態調整頻譜刪減的參數，然後利用多種方法抑制音樂型殘留雜訊，使頻譜刪減效果保持較高的訊雜比，也可以有效避免音樂型雜訊的產生；而張秀珍等人[2]提出結合頻譜刪減及人耳遮蔽特性的卡爾曼(Kalman)語音增強方法，找到感知差異上的語音失真和雜訊去除的最佳平衡點，使得語音失真不嚴重的情況下，可以降低音樂型殘留雜訊的產生。 

 為了有效估測變化快速的雜訊信號，文獻[3]提出一個新的雜訊估計方法，藉此改善零值嵌入法[6]中，無法對抗變化快速雜訊的缺點，將原本的零值嵌入法，修改成零值音框嵌入法，藉由在零值音框嵌入處估測雜訊頻譜，達到雜訊頻譜估計的目的；然後利用估計出來的雜訊頻譜值，代入通用型頻譜刪減法，從事雜訊消除處理；並藉由調整雜訊刪減量的控制因子，改善零值嵌入法中無法對抗變化快速雜訊的問題，達到提升語音增強的目標，但是將零值嵌入音框處估計到的雜訊，直接套用到語音區段使用，並無法準確估計受干擾語音中的雜訊，導致雜訊移除效果不佳。在文獻[4]中加入多重音框內插法來估測雜訊頻譜強度，提升雜訊估計準確度；接著使用知覺增益因子[8][9]從事語音增強；由於這類方法[4][5]的雜訊估測位準偏低，導致雜訊移除效果不佳。 

Li 等人 [11]提出使用非負矩陣分解法
(nonnega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 與
Kullback-Leibler 距離為測度，將矩陣分解為稀疏與低秩(low-rank)空間的矩陣，將受干擾語音信號的聲譜信號分類為語音(sparse，稀疏矩陣)空間及雜訊(low-rank， 低秩矩陣)，該方法不需要任何的語音及雜訊的預先(priori)資訊便可以將語音聲譜解析，達到語音增強的效果。Yu等人[12]提出使用矩形濾波矩陣在時域中實現語音增強，透過增強語音與濾波信號的 Pearson相關係數平方值最大化，可以得到縮小秩
(reduced rank)的溫納濾波器矩陣，並直接將該

矩陣與受干擾語音信號相乘，便可以得到增強語音。Lu[13]提出了使用梳型濾波器重建諧波頻譜，並利用中值濾波器消除音樂型殘留雜訊。在眾多語音增強的演算法中，頻譜刪減演算法具有簡單與高彈性的優點，其做法是將雜訊頻譜從受干擾的語音頻譜中刪除；而具彈性的特點是可以透過各種參數的介入，因應各種不同的情形去調整過度刪減因子，讓經過頻譜刪減演算法處理後的增強語音能夠有較少的語音失真，以及更佳的雜訊移除效果。Sukanya 與
Ananthakrishna[14]使用訊雜比值調適的過度刪減因子，移除背景雜訊，並且在靜音區段偵測殘留雜訊，調整其頻譜強度，防止音樂型殘留雜訊產生。 經由以上分析可得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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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提出的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定法將考慮語音的特性；首先在零值音框嵌入處估測雜訊頻譜，並偵測母音音框的強健頻譜，做為雜訊頻譜強度更新音段的參考依據，在有母音的音段中，即時更新零值音框嵌入處的雜訊估測值，避免峰值頻譜鎖定的機制高估雜訊，造成嚴重的語音失真；相對的，在沒有母音的區段中，藉由增加音段長度與峰值頻譜鎖定的方式，適當高估雜訊頻譜，確保語音增強處理時，可以有效移除背景雜訊。 本文的其餘各節安排如下：在第二節介紹零值音框嵌入法，第三節說明本文提出的零值音框嵌入與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定法，第四節呈現實驗結果與分析，第五節為本文的結論。 

2. 零值音框嵌入法零值音框嵌入法零值音框嵌入法零值音框嵌入法 零值音框嵌入法是將零值音框嵌入到語音的取樣點之間，並且在嵌入的零值音框取樣點中，估計雜訊頻譜值。此方法是一種單通道語音增強技術與零值嵌入法不同，零值嵌入法是將零值嵌入到語音取樣點與取樣點之間，並且在嵌入的零值取樣點中估計雜訊；這種方法對於變化較緩慢的雜訊，例如：汽車(car)雜訊、直昇機座艙(helicopter-cockpit)雜訊之類的雜訊估測準確度較高，但是對於快速變化的雜訊，如：白(white)雜訊，戰鬥機座艙(F16-cockpit)之類的雜訊估測準確度較低，零值音框嵌入法主要目的為改善零值嵌入法無法準確估測變化快速的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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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嵌入的零值音框取樣點的位置，即可取得雜訊通道的估計值，將估計出來的雜訊振幅，直接跟受干擾語音信號做刪減處理。零值音框嵌入法的示意圖如圖 1，將零值音框嵌入到乾淨的語音中。例如：取樣點 0到 256、512到 767、1024到 1279等均為嵌入的零值音框；取樣點 236到 511、768到 103、1280到 1535為乾淨的語音信號，餘此類推。 

 圖圖圖圖 1零值音框嵌入示意圖零值音框嵌入示意圖零值音框嵌入示意圖零值音框嵌入示意圖。。。。 

 嵌入的零值音框為估計雜訊頻譜的位置，零值音框嵌入法的表示式如下： 

( )[ ]

[ ]



 −≤≤−+

=−+

otherwise          ,  0 

 |1,0  )1 (  
12

~ NnNmns
NmnS  

(1) 其中： [ ]nS
~ 表示嵌入零值音框之後的語音信號；

s[n] 為原始語音信號，N 為音框長度(N=256)，
m 表示音框序列編號。 經過零值音框嵌入的信號就可以發送到接收端，信號在傳送的過程當中，將會受到通道雜訊的干擾，所以接收端收到的信號的表示式如下： 

[ ] [ ] [ ]n+dns=ny ~  (2) 其中： y[n]為接收端收到的受干擾語音信號，
d[n] 為通道中的雜訊干擾信號。 在接收端中，為了抑制通道中的雜訊，必須在受干擾語音信號中估計雜訊；由於在發送端已經嵌入零值音框，所以可以在零值音框中，估計雜訊頻譜；然後將受干擾語音信號的頻譜刪減雜訊頻譜估計值，便可以得到增強語音信號頻譜。 為了估測雜訊頻譜強度，首先將嵌入零值音框的語音序列進行傅立葉轉換 (Fourier 

transform, FT)得到受干擾語音訊號的頻譜，表示式如下： 

222 |)(ˆ||)(| |)(ˆ| ωωω mmm DYS −=  (3) 其中： )(ˆ
ωmS 為乾淨語音頻譜估測值， )(ωmY  和 )(ˆ

ωmD 分別為受干擾語音頻譜與雜訊頻譜估測值。 由於嵌入零值音框中沒有語音，所以全部都是雜訊，故我們可以在受干擾語音信號的零值音框嵌入處，估測通道雜訊頻譜，並且沿用到後續音段中的所有音框，直到下一個零值音

框嵌入出現為止。這種方法雖然可以不斷的更新雜訊頻譜估測值，但是增強後的語音信號中，殘留雜訊量非常多，主因是雜訊頻譜強度估測值偏低的關係，因此本研究嘗試使用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定法，提升雜訊估測位準，使殘留雜訊可以大幅降低，讓增強語音聽起來更清晰。 

3.諧波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法諧波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法諧波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法諧波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法 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定法，就是在有母音的音段中，即時更新零值音框嵌入處的雜訊估測值，避免峰值頻譜鎖定的機制高估雜訊，造成嚴重的語音失真；在沒有母音的區段中，藉由增加音段長度與峰值頻譜鎖定的方式，適當高估雜訊頻譜，確保語音增強處理時，可以有效移除背景雜訊。 

 

 圖圖圖圖 2諧波頻譜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法流程圖諧波頻譜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法流程圖諧波頻譜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法流程圖諧波頻譜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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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定法之流程圖如圖2，首先在乾淨語音中嵌入零值音框，然後發話端將語音信後藉由通到傳送到受話端。在傳送過程中，將受到雜訊干擾，受話端先透過傅立葉轉換，取得受干擾語音信號之頻譜，先藉由接收訊號估測基頻頻率與強健諧波頻譜，做為判斷音框中是否有母音的參考依據，再根據每個音段母音是否存在，調整雜訊的更新音段長度：若母音存在，就使用零值音框嵌入處的頻譜當作雜訊估測值，確保雜訊的估測準確性；相對的，若母音不存在，則增加音段長度，進行峰值頻譜鎖定，亦即選取雜訊頻譜強度的累積最大值，當作雜訊估測值，使得估測雜訊強度不會偏低。然後將受干擾語音信號的頻譜刪減雜訊頻譜估測值(如式(3))，便可以得到增強語音信號頻譜。最後將訊號經由反傅立葉轉換，將訊號轉回時域，再將傳送端嵌入之零值音框移除，便可以得到增強語音信號。 

 

3.1 諧波頻譜偵測法諧波頻譜偵測法諧波頻譜偵測法諧波頻譜偵測法 

 本節將介紹母音音框的偵測方法，首先將受干擾語音透過低通濾波器來取得 50~500Hz基頻(fundamental frequency)範圍的低通信號 ，接著使用式(4)計算該低通信號的自相關函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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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其中：τ 是時間的偏移量，用以計算音高週期的位置。 由式(4)可以得知：當低通受干擾語音信號
)(nφ 作偏移相乘時，自相關函數的值會由高峰到低谷，再回到高峰處，而第二個高峰處即為擬尋找的音高週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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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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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F  (5) 由式(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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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

φ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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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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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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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強度變化函數則出現極小值，將兩個函數分別置於分子和分母(如式(6))，利用分子和分母成反比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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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以提高音高週期的鑑別度。 取得音高週期之後，代入式(7)，即可得到基頻

0F 的頻率估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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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其中：
0T 代表音高週期。 

 使用式(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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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微調基頻頻率位置到 *

0F [9]： 

BiasFFF 00

*

0 −=  (8) 其中： BiasF0 為
0F 與實際頻譜峰值的頻率偏差量，可由式(9)計算取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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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9) 其中： l表示母音音段索引；

it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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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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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適當修正偏差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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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可以從低頻到高頻之間，尋找強健的諧波頻譜，當頻率逐漸提高時，如果相鄰的諧波頻率變化量太大，表示諧波頻譜開始不穩定，因此就可以標示強健諧波頻譜的數量 r，亦即頻率在 )( *

0ωω kc 與
))1(( *

0ωω +kc 兩者之間變化劇烈時，就可以標示強健諧波頻譜的邊界，而 r的值為 k 的最大值， )( *

0ωω rc 即為最後一個強健諧波頻譜。具有足夠強健諧波的音框就是屬於母音音框，其表示式如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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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其中： )(mF v 為母音音框旗號； )(mr 為強健諧波頻譜數量； vδ 為母音音框的強健諧波頻譜數量門檻值。 在式(10)中，當一個音框具有足夠的強健諧波頻譜數量 vδ 時，則將該音框歸類為母音音框，並且將母音音框旗號 )(mF v 設為”1”；相對的，若某一音框不是母音音框，亦即強健諧波頻譜數量太少(低於 vδ )，則將母音音框旗號 )(mF v設為”0”。 

 

3.2 諧波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諧波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諧波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諧波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 

 雜訊峰值頻譜鎖定(Peak-spectrum-holding)法[5]，就是在沒有語音訊號的零值嵌入處估測雜訊頻譜強度，並且施予極大值鎖定，使得估測雜訊為實際背景雜訊的極大值，提升語音增強處理系統移除背景雜訊的效能。 雜訊峰值頻譜鎖定法是在零值嵌入處，偵測雜訊頻譜的峰值 ( )ω,max mN
，
並沿用到後續的音框中，如式(11)： 

( ) ( )ωω ,4,4ˆ
max ll NmN =+  (11) 其中： l ，m分別表示音段索引及在音段中的音框索引( 0-3)； ( )ω,max lN  表示零值音框嵌入處取得的受干擾語音訊號的峰值頻譜。 在雜訊估測過程中，我們將會鎖定雜訊峰值頻譜，如式(12)。雜訊峰值頻譜鎖定法在估測背景雜訊時，合理高估雜訊頻譜強度，讓語音增強處理時(如式(3))，可以有效的移除雜訊，但卻造成較嚴重的語音失真。為了更精準的追蹤雜訊頻譜的強度，本文所提出的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定法將考慮語音的特性。首先在零值音框嵌入處估測雜訊頻譜，並尋找母音音

框的強健諧波頻譜，做為更新雜訊峰值頻譜鎖定音段的參考依據，在有母音的音段中，即時更新零值音框嵌入處的雜訊估測值，避免峰值頻譜鎖定的機制高估雜訊，造成嚴重的語音失真；相對的，在沒有母音的區段中，藉由增加音段長度與峰值頻譜鎖定的方式，適當高估雜訊頻譜，確保語音增強處理時，可以有效移除背景雜訊，使增強後的語音聽起來更清晰。經由諧波頻譜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之雜訊頻譜估測值如式(13)。由式(13)可以得知：當零值音框嵌入處的語音音框不是母音時
( )2 4( +l

vF =0)，進行峰值頻譜鎖定；相對的，若零值音框嵌入處的語音音框是母音時
( )2 4( +l

vF =1)，則使用零值音框的頻譜強度
|],4[  N| ωl ，當做雜訊頻譜的估測值。 圖 3 為雜訊頻譜估測軌跡圖，由圖 3(a)可以看出：在白雜訊干擾的環境中，諧波頻譜特性調適之峰值頻譜鎖定法，在有母音存在的區段中，讓估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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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更多母音成分，確保增強語音的品質；而在沒有母音的區段中(尤其是靜音區段)，藉由增加音段長度，以較長的時間維持峰值頻譜鎖定方式，適當高估雜訊頻譜，讓語音增強處理時，可以有效移除背景雜訊，提高增強語音聽覺的舒適度。由圖 3(b)可以看出：強健諧波頻譜在靜音區段會因為雜訊干擾產生估測錯誤的情形，因此可以將式(10)的強健諧波頻譜數量門檻值 vδ 設為 10，確保偵測母音音框的正確性。 

4.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 在實驗中，我們使用中文女生語音訊號，加入 NOISEX_92 雜訊語料庫中的白色(white) 雜訊、F16 戰機座艙(F16-cockpit) 雜訊、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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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其中： vF 為母音音框旗號，其值如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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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圖圖 3雜訊頻譜估測軌跡圖雜訊頻譜估測軌跡圖雜訊頻譜估測軌跡圖雜訊頻譜估測軌跡圖；；；；(a)女音信號在白雜女音信號在白雜女音信號在白雜女音信號在白雜訊干擾的環境中訊干擾的環境中訊干擾的環境中訊干擾的環境中，，，，某一次頻帶某一次頻帶某一次頻帶某一次頻帶(次頻帶為次頻帶為次頻帶為次頻帶為 12)的的的的受干擾語音頻譜軌跡圖受干擾語音頻譜軌跡圖受干擾語音頻譜軌跡圖受干擾語音頻譜軌跡圖(藍色藍色藍色藍色)與雜訊頻譜估測與雜訊頻譜估測與雜訊頻譜估測與雜訊頻譜估測軌跡圖軌跡圖軌跡圖軌跡圖(黑色黑色黑色黑色)；；；；(b)強健諧波頻譜估測數量軌跡強健諧波頻譜估測數量軌跡強健諧波頻譜估測數量軌跡強健諧波頻譜估測數量軌跡圖圖圖圖。。。。 

  表表表表 1 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各種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各種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各種在各種不同雜訊的環境使用各種雜訊估雜訊估雜訊估雜訊估測測測測法的法的法的法的增強增強增強增強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語音訊雜比值改善度之之之之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比較表 

Noise type 

SNR Enhancement method 

(dB) 
ZP 

[6] 

FZP 

[8] 
Proposed 

 0 -9.84 -1.51 6.83 

white 5 -5.06 1.61 5.94 

 10 0.39 4.06 4.89 

 0 -4.64 -1.52 5.83 

F16 5 0.31 1.63 4.92 

 10 5.31 3.89 4.09 

 0 -3.21 -2.23 5.57 

factory 5 1.80 1.09 4.70 

 10 7.09 3.71 3.89 

 0 0.06 -0.72 7.18 

helicopter 5 5.11 2.14 6.34 

 10 9.97 4.07 5.29 

 0 -0.36 -1.60 4.60 

babble 5 4.61 1.42 4.76 

 10 9.57 3.61 2.91 

 0 18.98 -1.04 7.93 

car 5 23.95 1.79 7.68 

 10 29.20 3.98 7.22 

 

(factory)雜訊、汽車(car)雜訊、雞尾酒會之多重人聲 (babble)雜訊、直升機座艙 (helicopter- 

cockpit)雜訊，分別在 0 dB、5 dB及 10 dB 的雜訊干擾的環境下，測試各種演算法的效能，

我們也使用訊雜比值(SNR)改善度、語音波形圖及語音聲譜圖來評估增強語音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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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b)受白色雜受白色雜受白色雜受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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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零值使用零值使用零值使用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d)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e)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音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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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乾淨語音；；；；(b)受受受受 F16戰戰戰戰機機機機座艙雜訊干擾的語音座艙雜訊干擾的語音座艙雜訊干擾的語音座艙雜訊干擾的語音，，，，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 0 dB；；；；(c)使用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使用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使用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使用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d)使用零值音使用零值音使用零值音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框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框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框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e)使用本文方法增強使用本文方法增強使用本文方法增強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後的語音後的語音後的語音。。。。 

 使用各種雜訊估測演算法處理語音訊號在各種不同雜訊環境下的訊雜比改善度如表 1 所示，在表 1 中，ZP (zero padding)為零值嵌入法[6]，FZP (frame-zero padding)為零值音框嵌入法[8]：由表 1 可以看出：在汽車(car)雜訊干擾的部份，零值嵌入法的效果優於 FZP與本文所提出的方法，主要原因為零值嵌入法是藉由零值嵌入處的取樣點信號來估測語音中的雜訊的振幅，該方法在取樣點變化緩慢的雜訊中，前後兩個相鄰取樣點的雜訊振幅變化很小，所以使用前一個取樣點的振幅來估測目前取樣點的振幅，可以很準確的估計雜訊振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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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ime (Sec)  圖圖圖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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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白色雜受白色雜受白色雜受白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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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零值使用零值使用零值使用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d)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增強後的語音；；；；(e)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音音音。。。。 

 小，但是本文的方法可以大幅改善零值音框嵌入法的效能，主要原因就是合理高估雜訊頻譜強度，讓語音增強處理可以有效移除背景雜訊。而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在白(white)雜訊的干擾環境下，效能優於其他兩種方法；而且在較嚴重雜訊干擾的環境中(訊雜比值為 0 dB 與 5 dB) ，對於 F16 戰機座艙雜訊、工廠雜訊、直升機座艙雜訊、雞尾酒會之多重人聲雜訊環境下，訊雜比值改善度均優於零值嵌入法[6]與零值音框嵌入法[8]，因此可以證明本文提出的方法可以大幅改善零值音框嵌入法的效能，主要原因就是合理高估雜訊頻譜的強度，有效的移除

背景雜訊、降低殘留雜訊，讓增強語音聽起來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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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ime (Sec)  圖圖圖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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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受受受 F16 座座座座艙雜訊干擾的語音艙雜訊干擾的語音艙雜訊干擾的語音艙雜訊干擾的語音，，，，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訊雜比值為 0 dB；；；；(c)使用使用使用使用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零值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d)使用零值音框嵌使用零值音框嵌使用零值音框嵌使用零值音框嵌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入法增強後的語音入法增強後的語音；；；；(e)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使用本文方法增強後的語音語音語音語音。。。。 

 圖 4為受白色雜訊干擾的女生語音信號，訊雜比為 0 dB(如圖 4(b))，由圖 4(c)可以很明顯看出：零值嵌入法對於處理白雜訊干擾語音的效果不佳，甚至將雜訊的部份放大；而零值音框嵌入法(如圖 4(d))能將部份的雜訊抑制，效果優於零值嵌入法(如圖 4(c))；而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如圖 4(e))能有效抑制變化快速之白雜訊，尤其是在靜音的區段；相對的，在有語音的區段中，本文的方法使用諧波頻譜特性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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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雖然具備有效移除背景雜訊的能力，但是卻不會造成嚴重的語音失真，確保增強語音的品質。 圖 5為受 F16戰機駕駛艙雜訊干擾的女生語音信號，訊雜比為 0 dB(如圖 5(b))，由圖中可以看出：零值嵌入法(如圖 5(c))對於移除雜訊的效果優於零值音框嵌入法(如圖 5(d))，由其是靜音的區段；經由本文所提出的改善方法
(如圖 5(e))則可以有效的抑制 F16 戰機駕駛艙雜訊，有效改善零值音框嵌入法的雜訊移除效能。 圖 6(b)為受到白雜訊干擾的女生語音信號，訊雜比為 0 dB，聲譜圖顏色越暗表示聲音越大聲，由圖中可以明顯看出處理後的效果，零值嵌入法的聲譜圖(圖 6(c))中，背景雜訊所對應的顏色較暗，代表該方法不僅沒有抑制雜訊，反而讓雜訊量增加了，沒有移除雜訊的效果。零值音框嵌入法則能稍微抑制雜訊(如圖6(d))；而由圖 6(e)中可以看出，本文所提出方法之聲譜圖的雜訊部分顏色較淡，抑制雜訊效果優於前面兩種方法，證實本文提出的方法確實能有效移除背景雜訊，讓增強語語音聽起來較不吵雜；而且在母音的區段中，母音諧波頻譜保留完整，沒有過度刪除，因此沒有嚴重語音失真的情形。 圖 7為受 F16戰機駕駛艙雜訊干擾的女生語音信號，訊雜比為 0 dB，由圖 7(e)可以明顯看出本文方法處理後的效果，靜音區段的顏色較淡，抑制雜訊的效果明顯優於零值嵌入法(圖
7(c))與零值音框嵌入法(圖 7(d))，使得增強後的語音聽起來比較清晰，而且不吵雜。 

5.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研究主要貢獻為改善零值音框嵌入法中估測雜訊的效能，藉由在零值音框嵌入處估測雜訊頻譜，然後加入諧波特性調適峰值頻譜鎖定法來估測語音區段的雜訊頻譜強度，提升零值音框嵌入法的估測準確度。在沒有母音的區段中，藉由增加音段長度與峰值頻譜鎖定的方式，適當高估雜訊頻譜，讓語音增強處理時，可以有效移除背景雜訊；相對的，在有母音的音段中，即時更新零值音框嵌入處的雜訊估測值，避免峰值頻譜鎖定的機制高估雜訊，在語音增強處理後，造成嚴重的語音失真。經由實驗結果證實：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可以大幅改善零值音框嵌入法的雜訊估測效能，尤其是在較嚴重雜訊干擾的環境中(訊雜比值低於 5 dB)，效能更是優越。在增強語音的靜音區段中，可

以有效的降低殘留雜訊；而在有語音的區段中，因為雜訊沒有過度高估，因此增強語音不會出現嚴重的語音失真，讓增強語音聽起來更清晰與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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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五像素配對差異擴張技術之資訊隱藏方法 

 

摘要 

 
Avinash及 Madhuri學者於2015年提出一

個以像素差異擴張法為基礎的資訊隱藏技術，

作者將影像切割成 2×3 大小且不重疊的區塊，

以中間像素作為基礎像素，並與其他相鄰的 5

個像素進行差值運算，結合 LSB位元取代法進

行機密訊息的嵌入。兩位學者的方法之中，固

定使用 2×3 大小的區塊進行機密訊息的嵌入，

以至於藏量受到限制。因此，本論文調整其區

塊大小以提高其藏量，並且能有效的保持其影

像品質。實驗結果顯示將影像區塊大小改為

2×2，藏量效果能優於兩位學者的方法。 

關鍵詞：資訊隱藏、像素差異擴張法、最低位

元取代藏入法。 

 

Abstract 
 

In 2015, Avinash and Madhuri proposed a 

Five Pixel Pair Differencing and LSB 

Substitution (FPPD) hiding scheme to 

improve pixel-value differencing technique. 

In their scheme a cover image is divided into 

several non-overlapping blocks sized 2×3 

pixels. Center pixel in each block is a basic 

pixel and used to compute differences with 

other five pixels. The differences are used to 

conceal the secret message by using pixel 

value differencing hiding method. In their 

scheme, the embedding capacity is limited by 

the size of the block. Thus, in this paper, we 

readjust the size of the block to increase the 

embedding capacity and keep image quality 

of the stego-imag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embedding capaci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Avinash and Madhuri’s scheme 

especially with block size 2×2. 

Keywords: Data hiding, Least-significant-bit 

substitution, Pixel value differencing. 

 

1. 前言 
隨著網路科技的蓬勃發展，許多人使用網際

網路進行資料的傳遞及交換，使得數位資料在

網路的空間裡被廣泛的散佈及應用。然而在網

路上進行資料的傳輸是不安全的，資料有可能

被不法的第三者竊取並恣意竄改或破壞。因此，

為了確保機密資料傳遞的安全性，學者發展出

資訊隱藏的概念，將機密資料嵌入於多媒體中，

例如:影像、聲音、文字等等，進而產生出偽裝

媒體，以偽裝媒體進行傳遞，來躲避不法第三

者的攻擊，將機密資料安全地傳送出去。 

資訊隱藏依其偽裝影像是否可以還原成原

始影像可分為可逆式與不可逆式兩種方法，當

嵌入的機密資料取出後，可以恢復至原始的影

像狀態，即為可逆式的資訊隱藏技(Reversible 

Data Hiding Techniques)；相反的，不可恢復至

原始影像狀態者，即為不可逆式的資訊隱藏技

術(Irreversible Data Hiding Techniques)。 

此外，資訊隱藏技術依照其處理方式的不同，

分為空間域、頻率域與壓縮域這三種方式。空

間域為最常見的隱藏方式，直接在原始媒體的

像素上進行嵌入動作，像是差異擴張法[10]，

該方法是將相鄰像素間進行差值的擴張，並將

機密資料嵌入於差值之中；另外一種最為廣泛

應用的方法為直方圖位移法，Ni 學者於 2006

首先提出此方法[7]，該方法是將影像的像素進

行統計並產生直方圖，從中找到出現頻率最高

(峰值點)及頻率最低(零值點)的像素值，進行像

素值的修改達到隱藏的效果。 

頻率域的嵌入方式是將空間域的像素透過

轉換公式，將其轉換成頻率域係數，並將機密

資料嵌入於頻率係數中。在壓縮域的技術，則

是根據區塊特性來採取不同的編碼策略，較平

滑的區塊利用該區塊平均值來編碼，較複雜的

區塊使用查表來編碼；Lema 與 Mitchell 於 

1984 年提出的動量絕對值區塊截短編碼

（Absolute Moment BTC, AMBTC）[5]，針對

位元圖的取樣來進行編碼，以原有的 16 位元

的位元圖（區塊大小為 4 4）取其中 8 個位元

當作樣本做編碼，位元圖以類似向量量化

（Vector Quantization, VQ）[4, 6, 8] 的編碼簿

（Codebook）的概念，找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位

元圖來編碼，並將機密資料嵌入其中。 

呂慈純 呂侑靜 

朝陽科技大學副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研究生 

tclu@cyut.edu.tw yuching1120@gmail.com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560



空間域的資訊隱藏技術為大多數研究學者，

研究的目標，因此，有大量的空間域資訊隱藏

技術被提出，例如 Wu 及 Tsai 所提出的像素差

異擴張法 （Pixel Value Differencing, PVD）[12]

為空間域著名的研究技術之一，有許多的專家

學者以該方法為基礎提出了許多不同的改良

方法。如 2015年，Tyagi等學者提出一個以像

素差異擴張法為基礎的資訊隱藏技術(Pixel 

Value Differencing and Pixel Value Sum, 

PVS)[11]，作者將影像切割成 2 2大小且不重

疊的區塊，並將兩個連續的像素進行運算，取

得兩像素之總和，接著利用這兩像素總和的特

徵，使用不同的演算步驟將機密訊息嵌入；如

果像素總和小於 255，則使用原始 PVD方法進

行機密訊息的嵌入，反之，像素總和大於 255，

將像素修正後再進行嵌入的動作。除此之外，

還有許多學者將影像切割成不同的區塊大小，

來提高藏量[6] [8]，並根據每個區塊的影像特

性，結合不同的技術進行嵌入。如果該區塊位

於影像的平滑區可以結合最低位元取代 

(Least Significant Bit Replacement, LSB)技術 

[9] [13]。然而 PVD 技術，很容易被第三者竊

取出機密訊息，為了躲避不法第三者的攻擊，

因此，有學者利用隨機產生的序列作為金鑰，

以加密的方式進行嵌入，藉此提高資訊隱藏技

術的安全性[2] [4]。 

2015年，Avinash 及 Madhuri學者提出一個

以 PVD 為基礎的五像素配對差異擴張技術
(Five Pixel Pair Differencing and LSB 

Substitution, FPPD)[3]，作者將影像切割成 2 3

大小且不重疊的區塊，接著以中間像素作為基

礎像素，與其他相鄰的 5個像素進行差值運算，

作者結合最低位元取代技術（Least Significant 

Bit, LSB）進行機密訊息的嵌入。兩位學者的

方法之中，固定使用 2 3 大小的區塊進行機密

訊息的嵌入，以至於藏量受到限制。 

因此，本論文改良 FPPD技術，修改其原始

方法的區塊大小，分析不同區塊大小，例如 1 3、

2 2和 3 3三種區塊大小，其藏入效能，藉以

觀察影像位於不同區塊的變化，並根據影像的

特性，歸納出區塊的分割方法。 

本研究架構如下，第二章為文獻探討，詳細

介紹像素差異擴張技術（第 2.1節）、LSB最低

位元取代技術（第 2.2節）以及 FFPD（第 2.3

節）；第三章將說明本研究的嵌入、取出流程

與範例；第四章將會探討實驗結果；第五章將

對研究進行結論與分析。 

2. 文獻探討 

2.1 像 素 差 異 擴 張 法 (Pixel Value 

Differencing, PVD) 

 
Wu 及 Tsai 學者於 2003 年提出像素差異

擴張方法 (Pixel Value Differencing, PVD) [12]，

該方法是將兩個相鄰的像素視為一個區塊，將

影像分成多組 1 2不重疊的區塊，接著利用公

式(1)計算該區塊的像素差異值  ，誤差值越大

代表該區塊越趨近邊緣區域或複雜區域；反之，

誤差值越小代表該區塊趨近平滑區域。 

                                    (1) 

接著依照誤差值  所對應到區間量表(如

圖 1)，決定像素可嵌入的機密訊息位元數。區

間量表根據誤差值大小分為六個區間，每一個

區間都有其對應的上界  與下界  ，利用上下

界的值求得對應的藏量。 

[0,7] [8,15] [16,31] [32,63] [64,127] [128,255] 

     
   

     
   

      
   

      
   

      
   

       
   

R1 R2 R3 R4 R5 R6 

圖 1 誤差值與藏量區間量表 

例如，區塊誤差值為   9 [8,15]，對應

到 R2 的區間，透過公式(2)計算其藏量，表示

該區塊可以嵌入 3個位元的機密訊息。接著從

機密訊息取出 k個位元進行嵌入，並將機密訊

息轉換成十進制表示得到機密符號  。將  加

上對應區間的下界值  ，即可得修正的新誤差

值  
       。為了將機密訊息適當的分配在

該區塊的兩個像素中，作者利用公式(3)，將像

素值進行修正，如此一來，嵌入機密訊息前的

像素值，與嵌入機密訊息後的像素值，差異會

最小，其中 z       
  。 

k=                      (2) 

    
       

   

 
  
 

  
       

 

 
         

 

 
                        

     

      
 

 
         

 

 
                        

     

      
 

 
         

 

 
                        

     

      
 

 
         

 

 
                        

     

               (3) 

取出機密訊息時，先求出偽裝影像區塊中

的像素誤差值  
 並與區間量表進行對照，找尋

其對應的區間，利用  
 減去相對應的區間下界

值  ，即可取得十進位制的機密訊息，最後，

將機密訊息轉為二進制，即完成取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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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最低位元取代法(Least Significant Bit 

Replacement) 

 

Chan 等學者於 2004 所提出的 LSB 最

低位元取代法[1]是空間域裡著名的不可逆

式資訊隱藏技術，將機密訊息嵌入於影像

最不重要的位元之中，而此位元的改變對

像素的影響並不大，藉此達到資訊隱藏的

目的，其優點是擁有很高的藏量且低失

真。 

將機密訊息嵌入在像素值最後的 t 個

位元，t可依照需要藏入的位元數自行調整，

當然藏入的位元數越多，影像品質也會跟

著降低。在進行嵌入的過程中，像素值與

機密訊息都以二進制的方式表示，根據機

密訊息的長度直接在原始像素值做取代的

動作，以完成嵌入流程。以像素值

       為例，首先，將像素值轉為二進

制     (10011000)2，並藏入 3位元的機密

訊息為(011)2，機密訊息嵌入後得到偽裝像

素值為   
  (10011011)2 155。 

取出流程，只需要將偽裝影像轉為二進

制後，再根據該像素值所嵌入的機密訊息

位元數n進行取出，即可取出得機密訊息。 

 

2.3 五像素配對差異擴張技術（Five Pixel 

Pair Differencing and LSB 

Substitution, FPPD) 
 

Avinash及 Madhuri學者於 2015年提出五

像素配對差異擴張技術及 LSB 取代法（Five 

Pixel Pair Differencing and LSB Substitution, 

FPPD) [3]，該方法是將影像分成多組 2 3不重

疊的區塊，圖 2為在 2 3 大小的區塊像素排列

的情形。 

            

P(x,y) P(x,y+1) P(x,y+2) 

            
P(x+1,y) P(x+1,y+1) P(x+1,y+2) 

圖 2 像素分布(2 3區塊) 

其中(x, y)為像素的位置。以   作為基礎

像素(Common Pixel)，並以 LSB位元取代法嵌

入 3位元的機密訊息，其他剩餘的五個像素與

基 礎 像 素 兩 兩 為 一 組 分 別 組 成

         、         、         、          

、         ，共五組像素配對，以 Wu 和 Tsai 

學者的 PVD 方法為基礎，計算每一組像素對

的誤差值    ，接著依照所得之誤差值對應 Wu

和 Tsai 學者的區間量表(如圖 1)，找出該組像

素對嵌入的位元數  ，為了避免機密訊息嵌入

量的懸殊且必須維持影像品質，因此，將機密

訊息平均分配至每一個像素，利用公式(4)計算

該區塊的平均藏量。 

     
   

 
                             (4) 

公式(4)所得之平均藏量，透過公式(5)修改誤差

值得到   ，並計算原始誤差值  與修改後的誤

差值   的位移量。修改及計算位移量公式如下： 

                                     (5) 

              .                     (6)        

再以新誤差值對應 Wu 和 Tsai 學者的區間量

表(如圖 1)，來決定該組像素的嵌入的位元數，

找出該區間的下界值  ，並由機密訊息串列中

取出與該區間相同的機密訊息位元數，透過公

式(7)將轉為十進制的機密符號  嵌入。 

  
   

                            
                         

        (7) 

為了找出與原始像素最為相近的偽裝像素值，

作者透過公式(8)，計算新的誤差值  
 與原始的

誤差值  兩者之間的差異  ，利用  的絕對值

選擇出最小的誤差值，以該誤差值的原始像素

作為基準，再利用這個基準像素與其他像素利

用公式(9)做修正，以保持每一個像素修改後的

誤差值區間會與修改前是一致的。其中  為已

經藏入 3位元機密訊息的基礎像素，   為原始

像素。 

     
                (8) 

(  
    

        
 

 
      

 

 
  .          (9) 

接著將像素進行修正，以基準像素  
 與嵌入 3

位元機密訊息的基礎像素做誤差值的運算，將

剩餘的 5個像素減去該誤差值，即可得到偽裝

影像，完成嵌入流程。 

取出機密訊息時，先將    基礎像素轉為二

進制，取出最後 3位元的機密訊息。為了尋找

該區塊的平均藏量，因此，將基礎像素與剩餘

的 5個像素進行誤差值的運算，再對照區間量

表(圖 1)，找尋位於該區間之像素所對應的藏量

  ，並利用公式(4)，計算出其平均藏量，接著

透過公式(5)，計算出其修改後的誤差值   。 

根據取得的誤差值   對照 Wu 及 Tsai 學

者的區間量表(如圖 1)，可以取得該對像素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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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區間能藏入及區間的下界值  ，利用(10)取出

機密訊息，並轉為二進制，即完成取出流程。 

                                   (10) 

 

3. 研究方法 
Avinash及 Madhuri學者的 FPPD方法藏入

區塊大小固定為 2 3，再以中間像素作為基礎

像素與其他像素進行 PVD 運算，將機密訊息

藏入差異值中。該方法能有效將訊息藏入任二

組差異值中，然而，像素配對的差異值是影響

藏入效能很重要因素。以複雜影像而言，像素

間的差異值會很大，雖然差異大代表所能藏入

的機密位元數較大，但相對的影像差異也會跟

著變大，導致影像品質變差。因此，本論文擬

改變 FPPD 的區塊大小，利用不同區塊大小，

找出符合影像特徵的最佳藏入設定。本研究將

影像切割成不重疊的 1 3、2 2、3 3 區塊，

根據不同的區塊大小及不同的影像特性進行

分析，觀察其藏量及影像品質的變化。以下將

以2 2的區塊大小為範例並詳細說明嵌入及取

出流程。 

3.1 嵌入階段 

 
首先將影像切割成   不重疊的區塊，

本研究的區塊切割方式有三種，分別為 1 3、

2 2和 3 3，區塊示意圖如圖 3。所示。 

    
P(x,y) 

    
P(x,y+1) 

    
P(x,y+2) 

(a) 1 3區塊 

    
P(x,y) 

    
P(x,y+1) 

    
P(x+1,y) 

    
P(x+1,y+1) 

(b) 2 2區塊 

    
P(x,y) 

    
P(x,y+1) 

    
P(x,y+2) 

    
P(x+1,y) 

    
P(x+1,y+1) 

    
P(x+1,y+2) 

(c) 2 3區塊 

圖 3不同區塊大小像素分布 

 

以圖 4 區塊大小 2 2 為例，    且

   )，每一個 2 2 的區塊由 4 個像素

   、   、   、   共同組成，其中(x, y)為像

素的位置。 

 

86 150 

53 156 

圖 4像素範例 

 

    所有區塊皆以   作為基礎像素(Common 

Pixel)，先使用 LSB 位元取代法，將 3 個位元

的機密訊息藏入到基礎像素中。以像素值

       為例，假設機密訊息為      ；嵌入

後的基礎像素更改為          ，將剩餘的

三個像素，分別與基礎像素      ，組成以下

三組像素對： 

                      

                      

                        

利用每一組像素對的誤差值，來決定藏量；計

算方法為像素值減去      ，產生三組像素的

誤差值  ，分別為                 

       、                     

   、                       ，根

據其誤差值對照 Wu 和 Tsai 學者的區間量表

(如圖 1)，利用公式(2)計算出該區間的藏量  ，

為了將機密訊息平均的分攤到每一個像素上；

因此，透過公式(11)計算該區塊的平均藏量 

     
   

 
 .                         (11) 

接著利用平均藏量   修正每個像素配對的差

異值，即利用公式(5)分別計算修改後的誤差值

   。延續上述的例子，    、     、    

  則     
   

 
   ，利用   修正差異值得到

                             、

      和     。 

    接著利用公式(6)計算原始誤差值  與修

改後的誤差值   的位移量，依照所得之新誤差

值     ，對照Wu 及 Tsai 學者的區間量表(如圖

1)，來決定該組像素的嵌入的位元數，找出該

區間的下界值  ，並由機密訊息串列中取出與

該區間相同的機密訊息位元數，接著計算原始

差異和新差異間的距離              ，再

透過公式(7)將轉為十進制的機密訊息  嵌入。 

    上例中       其藏入量為    ，假設

對應的機密訊息為          = 6；       

其藏入量為     ，對應的機密訊息為

           ；       其藏入量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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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的機密訊息為           。接著計算

原始差異和新差異間的距離         

             、                

       、                    。

再透過公式(7)將轉為十進制的機密訊息  嵌

入，如原始誤差值為負數，利用公式(7)須加上

負號，以維持其原始的區間的誤差值，因此，

可以利用其修正後的誤差值及區間下界值，算

出嵌入機密訊息後的像素值分別為   
  

                          、

  
                         

   、  
                     。 

為了找出一個與原始像素最為相近的偽

裝像素值，透過公式(8)，計算新的誤差值  
 與

原始的誤差值  兩者之間的差異  ，分別為

     
                 、

     
                  、

     
           。根據  計算每個

像素配對修正後的數值為何，其中      為嵌

入 3位元機密訊息的基礎像素，   為原始像素

值，計算過程如下：  

(                  
  

 
       

  

 
  .   (12) 

接續上面的例子， 

         
  

 
     ,         

  

 
  

  ； 

         
  

 
     ,         

  

 
  

  ； 

         
  

 
     ,          

  

 
  

   。 

    上面的步驟是計算任一配對與基礎像素

      進行藏入位移時，基礎像素需移動到那

一個地方，   、   和   即是候選像素值。

為了讓基礎像素移動量最小，選一個移動量最

小的   做為標的。  是造成      移動的因素，

因此，最小的  就會是最小的   。利用最小

的誤差值                          ，以

該誤差值的對應的   數值作為標的     以

修正其他像素。 

    上例中，                        =3，

其中  的值最小，因此以  對應的       

數值作為標的      =152 修正其他像素。修正

公式如下：   

                    .   (13) 

修正後像素為                  , 

                  ,         
           。 

    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將機密訊息分別

藏入到所有像素配對中，但是     =152 與 

      =151 不相等，若直接以     取代      

則無法從中取出原先藏入的 3 個 LSB位元。因

此，要利用     與      的差異，再對其他像

素   進行微調，微調公式如下：  

                         .  (14) 

微調後像素為                   

  ,                      , 
                      ，即可得到偽

裝影像，如圖 5。所示，完成嵌入流程。 

81 151 

50 151 

圖 5偽裝像素範例 

 

3.2 取出流程 

 
在嵌入階段是利用像素的誤差值決定該組

像素對的藏量；因此，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特性

取出相對應的機密訊息。首先，先將影像分成

多組   大小的區塊，利用其他鄰近的像素

與基礎像素   進行相減，得到誤差值，再從

誤差值中取出機密訊息。 

延續上面圖 5的例子，   =   ，基礎

像素      =151，鄰近像素分別為    =81、

    =50、    =151，分別計算      與      誤

差為           70、     與      誤差

為           101、      與      誤差

為           0。根據誤差值的絕對值來

對照 Wu 及 Tsai 學者的區間量表(如圖 1)，可

以得知     位於 R5區間藏量為 6 位元、      

位於 R5區間藏量為 6 位元、     位於 R1區間

藏量為 3位元。 

透 過 公 式 (11) 計 算 其 平 均 藏 量 為

     
       

 
  = 5 位元，利用公式(5)修正差

異值得到                           

  、       和     。以修正後誤差值   來

對照 Wu 和 Tsai 學者的區間量表(如圖 1)，可

以取得該像素的藏入量及區間的下界值  ，透

過公式(10)取出機密訊息並將其轉為二進制，

機密訊息分別為                  、

                  、          

        。基礎像素      利用 LSB 取代法

將機密訊息嵌入，因此，只需要將基礎像素

          轉 為 二 進 制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564



                  ，並取出 3 位元的機密

訊息為 111。根據以上步驟，即可從偽裝影像

依序將每一個區塊的機密訊息依序取出。 

 

4. 實驗結果 

 
本研究與 2015 年 FPPD 方法進行比較，利

用六張 512×512大小的灰階影像進行測試，測

試影像如圖 6所示。 

  
Lena Baboon 

  
Jet Sailboat 

  
Peppers Zelda 

圖 6實驗測試影像 

本論文利用高峰影像信號雜訊比（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針對原始影像和

偽裝影像之間的差異進行評估。PSNR 公式如

下所示：   

              
    

 

   
         

        
 
   

 
   

 (15)

 (1) 

其中    為影像大小，      
 和       分別為

偽裝影像和原始影像的像素值。兩張影像之間

的差異越小，代表影像品質較好，PSNR 則越

高；反之，兩張影像之間差異越大，代表影像

品質較差，PSNR值越低。 

為了評估所提出方法的嵌入能力，利用每

一個像素能嵌入位元數(Bits Per Pixel, bpp)評

估偽裝影像的藏量。bpp公式如下所示：    

    
        

   
                        (16) (2) 

其中 Capacity 為偽裝影像的總藏入量。當 bpp

越大，代表藏入能力較好；反之，而 bpp越小，

代表藏入能力較差。 

 表 1 為所提的方法在不同的區塊大小下，

影像品質與總藏量之比較，本研究分別實驗了

1 3、2 2、3 3三種區塊大小。從表 3中可以

發現當區塊設為 2 2的區塊大小時，6張影像

的 bpp 值皆高於 3 bpp以上，區塊大小 2 2 其

單位藏量較設為其他區塊大小來得高，且影像

品質落在 37-38 db 左右。相較於 Avinash 及 

Madhuri 學者使用了 2 3 區塊大小，本論文所

提的方法，在 1 3及 2 2區塊都藏量都明顯比

原始的 2 3區塊來得高，且 PSNR都高於 37 db

以上。 

 經實驗結果發現，2 2區塊其藏入量較高，

不管是使用較平滑或是複雜的影像，其單位藏

量都大於 3 bpp以上；因此，如需要嵌入大量

的機密訊息或影像為複雜影像時，建議可以使

用 2 2區塊來進行嵌入。 

表 1 不同區塊大小下之單位藏量與影像品質

比較表 

區塊大小 Lena Baboon Jet Sailboat Peppers Zelda 

1 3 
PSNR 38.569 37.819 38.596 37.935 38.004 37.997 

BPP 2.9911 3.0013 2.9920 2.9940 2.9909 2.9893 

2 2 
PSNR 38.050 37.584 38.014 37.914 38.004 37.930 

BPP 3.0021 3.0281 3.0070 3.0072 3.0037 3.0025 

2 3 
PSNR 38.094 37.770 38.105 37.982 38.033 38.056 

BPP 2.9896 3.0049 2.9906 2.9923 2.9901 2.9896 

3 3 PSNR 38.099 37.858 38.153 38.028 38.082 38.004 

BPP 2.9774 2.9893 2.9782 2.9786 2.9778 2.9780 

 

5. 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論文改良Avinash及 Madhuri學者於 2015

年所提出的 FPPD方法，所提的方法透過設置

區塊大小控制其藏入量以及影像品質，嵌入方

法是利用每一組像素對的誤差值，對照 Wu 和

Tsai 學者的區間量表，來決定該組像素對的藏

量；因此，在複雜或是邊緣區的影像部分，使

用2 2區塊進行嵌入，其藏入的效果會比較好。

在較平滑的影像部分，可以使用 1 3區塊進行

嵌入，其藏入的效果會比原始 2 3區塊效果較

來得好。 

未來工作主要是以利用影像的特性去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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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的切割的大小，從實驗結果我們可以發現，

複雜區或邊緣區其藏入量較高；因此，位於複

雜區及邊緣區的影像，我們可以將影像分割為

2 2的區塊進行嵌入，平滑區域則利用 1 3的

區塊進行嵌入，以達到最佳的藏量，並維持其

影像品質。未來將利用分析影像特性的方法，

自動切割影像成不一樣的區塊大小進行嵌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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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vehicular wireless networks, network 

coding enhances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However, the major methods of 

packet transmission in vehicular networks do not 

consider the impact of network coding on 

routing protocols. Moreover, selfish behavior 

can result in serious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Therefore, we propose Credit-based Routing 

using Game-theoretical Approaches (CBRGA) 

against the selfish behavior in Vehicular 

Wireless Networks. CBRGA builds a forwarding 

game. In this game, every node has its trust 

value. Based on the trust value, nodes request 

other nodes to forward packets. Moreover, we 

utilize the coding rate, loading, and trust value 

as a cost function to select the routing paths. 

Finally,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BRGA 

can enforce cooperation among nodes. 

Keywords ：  Vehicular wireless networks, 

Credit based routing, Game theory 

摘要 

 在車載無線網路環境下，採用網路編碼

的機制能夠有效增加信息傳送的效率，然而，

目前主要的路由選擇機制並未考慮網路編碼

對路由造成的影響，除此之外，自私行為也會

嚴重影響整體表現，因此本文提出車載無線網

路中應用賽局理論之信用基礎路由，運用賽局

理論建立一個傳輸賽局，此賽局中，所有節點

擁有一個信任值，由此信任值決定如何傳輸。

並且我們結合編碼機會、負載及信任值作為成

本函數來選擇路由。最後，模擬結果顯示，本

方法能鼓勵節點之間趨於合作。 

關鍵字：車載無線網路,信用基礎路由,賽局理

論 

1. INTRODUCTION 

 Network coding is an efficient packe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to increas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for wireless networks. However, 

network coding [1] might be unsuitable for 

low-power wireless sensors due to the high 

power consumption. In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s (VANETs), every vehicle is equipped 

with a power generator. Therefore, network 

coding is able to enhanc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without considering 

power consumption in VANE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major routing protocols (ex. AODV) [2] 

in VANETs do not take advantage of network 

coding. When selfish nodes are requested to 

forward a packet, they may not send packets for 

other nodes to maximize their utility. Selfish 

behaviors can result in serious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propose Credit-based Routing using 

Game-theoretical Approaches (CBRGA). Game 

Theory is a study of mathematical model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intelligent 

rational decision-makers. We design a 

forwarding game to analyze the behaviors and 

strategies of the network nodes. In this game, 

every node has a trust value according to its 

behavior. A node will request other node to 

forward a packet based on the trust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when a node is requested to forward 

a packet, the probability of packet transmission 

is based on the trust value of source. First,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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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 a threshold of the trust value. 

Furthermore, nodes will reject to help a node 

which has a trust value under the threshold to 

forward packets. Therefore, selfish nodes may 

pay more cost for their selfish behavior. We 

utilize the coding rate, loading, and trust value 

as a cost function. We use the cost function to 

calculate the cost for each routing path. A path 

with a lower cost has a higher probability to be 

selected. We designed and performed a 

simulation using Network Simulator 2 (NS2).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CBRGA can 

not only encourage cooperation between nodes 

but also increase the chance of network coding. 

2. RELATED WORK 

2.1 AODV route discovery 

When a node wishes to send a packet to 

some destination, it will check its routing ta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has a current route to the 

destination or not. If a route exists, source will 

forward the packet to that route; if no routes 

exist, it will initiate a route discovery process. 

AODV route discovery is based on forwarding 

route request (RREQ) and responding route 

reply (RREP). Source node forwards RREQ 

packets to its neighbor via flooding, each node 

receiving RREQ will set up a reverse route and 

forwards RREQ to its neighbors before arrival to 

the destination. After receiving RREQ, the 

destination node will send route reply (RREP) 

from the reverse route. An intermediate node 

may also send RREP if it knows a more recent 

path than the one previously known to source 

node. A node may receive multiple RREP from 

more than one neighbor. The node will forward 

the first RREP it had received. If it gets another 

RREP, it will only forward the RREP that has 

largest destination sequence number or a smaller 

hop counts. Source can begin data transmission 

upon receiving the first RREP. 

2.2 Game theory 

Game theory is a study of mathematical 

model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intelligent rational decision-makers. Game 

theory applies to a wide range of behavioral 

relations, for example,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sychology, computer science, and 

biology. There have been many propose for 

wireless networks [3]-[7]. A regular game 

contains player, strategy, and utility. Players 

always select a strategy not only selfish but also 

rationality. All participants will consider other 

participants’ possible decision, and try to 

maximize their utility as far as possible. Game 

theory provides a mathematical model to 

analyze the behaviors and strategies between 

Players. 

2.2.1 Game Theory base Load-Balancing 

Routing with Cooperation stimulation 

(GBLBR) [3] 

GBLBR is presented for delay sensitive 

service in wireless Ad hoc networks. The service 

has strict requirements for delay that must not 

exceed the value of the limit. The traditional 

routing protocols establish routes according to 

the shortest hop-counts. Therefore, large 

numbers of packets were concentrated in certain 

nodes. It may lead to serious delay problems.  

GBLBR still select a route on the basis of 

the shortest hop-counts. The difference is that 

GBLBR will select multiple paths and calculate 

the delay utility function for every possible path. 

The flow for each path will be allocated 

according to the utility function and load 

capability of different paths. Therefore, GBLBR 

can minimize the average delay for each packet. 

GBLBR’s another key point is Cooperation 

Stimulation. Cooperation Stimulation strategy is 

introduced to enforce cooperation among nodes. 

It presents a new parameter γ, where γ is equal 

to Ndelivery / Nrequest. Nrequest stands for the 

total number of packets requested for sending by 

the neighbor nodes, while Ndelivery represents 

the actual number of packets forwarded by the 

node. Higher γ represents that the node is more 

cooperating. When the source node chooses the 

next hop node, it will consider both the next hop 

node’s service rate and γ. On the other hand, 

when a node has a packet to send, its neighbor 

nodes will checking its γ and forward its packet 

with probability γ. That will actually induce a 

lager packet delay for a selfish node. On the 

basis of Game Theory, the selfish node will 

change its scheme to obtain better service after a 

certain time.  

2.2.2 Attack and Flee: 

Game-Theory-Based Analysis on 

Interactions among Nodes in MANETs [5]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resent that there 

are malicious nodes exists in MA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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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icious nodes attack other regular nodes, 

make regular nodes to waste resources, and 

interfere with operation of the whole network 

to get its own benefit. Moreover, malicious 

nodes are able to flee to a new location after an 

attack.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s 

interactions among regular nodes and malicious 

nodes in MANETs. The authors observe the 

node’s utility changes with different strategies. 

The authors propose a dynamic Bayesian game. 

In this game, regular nodes will change their 

beliefs according to opponents’ behavior, and 

malicious nodes will assess their risk of being 

caught to decide whether to fle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sts and benefits between the 

nodes of different action to find out the best 

strategy for every node. Furthermore, this 

paper not only analyzes the utility of regular 

nodes, but also analyzes the utility of malicious 

nodes. It is found that malicious nodes always 

maintain advantage strategies because of the 

flee strategy. Therefore, the author proposed 

several methods to prevent malicious nodes to 

escape.  

3. Credit-based Routing using gam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3.1 Route selection 

Network coding is a kind of technique that 

relay node encodes more than one packet at a 

time to reduce the overall transmission times. 

Therefore, network coding is able to enhanc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In a 

forwarding game, every participant will 

maximize their utility as far as possible. For that 

reason, if a relay node is willing to help other 

node forwarding packets, it will be willing to 

apply network coding. Consequently, our 

purpose is to encourage cooperation between 

nodes which select the path with the highest 

coding opportunity. 

If a node wants to decode a packet that is 

encoded by n packets, it needs to have other n-1 

packets of earlier received packets. As a result, 

when a node which has more packets that were 

earlier received, it may have higher opportunity 

to take advantage of network coding. However, 

these nodes may have higher loading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to avoid 

selecting a node which is a selfish node because 

the selfish behavior can result in serious 

performance. We utilize the number of earlier 

received packets, loading and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selfish node as a cost function. A node will 

establish routing path according to the cost 

function. A path has higher cost with lower 

probability to be selected. 

3.1.1 Modification of AODV RREP  

 We modify the packet format of the AODV 

routing protocol, and add three extra parameters 

(Distrust, Loading, Packets) in route reply 

packets. All three parameters’ maximum value is 

normalized to 1, and the minimum value is 0. 

The value above 1 is set to 1, while the value 

under 0 is set to 0. Distrust value is referring to 

as Distrust. Loading value is the percentage in 

the waiting queue. Packets value is refer to the 

number of earlier received packets, if there is 

one packet, the value will set to 0.1. If there are 

ten or more packets, the value will set to 1.  

When a relay node receives a RREP packet 

in the traditional AODV, it will compare its 

sequence number and RREP’s sequence number 

first. If RREP’s sequence number is higher than 

the earlier received one, it represents a new route 

discovery. The node will update the route and 

forward the RREP. If RREP’s sequence number 

is equal to its sequence number, then it compares 

the hop-counts value. If RREP’s hop-counts 

value is lower, it represents that this is a shorter 

route. Then, the node will update the route and 

forward the RREP. In other cases, the node will 

drop the packet. Relay node still compares the 

sequence numbers first in our method. However, 

if the sequence number is the same, it will 

compare the cost of path in its route table and 

RREP's route. The cost is calculated by the cost 

function. If the cost of RREP's route is lower, 

relay node will update the route table and 

forward the packet. After source node receives 

the RREP, it will start a ten millisecond timer. 

Before the timer expired, source node records all 

routes from the received RREP. Source node sets 

up a route with the probability which is equal to 

the proportion of every route's cost. The 

remainder routes are saved as backup routes. 

3.1.2 Cost calculation and route selection 

 When relay node receives RREP, and the 

sequence number is equal to itself, it needs to 

compare the cost of route in the route table and 

the cost of path in RREP, and then forward the 

lower one. We propose a cost functio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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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s the number of earlier received packets 

(Packets), loading of node (Loading) and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selfish node (Distrust) as a 

cost function. Lower loading value and Distrust 

value is better than a higher one. Note that, 

Packets value is a positive integer. Therefore, we 

need to normalize Packets value. We set nodes 

preserve at most ten packets which were earlier 

received. Nodes will drop the oldest packet 

every 100 milliseconds or when received a new 

packet but the queue is full. 

Cost = WA * Packets + WB * Loading + WC * 

Distrust,where WA + WB + WC = 1 

In the cost function, WA, WB and WC 

represent the proportion of Trust, Loading, and 

Packets, respectively. We can modify the weigh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he default 

values of all weight were one third. If there have 

more than one route, node will set up a route 

with the probability which is equal to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costs of every route. The 

remainder routes are saved as backup routes. If a 

node needs to resend a packet, it will use the 

route with a lower cost. If there is any selfish 

node or overloading node in the route, it may 

lead to packet lost. Therefore, we set thresholds 

for Distrust and Loading. If Distrust or Loading 

of route is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s, relay node 

will not forward the RREP packet. We can 

modify the threshold value according to different 

applications. The default thresholds were set to 

0.5. 

Figure 1 shows that AODV simply selects 

the shortest path (D->F1->S). But in Figure 2, 

CBRGA applies several parameters such like 

distrust (DT), packets (P) and loading (L) to 

calculate the cost of a path, In this case, we set 

WA equal to 0.6, WB and WC equal to 0.2 to get 

a trustable path. Then CBRGA selects the path 

with a lower cost (D->F3->F2->S).  

Figure 1 AODV route discovery 

 

Figure 2 CBRGA route discovery 

3.2 Game mechanism design 

A regular game contains participants of 

game (Player), decisions of players (Strategy), 

and player's playoff from strategy (utility). We 

propose a forwarding game on the basis of game 

theory. The forwarding game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components. 

Player：The players in this game are all 

nodes in the network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identity, Requester and Forwarder in the 

forwarding game. A node which requests 

neighbor node to forward its packet is called a 

Requester. On the other hand, a node which is 

requested to forward a packet is called a 

Forwarder. A node can be a Requester and a 

Forwarder at the same time.  

Strategy：Nodes own different identity will 

have different strategies. Strategies of a 

Requester are selecting a route to send packets. 

Strategies of a Forwarder are whether to help 

forwarding packets or not. If a Forwarder helps 

forwarding packets, Requester will decrease the 

value of the Forwarder's Distrust as a reward. 

Otherwise, it increases the value of the 

Forwarder's Distrust. Forwarder will make 

decision by Requester's Distrust. 

Utility: Utility in this game is Distrust 

exchanging between nodes. In this game, nodes 

will decide whether help others to forward 

packets according to the Distrust value of source 

node. The probability of dropping packets is the 

same as Distrust value. Nodes can help other 

nodes to forwarding packets to get lower 

Distrust value. Nodes pay some energy as cost to 

get higher packet delivery rates as playoff. If a 

node would like to get higher packet deli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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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s, it must help other nodes more often. On 

the other hand, a selfish node will be difficult to 

get helped from other nodes and get lower 

packet delivery rates. That is, we encourage 

nodes to cooperation. 

3.2.1 Distrust design 

Nodes use Distrust value to determine 

whether trust their neighbors or not. Every node 

will maintain a Distrust table to record values of 

Distrust. Distrust values depends on the 

neighbor node's behavior. If a neighbor node 

takes a cooperation operation, node will 

decrease Distrust value for that node. On the 

other hand, if a neighbor node takes a 

non-cooperation operation, node will increase 

Distrust value for that neighbor. We define the 

maximum value of Distrust value equal to 1, and 

maximum value is equal to 0.  

We have two kind of Distrust design model. 

First is changing in certain number, and nodes 

have a probability to drop packets the same as 

the value of Distrust. We set the default Distrust 

value equal to 0. Default Distrust value represent 

the trust level for a new arrival. If a neighbor 

node takes a cooperation operation, node will 

decrease Distrust value 0.1 for that node. If a 

neighbor node takes a non cooperation operation, 

node will increase Distrust value 0.1 for that 

neighbor. We set a threshold of Distrust value 

equal to 0.5. Nodes will add its neighbor with 

Distrust higher than the threshold into Banlist. If 

a node received a request from a node in Banlist, 

it will drop the packet.  

Second method is to set Distrust on 

different levels. We set Distrust with six levels. 

If a node which has Distrust level with level one 

or level two, the forwarder will never drop 

packets from that node. If a node which has 

Distrust level with level three, the probability of 

forwarder dropping packets is one hundred to 

twenty five, level four is one hundred to fifty, 

level five is one hundred to seventy five, and 

level six is one hundred percent. While a node 

loss packets two times continuously, its Distrust 

level will be increased with one level. On the 

other hand, if a node which would like to 

decrease its Distrust level, it needs to cooperate 

two times continuously in level two, four times 

in level three, eight times in level four and so on. 

Increasing Distrust level is more easily than 

decreasing Distrust level. If a node would like to 

get higher packet delivery rates, it must be more 

cooperation to increase its Distrust level. We 

expect the Distrust designing can encourage 

nodes to be more cooperation. 

3.2.2 Distrust managemen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Distrust 

management model. First is Distributed Distrust 

management. Every node has a Distrust table to 

save Distrust values of 1-hop neighbors. Nodes 

do not exchange Distrust values normally. When 

a node starts a route discovery, it will need to 

know the probability of successful transmission 

for every path to select a trustworthy path. 

Source will request nodes which received RREP 

add its Distrust to next hop in RREP. The 

advantage of distributed Distrust management is 

that every node maintains its Distrust table by 

itself. Therefore, there are unusually leaded a 

node overloading. However, the weak point is 

that there are several Distrust communications 

between nodes. It may be an inefficient way to 

find out mobile selfish nodes. The other way is 

the centralized Distrust management. There will 

be a trustable node to maintain every node's 

Distrust value in an area. Every node reports its 

neighbor's behaviors, and download the Distrust 

that need to be used from the node. In this way, 

the centralized node achieved high loading, but 

effective to discover mobile selfish nodes. 

3.2.3 Distrust exchange 

When node A requests its neighbor node B 

to help forwarding an RREQ or a data packet, it 

will start a ten millisecond timer. After node B 

received the request, i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help or not according to its Distrust to node A. If 

node B decides to help, it will broadcast the 

packet. If node A receives the packet before the 

timer expired, it will know that node B is 

cooperating. Then, node A decreases the Distrust 

value as reward to node B. However, if node A 

does not receive the broadcast from node B 

before timer expired, it will consider that is a 

selfish behavior. Then, node A increases the 

Distrust value to punish nod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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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Node A requests node B. Node B 

broadcast the packet with cooperation 

strategy.  

 

Figure 4 Node A receives the RREQ or ACK 

from node B 

3.2.4 Banlist model 

When a node's Distrust value to another 

node is lower than threshold, it will add that 

node into Banlist. A node will reject another 

node which is in Banlist to forward packets. On 

the other hand, in our route selection method, 

source will not select a route which includes any 

node in Banlist. Therefore, a node in Banlist has 

never chance to be forgiven by help others. To 

solve that, we give the node which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others a chance to be removed 

from Banlist. When a node is added in Banlist, it 

will be banned within 10 seconds. In the ban 

time, the node will never be requested, so have 

no chance to be forgiven. However, if source 

find that there are no any trustworthy route, it 

will select the path which have some nodes in 

Banlist but not in ban time. Therefore, if the 

node is willing to cooperate, it will get chance to 

decrease its own Distrust, even can be removed 

from Banlist. However, if the node is 

uncooperative again, it will have double ban 

time, first is ten seconds, second is twenty 

seconds, third is forty seconds and go on. 

3.2.5 Analysis of default Distrust value  

In this game, Distrust value is the same as 

the probability of forwarding packets. Therefore, 

how to determine the default Distrust value of 

nodes will be an important issue. In a game with 

high default value of Distrust, a new-arrival 

node has higher chance to be help forwarding 

packets, and higher chance to be asked to help 

forwarding packets. If this node is a regular node, 

high default value of Distrust can help it 

integrate into the new environment more easily. 

However, if this node is a selfish node, it can get 

high payoff by high default value of Distrust and 

reject other nodes packets. Moreover, after 

distrusted by other nodes, it will flee to another 

cluster to get a new distrust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in a game of low default value of Distrust, 

a new-arrival regular node need more time to 

integrate into the new environment. It will be 

unsuitable for high-speed environment. However, 

a selfish node that is not cooperating will get 

low playoff too. In Section 4, we set the default 

value of Distrust to 0, and we will try other 

default value in the future. 

3.3 Comparisons with the traditional 

strategies 

In the forwarding game, every rational 

node will hope be helped by other nodes, but 

unwilling to help other nodes forwarding 

packets. This game is similar with the social 

dilemma of infinitely repeated games. Therefore, 

we select several strategies of the traditional 

game theory which can apply to the forwarding 

game. We analyze the efficiency between 

CBRGA and traditional strategies. 

 Tit for tat: If a player uses tit for tat 

strategy, he will select cooperation strategy in 

the first round. Selecting decisions depend on 

the choice of the opponent after the first round. 

If the opponent selects cooperation in this round, 

the player will select cooperation in the next 

round. If the opponent selects rejecting in this 

round, the player will select rejecting in the next 

round too. Applying to the forwarding game, if a 

node helps source to forward packets, source 

will help that node to forward packets next time. 

If a node rejects source to forward packets, 

source will reject that node to forward packets 

next time.  

 The grim trigger: If the opponent selects 

rejecting strategy once, the player will select 

rejecting that opponent afterward. In forwarding 

game, if a node which be rejected forwarding a 

packet once, it will reject to help that node 

forwarding packets afterward. 

 A tit for two tats/two tits for a t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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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e as the grim trigger, but there is the 

opportunity to repent. A tit for two tats is 

rejecting once after be rejected twice. Two tits 

for two tats are rejecting twice after be rejected 

twice. In forwarding game, a node will reject 

forwarding specific times after be rejected 

specific times.  

 In Section 4, we simulate nodes using tit 

for tat as strategy, and we will simulate other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 

4. Simulation results 

Table 1 Experimental parameters 

Mobility model Manhattan 

Area of model 500 m*500 m 

MAC protocol IEEE 802.11 

Simulation time 120 s 

Amount of vehicles (n) 40 

Avg. speed (m/s) 20 m/s 

Range of communication 100 m 

 In the simulation, we have three selfish 

scenarios that there are ten percent, twenty 

present, or thirty percent selfish nodes (SN) in 

the environments. Selfish nodes always reject to 

cooperate. Other regular nodes (RN) use 

different strategies to be a relay node. First is 

cooperation (co), the nodes will help other nodes 

sending packets in any case. Second is tit for tat 

(tft), if the nodes are rejected by other nodes, it 

will reject that nodes once as punishment. Third 

is dropping packets according to Distrust (Dt), 

where the nodes will drop packets with the 

probability equal to the sender's Distrust. We set 

all nodes' initial Distrust to zero. If a node helps 

other nodes to forward packets, its Distrust will 

decrease 0.1. On the other hand, if a node rejects 

other nodes, its Distrust will increase 0.1. We 

assume that the centralized Distrust model was 

used in this simulation. That is, nodes will know 

anyone rejecting others. We assume that a node 

will not increase Distrust when sender's Distrust 

is higher than 0.5. It represents that rejecting 

selfish node will neither increase Distrust nor be 

punished. 

 In Figure 5, we compar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relay nodes on packet 

delivery rates. There are four strategies, 

cooperation, tit for tat, and dropping packets by 

Distrust.  The routing protocol is AODV. There 

are ten percent, twenty percent, or thirty percent 

selfish nodes in forty nodes.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it for tat decreases selfish node's 

packet delivery rates but not decrease regular 

node’s at the same time. Dropping packets by 

Distrust decreases selfish node's packet delivery 

rates. Node dropping packets by Distrust reduces 

selfish nodes' packet delivery rates. However, 

regular nodes' packet delivery rates will be 

reduced slightly because of misjudgments. 

 In Figure 6, we show the impact of 

sender’s route selecting protocols, including 

AODV (A) and CBRGA (C) on packet delivery 

rates. Relay nodes will drop packets according 

to Distrust. There are ten percent, twenty percent, 

or thirty percent selfish nodes in forty nodes.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BRGA improves 

the packet delivery rates, especially in higher 

proportion of selfish nodes. 

Figure 7 shows the impact of sender’s 

route selecting protocols, including AODV and 

CBRGA on the packet delay. Relay nodes will 

drop packets according to Distrust. There are ten 

percent, twenty percent, or thirty percent selfish 

nodes in forty nodes.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selfish node's average delay is always 

lower than the regular node's average delay and 

average delay of AODV routing is always lower 

than CBRGA. However, we just calculate 

average delay of received packets in this case. 

Selfish node and AODV routing might lost more 

packets. Therefore, in Figure 8, we set the delay 

of packets which are lost equal to the simulation 

time, i.e., 120 seconds.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gular node's average delay is always 

lower than the selfish node's average delay. 

CBRGA reduces the average delay of packets 

slightly from that in AO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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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Impact of relay node’s strategies on 

packet delivery rates   

Figure 6 Impact of sender’s route selecting 

protocol on packet delivery rates 

 
Figure 7 Impact of sender’s route selecting 

protocol on average delays (received packets 

only)  

  

Figure 8 Impact of sender’s route selecting 

protocol on average delay (delay of lost 

packets is set to 120 seconds) 

5. Conclusion and future work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strategy for 

Credit-based Routing using Game-theoretical 

Approaches against the selfish behavior in 

Vehicular Wireless Networks. We design a 

forwarding game to analyze the behaviors and 

strategies of the network nodes. In this game, 

every node has its trust value. Based on the trust 

value, nodes request other nodes to forwarding 

packets. Moreover, we utilize the coding rate, 

loading, and trust value as a cost function to 

select the routing paths. Finally, extensiv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BGRA can 

enforce cooperation among nodes. In the future, 

we will extend our work to recover the dropped 

packet and show the performance impact 

with/without retrans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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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預測器為基礎之像素值排序藏入技術 
 

 

 

摘要 
像素值排序藏入方法(Pixel Value Ordering, 

PVO)是近期常被使用的可逆式資訊隱藏技

術，該方法將影像分割成數個相同大小的區

塊，並且以區塊內的像素值進行排序，最後機

密訊息嵌入像素值中的最大值與最小值當

中。PVO 的影像品質與藏入能力會因區塊的大

小而不同，如果區塊太大，藏入量可能受到限

制。因此，本研究以多種預測器進行改良，以

多種不同預測方法提升影像品質，並且結合

Ou 和 Kim 學者提出的 PVO 方法，將機密訊息

藏在最大預測值或最小預測值中，達到高藏入

量。從實驗結果可知所提方法利用中間邊緣偵

測法(Median Edge Detect, MED)進行預測，有

效減少影像失真，達到高影像品質，而使用高

藏量可逆式隱寫器(High Capacity Reversible 

Steganography, CRS)進行預測，可提升整體藏

入量。 

關鍵詞：多預測器、可逆式資訊隱藏、像素值

排序、預測值。 

Abstract 

Pixel Value Ordering (PVO) hiding scheme has 

been used in reversible data hiding technique 

more often. This kind of scheme divides an 

image into several blocks and orders the pixels in 

the same block. The secret message are 

concealed into the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s. The quality of the stego image and hiding 

capacity by using PVO is dependent on the size 

of the block. Large block will cause low hiding 

rate. This paper combines multiple predictors to 

improve the hiding capacity of PVO.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scheme used MED can get higher image quality. 

The scheme applies CRS can get higher hiding 

capacity.                                . 

 

1. 介紹 
資訊隱藏(Data Hiding)技術近年來被大量

用於多媒體技術與資訊安全領域上，該技術把

機密訊息隱藏在文字、影像、聲音和影片等多

媒體上，使非法第三者不易察覺。其中，可逆

式資訊隱藏技術（Reversible Data Hiding, 

RDH）在取出機密訊息時，偽裝影像可被恢復

回藏入前的狀態，該技術常應用於藝術品、軍

事地圖和醫療影像等不允許失真的範籌上。 

目前，可逆式資訊隱藏技術以差異擴張

(Difference Expansion) 技術與直方圖位移

（Histogram-Shift Based）技術最常被使用。差

異擴張技術主要將 2 個鄰近像素之間的差異值

擴張數倍後，將機密訊息嵌入差異值中。Tian

學者於 2003 年提出第一個差異擴張技術，該

方法將相鄰像素之間的差異值擴張 2 倍，同時

嵌入1位元的機密訊息[14]；Alatter學者於2004

年延伸 Tian 學者的方法，以 4 個鄰近像素之間

的差異值為基礎，將 3 位元機密訊息嵌入擴張

2 倍後的差異值中[1]；Sachnev 等學者於 2009

年提出一個預測誤差擴張技術(Prediction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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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 PEE)，該方法利用 4 個鄰近像素之

間的標準差決定預測誤差值嵌入順序，增加影

像品質[12]；Li 等學者於 2011 年將像素複雜度

與 PEE 技術結合，根據像素複雜度將像素區塊

分成平坦區塊(Flat Regions)和複雜區塊(Rough 

Regions)兩類，接著依照分類的結果決定預測

誤差值和嵌入機密訊息的數量[7]；Gui 等學者

於 2014 年改良 Li 等學者的方法，使複雜度的

分類依據影像特性而增加，提升藏入能力[3]。 

直方圖位移技術分析像素值或預測誤差

值以產生直方圖，接著利用出現次數最多的數

值嵌入機密訊息。例如 Ni 等學者於 2006 年透

過統計方式分析像素值的分佈情形，並將機密

訊息隱藏在最頻繁出現的像素值當中[11]；

Wang 等學者於 2012 年利用馬可夫模型

(Markov Model)統計像素值，產生一個直方圖

矩陣，最後針對矩陣中每個直方圖進行嵌入

[15]；Chen 等學者於 2013 年利用線性預測方

法取得區塊中的最大誤差值和最小誤差值，並

且分別建立直方圖，最後將最大誤差值直方圖

的誤差值往左位移，最小誤差值直方圖的誤差

值往右位移，減少影像失真[2]；Lu 等學者於

2015 年延伸 Chen 等學者的方法，透過 Lukac

的預測方法與 Feng 和 Fan 的預測方法建立最

大誤差值直方圖和最小誤差值直方圖進行藏

入[8]。 

近期有學者以數個像素值為一組進行排

序，並利用每組像素的最大值或最小值嵌入機

密訊息，減少像素值的修改。例如 Li 等學者於

2013 年提出第一個像素值排序的嵌入方法

(PVO)，該方法首先將區塊內的像素值進行排

序，接著將最大像素值與次大像素值(或最小像

素值與次小像素值)相減以產生誤差值，最後利

用誤差值 1 和-1 嵌入機密訊息[6]；Peng 等學

者於 2014 改良 PVO 方法 (Improved PVO, 

IPVO)，該方法利用最大像素值與次大像素值

的相對位置產生誤差值，並將機密訊息嵌入誤

差值 0 和 1 當中，增加藏入量[10]；Wnag 等學

者於 2015 年延伸 IPVO 方法，先利用動態區塊

切割策略(Dynamic Pixel Block Partition)決定

區塊的大小，接著透過 IPVO 方法進行嵌入

[16]；Ou 和 Kim 學者於 2015 年提出一個以像

素為基底的 PVO 方法 (Pixel-based PVO, 

PPVO)，將原本嵌入對象由區塊改為像素，並

且從數個鄰近像素中取出最大值或最小值進

行機密訊息嵌入，以達到高藏入量 [9]。 

由上述內容可知，PVO、IPVO 和 Wnag

等學者的方法僅對區塊內最大像素值和最小

像素值進行修改，達到高影像品質效果，但藏

量可能受到限制。而 PPVO 方法當參考用的鄰

近像素個數較少時，藏入量較其他方法高，但

影像可能受到嚴重破壞；當鄰近像素個數較多

時，具有高影像品質，藏入量的表現不如其他

方法。為了解決像素個數影響藏量和影像品質

的表現，本研究擬透過中間邊緣偵測法(Median 

Edge Detect, MED)[17]、影像差值法(Neighbor 

Mean Interpolation, NMI)[4]、相鄰像素差值法

(Interpolation by Neighboring Pixels, INP)[5]和

高藏量可逆式隱寫器(High Capacity Reversible 

Steganography, CRS)[13]等預測方法產生預測

值，並利用預測值取代 PPVO 方法的鄰近像素

進行嵌入，以找出高藏量和高影像品質的配對

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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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2.1 PPVO 

為了達到高藏量，Ou 和 Kim 學者於 2015

年改良 PVO 方法，將嵌入單位由區塊縮小至

像素值，並且利用鄰近像素決定是否嵌入機密

訊息[9]。該方法首先以像素值 x
i,j
為中心，選

取 4x4 大小的區塊(如圖 1 所示)，從區塊中取 n

個鄰近像素值放入參考集合 C={c
1
, …, c

n
}中，

並且利用集合C中的最大值C
max
與最小值C

min

決定是否嵌入機密訊息，嵌入公式如下所示: 

min

, ,

max

, ,

min

, , ,

max

, ,

,

,  if  = , 

,  if  = ,

1,  if  < ,

1,  if  > ,

,       otherwise.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x s x C

x s x C

x x x C

x x C

x

 





  






         (1) 

max min

, ,

max min

, ,

, max min

, ,

,

,  if  = C 254,  

,  if  = C ,

1,  if  <  C ,

,       otherwise,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x s x C

x s x C
x

x x C

x

   


 
  

 



 (2) 

其中 x'
i,j
為偽裝像素值，s 為機密訊息。為了避

免影像無法還原，檢查 C
max
與 C

min
是否相等，

若相等，則利用公式(2)嵌入機密訊息；若不相

等，則透過公式(1)進行嵌入。 

 

圖 1 PPVO 之 4x4 區塊示意圖 

 以圖 2 為例，令原始影像 X={55, 50,…, 55, 

53}且 n=3。當像素值 x
0,0

=55，將 3 個鄰近像素

值加入集合 C={50, 57, 52}中，計算集合 C 的

最大值 C
max
為 max(50,57,52)=57 與最小值 C

min

為 min(50,57,52)=50，因為 C
max
與 C

min
不相等

且 x
0,0
介於兩個數值之間，因此透過公式(1)得

到偽裝像素值 x'
0,0

= x
0,0

=55。當像素值 x
0,1

=50

且機密訊息 s=1，將其鄰近像素值 x
0,2

=50、

x
1,1

=52 和 x
1,2

=50 放入集合 C 當中，取得最大

值 C
max

=max(50,52,50)=52 與 最 小 值

C
min

=min(50,52,50)=50，由於 x
0,0
等於 C

min
，故

利 用 公 式 (1) 計 算 嵌 入 後 偽 裝 像 素 值

x'
0,1

=50+1=51。 

 

圖 2 PPVO 之嵌入範例 

2.2 中間邊緣偵測法 

Weinberger 等學者於 2000 年提出低複雜

度的中間邊緣偵測法 MED[17]，該方法對於邊

緣像素的預測相當精準。MED 每次以 2×2 區

塊(如圖 3 (a)所示)進行預測，並透過原始像素

值 x
i,j
之鄰近像素值 a、b 和 c 計算預測值 P

i,j
，

預測公式如下所示: 

,

min( ,  ),      if max( ,  ),

max( ,  ),      if min( ,  ),

,  otherwise.

i j

a b c a b

P a b c a b

a b c




 
  

     (3) 

 以圖 3 (b)為例，假設原始像素值 x
i,j

=52

且鄰近像素值 a=57、b=50 和 c=55，透過公式

(3)進行預測，因為像素值 x
i,j-1
介於 a和 b之間，

因此預測值 P
i,j

=50+57-55=52。 

xi,j c1 c4 c9 

c2 c3 c6 c11 

c5 c7 c8 c13 

c10 c12 c14 c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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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MED 示意圖 

2.3 影像差值法 

Jung 和 Yoo 學者於 2009 年提出影像差值

法 NMI[4]，該方法利用內插的方式將 2x2 區塊

擴增至 3x3 區塊，並且將兩個鄰近像素的平均

值視為預測值，預測公式如下所示: 

, 1 , 1

, 1, 1,

1, 1 1, , 1

( ) / 2 ,           if 2 ,  2 1,

( ) / 2 ,           if 2 1,  2 ,

( ) / 3 , otherwise,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x x i m j n

P x x i m j n

x P P

 

 

   

     


      

   

  (4) 

其中 m 與 n 分別為原始影像區塊的大小。以

2x2 區塊中像素值 x
0,0

=55、x
0,1

=50、x
1,0

=57 和

x
1,1

=52 為例，首先透過公式(4)計算鄰近像素之

間 的 預 測 值
0,1 (55 50) / 2 52P      、

1,0 (55 57) / 2 56P      、
1,2 (50 52) / 2 51P     

和
2,1 (57 52) / 2 54P      ，最後利用像素值

x
0,0
與預測值 P

0,1
和 P

1,0
計算正中間的預測值

1,1 (55 52 56) / 3 54P       ，如圖 4 所示。 

 

圖 4 NMI 範例 

2.4 相鄰像素差值法 

Lee 和 Huang 學者於 2012 年提出相鄰

像素差值法 INP[5]。該方法與 NMI 皆是利

用內插法將影像擴張，並透過平均法與權重

計算兩個鄰近像素的預測值，以提升預測的

精 準 度 ， 預 測 公 式 如 下 所 示 : 

, 1 , 1 , 1

, 1, 1, 1,

1, , 1

( ( ) / 2) / 2 ,           if 2 ,  2 1,

( ( ) / 2) / 2 ,           if 2 1,  2 ,

( ) / 2 ,                             otherwise.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x x x i m j n

P x x x i m j n

P P

  

  

 

      


       

  

   (5) 

以區塊內的像素值 x
0,0

=55、x
0,1

=50、x
1,0

=57

和 x
1,1

=52 為例，利用公式(5)依序計算預測值

0,1 (55 (55 50) / 2) / 2 53P       、

1,0 (55 (55 57) / 2) / 2 55P       、

1,2 (50 (50 52) / 2) / 2 50P       和

2,1 (57 (57 52) / 2) / 2 55P       ，接著利用

預 測 值 P
0,1

和 P
1,0

取 得 預 測 值

1,1 (53 55) / 2 54P      ，如圖 5 所示。 

 

圖 5 INP 範例 

2.5 高藏量可逆式隱寫器 

Tsang 等學者於 2014 年提出較 NMI 精準

的預測方法[13]。該方法首先從 2x2 區塊的像

素中找出最大值 maxx 與最小值 minx 計算參考

值 AD，由於參考值考慮到區塊的最大像素值

和最小像素值，因此有效減少預測值與原始像

素值之間的落差。接著利用參考值與兩個鄰近

像素的平均進行預測，其預測公式如下所示: 

min max(3 ) / 4,AD x x                (6) 

, 1 , 1

, 1, 1,

1, 1 1, , 1

( ( ) / 2) / 2 ,           if 2 ,  2 1,

( ( ) / 2) / 2 ,           if 2 1,  2 ,

( ) / 3 ,              otherwise.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AD x x i m j n

P AD x x i m j n

x P P

 

 

   

      


       

   

   (7) 

以圖 6 為例，假設 2x2 區塊內的像素值

c b 

a xi,j 

(a) 

55 50 

57 5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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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0

=55、x
0,1

=50、x
1,0

=57 和 x
1,1

=52，取得最大

像素值 maxx =max(55, 50, 57, 52)=57 與最小像

素值 minx =min(55, 50, 57, 52)=50，並且計算參

考值 AD=(3×50+57)/4=51.75，接著利用公式(7)

依 序 計 算 預 測 值

0,1 (51.75 (55 50) / 2) / 2 52P       、

1,0 (51.75 (55 57) / 2) / 2 53P       、

1,2 (51.75 (50 52) / 2) / 2 51P       、

2,1 (51.75 (57 52) / 2) / 2 53P       和

1,1 (55 52 53) / 3 53P       。 

 

圖 6 CRS 範例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針對 PPVO 方法進行改良，利用

MED、NMI、INP、CRS 等預測方法產生多組

預測值，接著將預測值放入 PPVO 的參考集合

當中，找出最大值與最小值進行機密訊息嵌

入，嵌入流程如圖 7 所示。 

 

圖 7 嵌入流程圖 

3.1 預測階段 

進行預測前，以像素值 x
i,j
為中心，選取 4

個鄰近像素值 x
i-1,j-1

、x
i-1,j+1

、x
i+1,j-1

和 x
i+1,j+1

，由

於影像邊緣位置的像素在找尋鄰近像素值時

可能超過邊界，因此本研究對邊緣位置的像素

不進行嵌入。 

取得鄰近像素值後，利用 MED、NMI、INP

和 CRS 進行預測，在 MED 預測的部分，本研

究利用鏡射三角形的位置找出 4 組鄰近像素的

組合(如圖 8 所示)，分別計算出 4 個預測值

MED

1P 、 MED

2P 、 MED

3P 和 MED

4P 。以圖 8 的像素

值 x
i,j

=52 且鄰近像素值 x
i-1,j-1

=55、x
i-1,j+1

=50、

x
i+1,j-1

=51 和 x
i+1,j+1

=52 為例，將 MED 的參考值

a、b 和 c 分別以 x
i+1,j-1

、x
i-1,j+1

和 x
i-1,j-1

做為參考，

因 x
i-1,j-1

大於  max(50,51)=51 ，故預測值

MED

1P =min(x
i-1,j+1

, x
i+1,j-1

)=min(50,51)=50。接著

將 x
i+1,j+1

、x
i-1,j-1

和 x
i+1,j-1

做為參考值，透過 MED

公式 (3)計算 M E D

2P =max(52,55)=55，以此類

推，可以取得預測值 MED

3P =min(50,51)=50 和

MED

4P =max(52,55)=55。 

 

圖 8 MED 之鄰近像素位置示意圖 

而 NMI、INP 和 CRS 方面，本研究將鄰

近像素值 x
i-1,j-1

、x
i-1,j+1

、x
i+1,j-1

和 x
i+1,j+1

做為 3x3

區塊中 4 個角落的像素值(如圖 9(a)所示)進行

預測，並且將鄰近像素之間的預測值加入像素

值 x
i,j
的參考集合中。以像素值 x

i,j
=52 且鄰近像

素值 x
i-1,j-1

=55、x
i-1,j+1

=50、x
i+1,j-1

=51 和 x
i+1,j+1

=52

為例，透過 NMI 公式(4)和 INP 公式(5)計算預

測值，計算結果如圖 9(b)和(c)所示。接著取得

4 個 鄰 近 像 素 的 最 大 值

x
max

=max(50,51,52,55)=55 與 最 小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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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min

=max(50,51,52,55)=50 ， 計 算 出 參 考 值

AD=(3×50+55)/2=51.75，利用 CRS 公式(7)進行

預測，預測結果如圖 9(d)所示。 

 

圖 9 NMI、INP 和 CRS 之預測範例 

3.2 嵌入階段 

在嵌入機密訊息時，本研究同 2.1 節的

PPVO 方法，利用預測值中的最大值與最小值

決定該像素是否能嵌入機密訊息，詳細流程如

下所示: 

(1) 取得鄰近像素值 x
i-1,j-1

、x
i-1,j+1

、x
i+1,j-1

和 x
i+1,j+1

，並利用 MED、NMI、INP

和 CRS 計算預測值，預測方法如 3.1

節所示。 

(2) 將所有預測值放入集合 C 中，找出

最大值 C
max
與最小值 C

min
。 

(3) 將最大值 C
max

與最小值 C
min

代入

PPVO 方法的嵌入公式(1)計算偽裝

像素值 x'
i,j
。 

(4) 以此類推，重複步驟 (1)-(3)直到所

有機密訊息嵌入影像當中。 

以圖 10為例，假設原始影像 X={55, 50,…, 

55, 53}且機密訊息為 00111，當像素值 x
1,1

=52，

取得鄰近像素值 x
0,0

=55、x
0,2

=50、 x
2,0

=51 和

x
2,2

=52 進行預測，並將預測值放入參考集合

C={50, 55,…, 51, 51}中，得到最大值 C
max

=55

與最小值 C
min

=50，因為 x
1,1
介於 C

max
與 C

min

之間，故透過公式(1)計算偽裝像素值 x'
1,1

=52。

下一個像素值為 x
1,2

=50，找到鄰近像素值

x
0,1

=50、x
0,3

=50、 x
2,1

=50 和 x
2,3

=50，並且計算

預測值，放入集合 C={50, 50,…, 50, 50}中，取

得最大值 C
max

=50 與最小值 C
min

=50，因 C
max

與 C
min
相等，且 x

1,2
=C

max
=C

min
，因此利用公式

(2)嵌入機密訊息 s=0，得到偽裝像素值

x'
1,2

=50-0=50，以類推產生偽裝影像 X'。 

 

圖 10 嵌入範例 

3.3 取出階段 

嵌入機密訊息後，偽裝像素值 x'
i,j
的鄰近

像素值可能被修改，因此取出流程的像素處理

順序與嵌入流程相反，詳細流程如下所示: 

(1) 取得偽裝影像的鄰近像素值 x'
i-1,j-1

、

x'
i-1,j+1

、x'
i+1,j-1

和 x'
i+1,j+1

後，利用

MED、NMI、INP 和 CRS 進行預測。 

(2) 將預測值放入集合 C，找出 C
max
與

C
min
。 

(3) 還原像素值 x
i,j
與取出機密訊息 s，取

出與影像還原公式如下所示: 

max min

. .

max min

. .

0, if  or ,

1, if +1 or 1,

i j i j

i j i j

x C x C
s

x C x C

   
 

   

    (8) 

min

, ,

max

, , ,

,

1,  if C ,

1,  if  > C ,

,       .

i j i j

i j i j i j

i j

x x

x x x

x otherwis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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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此類推，重複步驟 (1)-(3)直到所

有像素值被還原。 

以 3.2 節嵌入範例為例，當偽裝像素值

x'
3,3

=58，利用鄰近像素值 x'
2,2

=51、x'
2,4

=55、

x'
4,2

=54 和 x'
4,4

=59 進行預測，將預測值放入集

合 C={55, 56, … , 54, 54}中，取得最大值

C
max

=57 與最小值 C
min

=51，x'
3,3

=58 與 C
max

+1

相等，代表該像素值有嵌入機密訊息，代入公

式(8)取出機密訊息 s=1，並透過公式(9)計算出

原始像素值 x
3,3

=58-1=57；當偽裝像素值

x'
3,2

=53，取鄰近像素值 x'
2,1

=50、x'
2,3

=49、x'
4,1

=56

和 x'
4,3

=55 計算預測值，放入 C={55, 50, …, 52, 

51}中，得到最大值 C
max

=55 與最小值 C
min

=49，

因為 x'
3,2
介於 C

max
與 C

min
之間，代表該像素值

沒有被嵌入任何機密訊息，因此透過公式(9)

得到原始像素值 x
3,2

=53。以此類推，直到機密

訊息全部取出，並且將偽裝影像恢復成原始影

像。 

3.4 溢位處理 

在嵌入機密訊息時，所提方法對像素值的修改

量為±1，因此假如原始像素值為 0 或 255 嵌入

後可能會變成-1 或 256，產生上溢或下溢的溢

位問題。為了解決此問題，所提方法在嵌入之

前會將 0 或 255 的像素值，修改為 1 或 254，

並且記錄該像素的位置，使影像順利還原至嵌

入前狀態。 

4. 實驗結果 

本研究使用 6 張 512x512 標準灰階影像進

行測試，並且利用 Matlab 7.14.0 (R2012a)實

作，實驗用影像如圖 11 所示。本章節將探討所

提方法與 PPVO在影像品質與藏入量的比較結

果。 

 

圖 11 測試影像 

 為了評估偽裝影像與原始影像之間的差

異程度，本研究利用高峰影像信號雜訊比（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進行衡量，PSNR

公式如下所示: 

2

10
2

, ,

1 1

255
PSNR 10 log (dB),

1
( )

h w

i j i j

i j

x x
h w  

 
 
  
  
  



   (10) 

其中 h×w 為整張影像的大小。若兩張影像之間

的差異過大，代表偽裝影像的失真度較高，

PNSR 值較低。反之，兩張影像的差異較小，

代表偽裝影像的失真度較低，PNSR 值較高。 

為了與 PPVO 比較，本研究利用相同個數

的預測值與鄰近像素值進行實驗。表 1 為使用

單一預測器的所提方法與 PPVO之藏量與影像

品質比較，其中 n 為 PPVO 的鄰近像素值個

數。由表 1 可知當所提方法利用 MED 進行預

測，所有影像的 PSNR 值平均為 52.6 dB，比

PPVO 高 1 dB，而藏入量介於 10,600 至 46,000

位元；當所提方法透過 CRS 預測，平均 PSNR

值約為 49.54 dB，較 PPVO 低 2 dB，但藏量多

3,000 至 11,000 位元。表 2 呈現使用 2 個預測

器的所提方法與 PPVO 之比較結果，所提方法

使用 MED 與 INP 預測時，PSNR 值較 PP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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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0.1~0.7 dB 左右，但藏入量少 1,000 至 4,000

位元。所提方法結合 MED 與 INP 進行預測，

藏入量較 PPVO 多 4,000 至 10,000 位元，但影

像品質的表現較該方法差。 

表 3 呈現使用 3 和 4 個預測器的所提方法與

PPVO 之比較結果。從表 3 中發現當所提方法

利用 NMI、INP 和 CRS 進行預測，PSNR 值雖

然較 n=12 的 PPVO 低，但藏入量多

5,000~10,000 位元；當所提方法利用 4 個預測

器進行預測，PSNR 值較 n=15 的 PPVO 低 1 

dB，但藏入能力較 PPVO 好。 

 

表 1 單一預測器之所提方法與 PPVO 比較表 

 
 

表 2 2 個預測器之所提方法與 PPVO 比較表 

 
 

 

 

 

表 3 3 和 4 個預測器之所提方法與 PPVO 比較

表 

 
圖 12 呈現使用單一預測器的所提方法與

PPVO 之藏入量與影像品質的比較結果，由圖

可知所提方法利用 MED 進行預測，藏入量較

PPVO 少，但在相同藏入量下，Lena、Pepper

和 Zelda 的影像品質較 PPVO 好，而 Airplane

與 Barbara 的 PSNR 值接近 PPVO。所提方法

使用 CRS 進行預測，雖藏入能力優於 PPVO，

但影像品質的表現較 PPVO 差。 

圖 13 為使用 2 個預測器的所提方法與

PPVO之比較結果，所提方法利用MED與NMI

進行預測，Lena、Pepper、Airplane 和 Zelda 的

影像品質較 PPVO 好，Pepper 與 Zelda 的藏入

量較 PPVO 多。若所提方法使用 NMI 和 CRS

進行預測，雖然 Mandrill 和 Airplane 的影像品

質較 PPVO 差，但所有影像的藏入量較 PPVO

多 3,000 至 8,000 位元。 

圖 14 呈現使用 3 和 4 個預測器的所提方

法與 PPVO 之比較結果。由圖可知所提方法利

用 MED、NMI 和 CRS 進行預測，Lena、Pepper

和 Zelda 的 PSNR 值較 n=12 的 PPVO 高，藏入

量的表現較好。所提方法利用所有預測器進行

預測，Lena、Pepper 和 Zelda 的表現優於 n=15

的 PPVO，而 Airplane 的表現與 PPVO 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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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單一預測器的所提方法與 PPVO 比較圖 

 

 
圖 13 2 個預測器的所提方法與 PPVO 比較圖 

 
圖 14 3和 4個預測器的所提方法與 PPVO比較

圖 

5. 結論 

本研究利用不同預測器產生多個預測

值，並且結合 Ou 和 Kim 學者的 PPVO 嵌入機

密訊息，可以有效提升影像品質與藏入能力。

從實驗結果中可以發現所提方法利用 MED 進

行預測，達到高影像品質，但藏量會受到限

制，而所提方法使用 CRS 進行預測，雖然達到

高藏入量，但影像可能受到嚴重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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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智慧購物系統 

 

 

摘要 

 

現在資訊進步『方便』是人們一直在追求

的目標！但現今的社會裡，購物方式主要還是

以實體貨幣與NFC小額支付系統來進行。因此

本研究提出將使用者生物辨識的裝置作為輔

助其購物的選項。除可用現金消費外並可使用

NFC讀取器讀取消費者的NFC標籤裝置訊號、

或是透過使用者生物特徵『指紋』或『虹膜』

進行身份辨識來完成購物的付款。本研究所提

的智慧型購物系統透過此四種選項，提供使用

者購物的便利性。 

關鍵字：行動支付、 NFC讀取器 、 指紋辨識 、 

虹膜辨識 

 

Abstract 
 

As the progres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nvenience is what people are for. Nowadays, 

the major payment for shopping is through 

paying cash or NFC small amount payment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user biometric 

information as an option for shopping payment. 

In addition to cash or NFC small amount 

payment system, users can use his/her biometric 

"fingerprint" or "IRIS" information for 

identifying pay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two 

additional options methods for the convenience 

of payment when user are shopping. 
Keywords: mobile payment, NFC reader,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IRIS recognition, small 

amount payment. 
 

1.前言 

 

電子錢包的概念已經存在非常久了，但在

早期並不發達的行動裝置與電子產品，要達到

人手都有共通的設備可說是非常少。但是隨著

科技越來越成熟，現在買物品的方式也與以往

不盡相同，早期都必需現金交易，現在可使用

行動支付技術即可完成付款。在生物辨識技術

方面，也從昂貴的設備，到現在是平易近人的

價錢。本論文提出將行動支付與生物辨識結合，

就可提供傳統支付方式、現今行動支付外，擴

充的生物辨識支付的選項。本論文第二節介紹

相關研究，第三節為系統架構設計，第四節為

系統實作與測試，第五節為結論。 

 

2.相關研究 

 

2.1 行動支付 

 
由聯合信用卡中心、台灣票據交換所、財

金資訊公司發起成立的「台灣行動支付」[2]

公司開始營運，推出NFC[1]手機信用卡、金融

卡等行動支付服務。 

 

2.2 生物辨識器 

 
微軟總裁比爾蓋茲曾說『利用生物辨識科

技所發展出來的身分辨識系統，將是解決網路

安全的最佳方案』。生物辨識身份認證技術[3]

應用已成為現代社會發展之重要安全寄託。 

 

3.系統架構 

 

3.1系統架構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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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購物明細系統

伺服器

資料庫

一般電腦

行動支付系統 模擬部分POS系統

網際網路

 
圖1 整體系統架構圖 

POS智慧購物系統可分為行動支付系統、

模擬部分POS系統[4]、購物明細系統及資料庫。

當使用者消費時店員透過Barcode掃描商品條

碼將商品資料顯示在POS系統前台介面，之後

消費者可透過行動支付包括生物辨識系統，進

行身份驗證與扣款。完成結帳後將商品資料、

消費者資訊及帳戶金額，除儲存於資料庫外，

並透過購物明細系統將商品資訊、會員帳戶餘

額及該次消費金額E-Mail給消費者。整體系統

架構如圖1所示。 

 

3.2行動支付系統 

 
消費者在選購商品後，選擇支付的方式例

如：NFC、指紋或虹膜支付，透過之前存留的

使用者資訊進行比對，回傳正確帳戶資訊給前

台進行運算。程式流程如圖 2所示。 

消費者購買 選擇支付方式

NFC支付

指紋辨識支付

虹膜辨識支付

電腦資料庫身分辨識計算 回傳身分數據

圖2 行動支付系統運作流程圖 

 

3.2.1 有線NFC子系統 

 
透過ACR122U[5]廠商韌體，取得硬體資

訊，並透過C#韌體程式應用，取得NFC卡的卡

號。之後將卡號與使用者資訊進行比對，判斷

此張NFC卡是否為會員存留資訊。其運作流程

如圖3所示。

使用者放入NFC卡

按下程式按鈕

開啟讀卡機

讀取電子標籤卡號

顯示讀卡機資訊及電子標籤卡號資料庫 是否為本公司會員卡 行動支付系統是

POS系統會員資料新增子系統

否

 
圖3 有線NFC子系統運作流程圖 

 

3.2.2 指紋辨識子系統 

 
使用 C#語言和 Emgu CV 函式庫[7]進行

編寫，利用指紋機[6]讀取到使用者的指紋，

再進行影像預先處理[8]，再透過 SURF 加速

穩健特徵演算法找出特徵點，比對出符合度最

高的指紋。程式流程如圖 4所示。 

指紋機讀取指紋

開始

指紋影像二質化

指紋影像細線化

指紋特徵抓取 判定是否為同一人 顯示為同一人是 進入消費系統

顯示為不同人

否

結束  
圖4 指紋辨識子系統運作流程圖 

 

3.2.2.1 影像預先處理 

 
影像處理流程如圖 5。指紋機在掃描指紋

因按壓時，圖片周圍容易產生許多雜訊，因此

利用高斯濾波演算法將圖片的雜訊過濾掉，使

指紋紋路更明顯。高斯濾波執行結果，如圖

6(a)載入原始影像，圖 6(b)為高斯濾波後影像。

影像擷取時常有亮度不平均的問題而導致影

像特徵取得時有錯誤，因此使用均衡化[13](長

條圖等化)來將影像各灰階值分布更平均。如

圖 7(a)高斯濾波後影像，圖 7(b)均衡化後影像。

為讓影像細化[12]時不會因像素問題而產生

許多斷點和網格，進而影響到後面的處理結果，

因此用二值化將像素灰度大於一值設為白色

(255)，小於一個值時設為黑色(0)。在此我們

訂的閥值為 127。如圖 8(a)均衡化後影像，圖

8(b)二值化後影像。接著為讓特徵比對時不會

因為指紋紋路的寬度而影像到特徵比對的成

效，在此我們對影像進行細線化處理(骨架化

抽取)將其寬度的縮減到一個像素，如圖 9(a)

二值化後影像，圖 9(b)細線化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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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紋影像載入 高斯濾波 均衡化 細線化二值化
影像預先

處理結束
 

圖 5影像預先處理流程 

       
(a)原始載入影像    (b)高斯濾波後影像 

圖 6高斯濾波 

         
(a)高斯濾波後影像    (b)均衡化後影像 

圖 7 均衡化 

        
(a) 均衡化後影像     (b)二值化後影像 

圖 8 二值化 

        
(a) 二值化後影像   (b)細線化後影像 

圖 9細線化 

 

3.2.2.2 SURF(Speeded Up Robust 

Features，加速穩健特徵)特徵比對 

 

SURF演算法[9]好幾個步驟組成 

1. 用Hessian矩陣構成高斯金字塔尺度空間 

Surf 利用 Hessian 矩陣行列式近似值圖像，

假如函數(x，y) Hessian 矩阵 H 是由函数偏導

数组成，計算某一個像素點的 Hessian 矩陣如

圖 10。求出每一個像素點的 Hessian 矩陣，但

是由於需要具備尺度無關性，所以在構成

Hessian 矩陣前要再進行一次高斯濾波，再進

行 Hessian 的計算如圖 11公式。原圖每一個

像素點都是由 Hessian矩阵行列式的近似值構

成，如圖 12所示。 

  
圖 10 Hessian Matrix 

 

圖 11 Hessian公式 

 
   圖 12 近似值公式 

2. 利用非極大值抑制初步確定特徵點 

將經過 Hessian 矩陣處理過的每個像素點

與其 3维領域的 26個點進行大小比较，如果

它是這 26個點中的最大值或者最小值，則保

留下来，當做初步的特徵點。 

3. 選取特徵點主要方向 

統計特徵點領域内的 Haar 小波特徵即在

特徵點的領域(半徑為 6s 的圓内，s 為該點所

在的尺度)内，統計 60 度扇形内所有點的水平

Haar 小波特徵和垂直 Haar 小波特徵總和，

Haar 小波的尺寸變長為 4s，這樣一個扇形得

到了一個值。然後 60 度扇形以一定間隔進行

旋轉，最後將最大值那個扇形的方向作為該特

徵點的主方向。該過程，如圖 13所示。 

 
圖 13 特徵點主要方向 

4. 構成特徵點描述 

特徵點周圍取一個正方形框，框的邊長為

20s(s是檢測到該特徵點所在的尺度)。該方框帶方

向就是第3步檢測出來的主方向。然後把該框

分為16個子區域，每個子區域統計25個像素的

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Haar小波特徵，這裡的

水平和垂直方向都是相對主方向而言。該Haar

小波特徵為總方向之和，如圖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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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 特徵點描述過程 

5. 特徵點匹配 

利用前面特徵點計算出來的主方向來進

行匹配，如果兩張圖的特徵點一樣的數目大於

設定的門檻值則判定為同一張，反之特徵點數

目小於設定的門檻值則判定為不同。 

 

3.2.3 虹膜辨識子系統 

 
虹膜辨識[10][11]系統使用 C#語言和

Emgu CV 函式庫所進行編寫。利用攝影機載

入使用者眼睛影像，再透過影像預先處理，將

瞳孔以外的雜訊進行過濾，讓瞳孔定位可以使

用無雜訊的瞳孔影像進行定位，定義出瞳孔圓

心及瞳孔半徑。得知瞳孔的圓心與半徑後就可

以進行特徵擷取，定義出虹膜環形區塊，再利

用極座標轉換將影像做歸一化，並選取睫毛與

眼皮較少干擾之區域作為感興趣區域(Region 

of Interest 簡稱為 ROI)。特徵擷取後的 ROI 影

像則透過取平均值做特徵碼轉換，並採用了漢

明距離(Hamming distance 簡稱為 HD)來達到

特徵碼比對的功能，系統流程如圖 15所示。 

瞳孔定位

影像預先處理

特徵擷取

使用者眼睛影像載入

特徵碼轉換

特徵碼比對

傳送比對結果

是否通過驗證 是否

會員未使用
虹膜辨識功能

消費系統

使用虹膜辨識

通過驗證

進入扣款系統

 
圖 15 虹膜辨識子系統流程圖 

 

3.2.3.1 影像預先處理 

 
為能夠讓原始影像順利地找到瞳孔圓心

與半徑，所以要先進行影像預先處理，將瞳孔

以外不必要的雜訊給消除掉，如圖 16所示。

由於實際擷取的影像，容易受到光源不均勻的

影響，會導致瞳孔區域難以分辨出來，因此將

擷取下來的影像，先進行長條圖等化，讓灰階

值分布的更均勻，如圖17(a)為原始載入影像，

圖 17(b)為長條圖等化後影像。經過二值化及

擴張與侵蝕的結果如圖 18。 

長條圖等化
使用者

影像載入
二值化 擴張與侵蝕

影像預先處理

結束

圖 16 影像預先處理運作流程 

 

(a)原始載入影像     (b) 長條圖等化後 

圖 17長條圖等化 

 

 

 

 

 

 

 

圖 18瞳孔區域的擴張與侵蝕 

 

3.2.3.2瞳孔定位 

 
在影像預先處理完成後，就是要進行瞳孔

定位經使用 Emgu CV 中的輪廓檢測，找出瞳

孔的中心點與半徑，即可知道瞳孔的區域，如

圖 19 所示。 

 
圖 19 瞳孔定位 

 

3.2.3.3特徵擷取 

 
因為要使用的區域是虹膜部分，且越靠近

瞳孔虹膜區域，越具有更多樣性變化與特徵值 

，所以在先前找到瞳孔中心點與半徑，再加上

預設的距離做為要擷取虹膜區域，如圖 20所

示。定義出虹膜區域後，接著就要對虹膜區域

進行歸一化動作，利用 Emgu CV 中的遮罩函

式，把虹膜的環形區域切割出來，再利用

cvLogPolar函式，將圖像映射到極座標，進行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589



極坐標轉換。由於影像時常會受到拍攝者的睫

毛與眼皮干擾之影響，因此為了避開容易受到

干擾的地方，所以選擇了下方的虹膜與眼皮區

域之間，進行 ROI，如圖 21 所示。 

 

 
圖 20 虹膜區域 

 
 
 

 
圖 21 虹膜區域之 ROI取樣 

 

3.2.3.4特徵碼轉換 

 
進行特徵碼轉換之前，為了加強特徵影像

的對比，使用了長條圖等化，將特徵區分出來，

如圖 22(a)為 ROI 影像，圖 22(b)為將 ROI 取

樣影像，進行長條圖等化後影像。 

 
(a) ROI影像 

 
(b) 長條圖等化後影像 

圖 22 對 ROI影像進行長條圖等化 

 

3.2.3.5特徵碼比對 

 
在虹膜辨識的技術中，許多系統都使用漢

明距離(HD)來進行辨識，因此本人也選擇使用

漢明距離來進行特徵碼比對。最後針對樣本數

據分析比對結果，定義漢明距離之閥值作為判

定是否為同一人的依據，如果漢明距離小於定

義出的閥值，則為同一人，大於定義出的閥值，

則為不同人。漢明距離之閥值定義，是透過虹

膜樣本數據為 108筆不同人的眼睛，其中每個

人又包含 7張圖片，總共 756張圖片。根據不

同參數的調整整理出不同的正確率(CRR)、錯

誤率(ERR)、錯誤拒絕率(FRR)與錯誤接受率

(FAR)。發現閥值為0.41時，正確率為68.34%，

是其中正確率最高。所以本論文取 0.41 來做

為漢明距離之閥值。 

 

3.3 模擬部分 POS系統 

 

3.3.1 商品建檔子系統 

 
透過Barcode掃描商品條碼並輸入商品建

檔子系統介面要求填入的資料，選擇商品圖片

後，即可在資料庫新增商品資料系統流程，如

圖 23 所示。 

Barcode掃描條碼 輸入商品建檔子系統介面要求資訊 選擇商品圖片

完成建檔是否全部輸入完畢否 是

 圖 23 商品建檔子系統運作流程圖 

 

3.3.2 商品修改子系統 

 
商品修改採用覆寫方式對同一編碼的商

品進行修改，確認更改後，系統即會檢查資料

是否填寫完成，若通過檢查即可完成資料修改。

系統流程，如圖 24所示。 

Barcode掃描條碼 更改商品資料修改子系統介面要求商品資料

完成建檔是否全部輸入完畢否 是

 
圖 24 商品修改子系統流程圖 

 

3.3.3 商品查詢子系統 

 
在使用 Barcode 取得商品條碼後，系統會

對資料庫進行查詢，並回傳資料給商品查詢子

系統的介面。系統流程，如圖 25所示。 

Barcode掃描條碼 資料庫查詢資料 顯示商品資料

圖 25 商品查詢系統流程 

 

3.3.4 會員資料建檔子系統 

 
輸入使用者提供的資訊，選擇要開通的辨

識，並拍攝頭像，在完成填入後，即可在資料

庫新增會員資料。系統流程，如圖 26所示。 

使用者提供個人資訊 輸入會員建檔子系統介面要求資訊

選擇要開通的辨識

NFC

指紋辨識

虹膜辨識

會員頭像拍攝 完成建檔

 圖 26 會員建檔子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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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會員資料修改子系統 

 
透過 NFC 標籤，取得會員的資訊後，並

進行會員要更改的部份，與需要更改的驗證，

若無更改擇選擇一項辨識驗證為本人與重新

拍攝頭像即可完成會員資料修改。系統流程，

如圖 27所示。 

使用者提供默認身分驗證NFC標籤 取得使用者需要更改的資訊

選擇須要更改得驗證

NFC

指紋辨識

虹膜辨識

會員頭像拍攝 完成建檔

 圖 27 會員資料修改資系統流程圖 

 

3.3.6 會員資料查詢子系統 

 
使用者只要提供電話號碼，並在會員資料

查詢子系統介面上輸入，即可對資料庫進行尋

找，並回傳給介面"基本"資訊。系統流程，如  

圖 28 所示。 

使用者提供電話號碼 資料庫查詢資料 顯示會員基本資料

 
    圖 28 會員查詢子系統流程圖 

 

3.4 購物明細系統 

 

3.4.1 交易發訊子系統 

 
系統首先會先透過網路取得使用者電子

信箱與購物明細,並使用程式內已預設輸入完

成的電子信箱發訊帳號與密碼,待取得後即發

送購物明細給使用者電子信箱。系統流程，如

圖 29 所示。 

獲取使用者信箱與購物明細 使用預設電子信箱與密碼登入 發送購物明細至使用者信箱

  
圖 29 交易發訊子系統流程圖 

 

3.5 資料庫 ERD 

 
整個交易過程資料庫欄位關係，如圖 30。 

購物明細
會員資料表 會員聯絡資訊 帳戶金額

NFC辨識

虹膜辨識

指紋辨識

傳統交易

商品資料表 庫存量

明細編號PK

會員編碼PK

商品編碼

購買數量

購買日期

會員編碼PK

姓名

身分證字

號

地址

相片路徑

電子信箱

手機電話 餘額

會員編碼PK會員編碼PK

會員編碼PK

識別碼

會員編碼PK

識別碼

會員編碼PK

識別碼

會員編碼PK

會員帳號

商品編碼PK

商家編號

商品價格

商品圖片

商品名稱

商品編碼PK

現有存量

 
圖30 交易過程ERD 

 

4.系統實作與測試 

 
4.1 模擬部分 POS系統--商品建檔 

 
使用Barcode掃描產品條碼，掃描條碼，

之後鍵入產品名稱、定價、數量與產品說明，

如圖31。圖32(a)選擇商品圖片，圖32(b)填寫

完商品資料。 

 
圖31 Barcode掃描商品條 

          

(a)選取商品圖    (b)商品資料填完 

圖32 商品建檔完成 

 

4.2行動支付系統 

 
行動支付系統，如圖 33至圖 34，使用滑

鼠左鍵點擊懸浮視窗或使用觸控螢幕輕觸，並

選擇前台銷售。 

 
圖33 懸浮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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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前台消費介面 

消費者選購商品，如圖 35所示。消費者

可選擇三種不同的驗證方式付款，如圖 36所

示。若選擇 NFC 付款，實測如圖 37。有線

NFC 讀卡正確率如表 1。若使用指紋驗證付款

的話，實測如圖 38所示。指紋辨識正確率，

如表 2。若選擇為虹膜驗證付款，實測如圖 39

所示，虹膜辨識正確率，如表 3。 

 
圖35 消費者購買商品 

 
圖36 支付方式選擇 

 
圖 37 NFC驗證付款實測 

 

 

 

 

 

 

 

表 1 NFC讀卡正確率 

 石 

勝 

宇 

許 

宏 

萁 

高 

長 

賢 

許 

家 

龍 

第一次 V V V V 

第二次 V V V V 

第三次 V V V V 

第四次 V V V V 

第五次 V V V V 

第六次 V V V V 

第七次 V V V V 

第八次 V V V V 

第九次 V V V V 

第十次 V V V V 

成功率 100% 100% 100% 100% 

 
圖38 指紋驗證付款實測 

表 2 指紋辨識成功率平均表 

 石 

勝 

宇 

許 

宏 

萁 

高 

長 

賢 

許 

家 

龍 

第一次 V V X V 

第二次 V V V V 

第三次 V X V V 

第四次 V V X V 

第五次 X V V X 

第六次 V V V V 

第七次 V V V X 

第八次 V V V V 

第九次 V V V V 

第十次 V V X V 

平均 90% 90% 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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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支付選擇影像擷取畫面 

表 3 虹膜辨識正確率 

 

4.3 購物明細子系統 

 
在購買完成後，使用者即可透過建檔的使

用者電子信箱收到購物明細，如圖 40 所示。 

 
圖 40 購物明細 

 

5.結論 

 

人類因希望有更方便的生活，而有現今的

行動支付部份，除了免驗證身份外，只認 RFID

卡不認主人的特性也增加安全性的疑慮。因此

本研究將行動支付與生物辨識結合，讓使用者

除了能使用現今已有的卡片驗證支付外，還提

供了指紋辨識驗證與虹膜辨識驗證支付的選

項，使 POS可與行動支付結合。本研究的實

作成果可提供使用者購物付款的不同選項，即

可進行資料維護與前台的銷售作業。藉由本研

究驗證機制，將行動支付與 POS 購物系統結

合，可讓支付更方便且店家也較容易管理。 

 

參考文獻 

 
[1]NF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1%E5

%A0%B4%E9%80%9A%E8%A8%8A 

[2]台灣行動支付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 

[3]生物辨識身份認證技術 

http://vbie.eic.nctu.edu.tw/vol_2/skill_10.htm 

[4]POS 系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OS 

[5]ACR 122U Reader 

http://www.acs.com.hk/en/products/3/acr122u.us

b.nfc.reader/ 

[6]Uru4500b 指紋機 

http://www.crossmatch.com/UareU4500Reader/  

[7]Emgu CV 函式庫 

http://www.emgu.com/wiki/index.php/Tutorial 

[8]影像預先處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

5%83%8F%E5%A4%84%E7%90%86 

[9]SURF 演算法 

http://www.cnblogs.com/tornadomeet/archive/2

012/08/17/2644903.html 

[10]陳順東、"虹膜辨識系統之研究與實作"，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2004 

[11]李韋忠、"應用於辨識系統之虹膜特徵碼產

生硬體設計"，中央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 2014 

[12] 范錦銘、"細化演算法之特性與分析"，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1994  

[13] 林宏學、"以適應性五分直方圖均衡化法

增強影像亮度之設計與實現"，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電機工程系,2014 

 許 

宏 

萁 

高 

長 

賢 

石 

勝 

宇 

許 

家 

龍 

第一次 V X V V 

第二次 V V V V 

第三次 V V V V 

第四次 V V V V 

第五次 V V V V 

第六次 V X V V 

第七次 V V V V 

第八次 V V V V 

第九次 V V V X 

第十次 V V V V 

正確率 100% 80% 100% 90%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5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1%E5%A0%B4%E9%80%9A%E8%A8%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91%E5%A0%B4%E9%80%9A%E8%A8%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5%8B%95%E6%94%AF%E4%BB%98
http://vbie.eic.nctu.edu.tw/vol_2/skill_10.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OS
http://www.acs.com.hk/en/products/3/acr122u-usb-nfc-reader/
http://www.acs.com.hk/en/products/3/acr122u-usb-nfc-reader/
http://www.crossmatch.com/UareU4500Reader/
http://www.emgu.com/wiki/index.php/Tutoria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5%83%8F%E5%A4%84%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E%E5%83%8F%E5%A4%84%E7%90%86
http://www.cnblogs.com/tornadomeet/archive/2012/08/17/2644903.html
http://www.cnblogs.com/tornadomeet/archive/2012/08/17/2644903.html


四旋翼巡航系統 

 

 

摘要 

 
探勘地形、高山搜救，以往必須派遣專業

人員徒步前往或者駕駛直升機，在危險的環境

中人員的安全受到威脅。而現在日新月異的科

技發展，原本是玩具的飛行器，演變成可以使

用在救難救災上的四旋翼、多旋翼，不但可以

偵測傳回數據，更取代了高危險的一些探勘工

作。本研究目前使用飛控板結合四旋翼機架，

透過Arduino 開發環境來編寫飛控板之平衡程

式碼後，藉由飛控板軟體測試，對平衡感應數

據做校正，待四旋翼本身能自主平衡後，經由

藍芽作為遙控方式將指令傳給飛控板，並於資

料庫儲存飛行軌跡指令紀錄，使巡航能重複先

前飛行路線，也結合樹莓派上 CCD 攝像頭做

為定期拍攝飛行巡邏過程所拍攝的照片。 

關鍵詞：四旋翼、PID 演算法、MultiWii 飛控

板、樹莓派、CCD。 

 

Abstract 
 

Patrolling terrain, mountain rescue are a 
certain of danger for persons or helicopter. As 
rapid growth of technology, the original toy aircraft, 
evolved to quadrotor or multirotor, could be used 
to rescue not only can detect the sent data 
backward, but replace some high-risky 
exploration work. This paper is proposed a 
quadrotor patrolling mechanism combined with an 
Arduino-based flight control board. Through this 
mechanism, the adjusting balance program of 
flight and collect the sensor data via Bluetooth is 
developed. The flight path is stored in the local 
database which is recorded the flight instruction, 
so that the patrolling path can repeat the previous 
flight path. The proposed quadrotor also 
combines with Raspberries pi with CCD camera 
for recording photographs in every regular patrol 
flight path. 

Keywords: Quadrotor, PID algorithm, 

MultiWii flight-control board, Raspberry Pi, 

CCD. 

 

1. 前言 
隨著日新月異的科技進步，四旋翼[1]近幾

年被廣泛開發運用範圍由最初的兒童飛行玩

具，到愛好空拍玩家的四旋翼無人空拍機，最

後至急難救災、水質檢驗、播灑農藥…等。飛

控板的進步改善了穩定性，但大多數的四旋翼

如果是公司本身所開發，會將所有功能合併寫

入同一個電路板上，使用者並不能看到內部演

算方式也不能自行擴充功能，而近期網路上另

有開發支援 Arduino 的飛控板，但是缺點在於

Arduino 運算能力不足，所以我們採用樹莓派

與飛控板做結合，除解決運算及擴充問題外，

也可以在樹莓派的 Linux 系統上直接使用附加

元件的軟體環境做開發。本研究利用自行組裝

之四旋翼機架結合 MultiWii 飛控板，加入樹莓

派搭配 CCD 模組，使用者可藉由手機 APP 透

過藍芽來持續對四旋翼發送遙控、拍攝指令，

並在本機端架設資料庫存取照片、飛行指令之

數據於樹莓派端做資料傳輸，進而達到自主平

衡、手機遙控、紀錄飛行軌跡、回復飛行動作、

拍攝照片、查閱照片、影像串流[2]的功能，做

為自動巡邏之用途。本論文第二節介紹相關研

究，第三節為系統架構設計，第四節為系統實

作與測試，第五節為結論。 

 

2. 相關研究 

 

2.1 美國 Intel 四旋翼結合穿戴式裝置 

 
美國知名半導體公司 Intel，於穿戴式挑戰

賽上發表了利用四旋翼結合穿戴式裝置[3]。操

作者可將四旋翼彎曲佩戴至手腕上，需要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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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身展開即可使用，其餘功能皆不亞於一般四

旋翼，突破了旋翼機不易攜帶的印象。 

 

2.2 TEDGlobal 四軸飛行器的運動能力 

 
Raffaello D'Andrea對於TEDGlobal四旋翼

[4]的功能包含使水杯不會打翻的極穩定的平

衡演算法、利用天花板上攝影機與筆記型電腦

做室內定位計算達到自動回饋控制，及標定亮

光貼紙的物品可搭配四旋翼重新做平衡，自動

接球及丟球功能，在室內的四旋翼已經相當於

一個會思考的機器人。  

 

3. 系統架構 

 

3.1 系統架構介紹 

 
圖 1 整體系統架構圖 

 

四旋翼巡航應用系統可分為四旋翼機架

子系統、自動平衡子系統、遠端遙控子系統、

資料庫。首先須利用 MultiWiiConf 軟體測好

PID 自動平衡之參數與操控指令寫入飛控板，

實際操控時，我們使用手機 App 藍芽對

MultiWii 飛控板下達欲操控指令之參數，當

MultiWii 飛控板藍芽接收後，對馬達輸出做出

相應改變，並將演算法參數及操控指令透過樹

莓派 WiFi 存入資料庫，樹莓派 CCD 透過網路

將影像傳至筆電，以時間為名稱定期存入資料

庫。整體系統架構如圖 1 所示。 

 

3.2 四旋翼機架子系統 

 
圖 2 四旋翼機架子系統架構圖 

 

四旋翼機架子系統當中有五樣主要構

件，分別為電池、MultiWii 飛控板、電子調變

器、無刷馬達、螺旋槳，電子調變器為主要控

制電壓及馬達轉速的元件。降壓提供給

MultiWii 飛控板及樹莓派 B+使用，其餘 CCD

模組是作為附加功能，另外，由於本研究所有

元件除了需事先計算好互相供電方式[5]外，更

須注意重量問題。四旋翼機架子系統架構如圖

2 所示。 

 

3.3 自動平衡子系統 

 
圖 3 自動平衡子系統運作流程圖 

 

當機體偏移時，MultiWii 飛控板會感測到

相關傾斜參數值，並顯示於 MultiWiiConf 軟體

中，同時也以此軟體做 PID 調校，當 PID 調校

完成時，MultiWii 飛控板即直接可對各馬達的

輸出量做控制。運作流程如圖 3 所示。 

 

3.3.1 自動平衡子系統 PID 控制器公式 

PID 控制器[6]顧名思義是由 Proportional 

(比例)、Integral (積分)、Derivative (微分)三個

元素所構成，透過 Kp(比例增益)、Ki(積分增

益)、Kd(微分增益)參數，可構成一個線性且動

態不隨時間變化的系統。PID 的運作方式為將

一個輸入值與參考值做比較，比較後的結果差

反饋至計算下一次的輸入值，以達到修正後之

值得以保持於參考值間。其運算公式及說明如

公式 1。 

 

 
…………………公式 1 

 

：比例增益，為調適參數 

：積分增益，為調適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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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增益，為調適參數 

：誤差 = 設定值（SP）- 回授值（PV） 

：目前時間 

：積分變數，數值從 0 到目前時間 t 

 

比例控制項  

誤差值與正值常數之乘積，只於輸出和誤

差成正比時成立。如果比例增益太大會造成系

統不穩定，反之如果太小會造成修正不足。 

積分控制項  

先前誤差值總和與正值常數之乘積，於先

前平均誤差值計算出輸出結果誤差，結果誤差

值會逐漸降低，最後趨近於設定值。如果積分

增益越大，誤差校正速度也越快。 

微分控制項  

誤差值的一階導數與正值常數之乘積，可

預測未來誤差提升速度與穩定性，如果微分增

益越大反應速度越快速。 

 

3.4 遠端遙控子系統 

 
圖 4 遠端遙控子系統運作流程圖 

 

使用者於手機 App 介面下達操控及取出

照片指令，操控指令透過藍芽將數據傳給

MultiWii 飛控板藍芽接收，藉由 MultiWii 飛控

板下指令讓馬達各值做出相對應的改變，使四

旋翼做出相對應的飛行動作，再由樹莓派 B+ 

WiFi 將指令存入資料庫，而取出照片指令則由

WiFi 透過樹莓派 B+至資料庫，取出對應資料

庫之照片，筆電再由 WiFi 將照片傳回手機

App，即可在手機上瀏覽及搜尋照片。運作流

程如圖 4 所示。 

 

3.5 資料庫 ERD 

本系統之資料庫設計的 ERD，其內部表格

為：飛行指令、動作、任務及影像。如圖 5 所

示。 

 
圖 5 資料庫 ERD 

 

4. 系統實作與測試 

 

4.1 硬體實作 

 

4.1.1 四旋翼機架子系統 

中間部分為 MultiWii飛控板、飛控接收

器、藍芽、樹莓派、WiFi、CCD、電子調變器、

電池、開關所疊加而成，四周為所需馬達及螺

旋槳。如圖 6。 

 
圖 6 四旋翼組裝正面圖 

四旋翼組裝系統機體側面圖。如圖 7。 

 
圖 7 四旋翼機體側面圖 

由四旋翼側面可清楚看到中心所擺放之

方式由低至高分別為：CCD、電子調變器、飛

控藍芽接收器、電池、MultiWii飛控板、樹莓

派、WiFi。如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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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四旋翼機體側面圖 

CCD 固定於最下方以便拍照，如圖 9。 

 
圖 9 四旋翼機體反面圖 

 

4.1.2電量使用測試 
耗電量估計之時間如表 1，由電池、馬達、

飛控板、樹莓派所耗的電量來計算出使用時間

之長度。 

表 1 電量使用估計時間 

硬體名稱 耗電量 

電池 
2600mah=2.6ah=1c 

8c=2.6ah*8=20.8ah 

W=P*t=230.88wh 

馬達 

額定電流 Ia 

=最大額定電流*75% 

=20a*75%=15a 

P=VI=11.1v*(15a*4)=666w 

飛控板 P=VI=5v*3a=15w 

樹莓派 P=VI=5v*3a=15w 

估計時間

t 

t=W/P 

 =230.88wh / (666w+15w+15w) 

 =0.33h=19.9min 

 

耗電量實測之時間如表 2，將電池充飽電

後測量實際可使用時間。 

表 2 電量使用實測時間 

次數 估計時間

(min) 

實測時間

(min) 

時間差

(min) 

1 19.9 16.5 3.4 

2 19.9 17.9 2 

3 19.9 16.7 3.2 

4 19.9 18.6 1.3 

5 19.9 17.3 2.6 

總次數 5 平均電量

時間 

17.4 

 

4.2 軟體實作 

 

4.2.1 播放圖片 

查詢按鈕可查詢開始到結束時間之間的

影像檔案，播放按鈕可從頭撥放所查詢的影

像，停止按鈕為停止撥放，停止按鈕的兩邊則

有上一張下一張的功能鍵。如圖 10。 

 
圖 10 影像串流設計視窗 

檢視撥放畫面，圖片下放會顯示該張影像

的檔名。如圖 11。 

 
圖11 檢視撥放畫面 

按清除按鈕可將檢視結果清除。如圖12。 

 
圖12 清除結果畫面 

 

4.2.2自動讀取本機文檔 
自動讀取本機文檔介面，三個新增分別會

在指定的路徑內將指定檔名的文檔內容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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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三個資料表做新增動作，如圖 13。 

 
圖 13 自動讀取本機文檔介面 

查詢可對三個資料表當前的情況做查詢

動作，如圖14為未新增資料的情況。 

 
圖14 查詢本機文檔 

新增完畢後按鈕列下方會出現”完成”

的提示字樣，如圖15。 

 
圖15 新增資料介面 

圖16為新增資料後的查詢結果。 

 
圖16 新增資料後的查詢結果 

清除鈕可將查詢結果清空，如圖17。 

 
圖17 清除查詢結果 

 

4.2.3設定圖片位置 
只有設定檔名為image，沒有設定儲存路

徑，因此都會在預設目錄，一般使用者的檔案

位於【/home/username】，root權限的使用者檔

案位於【/root】，圖18為root權限下所拍的照

片。 

 
圖18: 預設路徑下的照片 

照片正常檢視之畫面，如圖 19。 

 
圖19: 開啟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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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樹莓派與 WiFi傳檔延遲時間 
樹莓派透過WiFi傳檔至主機端延遲的時

間測試如表3。我們由樹莓派端紀錄發送時

間，主機端紀錄接收時間，相減所得到的時間

做為延遲時間，以十次測試取出平均之延遲時

間。 

表 3 : Raspberry Pi 與 WiFi 傳檔延遲時間 

編號 傳送檔案時間 

(樹莓派) 

接收檔案時間 

(主機) 

延遲

時間

(s) 

1 20:05'50.52" 20:05'51.35" 0.83 

2 20:05'55.35" 20:05'55.97" 0.62 

3 20:06'02.37" 20:06'03.11" 0.74 

4 20:06'09.45" 20:06'10.73" 1.28 

5 20:06'16.12" 20:06'16.98" 0.86 

6 20:06'23.36" 20:06'24.50" 1.14 

7 20:06'29.42" 20:06'30.69" 1.27 

8 20:06'37.25" 20:06'38.07" 0.82 

9 20:06'42.47" 20:06'43.45" 0.98 

10 20:06'48.33" 20:06'49.17" 0.84 

總數 10 平均延遲時間 0.94 

 

4.3 整合測試 

 

4.3.1 起飛 

室內試飛時，我們將四個方向分別綁上長

度適中繩子，以調整其平衡值，如圖20。

 
圖20 綁繩子調整平衡及測試 

平衡調整好之後，將繩子拆除，可在手上

做更細微的校正，如圖21。 

 
圖21 手上微調平衡及測試 

上述校正皆完成後，即可帶到室外試飛，

起飛前轉速上升時的情況，如圖22。 

 
圖22 四旋翼起飛前 

四旋翼空中飛行圖，如圖23。 

 
圖23 四旋翼飛行圖 

高空拍攝圖，飛到四至五層樓高度時的情

況，如圖 24。 

 
圖24 四旋翼高空拍攝圖 

 

4.3.2 降落 

四旋翼降落時，轉速只需要維持在比飛行時的

轉速降低一些，而且由於地面效應的關係，降落時

也會多一層升力使其不會直接掉在地上，如圖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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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四旋翼降落時 

降落後，螺旋槳逐漸停止轉動，如圖26。 

 
圖26 四旋翼降落後 

 

5. 結論 
本研究所提四旋翼巡航應用系統，可輔助

人類處理空中巡航及拍攝的功能，不僅運用樹

莓派的擴充性，讓四旋翼不僅只有飛行功能且

有定時、定點拍攝，讓使用者運用此巡航應用

系統更加方便。藉由本研究所提的四旋翼，除

了可以手機遙控飛行、串流影片拍攝照片外，

也可以將飛行軌跡存至資料庫，做飛行軌跡紀

錄回播動作，樹莓派上的CCD可以連續拍攝照

片，以便做成串流影片播放做為巡邏之用，也

可以使用手機App瀏覽所拍攝的照片，而樹莓

派與飛控板MultiWii的結合，除可使四旋翼穩

定飛行，也因為樹莓派運算能力強且其本身有

Linux作業系統，所以在系統中可以使用開放性

附加元件軟體開發環境做編輯，除了提升便利

性，也能運作得更順暢。手機App的開發未來

也將取代了原有的遙控器，讓使用者能搭配附

加元件在手機APP板面上做改變。藉由本研究

驗證了四旋翼的開發性不再是侷限於遙控飛

行空拍功能，更可以運用於巡航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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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內容特徵為基礎之 Aplha波音樂曲風探討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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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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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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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現今的研究報告，也少有針對α波音樂

進行相關分析及討論。本研究報告將利用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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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為推

薦。在電腦自動判別α波音樂尚未被發展出來

前，期望可以藉由聆聽近似α波音樂曲風的音

樂，達到放鬆紓壓之效果。 

關鍵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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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w 

research reports studied about automatic 

classification of alpha wave music. In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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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a music genre which alpha wave 

music is closest to, such that we can 

recommend user to listen that kind of music 

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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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針對音樂內容擷取之研究，受到了

相當的重視[5][12][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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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的患者藉由樂音、節奏進行治療[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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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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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

下將針對四種腦波進行說明：[2][3][9][16]  

β 波 (>14Hz)透過腦電波檢查 (Electro- 

encephal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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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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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有隆 邱千瑜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yllo@cyut.edu.tw ciouyu0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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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EEG檢測 β 波 1秒鐘頻率樣本[25] 

α 波(8-14HZ)的 EEG 波圖如圖 2，可以觀

察到 α 波相較於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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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休息時可以聽有關 α

波的音樂，有助於心情的放鬆，α 波的音樂專

輯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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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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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θ波音樂專輯如：甜夢 Sweet Dreams。 

 
圖 3.EEG檢測 θ波 1秒鐘頻率樣本[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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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波

音樂專輯如：深沈睡眠能量回復  Sleep & 

Rejuvenation。 

 
圖 4.EEG檢測 δ波 1秒鐘頻率樣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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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recheisen 等學者的 hierarchical 

genre classification for large music collections 

[6]、Cheng等學者的 automatic chord recognition 

for music classification and retrieval[8]，Lo 等學

者的 Content-based music classification[13]與

Content-based multi-feature music classification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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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的 α 波音

樂之分類有針對腦波音樂進行研究，則是針對

專家已完成鑑定的音樂來尋找可能之共同特

徵，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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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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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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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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recheisen 等[6]與 Lo等[13][14][16]。 

以 machin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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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與

Mandel 等學者的[18]。 

除此之外，Cheng等學者的 automatic chord 

recognition[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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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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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中利用顯著重覆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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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律序列(melody sequence)或

節拍序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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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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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 (maximum length)、最短 (minimum 

length)與最小頻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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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分類的有效

SRP(Usefulness of SRP for Classification)、近似

評估相稱的 SRP(Similarity Measure for SRP 

Matching)、以及類別決定(Class Determination)

等三個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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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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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ure 

vectors)的集合來代表。接著將這集合裡的特徵

向量做階層式的實例遞減(hierarchical instance 

reduction) ， 而 遞 減 後 的 種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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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過程還利用了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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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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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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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如：classic、pop、folk 或 jazz)中可能有的

音樂內容特徵性質，例如：哪些音(notes)、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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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提出了“Content-based 

Classification of Αlpha Wave Music”利用[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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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為 alpha 波

的音樂分類出來，但是此分類方法對尚未經過

判定的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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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於[23][24]針對權重重新設計後，在音符以及前

後音差的實驗結果得到，classical 曲風與 α 波

音樂較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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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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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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類神經網路的概括能力

(generalization capabilities)。 

2.5 Multiple-Instance Learning  

Mandel 等學者於[18]中分析了多實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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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與 Multiple-Instance 

Learning via Embedded Instance 

Selection(MILES)[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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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做音樂分類的和弦辨識系統 (chord 

recognition system)是Cheng等學者於[8]所提出

來的，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訓練階段

(training phase)，他們併用了 N-gram model 於

Hidden Markov Model(HMM)架構中[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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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為測試階段(testing phase)，利

用前置訓練獲得的模式(pre- trained models)，和

弦序列(chord sequence)可從輸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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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長共同和弦

子序列(longest common chord subsequence)與

和絃直方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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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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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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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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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歌曲檔(Song File)→ 萃取音樂片斷

(Extracting Music Piece)，包括小節(Verse)與合

聲(Chorus)，此步驟為人工方式進行 → 加框

與封塊(Framing and Blocking) → 單色區塊

(Self-Colored Segmentation)→ 特徵集合萃取

(Feature Set Extraction)等步驟，最後將所萃取

出的特徵注入─ 模糊支持向量機 ( Fuzz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FSVM)來做音樂的分

類，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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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Lo等[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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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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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方法是從音樂的特徵與比對方

法兩方面來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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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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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否有哪些音符所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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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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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樂比對之分析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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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暫不予考慮。 

3.2 比對方法 

我們的研究將採用兩個計算距離的公

式，以及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

三方面來進行比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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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公式計算與分類方法。 

3.2.1 音樂特徵的距離公式 

Lo等學者於[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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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特徵值做為多維空間中的中心座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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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類曲風音樂之中心座標的遠或近，如此就可判

斷其可能歸屬於哪一類曲風的音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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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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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1.0

)1.02.0()15.03.0()53.04.0(

)1.0,51.0,0.35(

222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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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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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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0.2)。若有一首音樂之旋律(Do, 

Mi, La)的發生頻率為(0.35, 0.15, 0.1)，而權重

值 wi假設與對應的中心座標值相等，如此發生

頻率越高的音，相對的權重值就越大，以代表

它的重要性，如此可帶入公式(2)可求得距離如

下： 

5320.0

))1.02.0(2.0())15.03.0(3.0())53.04.0(4.0(

)1.0,51.0,0.35(

222





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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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演算法是一種

從樣本數據中分析獲得規律，並利用規律對未

知數據進行自動預測的演算法，它也經常被應

用於資料分類上，如：[17][18]。因此，我們也

希望透過機器學習的技術，分析各音樂曲風之

特徵的規律性，以進行 α 波音樂的分類分析。

而在此研究，我們機器學習演算法，將採用支

持向量機，透過 LIBSVM[29]以及 MATLAB[30]

實現，以下分別針對支持向量機以及 LIBSVM

進行說明： 

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

是一種用於統計分類以及回歸分析的方

法。在已經分類好的資料空間中，進行訓

練(training)找出一個超平面(Hyper-plan)以

此建立分類模型，利用模型對未被分類進

行測試得到分類結果。 

LIBSVM (A Library for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是由台灣大學林智仁教授等

所開發，提供簡單易於使用的支持向量機

分類 (C-SVC, nu-SVC) 以及回歸分析 

(epsilon-SVR, nu-SVR)，且支援多類分

類。LIBSVM 的特點如下： 

 提供不同的 SVM 公式 

 有效的處理多類分類 

 透過交叉驗證選擇模型 

 機率預估 

 多種核心函數 

 透過加權 SVM 的處理不平衡的數據 

 提供 C ++和 Java 的源代碼 

 SVM分類與回歸的圖式介面 

 在 Python、R、MATLAB、Perl、Ruby、

Weka、Common LISP、CLISP、Haskell、

OCaml、LabVIEW,和 PHP 的介面中可

透過 C#、.NET 和 CUDA的擴充使用。  

 可在部分資料探勘的環境使用：

RapidMiner、PCP和 LIONsolver。 

 可透過自動化模式選擇產生交叉驗證

準確度的輪廓。 

在 SVM 實驗中將會透過兩種數據進行實

驗，第一種是利用發生頻率，先將各類曲風的

每首歌採用發生頻率最高的 n個特徵值 x1, x2, .., 

xn 進行 SVM 的分類訓練，透過由訓練階段所

得到之模型，將想判斷其可能歸屬之音樂的全

部發生頻率進行測試，以得到分類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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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為 Do、Mi、La，則

擷取此類每首音樂 Do、Mi、La 發生頻率一首

一首分別進行訓練，測試階段則是將欲分類之

音樂的全部音符發生頻率進行，得到的結果代

表該首音樂可能被歸類之曲風。 

SVM 第二種實驗則是利用公式(2)，從公

式(2)可得出每首音樂與各音樂曲風中心座標

之距離，以此作為 SVM 分類訓練，測試階段

則是同樣採用公式(2)計算得出音樂與各曲風

距離，以此得到歸類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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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進行公式(2)的計算，將此類每一首歌與

各曲風中心座標之距離一一進行訓練，一首音

樂欲進行分析時，則是取與各曲風相對應音符

發生頻率最高前三個音(n=3)，透過公式(2)計

算，再利用此首音樂與各曲風之距離進行測

試，得到此首音樂所歸屬之曲風。  

3.3 研究流程 

我們的實驗流程如圖 5，使用距離公式、

權重距離公式、以發生頻率進行 LIBSVM 以及

以權重距離公式進行 LIBSVM四種方法，針對

三種音樂特徵值去分析 α波音樂被分類至各曲

風之比率，從得到的比率中比較分析 α波音樂

之各音樂特徵值與何種曲風較為相似，再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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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之曲風中進行分析，找出同時符合各音樂特

徵值之歌曲，使得到近似 α波音樂之樂曲。 

 

圖 5.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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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曲風的音

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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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中採用旋律音符、節拍、前後音

差做為音樂特徵，分析其所發生的頻率，再透

過距離公式以及 LIBSVM 判別可能接近的音

樂曲風。 

在音樂特徵中，參考[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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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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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IBSVM的實驗中將分別

利用兩種數據進行，一為曲風發生頻率，另一

種為透過公式(2)所計算出每一首音樂與各曲

風中心座標之距離。實驗結果如下各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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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是各類音樂曲風之旋律音符發生頻

率最高的前 7名。 

表 1.各類曲風之旋律音符發生頻率最高前 7名 
 classical pop folk jazz blue alpha 

排名 音符 頻率 音符 頻率 音符 頻率 音符 頻率 音符 頻率 音符 頻率 

1 
高音

Do 
0.0847 

中音

Sol 
0.1205 

中音

Mi 
0.1437 

中音

Mi 
0.1314 

中音

Sol 
0.1239 

高音

Re 
0.095 

2 
高音 

Re 
0.0821 

高音

Do 
0.1049 

中音

Sol 
0.1237 

中音

Sol 
0.1242 

中音 

Si 
0.1227 

高音

Mi 
0.0902 

3 
中音 

Si 
0.0776 

中音

Mi 
0.1042 

中音

Do 
0.1211 

中音 

La 
0.1088 

高音

Do 
0.1223 

高音 

Fa 
0.0886 

4 
中音 

La 
0.0759 

中音 

La 
0.0953 

中音 

Re 
0.1075 

高音

Do 
0.0958 

中音 

La 
0.1104 

高音

Do 
0.0865 

5 
高音

Mi 
0.0746 

中音 

Re 
0.0812 

中音 

La 
0.0979 

中音 

Re 
0.093 

高音 

Re 
0.1005 

高音

Sol 
0.0846 

6 
中音

Sol 
0.0729 

中音

Do 
0.0724 

高音

Do 
0.0899 

中音

Do 
0.0907 

高音

Mi 
0.082 

高音 

La 
0.0764 

7 
高音 

Fa 
0.0677 

高音 

Re 
0.0697 

中音 

Fa 
0.0574 

中音 

Si 
0.0615 

中音

Mi 
0.076 

中音 

Si 
0.0696 

4.2.1距離公式進行旋律音符之傾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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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計算此 α 波音樂與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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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與圖 7所示。 

由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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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的曲風。而 α 波音樂接近次多的，應屬 pop

音樂曲風，但最高也只有 19%。α 波音樂則是

較少接近 folk、jazz 與 blue 音樂曲風。接著由

圖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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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距離公式所實驗的結

果，多數 α 波音樂之旋律音符是比較接近

classical 音樂。 

 
圖 6.距離公式之音符分析 α近似之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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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權重距離公式之音符分析 α近似之曲風 

4.2.2 LIBSVM進行旋律音符之傾向分析 

LIBSVM 第一個實驗，我們將每一首

classical、pop、folk、jazz 與 blue 之音符發生

頻率進行 LIBSVM 實驗中的訓練階段，其中當

n=2 則代表將利用除了 α 波音樂以外的各類音

樂曲風之音符發生頻率的前兩名進行訓練，而

n=3 則是發生頻率前三名一起進行訓練，以此

類推。當進行第二階段的測試時，則是利用每

一首 α波音樂的音符發生頻率進行實驗，實驗

結果如圖 8。於圖 8 中可發現，利用發生頻率

進行 LIBSVM 實驗，α 波音樂約有 77%~90%

被分配至 classical 音樂曲風中，第二多的則是

pop 約有 16%，其他三類音樂曲風所占並不多。 

 
圖 8.以發生頻率進行 LIBSVM之音符分析 α近

似之曲風 

而 LIBSVM 第二個實驗則是利用公式(2)

所計算出的距離進行實驗，先將每一首

classical、pop、folk、jazz 以及 blue 音樂逐一

透過公式(2)計算α波音樂以外的曲風中心座標

之距離，以此進行訓練。而測試則是利用每一

首 α波音樂透過公式(2)，所計算出每一首 α波

音樂與另外五類音樂中心座標之距離，以進行

測試階段，實驗結果如圖 9。從圖 9 可以觀察

到有高達 87%~97%的 α 波音樂是被分類至

classical 音樂曲風，被分類至其他音樂曲風所

占比例並不高。 

 
圖9.以權重距離公式進行LIBSVM之音符分析

α 近似之曲風 

因此，以旋律音符特徵來分析，兩種距離

公式與 LIBSVM 的實驗結果差異並不大，α波

音樂是比較接近 classical 的音樂曲風，而以

LIBSVM 的實驗結果最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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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音樂曲風之節拍發

生頻率最高前 7名如表 2所示。 

表 2.各類音樂曲風之節拍發生頻率最高前 7名 
 classical pop folk jazz blue alpha 

排名 節拍 頻率 節拍 頻率 節拍 頻率 節拍 頻率 節拍 頻率 節拍 頻率 

1 1/2 0.3509 1/2 0.4608 1/2 0.4559 1/2 0.5006 1/2 0.4013 1/2 0.3314 

2 1/4 0.2789 1 0.1965 1 0.2555 1 0.2429 1 0.2092 1/4 0.3118 

3 1 0.2391 1/4 0.194 1/4 0.1634 1/4 0.0842 other 0.1478 1 0.1668 

4 2 0.049 2 0.0575 2 0.0407 2 0.0668 1/4 0.1065 other 0.0712 

5 1/8 0.0214 1 1/2 0.0292 3 0.0213 1 1/2 0.036 1 1/2 0.0442 1/8 0.0444 

6 3 0.0199 3 0.0233 4 0.0201 3 0.0282 2 0.0397 2 0.0316 

7 3/4 0.0163 4 0.0183 1 1/2 0.0187 4 0.0273 3/4 0.027 1 1/2 0.0158 

4.3.1 距離公式進行節拍之傾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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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與圖 11。 

從圖 10 與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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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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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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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距離公式之節拍分析 α近似之曲風 

 
圖 11.權重距離公式之節拍分析 α近似之曲風 

4.3.2 LIBSVM進行節拍之傾向分析 

此分析以節拍發生頻率進行第一個

LIBSVM 實驗，再透過節拍發生頻率經過公式

(2)之計算，在進行第二個 LIBSVM 實驗，實驗

結果如圖 12、圖 13 所示。 

從圖 12 可發現擷取發生頻率前 2 名(n=2)

進行實驗時，約有41%的α波音樂被分配至 pop

音樂曲風，而在取發生頻率前 3 名以後(n≧3)

可發現 α 波音樂約有 39%~41%較接近 jazz 音

樂曲風。再從圖 13 觀察，可發現在取 2 個節

拍做為中心座標時(n=2)，約有 76%的 α波音樂

被歸類於 pop音樂曲風，而當作標取 2個以上

(n≧2)時，α波音樂被歸類於 pop音樂曲風比例

逐漸下降，反而被歸類於 jazz音樂曲風的比例

逐漸上升，約有 45%~63%。從圖 12、圖 13 中

可發現 α波音樂在節拍實驗中，雖然當 n越大

時，α 波音樂被分配至 jazz 音樂曲風的比例逐

漸提高且穩定，但所占比例最多也只到六成多

些。 

節拍在距離公式以及 LIBSVM實驗中，可

發現 α波音樂並無法聚集多數於特定的某一個

音樂曲風中，而呈現較為紛雜的現象。 

 
圖 12.以發生頻率進行 LIBSVM之節拍分析 α

近似之曲風 

 
圖 13.以權重距離公式進行 LIBSVM 之節拍分

析 α近似之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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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音樂

曲風之前後音差發生頻率最高前 7名如表 3.各

類音樂曲風之前後音差發生頻率最高前 7名所

示。 

表 3.各類音樂曲風之前後音差發生頻率最高前

7名 

 classical pop folk jazz blue alpha 

排名 音差 頻率 音差 頻率 音差 頻率 音差 頻率 音差 頻率 音差 頻率 

1 -2 0.198 -2 0.2397 -2 0.2949 -2 0.2725 -1 0.2496 -1 0.2969 

2 +2 0.1601 +2 0.2038 +2 0.2084 +2 0.211 -2 0.2218 +1 0.2512 

3 -1 0.0789 -3 0.0755 -3 0.076 -1 0.0821 +1 0.1667 -2 0.1054 

4 +1 0.0633 +3 0.0743 +3 0.0732 -3 0.0808 +2 0.1509 +2 0.0968 

5 +3 0.0598 -1 0.0707 -1 0.073 +3 0.0791 -3 0.0529 +3 0.0491 

6 - 3 0.0589 +1 0.0622 +1 0.0599 +1 0.0598 +3 0.0401 -3 0.0351 

7 +5 0.0469 +5 0.0406 +4 0.0395 +5 0.0385 +4 0.0363 +5 0.026 

4.4.1距離公式進行前後音差之傾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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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與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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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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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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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出現了兩種很

不同的情形，值得等 LIBSVM實驗結果再進一

步探討。 

 
圖 14.距離公式之前後音差分析近似之曲風 

 
圖 15.權重距離公式之前後音差分析 α近似之

曲風 

4.4.2 LIBSVM進行前後音差之傾向分析 

我們分別利用前後音差的發生頻率 2~7名

以及由公式(2)所計算出的數據進行 LIBSVM

的實驗，實驗結果如圖 16、圖 17。 

圖 16 是利用前後音差發生頻率進行

LIBSVM 所得到的實驗結果，可以發現約有

78%~99%的 α 波音樂被歸類於 blue 音樂曲風

中，次多的則是 classical音樂曲風約占 22%。

再從圖 17觀察，可發現與圖 16有非常相近的

結果，α 波音樂約有 77%~100%被歸類至 blue

音樂曲風中，且從當 n 越大時，α 波音樂被歸

類至 blue 音樂曲風的比例越高。 

 
圖 16.以發生頻率進行 LIBSVM之前後音差分

析 α近似之曲風 

 
圖 17.以權重距離公式進行 LIBSVM 之前後音

差分析 α近似之曲風 

 

在這前後音差的實驗中，可發現出現分歧

的狀況，在具權重的距離公式所得到的結果是

α波音樂比較接近 classical，而在不具權重的距

離公式以及 LIBSVM 兩種數據所得到的結

果，是比較接近 blue。我們從前後音差發生頻

率進行分析，發現 α 波音樂與 classical 和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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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α波音樂的音差順序更接近 blue 音樂，因為這

四個音差順序中，α 波音樂與 classical 音樂是

完全不同，而 α波音樂與 blue 音樂，則是在-1

與+2 兩音差的順序相同，這可能就是此實驗四

個結果中，有三個是 α波音樂比較接近 blue音

樂的原因。在這實驗中，我們也觀察到，α 波

音樂、classical 音樂與 blue 音樂都是音差變化

比較平緩的，才會頻率最高的前四個音差剛好

都是-2至+2。也符合人們在靜坐或休息時，多

數偏好聽較緩和放鬆的音樂，因此 classical 音

樂就經常的在此情境下被播放，反倒是 blue 音

樂沒有被重視到其可能可以達到的功能。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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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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諧波共振，以提高腦部 α波的強度，得到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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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利用音樂特徵比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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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可以做為音樂的

推薦。 

本研究建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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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進行 α波音樂近似曲風的

分析。實驗結果，α波音樂在旋律音符特徵上，

比較近似於 classical 音樂曲風；而在前後音差

的特徵上，卻比較近似於 blue音樂曲風；至於

節拍特徵，則是沒有較明顯的傾向。我們進一

步對 classical與 blue音樂在旋律音符與前後音

差做分析，獲得它們有交集的部份，這交集部

份的音樂，可以同時符合兩特徵都近似於 α波

音樂，而成為我們所推薦的音樂。 

目前我們研究所採用的距離公式，無論有

無權重，皆是針對單特徵多維度來計算，如旋

律音符、節拍與前後音差，都只能分別計算。

未來研究方向，我們將以推演出多特徵高維度

之公式為目標，使更方便尋找出近似 α波之音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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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NAS建置小型企業之私有雲端儲存伺服器之實例 

 

 

 

摘要 

 
企業資料數位化的程度越來越高，許多資

料都儲存於電腦中。台灣中小型企業所佔比率

非常高，大多無法負擔大型伺服器的成本，也

無意投資這樣的成本。於是很多中小企業使用

個人電腦充當伺服器使用，並且輕忽了資料備

份的重要性。企業的電腦硬碟中，往往儲存了

許多公司的重要資料，而大多數中小企業，並

無對資料進行安全完整的備份。一但硬碟發生

遺失損壞的情況，將對企業產生許多的阻礙，

要花很多時間進行資料復原。甚至造成進度延

遲，產生商譽上的損害。於是要如何讓這些企

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來達到一定的資料備份

水準，以及提高安全性，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本研究報告提出了一個實務案例，我們以低成

本的網路附加儲存(NAS)與磁碟陣列(RAID)，

協助企業建置了私有雲端儲存伺服器，提升了

企業資料的安全性、高可用性(HA)與共享的便

利性。 

關鍵詞：私有雲端儲存伺服器、網路附加儲

存、磁碟陣列、高可用性 

 

Abstract 
 

The degree of digitized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becomes more and more highly, 

and most of this digitized data stored in the 

computer. High percentages of enterprises 

are small and medium in Taiwan. Therefore, 

most of them cannot afford the cost of 

large-scale servers, and do not intention to 

invest in such costs. Man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using personal computers 

act as servers, and disregard the importance 

of data backup. The important enterprise data 

is often stored in the computer hard drive. 

However, there is no complete safety for data 

backup established for most of SMEs. It will 

encounter business obstacles when lost data 

or damaged hard drive is happened. They 

have to spend a lot of time for data recovery. 

Furthermore, it may cause the schedule 

delays and hurt the business goodwill on. 

Accordingly, how to achieve a certain level 

of data backup and improve safety in the 

lower costs for SMEs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paper, we present a practical case in 

which we used low cost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NAS) an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RAID) to help the 

enterprise to build a private cloud storage 

server. It enhances the enterprise data more 

security, higher availability (HA), and the 

convenient sharing. 

Keywords: private cloud storage server, NAS, 

RAID, HA. 

 

1. 前言 

許多中小型企業的檔案都儲存在公司的個

人電腦中，如果需要在辦公室中進行資料共享

的公司，最簡便的方法就是利用一台個人電腦

當作伺服器，扮演資料共享的角色。但是這種

方式就會產生出許多潛在的問題，例如電腦沒

有做即時的備份，當硬碟故障時資料就會很難

復原。如果要進行備份，許多企業主並不了解

這方面的資訊，所以在備份的方法與時程上並

不恰當，而且有些資料會漏掉沒備份到，讓備

份的效益大打折扣。資料是企業的珍貴資產，

若是意外遺失，對企業將會有很大的影響。 

另外企業的伺服器不單純只用於儲存資

料，同時還擔任員工之間的資料交換中心、印

表機的伺服器等。要改變企業以個人電腦當作

伺服器的現況，就需要有一台能夠取代這些用

途的設備。隨著資訊設備的進步，現在伺服器

的大小與成本也隨之下降，而 NAS(Network 

Attached Storage)[3][4]，就是一台小型的雲端

儲存伺服器，不僅可以取代個人電腦伺服器，

而且快速、安全，讓檔案的共用、共享可以更

便利。同時 NAS 也可以讓行動裝置、跨平台

的做存取，非常適合中小型企業當作私有雲端

儲存伺服器來使用。 

羅有隆 洪斌峰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yllo@cyut.edu.tw s10414623@gm.cyut.edu.tw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613



在本篇研究報告裡，我們將提出一個以低

成本的 NAS，協助一家小型企業建置私有雲端

儲存伺服器的成功案例。此成功案例可以提供

給中小企業們參考，要建置一個高安全性、高

可用性，以及方便共享的資料儲存環境，並不

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2. 相關技術探討 

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1][5]，是

一種資料的儲存技術，它可以連接在電腦網路

上面，對多人的使用者提供集中式資料存取服

務。一台符合企業使用的 NAS 至少須要具備

磁碟陣列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RAID [6])與高可用性(High-Availability, 

HA)的功能，才能夠降低硬碟故障造成的風險

與無預警故障的備援問題。再加上不斷電系統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UPS)的支援，於

電網故障時才能夠安全地保護企業資料。 

 

2.1 NAS  

有別於一般伺服器， NAS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系統裡的作業系統與軟體，只

提供了資料儲存與相關的管理功能。NAS 快

速、安全，讓資料的共用共享可以更便利。同

時也可以在行動裝置上、跨平台上做存取，非

常適合中小型企業當作私有雲端硬碟來使用

[3][4]。NAS有以下特色： 

• 構造簡單，不易故障 

• 省電 

• 散熱良好 

• 共享檔案方便，有完整的帳號權限管理 

• 資料儲存安全，支援 RAID 備份與 HA

備援 

• 介面容易操作 

• 可以多方同時存取 

台灣目前常見的 NAS 廠商有群暉科技

(Synology)、華芸科技 (ASUStor)、宏普科技

(Thecus)與威聯通科技 (QNAP)，如圖 1 為

Synology的 NAS系統。 

 
圖 1  Synology的 NAS [10] 

2.2 RAID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s [6]) 磁碟陣列，是利用 2 顆以上的硬碟

組成一個儲存群組，如此可以使安全性或是效

能大於一顆硬碟。常見的磁碟陣列可以分為

RAID0、RAID1、RAID5、RAID10[8]，分別說

明如下： 

RAID0：需要 2 顆以上的硬碟，將一份資料分

散且同時寫入至每顆硬碟，以達到加速

的效果，並且可以使用全部的硬碟容

量。但是 RAID0 並沒有容錯的功能，

如果任何一顆硬碟故障，所有資料將損

壞而無法復原。 

RAID1：以 2 顆硬碟為一組，在寫入資料時將

資料鏡像至另外一顆硬碟，以達到雙重

備份的效果。如果其中一顆硬碟故障

時，另一顆硬碟可以繼續運作，之後將

故障的硬碟換新，系統就會自動從正常

的硬碟還原資料。但是，硬碟可用的儲

存容量只有總容量的一半。 

RAID5：結合了 RAID0 與 RAID1 的優點。這

種磁碟陣列方法至少需要使用 3 顆硬

碟，它將奇偶校驗的資訊儲存至每顆硬

碟中。當有硬碟故障時，可以利用奇偶

校驗與現有的資料來進行恢復。 

RAID10：最少需要 4 顆硬碟，先組成 2 組

RAID1，然後再將這 2 組 RAID1 組合

成 RAID0。可以同時擁有 RAID1 的安

全性與 RAID0的速度。 

 

2.3 HA 

HA (High-Availability)高可用性，是指軟硬

體所可能發生錯誤時，仍能維持正常運作的方

式。應用在 NAS儲存伺服器上，RAID已可達

到資料的可用性，但因 NAS 的費用低廉，如

果平時有 2 台的 NAS 伺服器個體，當其中一

台 NAS 伺服器故障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時，則

副 NAS 伺服器也可在短時間內自動接手主

NAS 伺服器的工作[9]。 

 

2.4 UPS 

UPS (Uninterruptible Power Supply [2])不

斷電系統，能夠穩定電壓與在電力中斷時提供

緊急的電力，讓設備有時間儲存資料並正常關

機，減少損壞的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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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電系統所能提供的功率以「VA」表

示，並且分為離線式(Off-Line)、在線互動式

(Line-Interactive)與在線式(On-Line)[7]三個種

類： 

離線式：平常使用市電供電，電池處於備援狀

態，當停電時電力才會在幾毫秒之內切

換到電池供電。 

在線互動式：電力供應方式與離線式一樣，但

是多了穩壓器穩定電力，當電壓太高或

太低時能將電壓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在線式：市電進入 UPS時先被轉為直流電，一

邊幫電池充電一邊再轉回交流電輸出

給設備使用。因為過程中有重新製造電

力，所以是最穩定的類型。 

整合 NAS、RAID、HA、UPS，可以讓我們以

低廉的成本，為小型企業建置安全可靠的雲端儲存

伺服器。 

 

3.  硬體架設 

為了要改善小型企業在存放檔案時資料安

全性的問題，必須先找出要從哪個部分著手。

在與我們服務特定對象的企業訪談過程中，企

業表明了對電腦伺服器的資料安全沒概念，並

沒有想到硬體故障後所帶來的一連串風險問

題。考量該小型企業的需要，我們協助建置了

一套私有雲端儲存伺服器，以提高企業的安全

性與共享。本實務案例的流程圖如圖 2。 

 

圖 2 本實務案例之流程圖 

 

3.1需求分析 

經過了訪談之後就開始對該小型企業的辦

公室運作方式進行觀察分析，發現了以下現有

的特徵作為改善時的必要需求： 

•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員工約 10人。 

• 連線的裝置為 20台以下。 

• 企業檔案容量小於 1TB但很重要。 

• 有機密檔案，例如：智慧財產。 

• 需要將 USB 印表機利用區域網路分享到

整個辦公室。 

於是我們開始尋找企業中資料安全性不足

的地方，整個企業原資訊架構如圖 3。從原本

的個人伺服器主機來觀察，發現硬碟只有一

顆，同時負責作業系統與資料儲存。若是剛好

硬碟發生故障，不僅會使伺服器無法開機，造

成企業員工無法讀寫伺服器資料、印表機也無

法使用，而讓企業運作停擺。遇到硬碟物理故

障、物理壞軌的話，企業所有的資料都有可能

無法救回。所以第一項要改進的目標就是要做

好檔案備份的功能，所以我們選擇了「磁碟陣

列」中的 RAID1 這項技術來達成。 

有了 RAID1 在保護企業的資料，可避免硬

碟故障而遺失。但是如果遇到機器故障，就算

資料還存在著，企業還是無法存取資料而導致

運作停擺。考量資料重要性與即時性，企業願

意採用兩套 NAS，來大幅提高可用性以解決這

項問題。如此，當其中一台伺服器故障時可以

盡快讓副伺服器接手上線，可將停擺的時間縮

到最短，也爭取到了維修的時間。 

接下來就考慮到了電網故障的狀況。如果

企業在伺服器寫入檔案時意外停電，很可能造

成檔案損壞。要應付這種狀況，需要使用不斷

電系統來做備援，當電力出問題不穩定或是停

電時，不斷電系統將接手電力供應。如果電力

斷電的時間太長，在不斷電系統電力不足時，

NAS 將會自動關機，以防止突然斷電造成資料

意外遺失。 

總結了要改善企業的資料安全性而統計了

以上的需求，必須再增加以下項目： 

• 磁碟陣列機制 

• 高可用性備援 

• 不斷電系統備援 

 

3.2 建置私有雲端硬碟系統 

 根據以上的分析開始選擇需要的設備： 

• NAS 2 台 (規格：4 核心 CPU、1GB 

RAM、2個磁碟槽，支援 RAID1) 

• UPS 3 台  (規格：2 台在線互動式、

500VA；1台在線互動式、1000VA) 

• 硬碟 4台 (規格：2TB、NAS專用) 

• 網路交換器  1 台  (規格： 8Port、
1000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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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上設備準備完成後，就可以開始進行

架設、系統開機、系統初始化、設定、上線。 

 首先遭遇了網路線路不足，若要從原本的

網路交換器再拉線工程浩大，所以直接加裝一

台網路交換器增加網路孔數量，整組 NAS 需

要額外的 2個網路孔，2台 NAS的 LAN1 都接

到交換器的任一網路孔。並且 2 台 NAS 的

LAN2 直接利用網路線互相連接，以符合高可

用性的基本需求，讓高可用性可以運作。 

 接下來連接不斷電系統，每台 NAS 各連

接 1台 500VA的不斷電系統，並且將企業主的

電腦(BOSS-PC)也連接上 1 台 1000VA 的不斷

電系統。企業主的電腦通常處理公司最重要的

資料，所以 BOSS-PC 也不能容許電力問題而

突然斷電造成資料沒有存檔。 

然後進行 NAS 開機、NAS 系統更新、設

定儲存方式。在這裡選擇了 RAID1，讓資料以

鏡像的方式分別寫入 2顆硬碟來提升安全性。

設定使用者帳號的權限，總共有 3種帳號，分

別為：  

boss:企業主專用的帳號。能夠看到所有員工的

檔案資料，並且有自己私人的隱藏資料夾

來儲存機密資料，其他任何帳號無法看見

此隱藏資料夾。 

user:員工帳號。每一個員工都使用自己帳號來

存取 NAS上的公開資料。 

admin:管理員。負責維護 NAS 的設定與各項功

能的帳號。 

之後設定高可用性的功能與 USB 印表機

分享，如此整組的 NAS系統就準備完成了。 

系統準備完成後就可以開始轉移企業資

料。把原本的個人電腦伺服器的各項服務轉移

到新的 NAS 上，再將企業內部的每台電腦設

定好網路磁碟機的帳號、密碼、自動與 NAS

連線、新增網路印表機。並測試每項功能是否

如預期運作，即可取代原本的伺服器開始上

線。 

 

圖 3 企業的原始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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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就是定期維護，在固定時間利用遠端

登入，檢查系統溫度、磁碟陣列狀態、硬碟健

康度、電源狀態、不斷電系統是否都正常。有

系統更新時進行更新，並且隨公司運作狀況進

行系統微調，即完成本實務案例。新建置完成

的私有雲端儲存系統架構如圖 4所示，NAS儲

存伺服器如圖 5所示，NAS 伺服器管理介面如

圖 6示，帳號管理介面如圖 7示。 

 
圖 5  NAS私有雲端儲存伺服器 

 

 
圖 6  NAS伺服器管理介面 

 

 
圖 7  帳號管理介面 

圖 4 NAS取代原伺服器後的網路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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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效分析 

本案例我們採用 Synology 公司的 NAS，

設備總成本不到五萬元。此小型企業導入 NAS

建置完成私有雲端儲存伺服器後，成效評估如

表 1所示。 

表 1 企業導入 NAS後的成效比較 

比較項目 改進前 改進後 

檔案即時備份 無 有 

資料權限控管 無 有 

檔案誤刪防護 

(資源回收桶) 

無 有 

斷電防護 無 有 

硬體故障備援 無 有 

穩定度 低 高 

案例的最大成效是將檔案儲存的安全性

提升，使用了 2 套 NAS，每台 NAS 中都由 2

顆硬碟組成 RAID1 做備份，等同於將原本的 1

份檔案再備份成 3份，加起來總共有 4份，大

幅提升了資料的安全性與高可用性。任何硬碟

發生故障時，只要將故障的硬碟更換，資料就

會自動還原。雙主機備援能夠在其中一台 NAS

當機或故障時，快速的自動切換至另一台

NAS，讓企業從原本的一故障即停擺變成故障

後能照常運作，並爭取維修的時間。 

此外，增加了對員工與檔案之間的權限控

管，讓一般員工無法看見企業的機密資料。而

企業有時會誤刪伺服器上的檔案，原本的伺服

器無法找回被刪除的檔案而造成使用上的困

擾。NAS本身提供資源回收桶的功能，能對特

定資料夾開啟此功能，並設定回收桶的檔案保

留時間，解決了企業誤刪而要重新建立檔案的

麻煩。 

 偶而發生的意外斷電會讓公司運作停

擺，在沒有不斷電系統的保護下，遇到突然的

斷電時，容易造成資料存檔不完整而損壞，尤

其 NAS 上的資料最為重要。有了不斷電系統

後，至少能讓 NAS 遵循正常程序關機，不讓

資料來不及寫入而造成損壞的事情發生。 

 綜合以上優點，再加上 NAS的結構簡單、

零件較少、並設計成可以符合 24 小時不間斷

的運作，可以發現穩定度相對較高，對於企業

來說，穩定、安全的設備是很重要的。 

 

5. 結論 

資料是企業的重要資產，投資升級設備增

加資料儲存的安全性，就像買保險一樣，不怕

一萬只怕萬一。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成本的降

低，使得中小型企業能夠從備份麻煩、易故

障、設定複雜的個人電腦伺服器中，可以升級

為自動安全備份、零件簡單不易故障、設定簡

單的 NAS儲存系統。NAS不只是一台小電腦、

伺服器，也是一個私有雲、更便利的存取、更

豐富資源共享、更強大的資料備援，是中小企

業可以用小成本投資的大保障。於此報告中，

我們利用低成本的 NAS，協助一小型企業建置

了私有雲端硬碟伺服系統，以大幅改善該企業

的資料安全等級。 

隨著企業未來會持續擴張業務，對於資料

保存的安全性更加重視時，如何利用 NAS 的

高度擴充性，將磁碟陣列升級為 RAID10、甚

至進行異地備份，讓企業的資料能夠更安全地

保存，不受外在因素造成破壞，將是我們持續

協助企業建置低成本高安全資料儲存環境的

目標與未來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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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Zigbee網路為基礎之大樓燈控系統開發 

 

 

摘要 

本研究已經成功製作出以 Zigbee 網路為

基礎之大樓燈控系統。透過人性化介面即可得

知大樓中存在的設備狀況以及相關資訊，此外

也能利用監控軟體對設備進行控制之動作。為

了節省成本我們也開發了利用一個實體開關

即可控制多數設備。本開發相較於市售產品，

本產品有以下優點表現:1. 提供黑名單，防止

Zigbee 設備在多協調器中反覆收尋，嘗試加入

離開之程序 2.密碼設定，即使程式已經燒錄至

模組中仍可更改密碼之功能 3. 開發短地址登

入減少程式負擔。因此，本研究可達到低成

本、容易擴充以及安全性高之智能大樓之理

想。 

關鍵字: 無線、Zigbee、照明、監控 

 

 

Abstract 
The lighting control system based on Zigbee 

network has been successful developed. The 

statu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for control devices 

can be known through friendly interface. 

Furthermore, these devices can be remote 

controlled by monitoring software. In order to 

reduce cost, we develop a real switch for 

multi-split control. Compared to commercially 

available products, our product has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1. Providing blacklist. Preventing 

Zigbee devices in a multi-coordinator condition 

reaches nearby network repeatedly and try to add 

in the network. 

2. Setting password, even though the program 

has been programmed to the module, our 

developed device can still change passwords. 3. 

Developing short address function to reduce 

loading of program. Therefore, our developed 

product can achieved the goals of low cost, easy 

expansion and high safety for intelligent building 

 

Keywords: Wireless, Zigbee, Lighting, 

Monitoring 

 

 

1. 前言 
近年來，大量燃燒石化，消耗地球資源，

導致氣候發生異常，因此在節約能源上已經成

為全民運動。最簡單的節能減碳就是隨手關

燈。除了自家燈光外，戶外大型燈光系統以及

公用燈光系統更是也必須考慮的。如何利用感

測監控通訊技術達到智慧控制與節能的目的

是重要的趨勢。 

Zigbee 是一種用於短距離、低功耗的無線

通訊技術[1]，其特點是短距離、低複雜度、低

功耗、低成本、支援大量網路節點、支援多種

網路拓樸，通訊距離通常約 10~75 公尺，與其

他短距離通訊協定如: 藍芽(Bluetooth)、WiFi

相比有著高的安全性以及擴充性，因此適用於

家庭/建築自動化、個人醫療照護、或是短距離

控制、照明系統、嵌入式的醫療設備以及環境

控制等。 

 我們開發了大樓照明控制系統，將監控軟

體與 Zigbee 網路進行整合，並且增加了黑名

單、密碼更新，確保 Zigbee 網路能更加安全

以及人性化。此外我們也製作出一對多開關，

能利用一個開關達成控制多樣設備，以此降低

成本並完成智能大樓之理想。 

 

2. 背景介紹 

2.1 Zigbee 通訊協定 

Zigbee 是一種低速的無線通訊技術，其底

層是採用 IEEE 802.15.4 協定中的實體層與媒

體，為了低速的無線個人網路[2]，具有低複雜

度、低成本、低功耗、低速率的無線技術，以

及持久的電池壽命、彈性的網路架構。圖 1 所

示為 Zigbee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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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Zigbee 通訊協定架構圖 

2.2 Zigbee 拓樸 

在 Zigbee 個人無線網路中可以將設備分

成兩種: 全功能設備(Full Function Device, FFD)

以及簡化功能設備(Reduced Function Device, 

RFD)[2]，全功能設備除了設備之間可以互相溝

通也可以與簡化功能設備做溝通，通常用於當

作 Zigbee 網路中的協調器與路由器，而簡化功

能設備只能與一個全功能設備做溝通，用於

Zigbee 網路中的終端設備(End Device)表 1 列

出比較兩種裝置間的差異。 

在 Zigbee 網路中有三種裝置，在這邊分別

介紹: 

一、 協調器(Coordinator):Zigbee 網路中最重要

的部分，用來初始網路並且建立網路成

為網路的中心點，此外也包含了維護整

個網路與控制網路，假設有啟用密碼加

密那麼入網後的認證也是由協調器責，

屬於全功能設備。 

 

表 1 FFD 與 RFD 比較表 

功能 
全功能設備

FFD 

簡化功能設備

RFD 

路由功能 有 無 

網路協調

器 
可 不可 

路由器 可 不可 

終端設備 可 可 

成本 較高 較低 

網路容量

需求 
高 低 

 

二、 路由器(Router):作為整個網路中的中繼

點，具有能夠拓樸網路的功能，拓展網

路範圍，能將收到的資訊做轉發，可以

使其他節點透過路由器加入網路，屬於

全功能設備。 

三、 終端設備(End Device):Zigbee 網路中的末

端節點，具有發送以及接收資料的功

能，但不具備任何拓展網路之相關功

能，因此通常都與感測器結合，通常都

是網路中數量最多的裝置，屬於簡化功

能設備。 

Zigbee 網路拓樸結構主要可以分為三種，

星狀網路 (Star Network) 、網狀網路 (Mesh 

NetWork)以及樹狀網路 (Tree Network)，在

Zigbee網路中協調器以及路由器能夠使終端設

備與路由器加入網路，若是有終端設備或是路

由器想加入網路時需透過協調器或是路由器

加入，那麼允許終端設備以及路由器加入網路

的協調器或是路由器我們可以稱之為父設

備，相反的加入網路的設備被稱為子設備，本

開發系統使用網狀網路。 

 

3. 系統流程與架構 

3.1 系統整體架構 

傳統大樓管理員必須逐層每個地方巡視，

本研究的目的為使用者(管理者)可以輕易的控

制整棟大樓之設備，並能輕易的管理與監控，

當有人開起某設備時管理者能立即的發現並

且管控。因成本考量針對某些設備，如:裝置在

天花板之電燈、吊扇、冷氣、或是上樓梯燈以

及下樓梯燈等，我們設計了能利用一組 Zigbee

模組搭配多個開關完成一對多設備之控制，有

效降低成本並增加便利性，圖 2.為本研究架構

圖。 

 

由圖 2 中的右下角我們可以找到一個被標

記為 A 的 End device，此設備被用來當作上述

中所提到的一對多控制功能，在整個 Zigbee 網

路中不論兩個裝置間的距離有多遠皆可完成

一對一或是一對多控制，圖 3 中我們將以被標

記A的 End device做為控制多個設備之開關以

及被控制之設備為被標記為 B,C,D 之設備，在

實際應用上 B,C,D 設備可以為多個電燈，或家

用電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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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系統架構圖 

3.2 系統框架構 

圖 3 為此系統剖面架構圖[3]，圖中我們可

以看到底層部份為 Zigbee 網路，Zigbee 網路藉

由 UART 傳遞資料至程式控制部分(框線處)，

程式部份首先為接收資料處部份，接著為控制

部份而在此部分有解譯命令部分輔助處理，命

令解譯後接著傳送至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

則是有著資料庫做為記錄功能以及設備加入

網入時所需的簡單設定。 

 
圖 3 系統剖面架構圖 

 

 

4. 照明系統之實現 

4.1 程式監控流程介紹 

本系統架構主要由程式監控部份以及

Zigbee無線網路部分再透過UART做為兩者間

溝通的橋梁所組成，程式監控部份主要可分為

接收命令狀態與傳遞命令狀態，整個監控程式

流程圖如圖 4 所示。 

圖 4 顯示了整個流程，發送控制命令至

Zigbee Coordinator 開始為傳遞命令狀態，當使

用者利用監控軟體對設備下達控制命令時將

會進入為期一秒之等待回傳控制成功訊息之

時間，藉此判別此設備是否處於正常狀態或是

異常狀態，最後將此狀態顯示於使用者介面

上。 

程式平常處於接收命令狀態，設備隨時等

待 Zigbee 網路所傳遞過來之資料，並藉由解譯

命令的動作以及與資料庫資料做比對藉此得

知是來自哪個設備之命令。使用者可以由本開

發之介面得知目前的設備狀態，圖 5 為命令傳

送流程圖。 

 

 
圖 4 程式流程圖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622



 

圖 5 接收命令流程圖 

 

4.2 登入短地址 

此功能為此程式流程中最為重要之部

份，在 Zigbee 網路中有兩種地址，第一種: IEEE

地址(長度 64)、第二種:短地址(長度 16)兩者皆

以 16 進制顯示，本研究中我們使用短地址可

以有效減少程式負擔，接著利用資料庫記錄目

前已加入網路中之設備短地址，圖 6 為登入短

地址之界面。 

 

圖 6 短地址登入介面 

圖 6 中顯示了登入短地址界面，短地

址主要是由已加入網路之 Zigbee 模組傳遞

過來，傳遞方式將在下章節做說明，我們

也開發了讓使用者自行輸入設備名稱，方

便使用者操作，其欄位以及顯示內容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資料庫開發內容 

設 備 編

號 

設備自訂義

名稱 

設備短地

址 

設備狀

況 

DEV00 協調器 0000 正常 

DEV01  樓梯電燈 0001 異常 

DEV02 機房電燈 0008 正常 

 

4.3 Zigbee 相關功能 

4.3.1 一對多控制功能 

此功能主要是應用在 Zigbee 模組作為一個

單純的開關而去控制其他多個 Zigbee 模組設

備，相同於牆壁上的開關能夠去開啟掛在天花

板中的電燈、冷氣、或是電梯等，而我們在這

所要做的就是利用多個模組間的綁定，來達到

在 Zigbee 網路中能夠一對多的發送命令，並將

狀態發送至控制軟體，圖 7 為流程圖。 

 
圖 7 一對多控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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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綁定之後即可開始控制設備，此外被

當作存開關之設備不需進行程式控制功能中

的登入短地址流程，原因為純開關設備不需利

用監控程式來進行控制，監控程式控制設備時

為直接發送命令至指定控制設備。圖 8 為

Zigbee 一對多控制示意圖。 

 

 
圖 8 一對多控制示意圖 

 

如圖 8 中設備一、設備二、設備三在

自身狀態改變時會發送資訊至監控程式，

也就是當開關控制設備一燈亮起，設備一

在執行動作完成後會立即發送資訊至監控

程式。 

 

4.3.2 黑名單 

Zigbee 節點設備為了加入網路必須去搜

尋附近的協調器，若是在一個空間中有多個協

調器存在並且有啟用密碼設定，則 Zigbee 設備

會一直反覆地去收尋、加入、因密碼不同而離

開網路，有可能會一直加入錯誤的網路，因此

為了避免反覆收尋錯誤的網路我們提供了黑

名單的功能，圖 9 為本開發之黑名單建立流程。 

 
 

圖 9 黑名單建立流程圖 

首先我們必須判斷黑名單是否存在，第一

次使用時，黑名單都是不存在的，因此必須先

初始化並且存儲，將黑名單放置在 flash 記憶體

中，之後在 OSAL 流程中 Zigbee 將會搜尋附近

區域的網路並且選擇要加入之網路的 PAN 

ID，此時將與黑名單做資料比較，判斷此 PAND 

ID 是否已記錄在黑名單中，假設該設備未存在

黑名單中則進行加入網路之動作，進行開始驗

證假如驗證通過了那麼則將設為狀態更改為

路由器(Router)或是終端設備(End Device)，假

如驗證失敗除了自動退出網路外，也會將此協

調器的 PANID 紀錄到黑名單中並且重新啟動

系統，而在下次搜尋網路時就會發現此 PAN ID

已存儲到黑名單中，因此不會再選擇此 PAD ID

做入網的動作。建立黑名單功能可以達成節點

設備將會選擇正確的協調器之目的。 

4.3.3 密碼建立 

Zigbee 協議中密碼的部分本身是在初始化，

也就是在程式撰寫中就必須設定完成的，一般

來說在燒錄至模組上時密碼就已經設定好

了，因合作廠商的要求我們研究了 Zigbee 協議

中底層初始化的部分，並將原始碼做修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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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到儘管程式已經燒錄至模組中也可以更

改密碼之目的。 

 
  圖 10 密碼建立流程圖 

 

需要密碼的目的在於，為了避免因訊號的

強弱有可能原本要加入 A 協調器的網路卻因

為在附近也有另一個B協調器而加入至錯誤的

網路，Zigbee 在加入網路時透過啟用加密功

能，在節點設備入網時，會與協調器做類似於

認證的部分比較之間的密碼，若是密碼不相同

除了無法通信外，此節點設備也將被認為是未

經認證的設備，因此設備將會離開認證失敗的

網路。 

藉由我們前面所設計的黑名單功能，此設

備在下次搜尋網路時將會忽略密碼錯誤的網

路。如圖 11 為本開發之密碼介面圖所示，我們

必須選擇連接的 port，此時選擇密碼編號以及

公司名稱，這些都儲存在資料庫中，密碼長度

為 16 進制長度為 32，若是寫入失敗則會顯示

失敗訊息，此功能將可防止錯誤的節點設備加

入至本協調器，造成空間的佔用。圖 12 為寫

入失敗圖。 

 

 
圖 11 密碼介面圖 

 

 
圖 12 寫入失敗圖 

 

4.3.4 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介面用於顯示設備狀態以及使使

用者能夠發送命令控制指定之設備，使用者介

面因廠商需求，目前提供 7 種功為、開啟、啟

用、設定介面、控制、移除、編輯、設備狀態

燈，圖 13 為簡化後使用者介面。 

開啟:選擇 Zigbee 模組連接電腦 Port。 

啟用:選擇要啟用的控制群組。 

設定:設定控制的名稱以及登入設備的短地址。 

控制/接收:透過指令進行設備控制並能在平常

接收狀態下得知設備目前處於正常或是異

常，控制部份因廠商要求只設置了兩個功能，

開/關。 

移除:能將已經斷電或是不在使用的設備從控

制軟體中移除資料。 

編輯:使用者能隨時的更改設備名稱。 

設備狀態燈:燈號顯示此設備為正常或異常，紅

燈:異常、綠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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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使用者介面 

 

5. Conclusions 

本篇研究與大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以 Zigbee 網路為基礎之大樓燈控系統開

發，此系整合了多項功能，如:監控、切換網路、

密碼更新、黑名單過濾等，在目前關於 Zigbee

實現應用中並無發現類似之功能，以下是本次

開發系統之特點: 

一、 黑名單過濾功能 

二、 利用密碼更新軟體能更新 Zigbee模組中

之密碼 

三、 簡單之控制介面，使操作變為簡單 

四、 單一開關能控制多個設備 

本研究中 Zigbee 網路中設備數量可達

65536，此外與市面上以販售之 Zigbee 產品有

著:操作性簡單、配對簡化、安全性足夠、成本

較低、擴充性較高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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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進入數位匯流的時代，有線電視業者不再

是消費者的唯一選擇，有線電視數位化的蓬勃

發展，觀看電視的裝置裡開始出現了機上盒。

近幾年來，機上盒服務與日俱增，提供給消費

者的服務（購物、訂票、上網等等）越來越完

善，但是應用於電視節目的功能(評價、交流等

等)卻尚有不足。本研究使用 Andoroid 機上盒

藉由影音串流模擬觀看電視的環境，透過

AllJoyn framework技術，讓使用者在觀看節目

時，可以使用行動裝置連結 Android 機上盒，

在觀眾與節目之間提供互動服務。本系統著重

於即時參與、分享互動，藉由讚差紀錄表達對

節目的好惡；使用聊天室與觀眾參與節目討論；

影片收藏與廣告資訊讓使用者可查閱喜愛內

容；藉由這些功能讓有線電視業者的機上盒能

在競爭激烈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關鍵詞：機上盒、OTT(Over The Top)、多媒體

互動 

1. 緒論 

在過去類比電視（Analog Television）的時

代，觀眾在觀看電視節目時，是單方面的接收

節目所播放的訊息，對於節目內容有想提出來

的意見與想法，無法快速的在第一時間表達出

來，而少數的叩應（Call-in）節目有提供觀眾

與節目雙方對等互動的平臺。節目播放時，採

用現場直播（Live broadcast）的方式並藉由電

話溝通與觀眾互動，但互動所形成的成本則是

由觀眾來負擔(胡心平，2000)。 

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平板（Tablet）

等行動裝置開始進入我們的生活中，電話溝通

不再只是觀眾與節目互動的唯一選項，透過

QR碼（Quick Response Code）、行動應用程

式（Mobile Application）便可以快速且不花成

本與節目互動。節目在播放時，於電視畫面中，

放置 QR碼或行動應用程式的名稱方便觀眾掃

描與下載，但若要使用 QR碼時，觀眾需要到

電視前進行掃描，才能參與互動。下載行動應

用程式則不需要特別跑到電視機前，只要拿起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開啟  App Store、Google 

Play等發行平台將行動應用程式下載到裝置中，

開啟應用程式便可以與節目進行互動，若隨著

觀看的節目越來越多，每個節目所提供的行動

應用程式各不相同，此時過多的行動應用程式

便會成為手機中的累贅(三立新媒體研發中

心  SET Innovation Center，2015)。 

2012年開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通

傳會、NCC）推動電視數位化，淘汰過去的類

比電視（Analog television），推行較優質且方

便的數位電視（Digital television）在汰換的過

程中，數位電視需要數位機上盒(set-top box，

簡稱 STB）進行數位訊號解碼，才可以在電視

上進行播放，雖然增加一個裝置，但數位機上

盒可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性，讓我們可以藉由

裝置所提供的平台在電視上進行上網、觀看影

片、瀏覽照片等功能(嘉義市政府行政處，

2015)。 

從表 1.1 可以發現，全國使用數位機上盒

的普及率已達到 87.41%，越來越多人使用數位

機上盒，電視數位化時代正式來臨，許多業者

看準其中的利益紛紛推出了不同的機上盒，中

華電信更是發展出了 MOD（Multimedia on 

Demand）與有線電視業者競爭。眾多機上盒推

出的功能中，可以發現其中針對節目所推出的

互動功能非常稀少，觀眾僅能觀賞節目而無法

與其互動，所以本研究要以互動為主軸發展一

套機上盒與行動裝置的互動系統，以達到觀眾

與節目之間的互動。 

表 1.1 一０四年第二季各行政區裝設數位機上

盒普及率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4) 

一Ｏ四年第二季各行政區 

裝設數位機上盒普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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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數位機

上 盒 

普及率 

縣

市

別 

數 位 機

上 盒 

普 及 率 

縣

市

別 

數位機

上 盒 

普及率 

基

隆

市 

85.20% 

臺

中

市 

91.19% 

高

雄

市 

78.50% 

臺

北

市 

91.61% 

南

投

縣 

75.02% 

屏

東

縣 

95.00% 

新

北

市 

88.16% 

彰

化

縣 

90.96% 

臺

東

縣 

8.60% 

桃

園

市 

90.06% 

雲

林

縣 

63.14% 

宜

蘭

縣 

98.95% 

新

竹

市 

90.89% 

嘉

義

市 

100.00% 

花

蓮

縣 

11.07% 

新

竹

縣 

93.31% 

嘉

義

縣 

100.00% 

澎

湖

縣 

90.94% 

苗

栗

縣 

90.87% 

臺

南

市 

100.00% 

全

國

普

及

率 

87.41% 

本系統使用 Android 數位機上盒所提供的

平台使用影音串流（Video streaming）實現觀

看節目的環境，研發行動應用程式讓觀眾能藉

由行動裝置透過 AllJoyn framework 連結數位

機上盒透過網際網路與節目及一同觀看的觀

眾進行互動。本研究主要目的為了讓觀眾與節

目的互動能更加的便利與迅速。 

本研究範圍僅限於 Android 數位機上盒與

行動裝置間的互動系統，Android 數位機上盒

由工研院資通所提供，因為硬體無有線電視插

座，沒辦法藉由有線電視輸出之節目進行程式

開發，所以系統中影像輸出的來源由工研院資

通提供的電視串流網址進行輸出，為了達到較

好的體驗，實驗環境必須使用頻寬較大的網路

環境(搶鮮大賽，2015)。 

2. 相關技術探討 

本章將探討本系統開發時，需要用到的技

術包含：Android SDK、AllJoyn Framework、IRC、

Video streaming。 

2-1. Android SDK 
Android SDK為 Google提供的 Android軟

體的開發包，提供大量現成的函數庫，如 http

的連線、UI元素等等。Android SDK採用 JAVA

語言來開發程式，本專案中使用 Android Studio

作為搭配 Android SDK的開發環境(Google.Inc，

2015)。 

2-2. AllJoyn Framework 
AllJoyn框架最早是由 Qualcommn所開發

的智慧家電框架，旨在提供共同標準以讓不同

廠商的不裝置可以互相連線。而後由 Cisco、

LG、Panasonic、Sharp 等一百多間廠商組成

AllSeen聯盟共同開發(辜騰玉，2015)。 

本系統開發時使用 AllJoyn 框架作為手機

與電視機上盒的互動連線框架，進而讓手機與

電視機上盒 STB互動。 

2-3. IRC 
IRC(Internet Relay Chat)是一套歷久不衰

的網路聊天訊協定。由於本論文討論的重點是

「互動」而非通訊協定的差異，因此開發系統

的過程使用現有的 IRC通訊協定與伺服器程式

完成部份功能的實作(C.Kalt，2000)。 

2-4. Video Streaming 
本論文以「電視」與「互動」為主軸，但

由於傳統第四台訊號並不容易接入 Android 系

統，因此為了提供第四台畫面，本論文使用影

像串流作為第四台畫面的來源，進行程式開發

與互動概念的評估、驗證(搶鮮大賽，2012)。 

3. 系統架構與研究方法 

3-1. 系統架構 

本系統如圖 3.1，使用行動裝置藉由 AllJoyn 

Framwork 技術與 STB 進行連線，從行動裝置

發送指令到 STB對 STB進行控制，STB將使

用者下達指令後的結果傳送至資料庫，並從資

料庫接收目前節目的相關資訊。使用者在使用

行動裝置連結 IRC Server時，系統會從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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擷取正在觀看節目的資訊，藉此來進入該節目

的聊天室，同時系統也會發送開啟聊天室的指

令到機上盒上，讓機上盒同步開啟聊天室模式，

達到與節目的互動。 

線上聊天室 

聊天室為本系統之主要功能，使用者在觀

看節目時，可以藉由行動裝置從資料庫取得目

前正在觀看的節目並進入該節目專屬的聊天

室，進入聊天室同時，行動裝置會傳送開啟聊

天室模式的指令給 STB，進而達到一邊觀賞節

目一邊進行討論的效果。 

為了讓使用者的目光能集中在電視上，行

動裝置上並不顯示聊天室內容，只提供輸入的

功能。 

節目評論與觀看紀錄 

評論部份，本系統以「純觀看」、「喜歡」

與「不喜歡」供使用者輸入，輸入後再進行排

行。因此在設計上，這些紀錄不能只放在手機

端儲存讓使用者查詢，而需要儲存至伺服器。

因此節目評論在發送時，是由手機遙控電視機

上盒，再由電視機上盒將資料送至伺服器；查

詢時則是在手機上向資料庫伺服器要求個人

或是經過統計的資料。 

資料庫伺服器則提供個人與統計過兩種

資訊，以及上傳資紀錄的界面，透過Web界面

與機上盒、手機通訊，採用 php搭配MariaDB

撰寫。 

節目、廣告最愛 

節目廣告最愛，雖然並無非要網路的理由，

但是考慮到未來使用者可能會有多隻手機等

 
圖 3.1 整體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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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因此資料與節目評論、觀看紀錄一併放

在資料庫伺服器，採用相同的架構設計。 

影片推薦 

影片推薦，藉由節目、廣告最愛的名字，

利用知名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來搜尋相關影

片，且若配合第三方行動應用軟體，可直接將

影片傳送至電視螢幕上，以供使用者直接觀

賞。 

4. 系統實作 

本系統分為三大主軸，客戶端（Clients）、

機上盒端（Set-Top Box）與伺服器端（Servers），

其中客戶端與機上盒端皆採用 Android 作業系

統。 

4-1. 客戶端實作 

客戶端只需要為Android系統 4.1.2以上的

行動裝置，且安裝客戶端Android應用程式後，

連上與機上盒端相同網域之網路，便可在開啟

Android 應用程式的同時，尋找到機上盒端並

與機上盒端進行連線，進一步對機上盒下達指

令以達到互動的效果。 

尋找與連接機上盒端 

客戶端開啟 Android 應用程式後，客戶端

系統藉由 AllJoyn 協定在所屬網域尋找使用

AllJoyn 協定的機上盒端，並顯示機上盒端的

IP，讓客戶端能自由選擇要連線的機上盒，手

機端會接收 52 埠的廣播封包，並將收到設備

名稱、IP位置顯示於螢幕供使用者選擇，選擇

後再透過 52 埠傳送回應封包，以確認連線。

每次連線僅能連線至一台機上盒。 

手機搖控器 

利用 AllJoyn 框架與異端設備連結，可發

送指令至機上盒端操控目標設備，本手機遙控

器提供選台（上下切換、選單式）、音量調整、

加入最愛與節目讚差等功能，指令傳送至機上

盒端運行。 

4-2. 機上盒端實作 

機上盒端係使用 Android Studio 開發之 

Android 應用程式，只要是採用 Android 作業

系統及具備螢幕輸出設備皆可安裝使用，本論

文使用設備為盟創科技（MitraStar）Smart STB，

結合 Android機上盒與無線路由器功能，機上

盒部分提供 HDMI輸出，可將畫面輸出至具備

該接口電視，另有提供實體遙控器，可直接操

作機上盒，USB埠可提供連結周邊設備。 

機上盒發現與控制 

手機端與機上盒端連線透過  AllJoyn 達

成，透過 AllJoyn 框架，可自動尋找區域網路

中同樣採用 AllJoyn 協定之設備，連線成功後，

可遠端控制被控設備。機上盒端啟動後，於 52 

埠發送廣播，廣播封包包含機上盒端 IP 位址，

客戶端在 52 埠監聽，偵測到封包後，即進行

連線。連線成功後，客戶端即可操作機上盒，

如：切換頻道、調整音量...等。 

節目聊天室 

IRC 是 InternetRelayChat 的縮寫，就是多

人線上即時交談系統。也就是一個以“交談“為

基礎的系統。在 IRC之中，可以好幾個人加入

某個相同的頻道，來討論相同的主題，這樣的

頻道，我們稱之為 channel，當然，一個人可以 

表 4.2 及時串流參數 

加入不只一個頻道，這點與 News 的特色

是非常類似的。 

IRC 連線除須有伺服器外，基本連線條件

有：暱稱（Nicknames）、頻道（Channel）、

伺服器位置（Server Address）、連線埠號（Ports）；

機上盒端之節目聊天室主要使用 IRC 客戶端

協定，利用 IRC 可建立多個頻道，依照使用

者切換節目頻道的同時，也會自動切換聊天室

頻道，例如：目前使用者收看第 65 台節目，

聊天室亦會切換至 #65 聊天室。機上盒端僅

具備接收聊天室訊息顯示於螢幕，無發送訊息

功能。 

表 4.1 IRC基本通訊協定 

 描述 範例 

Nicknames 
預設使用設備

UID 
STB13023 

Channel 
與節目頻道代

碼相同 
#45 

Server 

Address 

IRC 伺 服 器

位置 
irc.server.com 

Port 
連線埠，分為

加密與未加密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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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頻道 

即時串流協定（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RTSP）用來建立與控制單個或多個

時間同步媒體串流，如聲音與影像，節目串流

使用 RTSP 透過網際網路傳輸，再以 Android

內建之播放框架（MediaPlayer、VideoView）

播放串流檔(H.Schulzrinne，1998)。 

串流格式影像為 MPEG-4 H.264，解析度

為 640 * 480 px，聲音串流格式為 AAC-LC，

48kHz，流量約 146KB/s（約 1.2Mbps），使用

者網路環境擁有 2Mbps 以上頻寬即可滿足影

像串流。 

節目頻道清單係存於 Android內之 SQLite，

如頻道有變更，僅需對資料庫進行更新即可，

無須將程式重新安裝。 

表 4.2 即時串流參數 

 格式 參數 

影像 H.264 640 x 480 

聲音 AAC-LC 48kHz 

串流

位元 
RTSP 1.2Mbps 

線上投票 

使用  PHP 建立與  MariaDB 存取之 

API ，資料交換格式使用 JSON ，Android 內

建 HashMap，可供將 API 提供 JSON 格式資

料，轉換為程式變數使用。 

投票系統係指所有使用者投出讚與差結

果總和，以節目為最小單位投票，可以據每個

節目不同，投下讚與差，畫面預設以頻道為單

位顯示投票紀錄，個人投票結果可以在手機端

上查看，機上盒端則顯示全體資料，方便使用

者了解節目在網路評分如何，給予觀賞參考。 

表 4.3 讚差送出 JSON資料格式 

JSON 變數 描述 範例 

UID 
設備唯一辨

識代碼 
STB00023 

ProgramName 節目名稱 
流 言 終 結

者 

ChannelName 頻道名稱 Discovery 

ProgramStartT

ime 

節目開始時

間 

2015-09-25 

21:00:00 

Status 
讚或差之變

數 

1 (讚 ), -1 

(差) 

4-3. 伺服器端實作 

由於本系統為小規模的測試，因此伺服器

硬體採用單路 775架構（CPU型號 E7200）8GB 

DDR2記憶體與單顆 500GB機械式硬碟硬碟獨

立運作，不作陣列。 

作業系統部份採用 Debian 7.0作業系統，

安裝高效率的 nginx作為 http伺服器、php-fpm

提供 php程式碼的解譯、MariaDB作為資料庫

以及 ngircd提供 IRC服務，部分設定如圖 4.1。

防火牆部份則是用 IP分享器的 NAT做內外網

分離，因此作業系統上的防火牆並未特別設

定。 

伺服器端資料庫實作 

資料庫採用 MariaDB，資料表的設計上，

將有字串的內容全部做外鍵處理，確保主資料

表只有數字以增加資料庫的效能。在上述的硬

體配置中，經測試即使記入五千筆以上的資料，

查詢仍然可以在 0.5秒內完成。 

伺服器端 API實作 

資料來源的部分透過 nginx 間接經濟部工

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的電視內容

分析系統以查詢電視節目資訊，剩下的部分則

是透過自建 API完成。 

自建 API的部份，由 php程式負責將資料

庫查詢結果與更新請求轉換為 JSON 格式並

透過 HTTP協定便跟 Android系統間接。採用

php 語言開發，透過 phpDataObject-MySQL

模組間接 MariaDB 資料庫，再透過 php-fpm

將執行結果送至 nginx網頁伺服器。 

API執行的流程圖如圖 4.2，連線至資料庫

後判斷請求的資料類型，再回傳請求的資料。

API 設計，可以分為「傳送個人資訊」、「接

收個人資訊」與「接收統計與排名資料」三類，

以提供系統所需要的各種資料查詢。 

API 設計的部分，則是分成「傳送個人資

訊」、「接收個人資訊」與「接收統計與排名

資料」三大類 API。每個 API都透過 nginx的

rewrite規則導向 backen.php，如查詢頻道統計

資料的 API名稱為 getChannelStatus，API存取

的網址就是 http://[主機 IP 或網域名稱]/api/ 

getChannelStatus，詳細的 API名稱與功能設計

在表如 表 4.4 至 表 4.6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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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送個人資訊類的API負責提供介面讓使用者

可以傳送節目與廣告的讚差或是新增移除最

愛。接收個人資訊類的 API提供介面讓使用者

可以取回個人的送出的紀錄，而統計與排名類

的資料，則是將資料統計或是統計再排名後，

送至使用者端、廣告業主或是電視台業者查

詢。 

表 4.4 傳送個人資訊類 API名稱與功能 

API名稱 API說明 

sentStatus 傳送節目觀看或讚差 

sentADStatus 傳送廣告觀看或讚差 

sentFavorite 傳送節目最愛 

sentADFavorite 傳送廣告最愛 

表 4.5 接收個人資料類 API名稱與功能 

API名稱 API說明 

GetMyPrograms 接收個人節目資訊 

GetMyAD 接收個人廣告資訊 

GetMyFavorite 接收個人最愛節目 

表 4.6 接收統計與排名資料類API名稱與功能 

API名稱 API說明 

getChannelStatus 接收頻道統計 

getProgramChannelStatus 接收節目統計 

getADStatus 接收廣告統計 

getProgramRank 接收節目排名 

getChannelRank 接收頻道排名 

getADRank 接收廣告排名 

 

 
圖 4.1：Nginx連接 php-fpm的設定 

 
圖 4.2：php-API的流程 

5. 系統成果與分析 

5-1. 系統成果 

進入系統後如圖 5.1，需選擇要連線的機

上盒端，若只需查詢資料，點擊 A點進入離線

模式，或點擊 B點連結機上盒端，皆會進入系

統的功能主頁面(如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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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客戶端首頁 

 
圖 5.2：功能主頁面 

個人頁面操作 

進入個人頁面圖 5.3 後，可進行個人資訊

的編輯，提供大頭接、暱稱與生日資訊，其中

暱稱即為使用者在聊天室中的名稱。而個人對

節目的讚差紀錄與觀看紀錄(如圖 5.4)，亦可在

此頁面查閱，提供使用者閱覽個人紀錄。 

 
圖 5.3：個人頁面 

 
圖 5.4：觀看紀錄畫面 

手機遙控 

手機遙控（圖 5.5）後，提供使用者操作

機上盒選台、調整音量，可免除使用遙控器的

不便，另外提供可對節目進行讚差評論，紀錄

使用者對節目的好惡，我的最愛（圖 5.5 中的

E）可提供使用者收藏喜愛節目與廣告，爾後

可依照收集結果推薦使用者專屬節目。 

 
圖 5.5：手機遙控畫面 

節目評論(聊天室) 

節目評論(圖 5.6)提供各節目頻道專屬線

上聊天室，手機端可發送訊息，而機上盒端可

看見自己與線上其他使用者的聊天訊息，可隨

著節目進行，與他人一同參與討論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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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節目評論畫面 

影片收藏 

影片收藏(圖 5.7)會將使用者曾經在觀賞

節目時，對節目按下我的最愛（圖 5.5中的 E）

的節目顯示於此，供使用者查閱，點擊節目名

稱(圖5.7紅框)可至外部搜尋與節目相關影片，

提供除有線電視外的影片內容。 

 
圖 5.7：影片收藏畫面 

 
圖 5.8：Youtube行動應用 

熱門排行 

熱門排行(圖 5.9)是蒐集自採用本系統所

有使用者之觀看紀錄依照時間、觀看次數排序

得到之排行榜，可統計出目前流行節目，供使

用者參考。 

 
圖 5.9：熱門排行畫面 

廣告資訊 

廣告資訊(圖 5.10)提供使用者針對在遙控

器（圖 5.5 中的 E）中，所收藏的廣告紀錄，

針對使用者感興趣產品或服務，可提供進一步

廠商資訊或廣告宣傳影片，讓使用者可主動接

觸。 

 
圖 5.10：影片收藏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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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Youtube行動應用 

5-2. 成果分析 

使用本系統之後，可根據個人節目喜好推

薦節目予使用者，可縮短使用者尋找喜好節目

時間。廣告也不再是一閃即逝，需要更進一步

了解廣告資訊時，可以立即使用本系統去查閱。

在觀看節目時，多了一些新的樂趣，每一個頻

道都有自己的聊天室，可以與同時觀看的使用

者，透過聊天室系統，一起討論節目。在 LIVE

節目進行時使用，可以發布有關頻道的最新消

息與活動給觀眾知道。不管是觀眾或節目的製

作商都可以使用本系統達到互利互惠的效

果。 

6. 結論與未來展望 

6-1. 結論 

本論文提出使用 Android 數位機上盒所提

供的平台使用影音串流實作觀看節目的環境

實作行動應用程式，讓使用者能藉由行動裝置

透過 AllJoyn framework 連結數位機上盒透過

網際網路與節目及一同觀看的觀眾進行互動。

除了主要的互動功能外，本系統還提供了影片

收藏、熱門排行和廣告資訊等功能，不僅能讓

使用者收藏自己喜歡的影片，想看的時候隨時

可以重溫，還能讓觀眾知道目前熱門的節目是

什麼，對感興趣的廣告也能立即獲取更多資訊。

有線電視業者可藉由本系統得知大眾喜愛的

節目為哪些，以隨時調整自身的經營導向與策

略；而廣告商也能從本系統中獲取觀眾對廣告

的反應結果，協助行銷計畫的進行與改善，甚

至可以透過熱門排行的節目名次來掌握如何

讓廣告更容易被看到，以提高產品或服務的能

見度。 

本系統不只提供廠商更多在行銷與決策

上的幫助，對使用者而言也是很有效益的工具，

而且只需要擁有行動裝置就能輕鬆使用。現今，

電視不再只是單純的節目傳送者，而是能滿足

使用者客製化及想法傳播的媒體平台，有了本

系統的功能輔助，就能讓電視對觀眾的服務更

加完善。 

6-2. 未來展望 

不管是功能還是介面，本系統都還有再改

善的空間。節目評論的介面可以再美化，並提

供能追蹤其他觀眾或是將其加為好友等功能，

或是加入表情圖案，讓互動的效益更加提升；

手機遙控可以增加數字選台功能，這樣選擇頻

道會比較快速也比較便利；熱門排行則可讓排

行變得更精準，像是以各種節目類型做分類，

或是提供評分或是評論的功能，讓使用者可以

更清楚了解排行榜上的節目。 

除了原本的功能可以繼續加強以外，本系

統也需要再額外擴充更多的功能，像是會通知

節目開始或是可以標記想看的節目的節目表，

或是和其他社群平台做結合，讓與電視節目的

互動範圍更加廣闊等。為了順應有線電視數位

化的發展，本系統將不斷的改善與增加新功能，

以便帶給使用者最便利與最佳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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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訊息重編碼技術應用於雙影像無失真資訊隱藏

方法 

 

 

 

摘要 
隨著數位資訊的普及，網際網路已經成為

資訊傳遞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但是，當資料

在透明化的數位環境傳遞時，可能會遭受非法

的第三者利用不正當手段竊取、修改，甚至是

毀損檔案，因此，什麼方法能夠增加資訊傳遞

的安全性，就成為各個學者不斷討論的議題。 

資訊隱藏是在原始的媒體中加入機密訊

息，產生出的偽裝媒體即可躲過不法第三者的

窺視，成功達到秘密訊息交換的目的。媒體包

括了文字檔、圖片檔、影音檔或是其他的數位

訊號媒體等等，本篇論文以影像做為研究的主

要使用物件。 

關鍵詞：無失真資訊隱藏、雙影像技術、中間

對折策略、重新編碼規則 

 

1. 介紹 
資訊隱藏又可分類為可逆式資訊隱藏以及

不可逆式的資訊隱藏兩種，而兩者的差異是偽

裝影像是否能還原為原始的影像，可逆式資訊

隱藏方法簡稱(Reversible Information Hiding，

RIH)是能夠將原本所藏入的機密訊息從偽裝

影像取出並能夠將原始影像還原的技術，多用

於醫學影像或是軍事影像。 

早在十年前，可逆式的資訊隱藏方法已經

被很多學者所提出，其中像素差異值擴張方法

以及直方圖位移法為最先被提及。像素差異值

擴張方法是將機密訊息藏入至原始影像擴張

數倍後的兩個像素當中，在 2003 年 Tian 學者

提出第一個關於像素值差異擴張法的技術，計

算兩個像素之間的差異值後，將所計算的差異

值擴張至兩倍並同時藏入一個位元的機密訊

息。2004 年 Alatter 學者將 Tian 學者的方法做

改良，他將原本的像素值差異改成以向量導向

的方式計算，利用相鄰的四個像素來算出差異

值，並將擴張兩倍的差異值同時藏入三個位元

的機密訊息。 

Li等學者在 2011年時提出了適應性的藏入

技術，他們的方法首先要將圖片像素區分成平

坦區域以及不平坦區域兩種，再決定像素的預

測誤差及計算所藏入的機密訊息數量。2014 年，

Gui 等學者改良 Li 等學者在 2011 年所提的方

法，利用增加複雜度的類型做為區隔，以利增

加像素的預測誤差值的可藏入資訊量。 

直方圖位移方法是利用統計預測誤差值次

數的方式，產生直方圖圖表進行藏入，該方法

將機密訊息藏入至出現頻率最高的數值當中，

例如，在 2006 年 Ni 等學者所提出的直方圖位

移方法。Tsai 等學者在 2009 年提出利用線性預

測的方法，建立正向誤差值及負向誤差值的兩

張直方圖圖表，並將機密訊息藏入至誤差值出

現次數頻率最高當中。 

2013 年 Wang 等學者提出差異預測直方圖

方法，利用每兩個像素值產生誤差值的方法，

產生出一張以誤差值所組成的二維度直方圖

圖表，接著將二維度的圖表切分為一維度的直

方圖圖表後再進行藏入。 

除了差異值擴張方法及直方圖位移方法兩

種方法之外，最近較流行的方法是利用雙影像

的技術做藏入，它是當機密訊息要藏入時，將

原始影像複製成兩張一樣的偽裝影像，藉此增

加資訊藏入量。此外，雙影像的方法能夠有效

的增加所藏入機密訊息的安全性，因為若是非

法第三者沒有同時得到兩張偽裝影像的話，就

不可能完整提取所藏入的機密訊息，因此雙影

像的資訊隱藏技術是一種方便用於秘密共用

的一種概念。 

在 2007年Chang等學者將模數函式藏匿法

結合雙影像資訊隱藏技術，此方法一開始會先

建立一張 256X256 大小的矩陣，接著以兩個位

元的機密訊息為一組的方式做藏入，再由模數

函式的矩陣當中取以左上至右下及左下至右

上的兩條對角線的交點對應值做為兩張偽裝

影像的偽裝像素值。之後，Chang 等學者為了

能夠有效的降低影像失真程度，將所對應的左

上至右下的對角線改為水平線，左下至右上的

對角線改成為垂直線，這樣僅有兩條線所對應

的像素值做更動。Lee 等學者在 2009 年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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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認為將像素值設定為中心點，利用其上、

下、左及右四個方向的像素值做偽裝影像素值，

為了使影像能夠順利的還原回來，必須透過兩

張像素值的關聯性得知第二張的偽裝影像是

否有做過藏入的動作，若是無法進行藏入則第

二張偽裝影像的偽裝像素值，要回復成原來的

像素值。 

Lee 和 Huang 學者所提出的方法先將機密

訊息轉換成以五進制為基底的機密符號，並以

兩個單位為一組，透過已經定義過後的藏入演

算法取得兩張偽裝影像的偽裝像素值。2013 年

Chang 等學者為了使藏入機密訊息的資訊負載

量能夠有效的提升，因此將原本以五進制為基

底的機密訊息修改成以十進制為基底的機密

訊息，利用由左下至右上的對角線所對應的數

值做為偽裝像素值。2014 年 Qin 等學者將第一

張偽裝影像以模數函式的藏入方法進行嵌入，

再依照第一張影像所藏入的結果進行第二張

偽裝影像藏入。2015 年 Lu 等學者提出了利用

最低位元匹配法(LSB Matching)藏入機密訊息，

首先利用最低位元匹配法取得兩張偽裝影像

的偽裝像素值之後，透過像素值兩兩平均的方

法來檢查是否能將偽裝像素還原至原始的像

素值，不能還原的偽裝像素值，需要利用規則

表進行像素值的修改，藉此使影像能夠有效的

還原成功。 

由以上的方法介紹可得知，雙影像資訊隱

藏的技術結合了模數函式藏匿法、最低位元匹

配法、藏入規則表的方法將偽裝像素值做修改，

可以發現使用的藏入方法不同，所得到的資訊

負載量及影像的品質也會有所差異，比如使用

Lee 等學者的方法可以達到較高的影像品質結

果，但是缺點是藏入的資訊量僅僅只有 0.75bpp

而已，相較於 Chang 等學者提出利用模數函式

藏匿法所得到的高資訊負載量，但是影像品質

結果卻不佳。 

因此研究後發現影響影像品質效果的關鍵

來自於所藏入的機密訊息大小，普遍的資訊隱

藏技術中，大多會先將藏入的機密訊息先做進

制上的更改，大多為十進制為基底的為主，再

將修改後的機密訊息進行像素值的計算，包含

相加、相減以及平均法的計算等等，但若是機

密訊息過大的話，則所修改後的偽裝像素值會

與原始影像像素值相差甚大，導致影像的失真

程度增大，影響影像品質。 

本研究將針對機密訊息做前處理，利用 Lu

等學者在 2015 年提出的中間對折策略先將機

密訊息轉成有正有負的值域範圍，接著統計對

折後的機密符號所出現的頻率，將機密符號依

出現頻率重新編碼，出現頻率越高的符號其編

碼越接近 0，讓高出現頻率的機密符號在與像

素值進行相加或相減時其造成的失真度能夠

降到最低。 

2. 文獻探討 

2.1.基於模數函式藏匿方法之雙影像技術 

Zhang 和 Wang 學者於 2006 年提出模數

函數藏匿方法，它是將 n 個像素值為一組後進

行藏入，並且利用模數函式來計算像素值是否

需要被修改。 

模數函式的公式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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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i,j

 代表原始的像素值，i 和 j 為像

素的索引值，利用 2log (2 1)k n   公式可以

計算 n 個像素中可藏入多少個機密訊息，並將

k 個機密訊息為一組轉換成以(2n+1)進制為基

底的機密符號 d 值，利用 F()函式公式計算出

F 函式值後，判斷 F 函式值與要藏入的機密訊

息 d 值是否相等，兩者相等的話，則像素值不

作任何修改，反之，則需要改其中一個像素值，

修改像素值的公式如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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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代表的是要修改的像素值位置，透過公

式(2)可求得 u 值，並依照 u 值算出來的結果利

用公式(3)進行像素值的修改，讓 F 函式值與機

密訊息 d 值相同。 

以圖 1 為例，當 n=4 且機密訊息為

001110101111，代表 4 個像素為一組可藏入 

2log (2 4 1) 3k       個機密訊息，並將每 k

個位元為一組，轉成(2×4+1)進制值得到機密訊

息 d 為 (001)2=(1)9、(110)2=(6)9、(101)2=(3)9

和(111)2=(7)9。在圖 1 中第一組區塊的 4 個像素

值分別為 23、24、22 和 25，代入公式(1)計算

出 F 函式值為 F(23,24,22,25)=(23×1+24×2+22×

3+25×4) mod (2×4+1)=3，計算後 F 函式值不等

於第一個機密訊息 d=(1)9，因此利用公式(2)計

算要修改的像素值位置 u=(1-3) mod (2×4+1)=7，

並利用公式 (3)取得修改後的像素值 x'1,(1+2 ×

4-7)=24-1=23，即偽裝像素值為 23、23、22 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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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3 24 22 25 

2 32 40 35 43 

3 36 65 48 50 

4 52 46 40 45 

圖 1 EMD 之藏入範例 

 

為了改善 EMD 的藏入量，Chang 等學者

在 2007 年提出第一個雙影像技術。此方法是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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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為模數函式矩陣，在裡面存放像素值

0~255 的所有模數函式值。首先，此方法先利

用公式(4)建立一個 256×256 的模數函式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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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轉成 5 進

制為基底的機密訊息 d，每次以取 2 個機密訊

息 d 為一組進行藏入。利用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取得模數函式值 M(x
i,j
, x

i,j+1
)做為中心，從

模數函式矩陣 M 中選取 5×5 區塊。若區塊中的

模數函式值等於機密訊息 d 值時，則會將所對

應到的像素值 x
i,j
和 x

i,j+1
作為偽裝像素值。 

 
圖 2 256×256 模數函式矩陣 

 

以像素值配對 x
1,1

=23、x
1,2

=24 且機密訊息為

001110 為例，每 2 個機密訊息為一組，轉成 5

進制機密訊息 d 為(00)
2
=(0)

5
、(11)

2
=(3)

5
和

(10)
2
=(2)

5
。以模數函式值 M(23,24)=1 為中心，

選取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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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入機密訊息(0)
5 和(3)

5
。當第 1

個機密訊息 d=(0)
5
，對應到像素值為 x'

1,1
=24 和

x'
1,2

=23，此即為第 1 張偽裝影像的像素值；第

2 個機密訊息 d=(3)
5
，對應到像素值為 x''

1,1
=22

和 x''
1,2

=23，此即為第2張偽裝影像的像素值，

藏入範例如圖 3 所示。 

 
圖 3 Chang 等學者之雙影像範例 

 

 然而，為了追求更好的影像品質，Chang

等學者在 2009年將 EMD雙影像技術再加以進

行改良。此方法是將機密訊息的對應方式由右

對角線和左對角線，修改成水平線和垂直線進

行藏入，以像素值配對 x
1,1

=23、x
1,2

=24 且機密

訊息 d 為 (0)
5
和 (3)

5
為例，將模數函式值

M(23,24)=1視為中心點，並選取一個5×5區塊，

以垂直線上的模數函式值(如圖 4(a)所示)和水

平線上的模數函式值(如圖 4(b)所示)對機密訊

息(0)
5
和(3)

5
進行藏入。第1個機密訊息d=(0)

5
，

對應到的像素值為 x'
1,1

=23 和 x'
1,2

=26，此即為

第 1 張偽裝影像的像素值；第 2 個機密訊息

d=(3)
5
，對應到像素值為 x''

1,1
=25 和 x''

1,2
=24，

此即為第 2 張偽裝影像的像素值，藏入範例如

圖 4 所示。 

 
圖 4 Chang 等學者之改良後雙影像範例 

 

Chang 等學者在 2013 年將模數函式矩陣

的區塊大小由 5×5 擴增至 9×9，並且以 10 進制

為基底的機密訊息 d 進行藏入。為了提升影像

品質，該方法將機密訊息的對應方式由左對角

線及右對角線，修改為只利用右對角線進行嵌

入，並且同時對第 1 張影像的偽裝像素值 x'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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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 2 張影像的偽裝像素值 x''
i,j
進行修改。此

方法將模數函式矩陣公式(5)進行修改，公式如

下所示： 

, , , ,( , ) ( 3 ) mod  9.i j i j i j i jM x x x x         (5) 

以像素值 x
1,1

=23 且機密訊息為 001110 為

例，機密訊息轉成 10 進制機密訊息 d 為

(001)
2
=(1)

10
和(110)

2
=(6)

10
。接著將像素值 x

1,1

代入公式(5)取得模數函式值 M(23,23)=2，以模

數函式值為中心，選取 9×9 區塊(如圖 5(a)所示)。

第 1 個機密訊息 d=(1)
10
，對應到像素值為

x'
1,1

=19(如圖 5(b)所示)和 x''
1,1

=27(如圖 5(c)所

示)。 

 
圖 5 Chang等學者2013年改良後之雙影像範例 

  

Qin 等學者在 2014 年將 EMD 與雙影像技術結

合，此方法是將機密訊息轉成以 5 進制為基底

的機密訊息，並且利用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將機密符號 d
1
和 d

2
進行藏入。機密符號 d

1
先

利用 EMD 藏入影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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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回原始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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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
的藏入方法，判斷的

條件如下所示： 

(1)當 x'
i,j
＝x

i,j
且 x'

i,j+1
＝x

i,j+1
，機密符號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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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j
且 x'

i,j+1
≠x

i,j+1
，對第 2 張偽裝影像

的像素值 x
i,j+1

進行修改，使 F 函式值等於機密

符號 d
2
。修改的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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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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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5 s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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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是為介於 1~5 之間的數值，sign()為正負號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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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
相等，利用公式(6)計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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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j
且 x'

i,j+1
＝x

i,j+1
，對第 2 偽裝張影像

的像素值 x
i,j
進行修改，使 F 函式值等於機密

符號 d
2
，而修改的公式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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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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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 , , 1), .i j i j i 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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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2
相等，利用公式

(8)來計算並找出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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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1

=23、x
1,2

=24 且機密訊息

為 0011 為例，將機密訊息轉成機密符號

d
1
=(00)

2
=(0)

5
和 d

2
=(11)

2
=(3)

5
。透過公式(1)計算

出 F 函式值為 F(23,24)=(23×1+24×2) mod (2×

2+1)=4，由於 F 函式值不等於機密符號 d
1
，利

用公式(2)計算出欲修改像素位置 u=(0-2) mod 

(2×2+1)=4，接著透過公式(3)取得修改後像素值

x'
1,2

=23-1=22，取得第一張影像偽裝像素值 x'
1,1

和 x'
1,2
為 22、24。因為 x'

i,j
＝x

i,j
且 x'

i,j+1
≠x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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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sign(22-23))=26 和 x''
i,j+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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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利用像素值配對為 x
i,j

和 x
i,j+1

一組座標，像素值 x
i,j
和 x

i,j+1
分別代表著

X 軸及 Y 軸的座標，此組像素值配對視為十字

座標圖(如圖 6 所示)中心點(x
i,j

, x
i,j+1

)，中心點的

上、下、左及右 4 組像素值配對分別對應到機

密訊息 s
1
 和 s

2
的四種不同組合，其中 s

1
 和 s

2

各為 1 位元機密訊息，並將所對應到的像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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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座標圖 

接著利用類似方法來嵌入機密訊息 s
3
 和 s

4
，取

得第 2 張偽裝影像的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

嵌入的公式如下所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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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公式(11)可取得偽裝像素值的配對

x''
i,j
和 x''

i,j+1
，為了判斷機密訊息 s

3
 和 s

4
是否能

嵌入，因此利用偽裝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在

圖 7中以 x'表示)和偽裝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在圖 7 中以 x''表示)，當兩組偽裝像素值配對

在十字座標圖上位置呈對向關係(如圖 7 (a)-(d))

或是順時針方向(如圖 7 (e)-(h))，則能完成機密

訊息的嵌入；反之，若是在其他情況下，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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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j
和 x

i,j+1
。 

 
圖 7. Lee 等學者的方向性策略 

以像素值配對 x
1,1

=35 和 x
1,2

=36 且機密訊

息 s
1
和 s

2
等於 00 為例，利用公式(10)取得偽裝

像素值配對為 x'
1,1

=35+1 和 x'
1,2

=36，位於十字

座標圖的中心點右方(如圖 8 (a))。假設機密訊

息 s
3
和 s

4
為 11，利用公式(11)計算出偽裝像素

值配對為 x''
1,1

=35-1=34 和 x''
1,2

=36，位於十字

座標圖的中心點左方，和偽裝像素值配對

x'
1,1

=36 和 x'
1,2

=36 呈對向關係(如圖 8(b))，則代

表可嵌入機密訊息，完成嵌入的動作。若 s
1
 和

s
2
等於 00 的情況下，而 s

3
 和 s

4
為 10，代入公

式 (11)可取得偽裝像素值配對 x''
1,1

=35 和

x''
1,2

=37，位於偽裝像素值配對 x'
1,1

=36 和

x'
1,2

=36 的逆時針位置(如圖 8(c)所示)，則無法

進行嵌入，因此將偽裝像素 x''
1,1
和 x''

1,2
還原成

35 和 36。 

 
圖 8 Lee 等學者的雙影像技術範例 

為了提高藏入量，Lee 和 Huang 學者於

2013 年將機密訊息轉成 5 進制機密符號，並利

用定義好的嵌入規則表來進行藏入。此方法首

先取 5 個機密位元 s={s
1
, s

2
, s

3, s4
, s

5
}，轉換成

10 進制的機密符號 d，若當 16≦d≦24，則將

機密訊息 s轉成一組 5進制機密符號得到 d
1
和

d
2
；而當 d＜16 或 d＞24，則從機密訊息 s 中取

前 4 位的機密訊息，並轉成 5 進制機密符號得

到 d
1
和 d

2
。以 s=00110 為例，先將機密訊息轉

成 10 進制的機密符號 d=(00110)
2
=(6)

10
，因為 d

＜16，則從機密訊息中取 4 個機密訊息

s=(0011)
2
，轉成 5 進制機密符號 d

1=(0)
5
和

d
2
=(3)

5
。 

機密符號 d
1
和 d

2
總共會有 25種組合方式，

此方法針對 25 種組合定義 25 組不同嵌入規則

表(如表 1)。每組的機密符號 d
1
和 d

2
都會對應

到一組嵌入的規則，將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代入嵌入規則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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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1,1
=35、x

1,2
=36 為

例，機密符號 d
1=(0)

5
和 d

2
=(3)

5
，所對到的規則

為 x'
i,j

=x
i,j

=35，x'
i,j+1

= x'
i,j+1

+1=36+1=37，而 x''
i,j
= 

x
i,j

+1=35+1=36，x''
i,j+1

= x
i,j+1

+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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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Lee 和 Huang 學者之嵌入規則表 

d
1
 x'

i,j
 x'

i,j+1
 d

2
 x''

i,j
 x''

i,j+1
 

0 x
i,j

 x
i,j+1

+1 

0 x
i,j

 x
i,j+1

 

1 x
i,j

 -1 x
i,j+1

-1 

2 x
i,j

 -1 x
i,j+1

+1 

3 x
i,j

 +1 x
i,j+1

+1 

4 x
i,j

 +1 x
i,j+1

-1 

1 x
i,j

-1 x
i,j+1

-1 

0 x
i,j

 x
i,j+1

+1 

1 x
i,j

 -1 x
i,j+1

 

2 x
i,j

 +1 x
i,j+1

+1 

3 x
i,j

 +1 x
i,j+1

 

4 x
i,j

 +1 x
i,j+1

-1 

2 x
i,j

-1 x
i,j+1

+1 

0 x
i,j

 +1 x
i,j+1

 

1 x
i,j

 +1 x
i,j+1

-1 

2 x
i,j

 x
i,j+1

+1 

3 x
i,j

 x
i,j+1

-1 

4 x
i,j

 -1 x
i,j+1

-1 

3 x
i,j

+1 x
i,j+1

+1 

0 x
i,j

 x
i,j+1

-1 

1 x
i,j

 -1 x
i,j+1

-1 

2 x
i,j

 -1 x
i,j+1

 

3 x
i,j

 +1 x
i,j+1

 

4 x
i,j

 -1 x
i,j+1

+1 

4 x
i,j

+1 x
i,j+1

-1 

0 x
i,j

 -1 x
i,j+1

 

1 x
i,j

 -1 x
i,j+1

+1 

2 x
i,j

 x
i,j+1

+1 

3 x
i,j

 +1 x
i,j+1

+1 

4 x
i,j

 x
i,j+1

-1 

2.3.植基於最低位元取代匹配法的雙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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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嵌入兩個機密訊息 s
1
 和 s

2
，

此方法利用一個二元函式(Binary Function)來

決定如何修改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嵌入的流

程如圖 9所示，其中 x'
i,j
和 x'

i,j+1
為偽裝像素值。 

 
圖 9 LSB 匹配法嵌入流程 

 嵌入的流程中，透過 LSB 函式計算出像

素值 x
i,j
的最低位元，並判斷 x

i,j
的最低位元是

否與機密訊息 s
1
相等，若相等，則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直接代入 F 函式；若不相等，則像素

值 x
i,j
減 1，並代入 F 函式中，F 函式如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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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i,j
的最低位元和 F 函式

值判斷來修改像素值，當 LSB(x
i,j
)=s

1
且 F(x

i,j
, 

x
i,j+1

)=s
2
，則偽裝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等於像

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當 LSB(x

i,j
)=s

1
且F(x

i,j
, x

i,j+1
)

≠s
2
，則偽裝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等於 x

i,j
和

x
i,j+1

+1；當 LSB(x
i,j
)≠s

1
且 F(x

i,j
-1, x

i,j+1
)=s

2
，則

偽裝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等於 x

i,j
-1 和 x

i,j+1
；

當 LSB(x
i,j

)≠s
1
且 F(x

i,j
-1, x

i,j+1
)≠s

2
，則偽裝像

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等於 x

i,j
+1 和 x

i,j+1。 

以像素值配對 x
1,1

=35 和 x
1,2

=36 且機密訊

息 s
1
 和 s

2
為 00 為例，LSB(35)=1 且 LSB(35)=1

≠s
1
，將 35-1 代入公式(12)計算出 F(34, 36)函

式值為 1。由於 LSB(45)=1≠s
1
且 F(34, 36)=s

2
=1

≠s
2
，故偽裝像素值配對x'

1,1
和x'

1,2
為36和36。 

Lu等學者將LSB 匹配方法應用在雙影像

的技術中以提高影像品質，此方法每次以像素

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為一組，嵌入 4 個機密訊息

s
1
、s

2
、s

3
及 s

4
。首先，利用 LSB 匹配法來將

機密訊息 s
1
及 s

2
嵌入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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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3
和 s

4
同樣利用 LSB 匹配法進行嵌入，取得

第 2 張偽裝影像偽裝像素值配對 x''
i,j
和 x''

i,j+1
。

接著利用平均法來檢查偽裝像素值是否能還

原回到原始的像素值，檢查公式如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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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i,j
和 p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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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當 x
i,j

=p
i,j
且 x

i,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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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i,j+1
，代表像素值可以還原，偽裝像素值不需

要修改；若當 x
i,j
≠p

i,j
或 x

i,j+1
≠p

i,j+1
，則代表像

素值無法順利還原，則須依照規則表來修改偽

裝像素值，規則表如表 2 所示。 

 

表 2 Lu 等學者之規則表

 

以像素值配對 x
1,1

=35 和 x
1,2

=35 為例，利

用 LSB 匹配法將機密訊息(00)
2
和(10)

2
嵌入 2

張影像當中，嵌入第一組機密訊息(00)
2
時，因

為 LSB(35)=1≠s
1
=0，將像素值 x

1,1
-1 代入公式

(12)計算出 F 函式值為 F(34,35)=0=s
1
=0，故像

素值 x
1,1
減 1，取得偽裝像素值配對 x'

1,1
和 x'

1,2

為 35-1=34 和 36；嵌入第二組機密訊息(10)2

時，由於 LSB(35)=1，透過公式(12)計算出 F

函式值為 F(35,35)=0=s
2
=0，則偽裝像素值配對

x''
1,1
和 x''

1,2
為 35 和 36。接著透過公式(13)計算

出還原後的像素值                   

和                 ，其中    不等於像

素值 x
1,1
，代表影像不可進行還原，因此偽裝

像素值需要修改，而該修改情況符合表 2 中的

Case 4，因此，偽裝像素的修改須修正為 x'
1,1

= 

x
1,1

 -1=35-1=34 ， x'
1,2

= x'
1,2

=35 ； x''
1,1

= 

x
1,1

+2=35+2=37，x''
1,2

= x
1,2

+1=35+1=36。 

 

2.4.植基於中間對折策略的雙影像技術 

    Lu 等學者在 2015 年提出利用中間對折策

略的雙影像技術，此方法將機密訊息先對折，

再將對折後的機密訊息分別藏入兩張偽裝影

像當中，藏入流程如圖 10。 

 
圖 10 中間對折策略藏入流程 

首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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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k
-1}變為R ={-2

k-1
, - 

2
k-1

+1,…,-1, 0, 1,…, 2
k-1

-2, 2
k-1

-1}，公式如下： 
12 ,kd d                        (14) 

其中d 為對折後的機密符號，2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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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當 d<2
k-1，則對折後機密符號

d 以負數表示；若當 d=2
k-1，則對折後機密符

號 d 以 0 表示；若當 d>2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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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正、負數的數值。  

 

圖 11 R 與R值域示意圖 

為了提升影像品質，此方法是利用平均法

將對折後機密符號d 嵌入至兩張偽裝影像當

中。嵌入公式如下： 

1

2

,
2

.
2

d
d

d
d

  
  

  


 
  
 

                       (15) 

, , 1

, , 2

,

,

i j i j

i j i j

x x d

x x d

  

  

                     (16) 

其中 1d 以及 2d 是由d 分割出來的，嵌入像素值

xi,j中，形成二個偽裝像素值 x'i,j及 x''i,j。 

以圖 12為例，原始影像 X={35, 36, 40, 42}。

假設每次嵌入位元數為 k=3，當 x
1,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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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應至新的值域 R 中，取得對折後機密符號

1 4 3d     。接著利用公式(15)計算出對折

後機密符號 d 的兩個數值 1 3 / 2 2d      

及 2 3/ 2 1d       ，然後將 1d 和 2d 代入公式

(16)計算可取得偽裝像素值 x'
1,1=35+(-2)=33 和

x''
1,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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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像素值為 x
1,2

=36，假設機密訊息為

s=(110)
2
。首先將機密訊息 s 轉成機密符號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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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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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可取得偽裝像

素值 x'
1,2=36+1=37 和 x''

1,2=36-1=35。 

 
圖 12 嵌入範例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機密訊息重新編碼技術，將機密

訊息重新編碼，再透過中間對折策略將機密訊

息對折，接著將對折後的機密訊息分別藏入兩

張偽裝影像當中，研究設計圖如圖 13 所示。 

 
圖 13 研究設計圖 

3.1 嵌入階段 

令原始影像為 X={x
1,1

, x
1,2

,…, x
h,w

}，其中 h，w

為影像的高和寬。先將機密訊息 (Secret 

Message)轉換成以二進制為基底，以每 k 個位

元為一組，轉成以十進制為基底的機密符號d，

將所有的機密符號依據出現的次數做統計，並

利用所出現的次數統計表進行由次數多到次

數少的排序，並透過中間對折策略方法使機密

符號 d 的值域進行縮減。以表 3 為例，令 k=4，

表中 d=15 出現了 H(d)=12 次為出現頻率最多

的，因此重新編碼為對折後的訊息 F(d)=0。 

 

表 3 規則表 

 
 

由表 3 的規則表可以得到原始機密符號 d

值所對應的新機密符號 F(d)值，為了有效提升

影像品質，本篇論文採用平均法將新機密訊息

F(d)嵌入至兩張偽裝影像當中，嵌入的公式如

下： 

 
    

        
    

 
 

    
         

    

 
 

                   (17) 

將 F(d)值一分為二嵌入至 Xi,j中，可以得

到兩個偽裝像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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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且  
    

 
  =5 時，兩者相加

就會造成上溢 (Overflow) 問題。由於 F(d)的

值域為[-2
k-1

, 2
k-1

-1]，當像素值小於 2
k-1則可能

因為加上 -2
k-1 而造成下溢，或像素值大於

255-(2
k-1

-1)=256-2
k-1，則可能因為加上 2

k-1
-1 而

造成上溢。因此，在進行嵌入時要先判斷偽裝

像素值是否介於 2
k-1到 256-2

k-1之間。整體的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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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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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像素不能嵌入，

令 X'
i,j
=Xi,j且 X''

i,j
=Xi,j，跳到下一個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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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d 出現的

次數 H(d)，依 H(d)由大至小排序，H(d)

越大則 F(d)造成的失真越小，F(d)的編碼

原則為從 0 開始，數值一正一負給值，

例如：0，1，-1，2，-2，3，-3，…，-(2k-1-1)，

2k-1。 
(4) 將 F(d)值代入公式(17)，將 F(d)一分為二，

可以得到偽裝像素值 X'
i,j
和 X''

i,j
。 

(5) 以此類推，重複步驟 (2)-(4)直到所有機

密訊息都完成嵌入。 

以圖 14 為例，原始影像 X={30, 40, 45, 50}。

假設每次嵌入位元數為 k=4，機密訊息

0010100100100100以 4個位元一組轉成十進制

的機密符號 d，利用下方的對照表將機密符號

出現的次數由多至少進行排序可得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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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2 9 4 

H(d) 2 1 1 

F(d) 0 1 -1 

 

  當 X1,1=30 且機密訊息為 s=(0010)
2
轉成十進

制機密符號 d 值為(2)10透過對照表可得到對折

後的機密符號 F(d)值為 0，利用公式(17)計算出

偽裝像素值    
        

    

 
 = 30+0=30 和

    
         

    

 
 =30-0=30。 

    下一個像素值是 X1,2=40 且機密訊息為

s=(1001)
2
轉成十進制機密符號 d值為(9)10透過

對照表可得到對折後的機密符號 F(d)值為 1，

利用公式(17)計算出偽裝像素值    
       

 
    

 
 = 40+1=41 和    

         
    

 
 =40-0=40。 

 
圖 14 嵌入範例 

3.2.資訊取出和影像還原 

藏入資訊的取出，首先要判斷偽裝像素值

X'
i,j
和 X''

i,j是否相等，若 X'
i,j

= X''
i,j
且數值不介

於[2
k-1

, 256-2
k-1

]的範圍內則表示沒有藏入機密

訊息，偽裝像素即為原始像素；反之，若偽裝

像素值 X'
i,j
和 X''

i,j
其中一個介於範圍內，表示

此像素有藏機密訊息，則將偽裝像素值 X'
i,j
和

X''
i,j
進行相減，可以取得對折後機密符號F(d)，

接著透過對照表可得到原始的機密符號 d，機

密訊息取出的公式如下： 

F(d)= X'
i,j

-X''
i,j

                         (18) 

利用公式(18)取得對折後機密符號 F(d)，並且

將對折後機密符號 F(d)代入規則表可以得到機

密符號 d。接著將機密符號 d 轉換成以二進制

為基底的機密訊息，取得 k 個機密訊息 s。 

    以偽裝像素值 X'
1,1

=30 和 X''
1,1

=30 為例，

每次嵌入位元數為 k=4，透過公式(18)計算出對

折後機密符號 F(d)=30-30=0，利用規則表取得

機密符號 d=2，接著將機密符號 d 轉換成以二

進制為基底的機密訊息 s=(0010)
2
。下一個偽裝

像素值 X'
1,2

=41 和 X''
1,2

=40，取得對折後機密符

號 F(d)=41-40=1，利用規則表取得機密符號

d=9，接著將機密符號 d 轉換成以二進制為基

底的機密訊息 s=(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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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以偽裝像素值 X'
1,1

=30 和 X''
1,1

=30 為例，

透過公式(19)計算出原始像素值          

         ；偽裝像素值 X'
1,2

=41 和 X''
1,2

=40

代入公式 (19) 計算出原始像素值      

              。資訊取出和影像還原的範

例如圖 15 所示。 

 

 
圖 15 資訊取出和影像還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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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灰階影像進行

實 驗 。 灰 階 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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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所示。 

 
圖 16 標準灰階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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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論文利用影像峰值信號雜訊比（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評估原始影像和

偽裝影像像素之間的差異，PSNR 公式如下所

示： 

2

10
2

, ,

1 1

255
PSNR 10 log (dB),

1
( )

h w

i j i j

i j

x x
h w  

 
 
  
  
  



   (20) 

h×w 為整張影像的大小，x'
i,j和 x

i,j分別代

表偽裝影像和原始影像的像素值。若是兩張影

像之間的像素值差異較小，則代表會有較好的

影像品質，PSNR 值也就越高。反之，兩張影

像之間的像素值差異過大，則代表影像品質會

較差，PSNR 值也就越低。為了衡量藏入方法

的藏入能力，利用每個像素能夠嵌入位元數

（Bits Per Pixel, bpp）評估偽裝影像的藏入量

大小，bpp 公式如下所示： 

bpp ,
2

C

h w


 
                     (21) 

C 為兩張偽裝影像的藏入量的加總。當

bpp 較大時，代表此方法的藏入能力較好，可

以藏入的資訊量也就越多，而當 bpp 較小時，

代表此方法的藏入能力較差，可以藏入的資訊

量也就越少。 

表4是本篇論文提出方法在不同的機密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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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張偽裝影像的影像品質，PSNR_Avg 代表

兩張偽裝影像的影像品質平均值。從表 4 中可

以發現當 k 設為 3 時，實驗中的 8 張影像的偽

裝影像 PSNR 值皆會大於 59dB，代表原始影像

與偽裝影像的像素值差異較小，總藏入量大約

可達到 786,000 位元；若當 k=6，實驗中的 8

張影像的總藏量平均為 1,501,778 位元，且平

均的 PSNR 值皆在 42 dB 以上。 

 

表 4 不同訊息長度 k 下影像品質及總藏量比較 

 
 

表 5 為所提方法與 2015 年 Lu 等學者提

出的方法 [17] 之總藏入量和影像品質的比較

表，當 k=3 時，本篇論文所提方法的第一張偽

裝影像 PSNR 值為 55.50dB，較 Lu 等學者於

2015 年所提出的方法高出約 12 dB，而第 2 張

偽裝影像 PSNR 值更達到 62.91 dB，比 Lu 等

學者的方法高出 20 dB，以平均 PSNR 值來看

Lu 等學者的平均 PSNR 值為 42.45 dB，較本篇

所提的方法的 59.20 dB 低了 16.75 dB。當機密

訊息 k 的長度越大時，本篇論文所提的方法與

Lu 等學者 2015 年所提出的方法的影像品質差

異更為顯著。由表 5 可以發現，雖然本篇所提

方法的藏入能力與 Lu等學者於 2015年所提的

方法相同，但本篇論文所提出的方法在影像品

質上有更好的表現。 

 

表 5 和 Lu et al.方法影像品質及總藏量比較 

 

 

5. 結論 
本篇論文是將機密訊息進行重新編碼後，

再使用中間對折策略和雙影像技術提高藏量

與降低失真度，為了使影像品質能夠保有良好

的效果，將重新編碼後的機密符號利用中間對

折策略將機密符號對折縮減，並利用平均法將

對折後機密符號嵌入至兩張偽裝影像中。在實

驗結果上可以發現，所提方法與近年來的其他

方法相比皆表現出很好的結果，不但具有較高

的總藏入量和也有較佳影像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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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改善除雜訊影像品質使用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改善除雜訊影像品質使用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改善除雜訊影像品質使用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改善除雜訊影像品質

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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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出以後處理的方法改善移除受到雜訊干擾影像中的椒鹽雜訊效能，提高後處理影像的品質。本文方法的第一級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方法，移除受干擾影像中的脈衝雜訊，然後在移除雜訊之影像中，將原本影像的乾淨像素及其週圍像素建立像素碼簿，並設立適當的門檻值，從整張影像區塊中，挑選最接近的像素區塊當作最佳碼字，然後將受干擾像素的中心像素進行替換，亦即以乾淨像素替換第一級均化得到的重建像素。實驗結果證實：本文提出來的後處理系統，確實可以有效的改善除雜訊演算法的效能，使峰值信噪比提升，並且讓後處理影像更接近原始乾淨的影像，改善重建影像的品質。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影像雜訊移除、後處理、可變視窗、像素機率調適、像素向量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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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proposes 

a post-processing metho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a denoised image in the corruption of 

salt-and-pepper noise. In the first stage, a 

variable-size local window incorporated with 

pixel probability adaptation method is employed 

to remove impulse noise for a noisy image. In the 

second stage, a codebook which is constituted of 

a clean pixel with its surrounding neighbors by 

using the denoised image is established for 

post-processing. A restored pixel and its 

neighbors in a local window are compared with 

each codeword of the codebook to select an 

optimum codeword. The restored pixel is 

replaced by the center pixel of the optimum 

codeword wh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optimum codeword and the pixels in the local 

window is smaller than a given threshold. A 

smoothed pixel is replaced by a clean vers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post-process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 denoised image. The objective measure in 

terms of peak SNR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Keywords: Image denoising, post processing, 

variable-size window, pixel probability 

adaptation, pixel vector quantization.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數位影像及影片在擷取、傳輸的過程中，可能會受到脈衝雜訊干擾而產生損毀，導致人眼誤判，這些受雜訊干擾的影像也會對後續的影像處理造成嚴重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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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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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眼能理解、或使機器能感知、機器能更加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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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建乾淨影像對於影像處理來說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 近幾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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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因為中值濾波器擁有很好的雜訊抑制能力及高計算效率，但是該方法可能會使影像變得模糊，因為受干擾影像與乾淨影像的像素都被修正後，會造成影像失真的情形。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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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像素絕對誤差中值
(pixel-wise MAD, PWMAD)濾波器[11]、自適性中心權重中值(adaptive center-weighted median, 

ACWM)濾波器[9]與方向權重中值(dire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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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ghted median, DWM)濾波器[13]。上述中值濾波器中，會先偵測受雜訊干擾之像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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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方法可以避免過度損毀乾淨的像素，並讓影像不會模糊且失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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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將毀損嚴重的影像有效重建，有許多新的濾波器被研究出來，例如：開關順序
(open-close sequence, OCS)濾波器[12]、修正型方 向 權 重 中 值 (modified directional- 

weighted-median, MDWM)濾波器[20]、邊緣辨別 雜 訊 偵 測 選 擇 性 濾 波 器 (boundary 

discriminative noise detection, BDND)[21]、與邊緣 保 留 演 算 法 (edge-preserving algorithm, 

EPA)[10]。其中 OCS濾波器採用數學留數雜訊偵測器來辨別毀損的像素，在高雜訊密度時表現不錯，但是在低雜訊密度下就無法完好保留影像的細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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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首先做雜訊的偵測，然後修正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13]，MDWM濾波器[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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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法佳。
BDND[21]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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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相對計算複雜度也提高許多，因此相當耗時。EPA濾波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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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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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嚴重雜訊干擾的環境下，也能夠有效的重建影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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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造成在邊緣變動方向的選擇結果發生錯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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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現不佳。FSM 濾波器[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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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利用門檻值做篩選，並判斷是否做濾波的動作。最佳方向之開關權重中值濾波[2]結合開關順序濾波器[21]及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13]，先偵測是否有可疑雜訊，

如果確定受雜訊干擾，則先將極值像素先移除，再施予開關中值濾波，並用疊代的方式提高雜訊移除的效能，這個濾波器[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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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正 EPA濾波器[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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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方法[6]，第一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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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每個像素歸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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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獻[17]中使用局部與全部圖像訊息的方式移除椒鹽雜訊，該方法提出更準確地估計的圖像的雜訊密度，並以全部圖像信息為基礎的雜訊密度估測結果，用於後續的雜訊偵測，並小幅修正移除雜訊後的影像，提升重建影像的品質。Liu 等人提出兩階段脈衝雜訊移除技術[18]，在第一階段使用秩排序的差異（rank-ordered absolute difference, 

ROAD）偵測雜訊的候選像素，然後在第二階段中，利用局部最小邊緣像素差，確定雜訊候選像素是否確定為雜訊像素，避免邊緣像素可能被錯誤地偵測為雜訊，接著使用加權均值濾波以疊代的方式移除脈衝雜訊。在文獻[15]中以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濾波方式，將一個分析視窗中的極值像素(8位元影像中的像素值為
0 或 255)，以視窗中的非極值像素取平均的方式替換極值像素，移除受干擾影像中的脈衝雜訊，該方法可以在高雜訊密度的環境中，有效移除椒鹽雜訊。 為了提升脈衝雜訊移除的效能，本研究提出以後處理的方法改善移除受到雜訊干擾影像中的椒鹽雜訊效能，首先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方法[6]，移除受干擾之影像中的脈衝雜訊，然後在移除雜訊之影像中，將原本影像的乾淨像素以及其週圍像素建立像素碼簿(codebook)，並設立適當的門檻值，從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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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區塊中，挑選最接近的像素區塊當作最佳碼字(codeword)，然後將受干擾像素的中心像素進行替換，以乾淨像素替換第一級均化得到的重建像素，使後處理影像更接近原始乾淨的影像，改善重建影像的品質。 本文其他章節的架構如下:第二節介紹本文提出之使用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第三節呈現實驗成果、第四節為本文的結論。 

2. 脈衝雜訊移除之方法脈衝雜訊移除之方法脈衝雜訊移除之方法脈衝雜訊移除之方法 使用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改善除雜訊影像品質之研究的過程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進行可變視窗之像素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進行受干擾影像之脈衝雜訊移除；第二階段在移除雜訊之影像中，將原本影像的乾淨 像 素 及 其 週 圍 像 素 建 立 像 素 碼 簿
(codebook)，並設立適當的門檻值，從整張影像區塊中，挑選最接近的像素區塊當作最佳碼字(codeword)，然後將受干擾像素的中心像素進行替換，以乾淨像素替換第一級均化得到的重建像素，達到提升影像品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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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為 7x7。 

 

2.2 機率機率機率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調適之雜訊移除法調適之雜訊移除法調適之雜訊移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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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或最小值類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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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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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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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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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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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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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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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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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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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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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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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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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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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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N 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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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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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第二級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第二級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第二級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第二級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 

 受脈衝雜訊干擾之影像經過除雜訊演算法處理後的圖像可能會產生模糊失真，現有的研究方法僅從事除雜訊演算法對影像進行雜訊移除，無法進一步對除雜訊影像進行校正，本文方法是將除雜訊影像施予後處理，將除雜訊影像中的乾淨像素及其週圍像素建立像素碼簿(codebook)，並設立適當的門檻值，將第一級重建像素進行替換，改善除雜訊演算法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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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法如圖 1 所示： 

像素分析完畢?

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

像素處理完畢?

中心點為乾淨像素? 建立像素碼簿
受雜訊干擾影像

否
滑動視窗

滑動視窗

中心點為重建像素? 像素碼簿否否 最佳像素碼字選取中心像素替換
是

復原影像輸出

是否
是

是
 圖圖圖圖 1 除雜訊影像後處理之流程圖除雜訊影像後處理之流程圖除雜訊影像後處理之流程圖除雜訊影像後處理之流程圖。。。。 

 圖 1為本文除雜訊影像的後處理流程圖，首先將受干擾影像進行機率調適之雜訊移除法移除雜訊，接著以滑動視窗來分析每一個像素，先判斷視窗的中心點是否為乾淨像素，若分析視窗的中心點為乾淨像素，便將該分析視窗的像素建立至像素碼簿(codebook)，若分析視窗的中心點不是乾淨像素，便分析下一個像點，直到全部像素分析完畢。接著利用滑動分析視窗偵測中心點是否為重建像素，若是重建像素便從像素碼簿(codebook)裡篩選出最佳像素碼字，做中心像素的替換，直至像素處理完畢，輸出後處理的影像。若分析視窗的中心像

素為乾淨像素，則不予後處理，確保後處理影像的品質。 本文利用除雜訊後的影像，以 3x3分析視窗為範圍，逐一判斷中心點是否為乾淨相素，若中心點是乾淨像素，便將這 3x3的分析視窗的全部像素，在像素碼簿(codebook)中，建立該新建的碼字(codeword)。而像素碼簿的優點是擁有整張影像的全域資訊，可以做為提升除雜訊影像品質的方法。 接著再次運用 3x3分析視窗分析除雜訊影像的每一個像素，若中心點是重建像素，即從像素碼簿(codebook)中，逐一比對每一個碼字，挑選最接近分析視窗的像素碼字，如式
(15)： 

)}(),,(~({minarg*)( pcjisd

p

pc =
 

(15) 其中：p*表是最接近分析視窗的像素碼字索引。 經由式(15)選中的碼字代表重建影像中，與目前分析視窗最接近的視窗方塊，而且中心像素為沒有遭受脈衝雜訊干擾的乾淨像素。為了避免後處理的影像的品質劣化，可以利用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σ 做為篩選最佳像素碼字的門檻，如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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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其中： c(p*) , )),(~( jisd 代表最佳像素碼字
*)( pc 與分析視窗的像素距離，可以由式(16)計算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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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式(17)中，計算分析視窗中的像素與最佳像素碼字每個像素之間的總距離，可以做為兩 者的相 似 度 測 度值；若像素總 距 離
c(p*) , )),(~( jisd 越大，代表分析視窗中的像素與 最 佳 像 素 碼 字 不 相 似 。 相 反 的 ，
c(p*) , )),(~( jisd 越小，代表分析視窗中的像素與最佳像素碼字很相似。 

    由式(16)可以得知：若最佳像素碼字 *)( pc與 分 析 視 窗 的 相 似 度 很 高 ， 亦 即
σ<c(p*) , )),(~( jisd ，代表整張影像中，有一個區塊與分析視窗相似，而且中心像素為乾淨像素，因此使用該乾淨像素取代第一級經由均化重建的像素，提升影像品質。相對的，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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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像素碼字 *)( pc 與分析視窗的相似度較低，亦即 σ≥c(p*) , )),(~( jisd ，代表整張影像中，沒有一個區塊與分析視窗極度相似，因此維持第一級的重建像素不變，避免使後處理影像品質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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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σ圖圖圖圖 2 . 90%的雜訊密度下的雜訊密度下的雜訊密度下的雜訊密度下，，，，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
σ 與後處理影像的變化與後處理影像的變化與後處理影像的變化與後處理影像的變化關係圖關係圖關係圖關係圖。。。。 

 表表表表 1 重建重建重建重建 Lena影像之峰值訊雜比影像之峰值訊雜比影像之峰值訊雜比影像之峰值訊雜比(PSNR (dB))之比較表之比較表之比較表之比較表 

Noise 

density 

Denoising method 

DWM MDBUT 

MF 

PA Proposed 

10% 40.78 37.91 42.53 43.71 

20% 37.02 34.78 39.12 39.98 

30% 34.63 32.29 36.92 37.69 

40% 32.51 30.32 35.16 35.90 

50% 30.23 28.18 33.87 34.49 

60% 27.69 26.43 32.29 32.87 

70% 25.23 24.30 30.95 31.37 

80% 21.00 21.70 29.12 29.59 

90% 15.45 18.40 26.84 27.05 

 圖 2是在 90%的雜訊密度下，分析 50x50影像的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σ 與 PSNR值變化的關係圖；由式(16)可以得知：當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越小時，表示後處理替換的像素越少，亦即使用影像的全域訊息越少，所得到的
PSNR 值較低。相對的，若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越大時，表示後處理替換的像素越多，亦即使用影像的全域訊息越多，所得到的 PSNR值提高，後處理的影像品質提升。由圖 2可以發現：當碼字相似距離門檻值σ 為 50 時，已經使峰值信噪比 PSNR值提升至最高狀態，因此本文的實驗中，均將σ 設為 50。由圖 2也可知本文的方法可以有效改善除雜訊演算法的效

能，並且讓後處理影像更接近原始乾淨的影像，改善重建影像的品質。 

3. 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實驗結果 為了評估本文的後處理系統效能，我們使用 “Lena”及 “Boat” 影像加入椒鹽雜訊，在雜訊密度 10%~90%的環境中，分別以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directional weighted median filter, 

DWM)[13]、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濾波器
(modified decision based unsymmetric trimmed 

median filter, MDBUTMF)[15]、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方法 (probability adaptation, 

PA)[6]和本文提出的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
(Proposed)進行效能比較，我們使用峰值訊雜比
(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 PSNR)及呈現處理受干擾影像的圖片來評估除雜訊後的數位影像品質，並將實驗結果分別以圖表呈現。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3 Lena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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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干擾之影像遭受干擾之影像遭受干擾之影像遭受干擾之影像；；；； (b)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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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修正型修正型修正型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MDBUTMF)濾濾濾濾波波波波；；；；(d)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PA)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e) 使使使使用本文用本文用本文用本文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後處理後處理後處理後處理的影像的影像的影像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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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4 Boat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影像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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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干擾之影遭受干擾之影遭受干擾之影遭受干擾之影像像像像；；；；(b)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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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修正型修正型修正型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MDBUTMF)濾濾濾濾波波波波；；；；(d)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PA)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e) 使使使使用本文用本文用本文用本文方法方法方法方法後處理後處理後處理後處理的影像的影像的影像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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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由表 1可以看出：在中、低雜訊密度的環境中(雜訊密度為
10~70%)，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濾波器的表現較差，最主要的原因為該方法僅排除分析視窗的極值像素，直接做中值濾波，無法有效的保留圖像中的物件邊緣特徵。相對的，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方法(PA)的效能非常優良，主要原因為該方法透過分析視窗中以極大值、中間值、極小值依照出現機率做適當的權重，可以呈現影像中的邊緣特徵，因此在低雜訊密度的環境中，具有足夠乾淨像素，所以能有效的重建遭到脈衝雜訊破壞的像素；經由本文方法施予後處理之後，可以持續提升重建影像的品質，主要原因是本文方法不僅使用局部分析視窗的機率分佈特性，而且還使用影像的 

  
(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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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干擾之影像遭受干擾之影像遭受干擾之影像遭受干擾之影像；；；； (b)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方向權重中方向權重中方向權重中方向權重中值值值值(DWM)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濾波器；；；；(c)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修正型修正型修正型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MDBUTMF)濾濾濾濾波波波波；；；；(d)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PA)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e) 使使使使用本文用本文用本文用本文方法方法方法方法重建重建重建重建後的影像後的影像後的影像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全域資訊中，未受雜訊干擾的像素對除雜訊影像進行後處理，可以讓影像品質變得更清晰。在嚴重雜訊密度的環境中 (雜訊密度為
70%~90%)，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DWM)[13]與 修 正 型 非 對 稱 修 整 中 值 濾 波 器
(MDBUTMF)[15]兩種方法的效能衰減非常嚴重；相對的，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之方法
(PA)的品質雖然有降低，但是依然能夠持續對受干擾影像進行雜訊移除的效果，而且重建影像品質大幅優於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DWM)與 修 正 型 非 對 稱 修 整 中 值 濾 波 器
(MDBUTMF)；將除雜訊影像經由本文方法施予後處理之後，依然可以在各種雜訊密度的環境鏡中，持續提升重建影像品質。由於本文方法得到的 PSNR數值隨著雜訊密度升高的驟降程度皆不大，因此我們可以確信：使用本文的後處理方法，確實可以提升除雜訊影像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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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圖圖圖圖 6 Boa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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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干擾之影像遭受干擾之影像遭受干擾之影像遭受干擾之影像；；；； (b)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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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修正型修正型修正型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非對稱修整中值(MDBUTMF)濾濾濾濾波波波波；；；；(d)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可變視窗與像素機可變視窗與像素機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率調適率調適率調適(PA)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之方法；；；；(e) 使使使使用本文用本文用本文用本文方法方法方法方法重建重建重建重建後的影像後的影像後的影像後的影像；；；；(f)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原始影像。。。。 

 

 圖 3 呈現 “Lena” 影像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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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可以看出各種方法在低雜訊密度的環境下，都可以有效的移除脈衝雜訊，而且重建影像都非常優良。圖 4 呈現 “Boat”影像在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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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中可以看出各種方法在低雜訊密度的環境下，都可以有效的移除脈衝雜訊，而且重建影像都非常優良，除雜訊影像成果與圖 4的 “Lena” 影像效果一致。圖 5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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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b)~(e)所示)，由圖 5(b)~(c) 可以明顯觀察到： 

“Lena” 影像因為受到嚴重雜訊密度干擾的關係，使用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DWM)重建的影像已經完全無法辨識影像的內涵；使用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濾波器(MDBUTMF)雖然可以重建 “Lena” 影像，但是依然存在許多脈衝雜

訊，除雜訊效果不佳；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PA)及本文之方法能有效的重建受干擾像素，達到提升重建影像品質的目的。圖 6 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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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b)~(e)所示)，由圖 6(b)可以看出：使用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DWM)重建的影像的畫面已經無法辨識影像的紋路與特徵，效能很差；由圖 6(c)可以看出 “Boat” 影像可以概略看出形狀，但是船上的纜繩已經看不到，而且整張影像佈滿了許多脈衝雜訊，因此使用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濾波器(MDBUTMF)，處理嚴重雜訊干擾的影像時，效果也不佳；由圖 6(d)及 6(e)可以看出：使用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PA)及本文之方法能有效的重建受干擾像素，船的形狀很清楚，而且部分纜線也依然可見，可以辨識影像的重要特徵，比起方向權重中值濾波器(DWM)與修正型非對稱修整中值濾波器重建的影像
(圖 6(b)~(c))而言，濾波效果明顯優越許多。 

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文提出使用全域相似性之後處理方法來改善除雜訊影像品質，透過建立像素碼簿
(codebook)，並設立適當的門檻值，挑選最佳碼字(codeword)，進行中心像素替換，以乾淨像素替換第一級均化得到的重建像素，便可以得到後處理影像，提高重建影像的正確性。經由實驗結果證明:本文提出的後處理方法確實可以持續改善可變視窗與像素機率調適的演算法的除雜訊效能，在各種雜訊密度的環境下
(雜訊密度 10%~80%)能改善除雜訊影像的品質，而且不會讓重建的影像產生模糊化的現象，經由後處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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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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休閒遊戲 App發展之研究 

 

 

摘要 

 
在行動裝置上，休閒遊戲越來越受歡迎。

在全世界休閒/社交遊戲市場中，台灣遊戲玩家

排名第二。因此，開發 Android 系統之休閒遊

戲 App 是非常重要的。本研究旨在使用 App 

Inventor 2，發展一個 Android系統之休閒遊戲

App。為了吸引用戶使用，本遊戲 App 乃使用

簡易操作介面，Q版有趣之介面設計風格。遊

戲 App 則以剪刀石頭布為例。 

關鍵詞：休閒遊戲、Android、App、剪刀石頭

布。 

 

Abstract 
 

Casual game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on mobile devices. Taiwanese 

gamers ranked second in worldwide casual / 

social gaming market.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evelop casual games app on 

Android system. This study aims to use App 

Inventor 2 to develop a casual game app on 

Android system. In order to attract users, the 

interface of the game app is simple and easy 

to be used in a cute style. This study takes 

Rock Paper Scissors game app as an 

example. 

Keywords: casual games, Android, App, Rock 

Paper Scissors. 

 

1. 前言 
近年來，通信服務和移動設備的成長迅

速，智慧型手機或平板越受歡迎，預估 2015

年使用智慧型手機和平板之比率，分別達到

56.8%和 24%[1]–[3]。當然，伴隨的移動設備

作業系統(operating system) Android和 iOS的普

及，為軟體產業帶來了龐大商機[4]。在許多類

型的應用程序（APP），遊戲應用程序而備受關

注。據相關研究，估計在 2015 年遊戲應用程

序的市場價值將達到整體遊戲市場的 20％[3], 

[4]。根據估計，在 2015 年第二季 Android 佔

據了市場的 82.8％[5]。在全世界休閒/社交遊戲

市場中，台灣遊戲玩家有 93％，排名第二[6]。

2012 年在行動裝置上，益智休閒遊戲使用率達

到 68.2%[2]。因此，開發 Android 系統之休閒

遊戲 App 是非常重要的。 

在激烈的競爭中，如何設計產品，為滿足

用戶的需求，並吸引用戶下載已經成為了遊戲

應用程序開發人員的重要問題之一。為了求得

良好的用戶體驗，遊戲的可用性(usability)和其

界面可用性(interface usability)是非常重要的

[7]。透過一個目標為主的慢休閒遊戲 (a 

goal-based slow-casual game)，研究指出其可以

教育玩家學習和反思，從而做出更健康的膳食

選擇 [8] 。人力計算遊戲 HCGS (Human 

computation games) 之 遊 戲 美 學 (game 

aesthetics)，可以鼓勵用戶貢獻的時間和精力於

遊戲[9]。賞心悅目的美感和主題，可以吸引玩

家在休閒遊戲中，浸淫並思考地學習知識

[10]。其遊戲關鍵成功因素為持續性玩的動

勁、單一操作介面、免費、互相競爭和互動平

台之設置。提升遊戲畫面的美感品質，可有效

提升消費者對 App 遊戲的持續使用和滿意度

[2]。除了加強社群的連結性之外，遊戲的有趣

性為主要影響用戶持續使用 App 遊戲的因素

[1]。玩家在下載 App 之前，多基於對遊戲之熟

悉度及價格考量，而甚少評估它[11]。以手機

中相機為介面，對於提高玩家之娛樂性也正被

研究中[12]。 

本研究使用 App Inventor 2(AI2)發展適用

於行動裝置之剪刀石頭布休閒遊戲 App。遊戲

App 乃使用簡易操作介面，Q 版有趣之介面設

計風格，以吸引用戶使用。本文第二節介紹研

究方法，第三節為結果與分析，最後為結論[1]。 

 

2. 研究方法 
2.1 App inventor 2 簡介 

App Inventor (AI) 以及 App Inventor 2 

(AI2)乃由 Google 發展，現在則由麻省理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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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維護。其主要是以拼圖為基礎的可視化編程

語 言 (blocks-based visual programming 

language)，使人們能夠創建 Android 移動設備

的應用程序[8]。app 包含元件和一些能使元件

產生作用之程式拼圖。 

2.2 遊戲介紹 

2.2.1 創作動機： 

小時候最常玩的是猜拳遊戲，猜拳遊戲的

邏輯簡單卻很好玩，因為每個人就只有三種拳

可以出，卻又不知道對方會出什麼，感覺很刺

激，所以想說能不能做成ㄧ個 APP，這樣隨時

可以玩猜拳，或是簡單的猜拳決定事情，就像

抽籤一樣，能夠帶動緊張刺激的心理感受噢。 

2.2.2 遊戲簡介： 

這是一款萬聖節風格的猜拳 APP，點選遊

戲開始，會看到猜拳畫面，底下有三個按鈕，

分別是剪刀、石頭、布，點選任一個按鈕，同

個時間，對方會隨機出拳。雙方出拳之後會跳

出一個對話框顯示勝負結果。有再玩一次的選

項(圖 1)。 

 

 (a)           (b) 

圖 1 猜拳 APP之(a)遊戲開始，(b)猜拳畫面。 

2.2.3 遊戲介面設計風格： 

以萬聖節為主題，增添詭異與緊張氣氛，

主畫面中的南瓜微笑著，像是邀請玩家點下遊

戲開始的按鈕，遊戲中畫面則是以 Q版風格的

剪刀、石頭、布讓玩家選擇。上面設有玩家狀

態跟對方狀態的圖片顯示區，初始狀態下玩家

狀態上的南瓜設定較友善，對方狀態上的南瓜

則是延續主畫面的設定─詭異的南瓜，像是算

計著什麼，要玩家跟它比試一番。其中背景乃

參考自素材中國[13]，南瓜乃參考自素材中國

[14]，而剪刀石頭布乃參考自[15]。 

 

3. 結果與分析 
當遊戲開始的按鈕(即按鈕 1)被點選，就跳

到螢幕 2(即 Screen2 遊戲畫面)，同時播放音效

(圖 2) 

 
圖 2 遊戲開始的按鈕被點選事件。 

當螢幕 2 初始化的時候，再玩一次的按鈕

(即按鈕 5)要隱藏，然後圖片 6是顯示「玩家請

出拳」的字樣(即 tt04.png) (圖 3)。 

 
圖 3 螢幕 2初始化事件。 

 建立剪刀、石頭、布三種圖片之清單

(global 圖片集)。初始化全域變數 global num

為 0。global 圖片集填入剪刀(即 a01.png)、石

頭(即 a02.png)、布(即 a03.png)三張圖片。這是

準備隨機出拳的部分(圖 4)。 

 
圖 4 建立剪刀、石頭、布三種圖片之清單。 

 在遊戲執行的時候，有剪刀、石頭、布，

三個按鈕，分別為按鈕 1、按鈕 2 和按鈕 3。

所以個別設定每個按鈕按下去，對方都會隨機

出拳，猜拳的勝負則是由各個按鈕的判斷式判

斷。 

 當剪刀(即按鈕 1)被點選的時候，設玩家

狀態上的圖片(即圖片 4)為剪刀(即 a01.png)，

讓玩家狀態上的南瓜圖片(即圖片 4)跟著剪刀

按鈕(即按鈕 1)被點選時改變。設 global num為

整數亂數 1~3，當剪刀(即按鈕 1)被點選的時

候，使 global num整數 1~3 隨機跳出一個數。

設對方狀態上的圖片(即圖片 3)為選擇清單

global 圖片集，中索引值為 global num，這個

設定是延續圖 4 的清單(即 global 圖片集)的設

計，當 global num的數值為 1時會跳出剪刀圖

片(即 a01.png)；當 global num的數值為 2 時會

跳出石頭圖片(即 a02.png)；當 global num的數

值為 3時會跳出布圖片(即 a03.png)。以上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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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方隨機出拳的部分。 

底下的「如果，則」是判斷勝負結果，當

對方狀態上的圖片 (即圖片 3)為剪刀 (即

a01.png)，玩家狀態上的圖片(即圖片 4)為剪刀

(即 a01.png)，則呼叫我的程序 2─跳出對話框

告訴玩家是平手。當對方狀態上的圖片(即圖片

3)為石頭(即 a02.png)，玩家狀態上的圖片(即圖

片 4)為剪刀(即 a01.png)，則呼叫我的程序─跳

出對話框告訴玩家你輸了。當對方狀態上的圖

片(即圖片 3)為布(即 a03.png)，玩家狀態上的

圖片(即圖片 4)為剪刀(即 a01.png)，則呼叫我

的程序 3─跳出對話框告訴玩家你贏了。當剪

刀按鈕(即按鈕 1)被點選時播放音效 2，剪刀、

石頭、布的按鈕音效都一樣(圖 5)。 

 
圖 5 剪刀按鈕之事件。 

 因為勝負的結果有三種，所以要定義三個

程序，分別是跑出對話框，告訴玩家「你贏了」

(我的程序 3)、「你輸了」(我的程序)跟「平手」

(我的程序 2)。同時定義對話框出現之後，剪刀

(按鈕 1)、石頭(按鈕 2)、布(按鈕 3)要隱藏，這

是要避免遊戲中的 Bug，因為如果不隱藏這三

個按鈕，勝負顯示後玩家點到這三個其中一個

按鈕，玩家的狀態(即圖片 4)瞬間變換，判斷的

程式就會有問題。因為此時已經顯示勝負，設

「玩家請出拳」的字樣(即圖片 6)隱藏。同時，

為了讓玩家繼續遊戲，顯示「再玩一次」的按

鈕(即按鈕 5)。 

我的程序 2是跳出對話框跟玩家說「平手」

(圖 6)。 

 

圖 6 我的程序 2之定義。 

 我的程序是跳出對話框跟玩家說「你輸

了」(圖 7)。 

 
圖 7 我的程序之定義。 

 我的程序 3是跳出對話框跟玩家說「你贏

了」(圖 8)。 

 
圖 8 我的程序 3之定義。 

當程式設定完成後，玩家點選剪刀時所呈

現的三種畫面(圖 9)，勝負狀態會呈現在對話框

中(圖 10)。 

 

(a)          (b)          (c) 
圖 9 玩家出剪刀時，對方三種結果之狀態(a)

布，(b)石頭和(c)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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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圖 9對應之圖。 

 

4. 結論 
行動裝置越來越受普遍，在市場上，

Android 系統為主要之作業系統。在其裝置與

系統上，益智休閒遊戲越來越受歡迎。台灣遊

戲玩家，在全世界休閒/社交遊戲市場中，排名

第二。本研究旨在使用 App Inventor 2，發展

Android 系統之剪刀石頭布為例之休閒遊戲

App。本遊戲 App 乃使用簡易操作介面，Q 版

有趣之介面設計風格，以吸引用戶使用。此

App 之對應程式拼圖亦詳細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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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recent year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rapidly deve-

loped, and it now brings many advantages in 

different fields. However, there are a lot of 

loopholes in the network, and they are attract-

ting various attacks.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has been developed to solve the 

problem. So far, different detection or analysis 

methods have been proposed for different data, 

but still there is no general model good for all 

cases. We focus on the anomaly detection in 

this study. We utilize nearest neighbour 
classifier trees (NNC-Trees) as the detector. To 

obtain a compact and effective detector, we 

tested NNC-Tree using different percentages 

of the training data. Results obtained with the 

KDD data set show that relatively good 

detectors can be obtained with only 10% of the 

data, and the implementation cost can be 

greatly reduced. The results can be useful for 

mobile device-based intrusion detection.  

Keywords— intrusion detection,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 trees, supervised learning. 

1. INTRODUCTION 

Nowaday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in human life, no matter in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or other academic and medical organi-

zations. But, too fast development also brings lots 

of security problems and crisis. Attack tools can 

even be found easily on the internet, and hackers 

are also trying various attacks using internet 

vulnerabilities [6,7,10]. 

Fig. 1 is a threat report of new malware from 

McAfee Labs in May 2015. From this figure (a), 

we can know that the number of new malware is 

increased from 2013 first quarter to 2015 first 

quarter, besides 2014 the fourth quarter. From 

figure (b), the total number of malware has been 

increasing all the time. It is so terrible that 

various malware may exist in our networks 

anywhere and anytime. 

 

(a) 

 
(b) 

 
Fig. 1 Malware statistics (Source: 2015 

McAfee Labs Threats Report)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IDS) have been 

developed  by Anderson in 1980, hoping to 

resolve this network security problem. Since then, 

various attack identification techniques have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rule-based, neural networks,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and so on. But, 30 years 

passed, we still cannot resolve this problem. The 

main reason is the advancement of ICT, leading 

to the IDS need to b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DS could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different 

modes based on data type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10]. For example, based on analysis 

method we may have misuse dete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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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maly detection. The first uses a known attack 

signature database, whenever the login data 

match any feature, IDS will give alarms. The 

second is a normal behavior model and then 

observes deviation of behavior. If the behavior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model, IDS will give alarms. 

In this example, the accuracy will be high if we 

choose misuse detection to detect, but it cannot 

detect unknown attacks. If we use anomaly 

detection to detect, the false alarm rate will be 

higher than another, but it can detect unknown 

attacks [10]. So, there is no any IDS modes could 

be applicable to all situations in today's network 

environment. 

In Shameli-Sendi et al. research, a defense of 

network intrusion includes four stages. Respec-

tively, prevention, surveillance, detection and 

mitigation. In prevention stage, calculator and 

other related equipment need to appropriate 

place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at the data and services running. In surveillance 

stage, set monitor system to collect useful data of 

host computer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In 

detection stage, running IDS to detect and 

analysis. The common way is using anomaly 

detection, through a pre-established model of 

normal behavior. IDS will give alarms if 

deviation. The final stage is mitigation. Make a 

strategic decision by IDS and restore the system 

[14]. Ben-Asher and Gonzalez (2015) think that, 

make sure the network security is a difficult task. 

In addition to relying on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cognitive the possible attacks 

from a huge number of network data. Therefore, 

many data mining methods were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IDS. 

Because the range of IDS is wide, the major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anomaly detection, hoping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Kuang et al. (2014) 

pointed out that ―the intrusion detection can be 

seen as essentially a classification problem to 

distinguish normal activities and abnormal 

activities‖. Therefore, we utilize the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Trees (NNC-Trees) to 

classify with supervised learning. Due to the 

network packet is a type of big data, we hope to 

design a good detector using as few data as 

possible. If we can use minimal data to obtain the 

same result, it is a good point for NNC-Trees in 

intrusion detection. To verify the efficiency and 

efficacy of the NNC-Tree, we use KDD data set 

and conducted 10 times 10 fold validation. 

 

2. LITERATURE REVIEW 

In this chapter, we will briefly describe the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and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Trees. 

2.1.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s 

IDS was first starting from 1980 by Anderson, 

it has been more than 30 year history. Those 

unauthorized activities which have been designed 

to access system resources or data are called 

―intrusion‖ [10]. The main purpose of IDS is to 

detect those attack activity, and provide network 

administrator to do corresponding treatment. The 

existing types of IDS include several oriented. 

Such a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to distinguish and 

analytical methods to distinguish. The former 

have network-based (NIDS), host-based (HIDS) 

and so on. The latter contain misuse-based, 

anomaly-based and hybrid [5]. 

In more than 30 year history of IDS, rule-based 

early detection module has been firstly developed 

and become the mainstream [8]. After then, 

different algorithms based detection methods, 

such as genetic algorithm (GA) [11], Bayes [4], 

neural networks (NN) [15],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6,13] have been constructed. 

Shameli-Sendi et al. (2014) presented a taxonomy 

of Intrusion Response Systems (IRS) and 

Intrusion Risk Assessment (IRA), These two also 

are important parts of IDS. 

Till now, according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CT, single one type of IDS mode is not 

enough. So, the hybrid approaches are gradually 

becoming the mainstream. However,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not to build a complete 

IDS, but how to improve the classification 

performance. Thus, We choose NNC-Trees 

method and conduct experiments with supervised 

learning, hoping to test efficiency and efficacy. 

2.2.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Trees 

NNC-Tree have been proposed by Zhao in 

2006, and it is a decision tree (DT) with each 

non-terminal node containing a nearest neighbor 

classifier (NNC). It is also a heuristic method for 

defining the teacher signals (group labels), and its 

basic idea is to partition the data based both on 

the class labels and on the neighborhood 

information. 

In this tree, every node contains an NNC, 

besides the terminal node. Fig. 2 shows the basic 

structure of an NNC-Trees. The best advantage of 

NNC-Trees are more comprehensible,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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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totypes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precedents and can be interpreted easily. Thus, an 

NNC-Tree can be a very promising model for 

improving the generalization ability while 

preserving the comprehensibility of the DTs [16]. 

 

 
Fig. 2 Structure of an NNC-Tree 

 

NNC-Tree also is a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 But difference to others model is that 

information us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Since 

the label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for 

clustering, the system obtained is more complex 

than that obtained by supervised learning. So, 

NNC-Trees may more suitable with semi-

supervised learning [16]. This is the reason why 

we choose it. If we want to combine semi-

supervised learning in the future, the first step is 

to confirm the effects of NNC-Trees with 

supervised learning. 

3. METHODOLOGY 

The main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the 

minimum percentage of data to produce a good 

and compact NNC-Tree detector. The procedure 

for conducting the research is shown in Fig. 3. 

The 5 steps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as follows. 

Step 1: Data Collection 

The employed ―KDD10%‖ data were taken 

from KDD CUP’ 99 data set [9]. KDD CUP’ 99 

is a well-known public data set for intrusion 

detection.  

The original data file of KDD10% has almost 

500,000 data. This amount of data is too huge for 

our equipment. So, for each category we 

extracted 1% of the data based on a study of Adel 

et al. (2015). This approach not only reduce the 

amount of data, but also maintain the ratio of data 

from all categories. After extraction, we have 

nearly 5,000 data. We want to know if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data will affect the result. Thus, we 

also created another data set by randomly 

extracting 2% of the data. So we have  

 Data set A containing about 5,000 data; and 

 Data set B containing about 10,000 data. 

 

 
Fig. 3 The implement procedure of this work 

 

Step 2: Data pre-processing 

In KDD10% data set, the attacks have been 

categorized into 4 main types. Moreover, every 

type could be divided into more detailed sub-

types, and totally there are 23 types.  

In our study, we conducted experiments with 

two-class classification and multi-class classifica-

tion. In two-class classification, we all attacks are 

put together to form the "attack" class; and non-

attacks belong to the ―normal‖ class. In a multi-

class classification, we divided all attacks into 4 

classes. Adding the normal class we have 5 

classes. Digit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are 

performed for all data. 

Step 3: Induction of the Classifier 

In this study, we choose NNC-Trees to be our 

classifier (detector). We use the training data to 

construct the classifier, and then input the test 

data to validate the performance. Moreover, we 

conducted 10 fold cross validation of 10 times.  

 

Step 4: Evaluation 
Criteria used for evaluation include the tree 

size, the average NNC size, the test error and the 

time used for training. 

 

Step 5: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we can make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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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PERIMENTAL RESULTS 

4.1. Data pre-processing 

In this work, we employ KDD10% file from 

KDD [9]. In this data set, the attack type has been 

categorized in Table I. Table II and Table III 

show the data size and class distribution 

information, respectively, for the two-class and 

five-class problems. 
We first conducted experiments using 1% to 10% of 

the training data. Then we changed the percentage 

from 10% to 100%, with a 10% stepsize. 

TABLE I 

ATTACK TYPESES IN KDD DATA SET 

Attack 

Type 
Attack detailed information 

U2R 
buffer_overflow,  loadmodule, multihop, 

perl, rootkit 

R2L 
ftp_write, guess_passwd,  imap, phf, 

spy, warezclient, warezmaster 

DOS 
back, land, neptune, pod, smurf, 

teardrop 

Probe Ipsweep, nmap, portsweep, satan 

TABLE  II 

CLASS DISTRIBUTION OF BINARY  

Data set Class Data distribution Data size 

A 
Normal 973 

4947 
Attack 3974 

B 
Normal 1946 

9894 
Attack 7948 

 

TABLE  III 

CLASS DISTRIBUTION OF 5-CATEGORY 

Data set Class Data distribution Data size 

A 

Normal 973 

4947 

U2r 5 

R2l 13 

Dos 3915 

Probe 41 

B 

Normal 3974 

9894 

U2r 10 

R2l 26 

Dos 7830 

Probe 82 

 

 

 

4.2.  Results for Data Set A 

Fig. 4 shows the tree size of the NNC-Trees. In 

this figure, we can see the trend for the 2-class 

and 5-class problems. Fig. 4 (a) shows the results 

obtained using 1% to 10% of the training data, 

and Fig. 4 (b) shows the results using 10% to 

100% of the data. We can see from these figures 

that the tree size of 2-class have no change even 

if we use more and more data for training. For the 

5-class problem, however, the tree size increases 

from 3 to 9. From this difference, we may guess 

that the more the number of classes to classify, 

the more difficult the problem is, and thus the 

more complex the detector must be. 

 

(a) 

 
(b) 

 
Fig. 4 Tree sizes of the NNC-Tree detectors 

obtained for the class-2 and class-5 problems  

 

Fig. 5 provides the average NNC size of NNC-

Trees. From this figure we can see that when the 

percentage of data used for training is small, the 

NNC size almost keeps the same. But, from Fig. 

5 (b) we can see that the NNC size increases 2 to 

8 for the 2-class problem, and from 2-3 for the 5-

class problem. Combining Fig. 4 and Fig. 5 we 

can see that the ―total cost‖ (i.e. the average NNC 

size times the tree size) of the NNC-Tree always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664



increases when the percentage of data used for 

training is increased. 

 

(a) 

 
(b) 

 
Fig. 5 NNC size of 2-class and 5-class problems  

 

Fig. 6 shows the results of test accuracy. In 

figure Fig. 6 (a), the performance of 2-class is 

very good, even it only uses 1% ratio data. But, 

the performance of 5-class is not good before 8% 

ratio data. In figure Fig. 6 (b), the performance of 

both of them are good. In any case, if we use 

about 10% of the data for training, we are 

guaranteed to have a very good detector. 

Table IV to VII are detailed numerical results 

for the data set A. We can see more detail results 

from these tables, and we find that if you use 

more data to design the NNC-Tree, we will spend 

more time. So, In this dataset, if we use 1% data 

to conduct 2-class experiments, we can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If we use 9% data to conduct 

5-class experiment, we will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a) 

 
(b) 

 
Fig. 6 Accuracy of 2-class and 5-class problems 

TABLE  IV 

THE RESULT OF CLASS-2 WITH A DATA SET 

AMONG 1% TO 10% 

Ratio 
Tree 

Size 

NNC 

Size 

Train 

Error 

Test 

Error 

Used 

Time 

1% 
3.00 

(0) 

2.00 

(0) 

0.00 

(0) 

0.05 

(0.03) 

0.14 

(0.01) 

2% 
3.00 

(0) 

2.00 

(0) 

0.00 

(0) 

0.04 

(0.02) 

0.29 

(0.02) 

3% 
3.00 

(0) 

2.00 

(0) 

0.00 

(0) 

0.04 

(0.02) 

0.39 

(0.13) 

4% 
3.00 

(0) 

2.00 

(0) 

0.00 

(0) 

0.06 

(0.03) 

0.59 

(0.06) 

5% 
3.00 

(0) 

2.00 

(0) 

0.00 

(0) 

0.05 

(0.03) 

0.73 

(0.05) 

6% 
3.00 

(0) 

2.00 

(0) 

0.00 

(0) 

0.05 

(0.02) 

0.99 

(0.36) 

7% 
3.00 

(0) 

2.00 

(0) 

0.00 

(0) 

0.04 

(0.02) 

1.03 

(0.07) 

8% 
3.00 

(0) 

2.00 

(0) 

0.00 

(0) 

0.05 

(0.02) 

1.30 

(0.5) 

9% 
3.00 

(0) 

2.00 

(0) 

0.00 

(0) 

0.06 

(0.03) 

1.46 

(0.54) 

10% 
3.00 

(0) 

2.40 

(1.26) 

0.00 

(0) 

0.01 

(0.01) 

2.14 

(1.12) 

Note: The number 3.00 (0) in this table means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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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V 

THE RESULT OF CLASS-2 WITH A DATA SET 

AMONG 10% TO 100% 

Ratio 
Tree 

Size 

NNC 

Size 

Train 

Error 

Test 

Error 

Used 

Time 

10% 
3.00 

(0) 

2.30 

(0.48) 

0.00 

(0) 

0.01 

(0.01) 

2.34 

(1.02) 

20% 
3.00 

(0) 

3.30 

(1.49) 

0.00 

(0) 

0.01 

(0) 

6.95 

(2.7) 

30% 
3.00 

(0) 

4.10 

(1.2) 

0.00 

(0) 

0.00 

(0) 

12.58 

(1.15) 

40% 
3.00 

(0) 

4.80 

(0.63) 

0.00 

(0) 

0.00 

(0) 

17.57 

(0.77) 

50% 
3.00 

(0) 

5.10 

(0.74) 

0.00 

(0) 

0.00 

(0) 

21.92 

(1.15) 

60% 
3.00 

(0) 

5.40 

(0.97) 

0.00 

(0) 

0.00 

(0) 

26.85 

(1.26) 

70% 
3.00 

(0) 

5.70 

(1.16) 

0.00 

(0) 

0.00 

(0) 

32.74 

(2.06) 

80% 
3.00 

(0) 

6.20 

(0.63) 

0.00 

(0) 

0.00 

(0) 

39.23 

(2.35) 

90% 
3.00 

(0) 

7.30 

(0.95) 

0.00 

(0) 

0.00 

(0) 

46.23 

(4.41) 

100% 
3.00 

(0) 

7.60 

(1.08) 

0.00 

(0) 

0.00 

(0) 

53.51 

(8.11) 

Note: The number 3.00 (0) in this table means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respectively. 

TABLE  VI 

THE RESULT OF CLASS-5 WITH A DATA SET 

AMONG 1% TO 10% 

Ratio 
Tree 

Size 

NNC 

Size 

Train 

Error 

Test 

Error 

Used 

Time 

1% 
4.00 

(1.05) 

2.00 

(0) 

0.00 

(0) 

0.20 

(0) 

0.20 

(0.07) 

2% 
4.00 

(1.05) 

2.00 

(0) 

0.00 

(0) 

0.20 

(0) 

0.38 

(0.1) 

3% 
4.00 

(1.05) 

2.00 

(0) 

0.00 

(0) 

0.20 

(0) 

0.55 

(0.17) 

4% 
4.00 

(1.05) 

2.00 

(0) 

0.00 

(0) 

0.20 

(0) 

0.76 

(0.27) 

5% 
4.00 

(1.05) 

2.00 

(0) 

0.00 

(0) 

0.20 

(0) 

0.91 

(0.31) 

6% 
4.00 

(1.05) 

2.00 

(0) 

0.00 

(0) 

0.20 

(0) 

0.93 

(0.32) 

7% 
4.00 

(1.05) 

2.00 

(0) 

0.00 

(0) 

0.20 

(0) 

1.23 

(0.45) 

8% 
4.00 

(1.05) 

2.00 

(0) 

0.00 

(0) 

0.20 

(0) 

1.43 

(0.51) 

9% 
5.80 

(1.40) 

2.10 

(0.16) 

0.00 

(0) 

0.05 

(0.02) 

1.67 

(0.9) 

10% 
5.80 

(1.40) 

2.27 

(0.34) 

0.00 

(0) 

0.01 

(0.01) 

2.07 

(0.74) 

Note: The number 4 .00(1.05) in this table means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respectively. 

 

 

 

 

 

TABLE  VII 

THE RESULT OF CLASS-5 WITH A DATA SET 

AMONG 10% TO 100% 

Ratio 
Tree 

Size 

NNC 

Size 

Train 

Error 

Test 

Error 

Used 

Time 

10% 
5.80 

(1.4) 

2.20 

(0.23) 

0.00 

(0) 

0.01 

(0.01) 

2.04 

(0.67) 

20% 
8.20 

(1.03) 

2.42 

(0.31) 

0.00 

(0) 

0.01 

(0.01) 

5.55 

(2.49) 

30% 
8.40 

(0.97) 

2.45 

(0.25) 

0.00 

(0) 

0.00 

(0) 

10.08 

(4.64) 

40% 
8.60 

(0.84) 

2.47 

(0.3) 

0.00 

(0) 

0.01 

(0) 

15.72 

(5.81) 

50% 
8.80 

(0.63) 

2.61 

(0.16) 

0.00 

(0) 

0.00 

(0) 

23.28 

(7.47) 

60% 
9.00 

(0) 

2.60 

(0.29) 

0.00 

(0) 

0.00 

(0) 

31.18 

(8.54) 

70% 
9.00 

(0) 

2.63 

(0.21) 

0.00 

(0) 

0.00 

(0) 

39.33 

(7.87) 

80% 
9.00 

(0) 

2.88 

(0.27) 

0.00 

(0) 

0.00 

(0) 

49.33 

(5.53) 

90% 
9.00 

(0) 

2.98 

(0.4) 

0.00 

(0) 

0.00 

(0) 

53.04 

(7.8) 

100% 
9.00 

(0) 

3.28 

(0.18) 

0.00 

(0) 

0.00 

(0) 

64.04 

(5.04) 

Note: The number 5.80 (1.4) in this table means Mean 

(Standard Deviation), respectively. 

(a) 

 
(b) 

 
Fig. 7 Tree size of class-2 and class-5 with B data 

set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666



4.3.  Results for Data Set B 

After the experiments with data set A, we 

want to know if we use more data to test whether 

have the same result. Therefore, we use data set B 

to conduct the same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 7 to Fig. 9. 

Basically, the results between datasets A and B 

have no major change. Except the result of NNC 

size have different performance in 10% to 100%. 

But, we still have the same conclusion. 

 

(a) 

 
(b) 

 
Fig. 8 NNC size of 2-class and 5-class problems 

with data set B 

5. CONCLUSIONS 

In this study, we have tried to utilize NNC-

Trees for intrusion detection. We have conducted 

a lot of experiments using different percentages 

of the training data. Comparing results obtained 

using datasets A and B dataset, we can see that all 

criteria have the same trends. That is, we can 

obtain very good NNC-Tree detectors using 

around 10% of the data, and the total cost for 

implement (i.e. the average NNC size times the 

tree size) can be greatly reduced.  

Next step, we would like to try a different data 

set to verify the efficiency and efficacy of the 

NNC-Tree detector. In addition, we will also try 

the NNC-Trees for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It is 

believed that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is good to 

fully us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un-labeled data. 

We will try to improved the algorithm for training 

NNC-Trees, and compare the results with 

existing algorithms.  

 

(a) 

 
(b) 

 
Fig. 9 Test accuracy of 2-class and 5-class 

problems with data se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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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裝卸移動式機器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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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這科技蓬勃發展的時代，其科技產品的

主要走向高效能及低成本，工廠的生產方式漸

漸不再依靠人力，而是步向了工業 4.0 的潮流

採用自動化生產的方式來搬運及製造物品，可

減少成本之花費和避免人力生產之不必要損

耗及風險，有鑑於 BenQ 工業 4.0 方案中 ｢ 製
造→搬運→倉儲一體化智能解決方案 ｣ 之移

動式整合機器手臂平台做參考，本組採用了車

載機器手臂的自走車，利用電腦輸入指令給機

器手臂，讓自走車可自動裝卸及排列物品，且

在軌道上運作，確保了路線及動作都保持精

確，最後在無線回傳的 IP-Camera 中，可監控

自走車的一舉一動，確保生產線的安全，此系

統可幫助生產商壓低人工成本並增加工廠之

生產效率及節省花費之功用。 
 

關鍵詞：自走車、機器手臂、自動化 
 Abstract 
 

In this era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flourish, mainly to high-performance 
technology products and low cost, the plant's 
production gradually no longer rely on 
manpower, instead of using automated 
production methods to manufacture and 
transport goods, can reduce labor costs and 
unnecessary and the risk of loss, and the use 
of the robotic arm of the self-propelled 
vehicle car using computer input commands 
to the machine arm, so that the car can go 
from automatic loading and arrangement of 
goods, instead of doing so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the plant and 
save the cost function. And i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entered automatically 
mechanization, widely used in all levels of 
unmanned era, and embedded electronic 
products, machines to replace people with 
higher efficiency and manpower in order to  

 
reduce the harm to people, if there can 
automatic handling machine into control, you 
can avoid unnecessary additional risk and 
cost, this topic is needed for the production 
of analog mobile automated robotic arm. 

 
Keywords: Automatic car, Automated processes, 
Robotic arm. 
 
1. 前言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科技已走進自動機械

化、無人化的時代，嵌入式和電子產品的廣泛

運用於各個層面，人們以機器來取代人力以求

更高的效率及降低對人傷害，如果有能自動搬

運的機器進入操控，就能避免不必要的額外風

險及開銷，此專題為模擬自動化生產所需的移

動式機器手臂。 
 

2. 系統架構 
自走車基本架構為李後燦教授提供，基本

零件為，車架骨幹、直流馬達、其餘購買的為

入門式機器手臂、IP-Camera。，並完成直流馬

達電路之設計製作與組裝。在工業 4.0 漸普及

與發展的今天，自動化生產設備已經是高階工

廠必備之工具，且配備移動及加上機器手臂，

更重要的是將可藉由變換車體設計及機器手

臂放置位置達到可處理多樣化工作及自動生

產無人化之目標。另外在自走車上配置網路攝

影機 IP-Camera 採用直接連接的方式(Ad-Hoc)
透過電腦或行動是裝置作為與自走車之間的

連 結 ， 整 個 系 統 預計 由 一 部 自 走 車 、

IP-Camera、機器手臂經由自行設計電路，全部

由零件組裝而成，關於通訊封包內容將包含自

走車控制指令及攝影機即時影像作即時傳

輸。之後預計完成一組接收指令具備搬運物體

能力之自走車。 
 
以下為系統架構示意圖及自走車實體側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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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示意圖 

 

 

 

 

 

 

 

 

 

 

圖 2 自走車側面圖 
 

3. 軟硬體介紹 
在此介紹車載系統上所有軟硬體設備。 
 

3.1 自走車介紹 
自走車本身裝載、Arduino uno 及直流馬

達，額外安裝 RN-131 Wifi 模組、IP-Camera、
機器手臂，無線攝影機將拍攝之影像顯示於手

機螢幕或電腦螢幕。 
 

3.2 軟體介紹 
現為在 Arduino 直接寫入程式碼遙控，未

來計畫利用 wifi 傳輸資料至手機，做遙控連結

動作。本次研究使用之直流馬達用 L293B 橋式

電路來控制 
 
 
 
 
 
 
 
 
 

圖 3  橋式電路圖 

 

3.3 Wi-Fi 簡介 
一種短程無線傳輸技術，能夠在數百英呎

範圍內支持網路接入的無線電信號。隨著技術

的發展，以及 IEEE 802.11a 及 IEEE 802.11g
等標準的出現，現在 IEEE 802.11 這個標準已

被統稱作 Wi-Fi。 
 
3.4  RN-131 簡介 

RN-131 是美國電子工業聯盟（EIA）制定

的序列資料通訊的介面標準，原始編號全稱是

EIA-RN-131（簡稱 RS131）。它被廣泛用於電

腦串列埠外設連線，連接有三種種類，DB25、
DB15、DB9，而目前 PC 上多為 DB9。RN-131
的通訊埠是每部電腦上的必要配備，通常含有

COM1 與 COM2 兩個通道，早期的電腦將

COM1 以 9Pin 的接頭接出，而以 25 Pin 的接頭

將 COM2 接出，新一代的電腦均以 9Pin 的接

頭接出所有的 RN-131 通訊埠。 
 
3.5 IP-Camera 簡介 

IP-Camera（IP Network Camera）是可 以
在互聯網（ Internet ）及區域網絡（ Local 
Networking）上作即時視訊或連續傳輸的產

品。與普通攝像機相比，IP-Camera 內建 Web 
server 和 CCD/CMOS，從功能上說，它在內

部增加了對模擬視頻進行數字化處理的芯片

（DSP 芯片），可以將數字化的視頻信號轉換

成符合網絡傳輸協議（如 TCP/IP 協議）的數

據流，送到網上傳輸，遠端的瀏覽者不需用任

何專業軟件，只要標準的網絡瀏覽器（如 
Microsoft IE、Safari、FireFox）可實時地監視

其影像。 
表 1  硬體名稱示意圖表 

 
硬體名稱 圖片 

Arduino UNO R3 

圖 4  Arduino 
nuo 實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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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手臂 

圖 5 機器手臂實

體圖 

直流馬達 

圖 6 直流馬達 

IP Camera 

         

  圖 7 IP Camera 
圖 4  硬體示意圖 

 4. 實驗結果 
當 Arduino 連結各部件後，控制機器手臂

及直流馬達的移動手臂最後結合軌道的運

作，可將物品精確地做不同方式的擺放及堆

疊。 
 

4.1 物品分裝及取出 
 此示範為模擬工廠內部將送來之貨物從

堆疊放置運送至指定的擺放方位。 
 

   
圖 5  將前方堆疊之物品依高度夾取 

 

 
圖 6  將夾取之物品依序放入格子內 

 

 
圖 7  完成放置動作 

 

4.2 貨物搬運堆疊放置 
 此示範為模擬工廠內之運作，將貨物堆疊

至運送設備或架上。 
 

 
 
 
 
 
 
 
 
 
圖 8  將前方堆疊之物品依高度夾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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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放置他處堆疊至原樣 

 

4.3 增加 IP-Camera 
 此為增加遠端無線鏡頭之示範，畫面可回

傳至電腦及移動式裝置給使用者觀看。 
 

 
圖 10  Ip-Camera 示範圖一 

 

 
圖 11  Ip-Camera 示範圖二 

 

5. 結論 
 
為了迎接工業 4.0 的來臨，我們希望能藉

由此專題模擬自動化生產之車載系統設計，使

自走車用來參與自動化流程及從遠端無線監

看機器之運作達到更多使用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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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 LSB和改良式 PVD藏入法的資訊隱藏 

 

 

摘要 
 

  本研究提出結合 LSB和改良式 PVD藏入

法的資訊隱藏。首先將原始影像分成5 × 5不

重疊的區塊，並選擇中央的像素作為基礎像素；

然後將區塊內其它像素分成相對於基礎像素

的內層像素及外層像素。根據像素與像素之間

的距離作為分類的依據，分別針對內層像素與

外層像素使用 LSB或改良式 PVD藏入法，藏

入法取決於藏入機密訊息後選擇均方差較小

的方法進行藏入。實驗結果顯示本研究方法能

夠在高藏入量的情況下同時保有良好的偽裝

影像品質。 

關鍵詞：LSB藏入法、改良式 PVD藏入法、

資訊隱藏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data-hiding method 

based on least-significant-bit (LSB) substitution 

and An adaptive steganographic method for 

grayscale images. The proposed method 

partitions the cover image into 5 × 5 

non-overlapping blocks and select the central 

pixel as the base pixel. Next, the other pixels in 

the block are classified into inner pixels and 

outer pixels. Then, the secret information is 

embedded into the inner pixels and outer pixels 

by using LSB or An adaptive steganographic 

with the minimum MSE.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e proposed method can embed 

the secret information into the cover image 

while preserving the image quality. 

Keywords: Data hiding, Steganography, 

Least-significant-bit (LSB) substitution,  

Adaptive steganographic 

 

1.前言 
  由於網路科技的迅速發展，許多人透過網

際網路進行資料的傳遞及交換，因此大量的數

位資料在網路空間被廣泛地散佈及應用。然而

在網路上進行資料的傳遞並非是安全的，使得

數位資料容易遭到不法的第三者隨意竄改及

竊取。因此為了避免這類的問題發生，有學者

提出資訊隱藏的概念，將機密訊息藏匿於影像、

聲音、文字…等等的多媒體中，接著將藏有機

密訊息的偽裝媒體透過網際網路進行傳遞，以

躲避不法第三者的攻擊。 

  一個好的資訊隱藏資訊技術必須滿足安

全性、不可察覺性及高資訊負載量三個條件

[1]。安全性是指除了合法的參與者之外，其

他人沒有辦法從偽裝媒體中取出隱藏的機密

訊息，不可察覺性是指偽裝媒體的品質必需在

一定的水準之上，而高資訊負載量則是指在一

定的偽裝媒體品質要求前提下，盡可能提高資

訊的隱藏量，以提高資料傳送的利用率。資訊

隱藏可依照處理方式的不同，分為空間域、頻

率域與壓縮域三種方式，其中空間域為最常見

的隱藏方式。本研究主要是針對空間域裡的最

低位元(Least-Significant-Bit，以下簡稱 LSB)

藏入法[3]及改良式PVD藏入法[4]加以延伸應

用，根據像素與像素之間的距離作為分類的依

據，分別針對內層像素與外層像素使用 LSB 

或改良式 PVD 藏入法並選擇均方差較小的方

法進行藏入，因此可以在高藏入量的情況下同

時保有良好的偽裝影像品質。 

 

2.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別介紹 LSB 藏入法、改良式

PVD 藏入法及其他兩個結合 LSB 藏入法與

PVD藏入法的資訊隱藏法。 

2.1 LSB藏入法 

  Chan及Cheng學者[3](2004)提出LSB藏入

法(OPAP)，將機密訊息取代較低位元，達到

高藏量及低失真度的資訊隱藏效果。首先將灰

階影像中的目標像素轉換成二進制，再從機密

訊息串當中取出k個位元的機密訊息，取代目

標像素中後面的k個位元。例如：目標像素為

110，欲藏入3個位元的機密訊息(010)2。首先，

目標像素110 = (01101110)2，機密訊息為(010) 

2 ；然後將機密訊息取代目標像素的後面3個

位元，得到偽裝像素值106 = (01101010)2。在

取出機密訊息的過程中，只要將偽裝像素值轉

成二進制並取出最後3個位元(010)2，即可得到

曾顯文 1 冷輝世 12 劉信甫 1 
1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2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 1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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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入的機密訊息。 

 

2.2 改良式PVD藏入法 

  Wu及Tsai學者[8](2003)提出PVD藏入法，

利用相鄰像素差值參照區間量表決定欲藏入

的機密訊息長度。Hsiao及Chang學者[4](2011)

提出改良式的PVD藏入法，該方法使用預測像

素與目標像素的差值計算出多個不同長度的

候選偽裝像素值，並將這些偽裝像素值減去原

始像素值再取絕對值得到誤差值，並選擇誤差

值最小的偽裝像素值作為最後的結果。本研究

則是以這個方法為基礎加以延伸應用。以下介

紹使用的變數的定義： 

xi,j 為原始影像中第i列第j行的像素值 

x'i,j 為偽裝影像中第i列第j行的像素值 

pi,j 為第i列第j行的預測像素值 

pi,j  = (x'i-1,j + x'i,j-1)/2 

b為機密訊息字串b = b0b1b2…bk 

b(s,n)為機密位元串中第s個位元到第(n−1)個

位元所形成的位元串，也就是說 b(s,n) = 

bsbs+1…bn-1 

b(s,n)10 為b(s,n)的十進制表示法 

al為用來規定機密訊息所藏的最小位元量為

log2 al個位元，al須為2的正整數次方。 

 藏入機密訊息串的步驟如下： 

1. 使用Chang與Tseng學者[9]的邊緣吻合法

預測，可以得到預測像素值pi,j = (x'i-1,j + 

x'i,j-1)/2。 

2. 令d' = 2n + b(s,n)10 − al 。 

3. 取不同的n值，n = 1,2,3…去計算x'i,j：若 

pi,j < xi,j，則x'i,j = pi,j + d' = pi,j + 2n + b(s,n)10 

− al；若 pi,j ≥ xi,j，則x'i,j = pi,j − d' = pi,j − 2n 

− b(s,n)10 + al。接著算出 d = | xi,j − x'i,j |，

並找出能使d為最小值的n值，且令此n值

為N，此N值即是我們要藏入的機密訊息

長度。 

4. 利用N值計算出的x'i,j即為最後的偽裝像

素值若 pi,j < xi,j，x'i,j = pi,j + d' = pi,j + 2N + 

b(s,N)10 − al；若 pi,j ≥ xi,j，x'i,j = pi,j − d' = 

pi,j − 2N − b(s,N)10 + al。 

 取出機密訊息串的步驟如下： 

1. 首先我們可以從偽裝影像得知 x'i,j ，並利

用 pi,j = (x'i-1,j + x'i,j-1)/2計算出 pi,j，於是可

以算出 d' = | x'i,j − pi,j |。 

2. 根據藏入步驟 2.：d' = 2N + b(s,N)10 − al 

⇒d' + al = 2N + b(s,N)10。 

3. 因為 2N + b(s,N)10 < 2N +1，因此 N = 

⌊log2(d'+ al)⌋。 

4. b(s,N)10 = d' + al − 2N，且已知 N，則可計

算出 b(s,N) 

 舉例如下： 

 

120 130 

140 155 

圖 1 原始影像部分區塊 

 

 假設機密訊息串b = (01101011)2，令最少

藏一個位元，所以al = 21 = 2，pi,j = (130+140)/2 

= 135，且 pi,j < xi,j。 

 

表 1 不同n值對應的表格 

n d' x'i,j d 

1 0 135 20 

2 3 138 17 

3 9 144 11 

4 20 155 0 

 

由表 1可知當n = 4的時候，d會有最小值0，因

此取N = 4為所藏入機密訊息的長度。x'i,j = pi,j 

+ d' = pi,j + 2N + b(0,N-1)10 − 2 = 135 + 16 + 6 − 

2 = 155。155即為最後的偽裝像素值。 

 取出機密訊息串的步驟： 

當得知偽裝像素值x'i,j = 155與預測像素值pi,j = 

135之後，d' = | x'i,j − pi,j | = | 155 − 135 | = 20，N 

= ⌊log2(d'+ al)⌋ = ⌊log2(20 + 2)⌋ = 4，b(s,N-1)10 

= d'+ al −2N = 20 + 2 – 24 = 6。因此得到機密訊

息b(s,N-1)=(0110)2。 

 
2.3 其他兩個結合 LSB 藏入法與 PVD 藏入法

的資訊隱藏法 

 M.Khodaei 與 K.Faez 學者[5](2012)提出

的相關的研究。首先定義兩種區間量表如圖

2，圖 2 的上方重視影像品質，每個區間分別

能藏入 3、3、3、4、4位元的機密訊息。圖 2

的下方重視機密訊息藏入量，每個區間分別能

藏入 3、3、4、5、6位元的機密訊息。該方法

是先將影像分成 1×3 不重疊的區塊，並將每

個區塊中間的像素作為基礎像素，利用 LSB

藏入法藏入 k個位元的機密訊息後，與左右相

鄰像素組成兩個像素對，接著計算每一個像素

對的像素誤差值，對照區間量表修改像素值進

行藏入。 

 

 

圖 2 [5]的區間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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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inash K.Gulve與 Madhuri S. Joshi學者

[6](2015)年亦提出相關的研究。首先將影像分

成 2×3 不重疊的區塊，並將區塊第一列中央

的像素定義為基礎像素 Pc。利用 LSB 藏入法

將 3個位元的機密訊息藏入基礎像素之後，計

算基礎像素與其他 5個像素的誤差值。假設這

些誤差值分別為 d0、d1、d2、d3、d4，將這些

誤差值取絕對值之後，對照[7] 所提出的區間

量表，獲得每個誤差值能藏入的機密訊息位元

數 ti。為了平均分配每個誤差值的藏入量，將

每個誤差值能藏入的機密訊息位元數加總後

取平均值，計算公式如下： 

𝑎𝑣𝑔 = ⌊(
∑ 𝑡𝑖

4
𝑖=0

5
)⌋ (1) 

接著利用下列公式計算出修改後的誤差值： 

𝑑𝑙𝑖 = 𝑑𝑖 𝑚𝑜𝑑 2𝑎𝑣𝑔 (2) 

再計算原始誤差值與修改後誤差值的位移

量： 

𝑂𝐷𝑖 = |𝑑𝑖| − |𝑑𝑙𝑖| (3) 

以修改後的誤差值對應區間量表，找出所屬區

間的最小值 li及可藏入的機密訊息位元數，並

取出相同位元數的機密訊息 bi，將其轉換成十

進制後藏入得到新的誤差值d′𝑖： 

{
𝑑′

𝑖 = 𝑂𝐷𝑖 + l𝑖 + b𝑖                 𝑖𝑓 d′
𝑖 ≥ 0

𝑑′
𝑖 = −(𝑂𝐷𝑖 + l𝑖 + b𝑖)         𝑖𝑓 d′

𝑖 < 0
 (4) 

將新的誤差值減去原始的誤差值計算出 mi： 

𝑚𝑖 = 𝑑′𝑖−𝑑𝑖 (5) 

利用下列公式算出 5組像素對的值： 

(𝑃′𝑐 , 𝑃′𝑖) = (𝑃𝑐 − ⌈
𝑚𝑖

2
⌉ , 𝑃𝑖 + ⌊

𝑚𝑖

2
⌋) (6) 

  因為基礎像素值只能有一個，所以取 |𝑚𝑖| 

最小的值所算出來的基礎像素為基準，而其他

像素值再以這個基礎像素作修改，確保每個像

素對修改前後的誤差值是相同的。最後將算出

來的基礎像素減去一開始利用 LSB 藏入法藏

入 3個位元機密訊息的基礎像素值，計算出誤

差值，並將其他 5個像素減去此誤差值，得到

最後的偽裝像素值。 

 

3.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是藉由影像內各像

素間的距離不相同的特性，選擇合適的方法進

行機密訊息的藏入。將灰階影像分成 5×5 不

重疊的區塊(如圖 3)。將位於每個區塊中央的

像素作為基礎像素，並將基礎像素外第一層的

像素分類為內層像素，而將基礎像素外第二層

的像素分類為外層像素。 

 
圖 3 影像像素部分區塊圖 

 

3.1 藏入機密訊息串的步驟 

 藏入機密訊息串的步驟如下： 

1. 將基礎像素 xi,j 轉成二進制，取出前面

8−k 個位元，再將其轉成十進制，得到

修改後的基礎像素值 x'i,j。k 為預設要使

用 LSB藏入法藏入的位元數。 

2. 從機密訊息串中取出 k個位元，使用 LSB

藏入法藏入至內層的所有像素，並將藏

入後的偽裝像素值記錄下來。 

3. 使用改良式 PVD藏入法，設定 al值，並

以 x'i,j作為預測像素，分別將機密訊息藏

入至內層的所有像素，並將藏入後的偽

裝像素值記錄下來。 

4. 分別計算偽裝像素值與原始像素值的均

方差 MSELSB_i、偽裝像素值與原始像素值

的均方差 MSEJND_i ，若 MSELSB_i < 

MSEJND_i ，內層像素均以 LSB藏入法藏

入機密訊息；若 MSELSB_i ≥ MSEJND_i ，則

內層像素均以改良式 PVD藏入法藏入機

密訊息。 

MSE = (
1

𝑥
) ∑ ( 𝐶𝐼𝑖 −  𝑆𝐼𝑖 )

𝑥
𝑖=1

2
 

其中 x 為像素個數，CIi及SIi為原始影像

像素值及偽裝影像像素值。 

5. 接著重複 2.和 3.，將機密訊息藏入至外

層的所有像素，並將使用兩種方法藏入

後的偽裝像素值記錄下來。 

6. 分別計算使用兩種方法藏入外層像素後

的均方差 MSELSB_o 、MSEJND_o ，若

MSELSB_o < MSEJND_o ，外層像素均以LSB

藏入法藏入機密訊息；若 MSELSB_o ≥ 

MSEJND_o ，則外層像素均以改良式 PVD

藏入法藏入機密訊息。 

7. 從機密訊息串中取出 k−2 個位元，並使

用 LSB 藏入法取代二進制 x'i,j 中後面的

k−2 個位元(除了最後 2個位元之外)，並

依照此區塊中內層像素及外層像素所使

用的資訊隱藏法，修改二進制 x'i,j 的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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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個位元，得到最後的偽裝基礎像素

x''i,j  ，如表 2所示： 

 

表 2 使用不同資訊隱藏法組合的對應表格 

 

修改結果 內層像素 外層像素 

00 LSB  LSB 

01 LSB  改良式PVD 

10 改良式 PVD LSB 

11 改良式 PVD 改良式PVD 

 

3.2 取出機密訊息串的步驟 

1. 將偽裝基礎像素 x''i,j 轉成二進制，其中

後面的 k−2個位元(除了最後 2個位元之

外)即是當初藏入基礎像素中的機密訊息，

並從最後 2 個位元及表 2 得知，此區塊

的內層像素及外層像素分別是用何種資

訊隱藏法藏入機密訊息，另取出前面 8−k

個位元，再將其轉成十進制，得到修改

後的偽裝基礎像素 x'i,j 。 

2. 將內層偽裝像素依當初所使用的資訊隱

藏法取出機密訊息。若是使用 LSB 藏入

法，則將內層偽裝像素轉成二進制，最

後 k 個位元即是機密訊息；若是使用改

良式 PVD藏入法，則使用 x'i,j 作為預測

像素值，以及藏入時所設定的 al 值，取

出機密訊息。 

3. 重複 2.，取出外層偽裝像素中的機密訊

息。 

 

4.實驗結果 
  本研究在實驗中使用的原始影像包含

Lena、Baboon、Pepper、Jet 四張彩色影像，

並將這四張影像轉換成灰階影像進行藏入，其

影像大小為 512×512，如圖 3所示： 

 

  
Lena Baboon 

  
Peppers Jet 

圖 4實驗所使用影像 

 

 一般最常用來評估偽裝影像品質的指標

為 MSE(Mean Square Error)與 PSNR(Peak 

Signal to Noise Ratio)，其公式定義如下： 

MSE = (
1

ℎ × 𝑤
) ∑ ∑ ( 𝑥𝑖,𝑗 − 𝑥′𝑖,𝑗  )𝑤

𝑗=1
ℎ
𝑖=1

2
 (7) 

PSNR = 10 × 𝑙𝑜𝑔10
2552

𝑀𝑆𝐸
 (8) 

其中 h與 w分別代表原始影像中的高與寬，xi,j 

與 x'i,j 分別代表原始影像與偽裝影像中第 i

列第 j行的像素值。 

  在進行機密訊息藏入時將內層像素分為

一組，外層像素分為一組，目的是為了將這些

像素依照與基礎像素的距離分類。而當預設 k

值等於 4 時，代表我們欲使用 LSB 藏入法藏

入 4 個位元的機密訊息，此時若將 al 值設定

為 8，代表我們欲使用改良式 PVD 藏入法至

少藏入 3個位元的機密訊息，而之後會根據算

出來偽裝像素值與原始像素值的誤差值，選擇

最小的當作偽裝像素值，因此平均可藏入 3

至 5個位元的機密訊息。再透過計算使用兩種

資訊隱藏方法藏入後的均方差，選擇均方差較

小的方法進行藏入，以確保所使用的資訊隱藏

方法造成的失真度較低，藉以保持良好的影像

品質。 

  從表 3的實驗結果中顯示，我們所提出的

方法平均藏量高出[5]所提出的方法 41447 個

位元，而在影像品質部分平均則高出 2.17dB，

這是因為[5]所提出的方法是使用原始 PVD藏

入法進行藏入，並沒有根據機密訊息的長度做

最佳化的調整，所以在影像品質及藏入量的部

分沒有比改良式 PVD藏入法來的好。在與[6]

所提出的方法比較時，雖然影像品質的部分平

均少了 2.51dB，但是在藏量部分平均卻高出

了 166993 個位元，由此可看出本篇研究所提

出的方法能在藏入大量的機密訊息之後，還能

使偽裝影像的品質保持一定的水準之上。而我

們也發現由於[6]所提出的方法會根據 LSB 藏

入後的結果調整最後的偽裝像素值，所以在一

些較複雜的影像(例如 Baboon)會有溢位的情

況發生。另外本研究方法另外應用在分成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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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的原始影像上，而與分成 5×5 區塊的實

驗數據比較，可以看出若是只使用 3×3 的區

塊進行藏入，效果沒有使用 5×5 的區塊來得

好，這也說明了根據像素間的距離來做分類，

並選擇合適方法進行藏入的效果是較佳的。 

 

5.結論 
  本篇研究所提出的方法，是先將原始影像

分成 5×5 不重疊的區塊大小，選定中央的像

素作為基礎像素，並將區塊內的像素依照與基

礎像素的距離，分為內層像素及外層像素。之

後分別將內層像素及外層像素使用兩種不同

的資訊隱藏方法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計算藏

入後的均方差，選擇對影像失真度較小的方法

進行藏入。為了能在取出機密訊息時，能夠辨

別內層像素及外層像素分別使用何種方法藏

入，我們會利用基礎像素的最後兩個位元進行

記錄，確保能夠使用相對應的資訊隱藏方法取

出機密訊息。雖然這樣會犧牲掉基礎像素些許

的藏入量，但也因此能夠在藏入大量機密訊息

的 同 時 ， 保 持 良 好 的 影 像 品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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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實驗結果比較 

              方法 

影像 

[5](k=4) [6] 本研究(5×5) 

(k=4,al=8) 

本研究(3×3) 

(k=4,al=8) 

Lena Capacity 895593 783714 937308 929304 

PSNR 34.4101 38.0842 35.6580 35.4458 

Baboon Capacity 959621 787726 996092 984615 

PSNR 31.4811 37.7593 34.9978 34.8091 

Pepper Capacity 892394 783833 934998 928834 

PSNR 33.0093 38.0477 35.6630 35.4409 

Jet Capacity 893821 783972 938820 932345 

PSNR 34.3684 38.1117 35.6412 35.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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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optical code-division 
multiple-access (O-CDMA) systems with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PPM) and overlapping 
pulse-position modulation (OPPM) techniques 
are studied and compared. The system confi-
dentiality is improved by using both tech-
niques instead of the conventional on-off key-
ing (OOK) technique due to symbol transmis-
sion. Two-dimensional (2-D) carrier-hopping 
prime code (CHPC) with the maximum auto-
correlation sidelobe of zero (i.e., 0=aλ ) and 
the maximum 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 of 
one (i.e., 1=cλ ) are used for both systems to 
minimize the effect of multiple-access interfer-
ence (MAI). Moreover, the performances of 
both PPM systems are also analyzed and vali-
dated with the computer simulation results.  

Keywords—Optical code-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carrier-hopping prime code,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overlapping-pulse posi-
tion modulation, multiple-access interference. 

1. INTRODUCTION 

In addition to wavelength-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WDMA) and time-division multiple ac-
cess (TDMA) techniques, optical code-division 
multiple-access (O-CDMA) technique has be-
come another promising multiple access tech-
nique for next generation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NG-PON) [1]–[4]. As shown in Fig. 1, O-CDMA 
systems permit many simultaneous users to share 
a single optical channel by assigning a unique 
optical code to each user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data bits [4].  

In the conventional on-off keying (OOK) O-
CDMA systems, each data bit one is transmitted 
by the assigned optical code, but nothing is trans- 
mitted for each data bit zero [5]. Thus, data bits 

 
Fig. 1 O-CDMA systems [3]. 

can be easily determined by an eavesdropper 
simply detecting the absence or presence of en-
ergy in the downlink fiber [5]. Therefore, some 
modulation techniques which can provide differ-
ent data rate and quality-of-service (QoS) trans-
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multimedia O-CDMA 
systems, such as multicode keying (MK), pulse-
position modulation (PPM) and overlapping PPM 
(OPPM) techniques [4]–[10], were proposed to 
improve the confidentiality of O-CDMA systems 
because of symbol transmission in these tech-
niques.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focus on the O-
CDMA systems with PPM and OPPM techniqu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system confidentiality, 
throughput and spectral efficiency, to provide the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spectral efficiency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The remainder of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
lows. A brief review of two-dimensional (2-D) 
carrier-hopping prime code (CHPC) [11], which 
is used for PPM O-CDMA and OPPM O-CDMA 
systems, is given in Section 2. In Section 3, PPM 
and OPPM techniques are illustrated briefly. In 
addition to spectral efficiency, the performances 
of PPM O-CDMA and OPPM O-CDMA systems 
by using 2-D CHPC are also analyzed and com-
pared in Section 4, in which the theoretical re-
sults are validated with the computer simulation 
results. Conclusions are finally given in Sect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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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DE MATRICES OF (5× 5, 5, 0, 1) 2-D CHPC  

iC  ),( tλ  

0C  (0,0) (1,0) (2,0) (3,0) (4,0)
1C  (0,0) (1,1) (2,2) (3,3) (4,4)
2C  (0,0) (1,2) (2,4) (3,1) (4,3)
3C  (0,0) (1,3) (2,1) (3,4) (4,2)
4C  (0,0) (1,4) (2,3) (3,2) (4,1)

 

 
Fig. 2 Code matrix 3C of )1,0,5,55( × 2-D CHPC. 

2. CARRIER-HOPPING PRIME CODE 

The 2-D CHPC is employed as spreading codes 
for both PPM O-CDMA and OPPM O-CDMA 
systems because of having good correlation prop-
erties (i.e., 1=cλ  and 0=aλ ) and asymptotic op-
timal cardinality [11], thus it can minimize the 
effect of MAI (i.e.,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by 
different users) and reduce the effect of symbol 
interference (i.e.,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by the 
symbol transmission of the same user), especially 
for OPPM O-CDMA systems. According to [11], 
the construction of )1,0,,( ==× cawLw λλ 2-D 
CHPC is presented in detail as follows. 

Given two positive integers k and w , and a set 
of prime numbers },,,{ 21 kppp L , such that ≥kp  

,121 wpppk ≥≥≥≥− L each code matrix
kiiiC ,...,, 21
 

of )1,0,,( ==× cawLw λλ 2-D CHPC with code 
cardinality ,21 kppp L=Φ code weight ,w code 
length ,21 kpppL L= maximum autocorrelation 
sidelobe 0=aλ and maximum 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 1=cλ  can be represented with the or-
dered pairs as follows [11]: 

:)]...))1(())1((
)1(),1((,),...)2(

)2(2,2(),...
)1()1(1,1(),0,0[(

1211121

111121

121121

121

2

1

21

21

−

−

−

⊗−++⊗−
+⊗−−⊗+

+⊗+⊗
⊗++⊗+⊗

kkpp

pkkp

ppk

kppp

pppippip
ipppppi

piippp
ipii

k

k

k

L

L

L

L

                   

,1,0{,},1,...,1,0{},1,...,1,0{ 2211 =−=−= kipipi L  
}1..., −kp                                                           (1) 

where “
kp⊗ ” denotes a modulo- kp multiplication, 

and each ordered pair ),( ji  means code matrix 

kiiiC ,...,, 21
transmits the wavelength iλ at time slot jt . 

Take ,5,1 1 === pLk and 5=w as an example, 
5 code matrices of )1,0,5,55( × 2-D CHPC with 
code weight w=5, code length L=5, ,0=aλ and 

1=cλ  (i.e., ]4,...,1,0[, 11
∈iCi ) can be generated in 

accordance with Eq. (1), and shown in Table 1.  
Moreover, Fig. 2 shows the matrix representation 
of 3C  in Table 1, which means the code matrix 

3C transmits the wavelength 3210 ,,, λλλλ and 4λ at 
time slot 4130 ,,, tttt  and 2t , respectively [11]. 

3. MODULATIONS TECHNIQUES 

3.1  Pulse-Position Modulation 
In the PPM O-CDMA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transmission data bits, the corresponding symbol 
can be represented by placing the code matrix,   
which is assigned to each user, in one of M PPM 
frames. Each PPM frame with a duration of sT  
seconds consists of L time slots, such that =sT  

,cLT  where cT denotes the chip duration of code 
matrix with code length .L  Thus, the entire sym-
bol extends over the symbol frame of sMTT =  
seconds [4]–[6].  

Fig. 3 shows an example of the PPM technique 
with M=4 symbols and code length of L=6. That 
is, according to the transmitted data bits “00”, 
“01”, “10” and “11”, the spreading sequence (110 
100) with code length L=6 is entirely located in 
one of M=4 PPM frames to represent the corre-
sponding symbol “0”, “1”, “2” and “3”, respec-
tively. Although the O-CDMA system with PPM 
technique is better than that with the conventional 
OOK technique in terms of the system confiden-
tiality and performance, the former sacrifices the 
transmission date rate and spectral efficiency be-
cause of transmitting the symbols, instead of data 
bits by increasing the required total number of 
time slots [4]–[6].  

3.2  Overlapping Pulse-Position Modula-
tio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ove-mentioned is-
sues of conventional PPM technique, O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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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mple of PPM technique with M=4 symbols [4]–[6]. 

 
Fig. 4 Example of OPPM technique with M=4 symbols and overlap parameter 3=α [8], [9]. 

technique has been proposed and investigated in 
the recent years [7]–[10]. Unlike PPM technique, 
OPPM technique allows an overlap between any 
two adjacent OPPM frames, which can reduce 
the required total number of time slots, thus it 
can provide the O-CDMA systems with the 
higher transmission date rate and bandwidth ef-
ficiently than PPM technique can. However, the 
overlap between OPPM frames will further re-
sult in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by the symbol 
transmission of the same user, which worsens 
the system performance, besides the effect of 
MAI caused by different users [7]–[10]. There-
fore, 2-D CHPC with good correlation properties 
is used for reducing the above-mentioned effect 
of both interferences in this paper.  

Fig. 4 illustrates an example of the OPPM 
technique with M=4 symbols and code length of 
L=6. Except the overlap between any two adja-
cent OPPM frames, the OPPM technique is 
similar to the PPM technique. That is, each user 
also locates entirely the assigned code matrix in 
one of M OPPM frames to represent the corre-
sponding symbol, based on every transmitted 
data bits. Moreover, the overlap between any 
two adjacent OPPM frames can be defined by 

the use of the overlapping index .α Then,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ystem parameters ,,MT   

cTL,,α and sT  are given by [4], [8]–[10] 

cs LTMTMT
αα

==                        (2) 

where both parameters L andα should satisfy the 
following condition [8].  

integer=
α
L                       (3) 

That is, the parameter L should be a multiple of 
the parameter .α  Note that PPM O-CDMA sys-
tem is a special case of OPPM O-CDMA system 
with the overlapping index 1=α  [8]. 

4. PERFORMANCE AND SPECTRAL 
EFFICIENCY ANALYSIS 

4.1 System Performance 

In the analysis, we mainly assume that MAI is 
the dominate noise and any physical noise, such 
as thermal noise, beat noise and shot noise are 
all ignored because a practical O-CDM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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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Bit error probabilities of PPM and OPPM 
O-CDMA systems with the )1,0,3,73( × 2-D 
CHPC, where 7,1 == αk and }.16,8{=M  

should always perform with optical power above 
the noise level [5], [11], [12]. 

Since the performance analyses of both PPM 
O-CDMA and OPPM O-CDMA systems are 
similar to those of the MK O-CDMA systems in 
[12] and [13], thus the hard-limiting error prob-
ability of PPM O-CDMA system is given by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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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K denotes the number of simultaneous 
users in M-ary PPM O-CDMA system, and 

),( gwPr represent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re are 
g PPM frames in which each decoder has an 
output intensity level of at least w, and there are 

gM −−1 PPM frames in which each decoder 
has an output intensity level less than w and is 
given by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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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Pr denotes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a 
peak of t appearing in any one of 1−M wrong 
PPM frames of the desired user and is given by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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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s, with the use of )1,0,,( ==× cawLw λλ 2-
D CHPC for PPM O-CDMA system, the prob-
ability 1q of getting one hit in a time slot should 
be further obtained and given by [4], [10]  

    
MwL
wq

2

1 =                           (7) 

and the probability of .1 10 qq −=  For the OPPM 
O-CDMA system, the hard-limiting error prob-
ability is also given by Eq. (4), but the probabil-
ity 1q of getting one hit in a time slot should be 
revised as [4], [10] 

      
MwL
wq

2

1 α=                         (8) 

Fig. 5 illustrates the hard-limiting bit error 
probabilities of PPM O-CDMA and OPPM O-
CDMA systems with the )1,0,3,73( × 2-D CHPC 
against the number of simultaneous users ,K  
where 7,1 == αk and }.16,8{=M It is seen that 
the bit error probabilities of both systems im-
prove when M increases, but get worse as K in-
creases. It is because the hit probability of get-
ting one hit, ,1q  will be reduced as M increases, 
but there will be more interferers that result in 
stronger MAI as K increases. As expected, with 
the same parameter of ,M the performance of 
PPM O-CDMA system is always better than that 
of OPPM O-CDMA system. It is because, com-
pared to the former, there are the extra interfer-
ences caused by the symbol transmission of the 
same user in the latter, besides the interferences 
caused by different users (i.e., MAI). Moreover, 
the computer simulation results closely match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which validates the accu-
racy of the analyses in this section. 

4.2 Normalized Spectral Efficiency 
Besides bit error probability, in order to com-

pare both PPM O-CDMA and OPPM O-CDMA 
systems, another figure of merit, so-called nor-
malized spectral efficiency (NSE) [12]–[14], 
which considers the number of simultaneous 
users, normalized data rate, number of available 
wavelengths, and number of time slots for a 
given performance, is used in this paper. Thus, 
the NSEs of PPM O-CDMA and OPPM O-
CDMA systems are given by [4], [10] 

      
wL

MMK )(logNSE 2
PPM

⋅
=                 (9) 

and 

wL
MMK )()(logNSE 2

OPPM
α⋅

= ,      (10) 

respectively, and having the larger NSE means 
having the better system efficiency or utilization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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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NSE FOR PPM O-CDMA 

AND OPPM O-CDMA SYSTEMS WITH VARI-
OUS PARAMETER M 

Pe=10-9 L=187, w=6 

PPM OPPM 
( 11=α ) M 

K NSE(%) K NSE(%)

8 46 1.537 7 2.574 

16 79 1.76 10 2.451 

32 138 1.922 15 2.298 
 

 
Fig. 6 Bit error probabilities of PPM and OPPM 
O-CDMA systems with the )1,0,6,1876( × 2-D 
CHPC, where 11,2 == αk and }32,16,8{=M . 

As shown in Fig. 6, the hard-limiting bit error 
probabilities of PPM O-CDMA and OPPM O-
CDMA systems with the )1,0,6,1876( × 2-D 
CHPC, are plotted a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simultaneous users K, where 11,2 == αk and 

}32,16,8{=M . For example, from Fig. 6 with 
910−≈eP and ,8=M we obtain 46=K for PPM 

O-CDMA system and 7=K for OPPM O-CDMA 
system, respectively, thus we get ⋅= 46NSEPPM     

%537.1)1876(8)8(log2 =⋅ from Eq. (9), and  
%574.2)1876()11/8()8(log7NSE 2OPPM =⋅⋅=

 from Eq. (10).  
Table 2 compares the NSEs of both PPM O-

CDMA and OPPM O-CDMA systems with the 
)1,0,6,1876( × 2-D CHPC for a fixed 910−≈eP , 

based on Fig. 6. As expected, the NSE of OPPM 
O-CDMA system is better than that of PPM O-
CDMA system, because the former allows an 
overlap between any two adjacent OPPM frames, 

which can reduce the required total number of 
time slots, thus it can provide the higher trans-
mission date rate and bandwidth efficiently than 
the latter can. In other words, the OPPM O-
CDMA system improves the data rate and spec-
tral efficiency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rformance.  

5.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both PPM O-CDMA and OPPM 
O-CDMA systems which can improve the sys-
tem confidentiality, throughput and spectral effi-
ciency,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Moreover, 
2-D CHPC with good correlation properties was 
also used for both systems to reduce the effect of 
MAI and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by the symbol 
transmission of the same user, especially for the 
OPPM O-CDMA system.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PPM O-CDMA system 
is always better than that of OPPM O-CDMA 
system, but the latter has the better NSE than the 
former. In other words, the latter improves the 
data rate and spectral efficiency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rformance by allowing the overlap be-
tween any two adjacent OPPM fr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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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般 Oracle Forms 程式的部署流程，需

先使用 FTP 或其它方式上傳 Forms 程式至遠

端 Forms Server，再於遠端 Server進行手動編

譯。此流程不但操作耗時且未整合版本控管機

制。本篇論文提出一個在 Windows 作業系統

下的 Oracle Forms 程式自動部署系統以解決

上述問題，利用批次檔整合編譯指令及 Git版

本控管指令，可在特定的時間週期自動針對版

本異動的專案進行編譯。如此一來，不但解決

資訊人員在部署 Forms 程式時所面臨到繁雜

且瑣碎的部署時間達到快速部署，並且，當發

生錯誤或異常時可以快速的回復至前一個穩

定版本，降低版本管理上的失誤。 

 

關鍵詞：Oracle Forms、自動化部署、Git版本

控管 

Abstract 

The process to deploy Oracle Forms 

programs is time consuming and does not 

integrated with version control systems. Users 

have to upload forms programs to remote Forms 

Server by FTP or other ways and compile the 

programs at the remote. The paper has proposed 

an auto-deploy system in Windows OS to 

improve the process. The system integrates the 

compile command of Oracle Form Builder and 

the Git version control system by a Windows 

batch scripting file. The batch scripting file 

running at a regular time on the Forms Server 

can pull the new version program files from a 

Git server and compile them. The proposed 

auto-deploy system can save the time for 

deploying Oracle Forms programs. Moreover, 

the updated Forms programs can be reverted to 

the previous stable version easily with the help 

of Git version control system when exceptions 

occur to these updated programs, which 

mitigates the impacts of the exceptions to the 

application. 

 

Keywords: Oracle Forms、Auto-Deploy、

Version Control 

 

1. 緒論 

 

Oracle Forms Builder是 Oracle公司的一

套快速應用程式開發工具，能夠快速開發網際

應用程式[7]，該系統之架構為三層式架構: 客

戶端(Client Tier)使用 Java Applet呈現使用者

界面，商業層(Business Tier)為 Forms Server，

資料，資源層(Resource Tier)則為資料庫。 

 

Oracle Forms 程式開發至使用的流程，由

開發者於本地端電腦開發並測試Forms程式，

接著使用 FTP 或其它方式上傳 Forms 的原始

檔(.fmb)至遠端 Forms Server的指定目錄，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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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遠端 Server 開啟 Forms Builder 編譯上傳

的.fm成為.fmx執行檔，最後一般使用者將可

使用瀏覽器連線至遠端 Forms Server，要求

Server執行特定的.fmx檔案。 

 

前述使用流程部署相當耗時，需先上傳 

Forms 程式後再至 Server 端進行手動編譯。

此外，此流程未整合本版控管機制，無法讓專

案回復到先前的狀態、比對修改不同版本差異、

或者對版本異動進行稽核。 

 

將前述手動式部署改成自動化並整合版

本管控系統，開發者將無需至 Server端進行手

動編譯程式，解決資訊人員在部署 Forms程式

時所面臨到繁雜且瑣碎的部署問題，減少作業

所需耗費的時間成本，並大幅降低部署過程中

人為介入操作的機會。並且，當發生錯誤或異

常時，可以快速的回復至前一個穩定版本。本

論文提出一個在  Windows 作業系統下的 

Oracle Forms 程式自動部署系統，利用批次檔

指令整合 Git 版本控管系統及 Oracle Forms 

Builder，可於特定時間週期下自遠端版本控管

伺服器下載最新版本，並針對有異動的版本自

動進行編譯，並將完成編譯之 Forms 執行檔

移至指定之目錄，以達成前述自動部署及整合

版本控管系統之目標。 

 

本文後續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回顧 

Oracle Forms Builder 開發工具及 Git 版本控

管系統。第三節說明本論文之 Forms 程式自

動部署系統，並展示系統實作成果，最後則為

結論。 

 

2. 文獻回顧 

2.1 Oracle Forms Builder開發工具介紹 

 

    Oracle Forms Builder 是一個開發網際應

用程式的快速應用程式開發(Rapid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RAD)工具，包含許多Wizard工

具，如：Data Block Wizard、Layout Wizard、

Property Palette、Integrated PL/SQL Editor 等，

能夠幫助開發者迅速的開發應用程式，開發語

言主要使用 PL/SQL。Oracle Forms Builder目

前也是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ERP 的

開發工具之一，用來客製 EBS功能[11]。 

 

Oracle Forms Builder雖然能夠快速開發

網際應用程式，但因其前端主要使用  Java 

Applet 技術呈現操作介面，需整合其它架構

才能在手持式裝式置上使用。例如，將 Oracle 

Forms 程式封裝後以 Web Service 的方式提

供 服 務 ， 在 前 端 使 用  Oracle Mobile 

Application Framework 應用此 Web Service 

將資料傳到 Oracle Forms 程式[12]。 

 

Oracle Forms 程式在  Oracle Forms 

Server (以下簡稱 Forms Server)中執行。Forms 

Server 為典型的三層式架構： Client、

Application 與 Database 等層級。Client 層級

的主要元件為 Forms Client，當使用者開始運

行一個 session於網頁上，Forms Client會自動

地下載 Java Applet 到用戶端儲存，並且瀏覽

器中執行此 Applet。 

 

Oracle Forms 伺服器位於  Application 

層級，主要由二個元件組成，分別為：Forms 

Runtime Engine、Forms Listener Servlet[7]。以

下分別說明： 

 

Forms Listener Servlet 同樣也在伺服器

端執行，當在客戶端下載完成 Applet 並執行

時，該 Applet 會與 Forms Listener 交談，

Form Listener 會配置一個  Form Runtime 

Engine 給該 Applet，做為與資料庫交談的程

序。之後，客戶端的 Applet 便開始與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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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 Forms Runtime Engine 連線，由 Forms 

Runtime Engine 負責客戶端與資料庫間的互

動。 

 

Forms Runtime Engine 是在伺服器端代

表 Forms Client 與資料庫的連接的一個程序。

所有在客戶端使用者界面產生的事件皆會被

送到其對應的 Form Runtime Engine 進行處

理，處理完後的結果會再送回客戶端的 

Applet 呈現結果。當使用者關閉 Forms 應用

程式，Form Runtime Engine 會被收回到執行

引擎池(Running Engine Pool)中或者結束程

序。 

 

2.2 Git 版本控管工具介紹 

 

    Git是一款開源分散式版本控管系統，每

位開發者在自己的本地端電腦工作目錄都有

完整的儲存庫，所有版本與分支管理工作都能

在本地端的儲存庫上達成，不需要網路連線也

能在本機單獨工作。還有一個與其它版本控管

系統的重要差別，每次讀者提交更新時，Git 

記錄的不是差異的部份，而是快照當時的整個

儲存庫，並且將 HEAD 參考指標移至此次快

照，HEAD 指標指向目前所在分支的某次快

照。 

 

Git 系統中的分支是一個提交物件

(Commit Object)的鏈串結構。當使用者提交更

新時，Git 會產生數個物件並放到儲存庫中。

目錄中的每一個檔案會進行快照，之後產生相

對應的 BLOB Objects。另外，產生 Tree Object 

內含指向 BOLB Objects 的指標。最後，產生 

Commit Object，內含指向 Tree Object 的指標

以及最近一次提交的 Commit Object 的指標。

經過多次的提交後，這些提交物件便形成一個

鏈串結構。每個分支會有各自的分支指標指向

某個提交物件，藉由向後回溯便可以得到該分

支上的歷史快照或者不同時間下的版本。在

Git 下只要一次快照就可以瞬間完成建立分支，

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這樣的結構提高了 Git 

分支的使用效率[8]。 

 

分支主要目的是用來解決開發時不同版

本的需求。假設此時你與團隊正在開發某個應

用程式，臨時接到要添加某個新需求或是修復

某個問題，那麼你可以使用分支進行處理。假

設目前在主線上。首先使用 git checkout -b 

newBranchName 產生一個新的分支並切換至

分支。接著處理要求並提交更新。測試成功後

要將分支合併到主線，使用  git merge 

nerBranchName 指令進行合併。 

 

3. Oracle Forms程式自動化部署

實作 

 
    以下內容將會介紹 Oracle Forms(以下簡

稱為 Forms)程式自動化部署的使用情境與系

統架構，接著說明實作步驟及成果。 

 

3.1 自動化部署情境 

 

    開發者會使用 Git 將 Forms 程式的

原始碼 push 至 Git Server。Server 端系統

自動於隔日六點進行差異比較，若有差異，

將差異的.fmb 原始檔進行編譯，並且將編

譯後的.fmx檔案放至部署目錄下。 

 

3.2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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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自動化部署系統架構 

 

使用 Git 進行自動化部署程序時，如

圖 1 所示，開發者會將 Forms 程式的原

始碼 push 至 Git Server。當我們在 Server 

端部署 Forms 時，需在 Server 端使用 Git

版本控管系統 clone 在 Git Server 上最新

檔案版本。完成更新後，便可以在 Server 

端針對差異檔案進行編譯 Forms 原始檔

(.fmb)產生執行檔(.fmx)。 

 

3.3 系統實作 

使用 Git 進行自動化部署的設定可分為

三大步驟: 

1. Git Server 的專案複製與身份鑑別

(Authentication)設定: 在 Server 端初始化

時需進行專案複製，並且向 Git Server身

份鑑別設定。為了免去手動輸入密碼，可

以設定 Sever 端電腦使用金鑰進行自動

鑑別。 

2. 批次編譯更新後的 .fmb 檔: 把找出異動

檔與 Compile的指令寫在批次檔，自動針

對更新後的.fmb檔執行編譯。 

3. 設定 Server 端排程進行自動更新及編譯: 

設定自動排程，在特定的時間自動完成部

署。 

 

以下分別說明。 

 

(a) Git Server 的專案複製與身份鑑別

設定 

 

1. 新增一個檔案 git_command(名稱沒有

一定)，不需要副檔名。為了方便，將檔

案建在打開 Git Console之後最初的目錄

底下 C:\Users\Administrator\。  

2. 在 git_command檔案中，輸入以下指令

並儲存。 

cd c:/Forms_Proj  

 

git clone 

https://user@bitbucket.org/user/

project.git 

 

上述指令碼將會至 Bitbucket下載最新的

專案，儲存至

C:/Forms_Proj/key_case目錄。 

 

3. 設定 Git Server 進行通訊時所使用的 

SSH key，以達到去除輸入密碼的步驟。 

 

Git Server 可使用金鑰方式進行身

份驗證，是一種非對稱式加密[1]。甲方

在將資訊送出去之前，先以乙方的公鑰

加密，而乙方在收到經過加密的資訊之

後，就以乙方的私鑰解密，由於只有乙

方才知道乙方的私鑰，所以也只有乙方

能夠解密。公鑰將放在 Git Server 上，

私鑰則放在 Form 伺服器。 

 

到 Form伺服器端開啟Git版本控管

系統，輸入指令 ssh-keygen -t rsa -b 

2048，如圖 2所示，這會生成一對公鑰

及私鑰[3]。參數 -t 是指定要創建的密

鑰類型 (加密演算法 )，可用的選項為

rsal、rsa與dsa；若想要金鑰長度更長，

可在參數 -b後指定，最小長度為 768。 

 
圖 2 SSH key創建過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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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著系統會詢問金鑰檔名，建議在預設

檔名 (id_rsa)後加上  Git Server 識別

字。 

 

Enter file in which to save the key 

(/c/Users/Administrator/.ssh/id_

rsa): 

/c/Users/Administrator/.ssh/id_r

sa_bitbucket 

 

 

5. 出現以下訊息即成功生成。 

Your identification has been saved 

in 

/c/Users/Administrator/.ssh/id_r

sa_bitbucket. 

Your public key has been saved in 

/c/Users/Administrator/.ssh/id_r

sa_bitbucket.pub. 

 

6. 在~/.ssh/ 底下新增 config 檔案，設

定 ssh 連線到指定的服務器時所需的私

鑰，如圖 3 紅框部分，就是剛剛生成的

私鑰。 

 

 

圖 3 Config檔設置內容畫面 

所以當 Git 連線至 bitbucket.org 時，因 

config 檔 案 的 設 定 ， 會 使 用 

~/.ssh/id_rsa_bitbucket 私鑰進行

解密。 

 

7. 將先前生成的公鑰上傳至 Bitbucket。登

入 Bitbucket網站，如圖 4所示，點選右

上角頭像，選擇 Manage account，進入

Manage account頁面，點選頁面中左欄裡

的 SSH Keys。 

→  

圖 4 Bitbucket SSH keys 設置路徑 

 

8. 新增SSH key，如圖 5所示，點選Add key，

輸入 Label，貼上剛才生成的公鑰到 Key

欄位，之後按下 Add key。 

 

 

圖 5 Bitbucket SSH keys 設置畫面 

9. 完成後，再次執行 git_command，便不

需要手動輸入密碼，如圖 6所示。 

 
圖 6 輸入 git_command執行畫面 

 

(b) 批次編譯更新後的 .fmb 檔 

 

設定於特定時間都會針對差異檔執行編

譯的批次檔。 

 

1. 建立一批次檔 comp.bat，輸入以下指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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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d c:/Forms_Proj/key_case  

2: git fetch origin 

3: git checkout origin/master 

4: git checkout master 

5: git diff --name-only 

master..origin/master > 

changed_fmb.txt 

6: for /f "tokens=1* delims=.fmb" %%i 

in (changed_fmb.txt) do (echo %%i 

>> changed.txt)  

7: git merge origin/master 

8: if exist C:\Forms_Proj 

\key_case\changed.txt ( 

9:   for /f "tokens=1*" %%f IN 

(changed.txt) do ( 

10:    if exist      

C:\Forms_Proj\key_case \%%f.fmb ( 

11:    frmcmp Module=key_case/%%f.fmb 

Userid=user/password@sid 

compile_all=yes 

window_state=minimize 

12:   copy /y C:\Forms_Proj\ 

key_case\%%f.fmb 

C:\Forms_Proj\cyba\ 

13:   copy /y C:\Forms_Proj\ 

key_case\%%f.fmx C:\Forms_Proj 

14:   copy /y C:\Forms_Proj 

\key_case\%%f.err C:\Forms_Proj 

15:  ) 

16:   ) 

17: ) 

18: del /q C:\Forms_Proj 

\key_case\*.txt 

 

上述程式碼中: 

#1: 切 換 目 錄 至 c:/Forms_Proj 

/key_case。 

#2~6: 使用 fetch指令取得 Bitbucket上專案

的最新版本，找出異動檔案，並放到 

changed_fmb.txt 中。 

#7: 合併本地端及遠端的分支到最新版

本。 

#8~11: 若有異動檔案，取出檔名並執行

frmcmp 指令進行編譯 (#11)。參數

Module：要編譯的 fmb檔；Userid為

使用者帳密；Compile_all：編譯所有

PL/SQL程式碼；Window_state：視窗

狀態，可用的選項為 Normal、

Maximize、Minimize。 

#12~14: 編譯結束之後會出現 fmx(編譯檔)，

我們將編譯好的 fmb檔、fmx檔與 err

檔複製到部署 Forms的目錄底下。 

#18: 最後刪除異動檔名檔。 

 

(c) 設定 Server 端排程進行自動更新及編

譯 

 

在作業系統中設定自動排程，在特定的

時間自動完成部署。 

 

1. 先將 Git 的執行檔的路徑加入環境變數

[6]。點選「我的電腦」右鍵，依序選取: 內

容->進階系統設定->環境變數，設定系統

中的 Path 環境變數，如圖 7所示。 

 

圖 7 設置 Git環境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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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自動排程[6]。先開啟控制台，點選

「系統及安全性->系統管理工具->工作

排程器」，開啟後點選右方「建立工作」。 

 

3. 在「一般」頁籤中輸入「名稱」與「描

述」，接著設定安全性選項為「不論使用

者登入與否均執行」，如圖 8所示。如此

一來，當觸發工作時，即使執行排定工

作的帳戶未登入，都會執行。 

 

圖 8 建立工作排程 

4. 切換頁籤至「觸發程序」，如圖 9所示，

點選「新增」，選擇開始工作為「依排程

執行」，設定為「每天」，按下確定。 

 

圖 9 設定觸發程序 

 

5. 切換頁籤至「動作」，點選「新增」，設

定批次檔的路徑及名稱，如圖 10所示，

按下確定。 

 
圖 10 設定執行程式 

 

6. 回到「建立工作」視窗後，再按下確定，

如圖 11所示，系統要求輸入用來執行此

工作的使用者帳戶資訊，輸入完後按下

確定。 

 

圖 11 設定帳戶資訊 

 

設定完成之後，將來只要 Server是開機著

的狀態，就會每天自動執行部署。 

 

在由 Git Server 更新檔案時，如果出現以下訊

息： 

 

Permission denied <publickey>. fatal: 

Could not read from remote repository. 

Please make sure you have the correct 

access rights and the repository 

exists. 

 

表示設定的私鑰無法正確讀取。 

 

有兩種解決方式。第一種，在 Git 程式

安裝目錄下的 .ssh 目錄放置私鑰並使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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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檔名 id_rsa[9]。將預設檔名 id_rsa私鑰複

製到 C:\Program Files (x86)\Git\.ssh。

因為使用批次檔執行 Git 指令時，會使用的

Git 安裝目錄下的.ssh 中的預設私鑰。第二

種 是 在 系 統 中 新 增 使 用 者 變 數

Home=%USERPROFILE%，如此 Git 程式會使用

使用者個人目錄下的  .ssh 目錄中的私鑰

[10]。 

 

 

3.4 實作展示 

 

1. 如圖 12所示，索引 aff0df2是於 Bitbucket

上的最後一筆 Commit，也就是最新的版

本。 

 

圖 12 Bitbucket Commit之前畫面 

 

2. 於 Local端電腦進行 push，新增一個.fmb

檔案至 Bitbucket。 

 

最新的 Commit 索引已從 aff0df2 更變為

ac44804，如圖 13所示。 

 

圖 13 Bitbucket Commit之後畫面 

 

3. 當 Server端系統於隔日 6點進行自動部署

時，會找出差異檔案：ORDG08，如圖 14

所示。 

 
圖 14 找出差異檔畫面 

 

4. 將本地端的分支與遠端分支合併，如圖 

15所示。 

 

圖 15 合併分支 

 

5. 如圖 16 所示，只針對此 ORDG08.fmb檔

案進行編譯，產生 ORDG08.fmx。 

 

圖 16 針對差異檔編譯 

4. 結論 

    一般 Forms 程式的部署流程使用 FTP 上

傳原始碼檔至遠端 Server的指定目錄，再於遠

端 Server 執行編譯。使用 FTP 上傳檔案進行

部署時，不但操作耗時且可能發生版本管理上

的失誤。此機械式及耗時的操作可以改為自動

部署，由 Server端系統於固定時間更新最新異

動的檔案並執行編譯，不但減省了原本需至

Server端進行繁雜程序的部署時間，達到快速

部署，也降低人為介入的機會，資訊人員將有

更多時間能夠處理其它事情。 

  

    為了實現 Oracle Forms 程式的自動化部

署，需設定三大部分：一、需進行專案複製，

以及設定 Git Server 的身份鑑別功能，達到省

去手動輸入密碼的步驟。二、批次編譯更新後

的原始檔，利用批次檔，針對新版檔案執行編

譯。三、設定排程進行自動至 Bitbucket 下載

最新版本，並在 Server 端執行自動編譯完成

自動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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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將發展 Linux 系統上的自動化部署

命令稿並將編譯的 log 檔以電子郵件的方式

通知應用程式管理員，減輕應用程式管理員的

工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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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物聯網技術與通訊技術的蓬勃發展，智慧

型生活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一件事情。目前大部分智

能家居解決方案都是大而全的系統，安裝部署困難

成本較高。針對這種情況，本文提出應用藍牙智慧

插座，通過藍牙智慧插座間接控制各種家用電器，

從而達到智能化的效果。藍牙技術有功耗低、抗信

號衰落，減少同頻干擾，保證傳輸可靠性等特點，

藍牙的這些特點使其應用在智慧型藍牙插座上具

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重要應用價值。Android 為開

源程式碼的平台，並且具有使用 Java 語言的開發環

境，使得開發過程中應用物件導向的概念，可使程

式結構化，撰寫工具則是使用了 Android Studio 完

成 APP 軟體，以此來達到無線控制插座中的定時開

關，實現藍牙智慧插座的操作控制。 

  

關鍵詞：插座、RTC、Android、藍芽、Android Studio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of thing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telligent life is no longer a distant thing. 

Building a smart house is expensive and 

difficult to deploy. According to those 

situation, this paper propose the application of 

Smart Timer Socket(STS). STS is an 

intelligence way to achieve indirect control of 

various household appliances. STS is 

implemented using Bluetooth ,Android and 

Java program Bluetooth technology is a low-

power, anti-fading, reduce co-channel 

interference, to ensure transmission reliability 

features, which make Bluetooth application 

has a broad development prospects and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STS. Android is a 

platform for open source code, and with the 

use of Java languag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to allow developers to proces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object-

oriented and structured programming. 

Android Studio is a complete application 

software which is used to coding program to 

achieve wireless controls Smart timer socket, 

through Bluetooth intellectual outlet. 

 

Keywords: socket, RTC, Android, Bluetooth, 

Android Studio 

 

1. 介紹 

 
隨著社會整體經濟水平的發展，如今現代

人們對於生活的品質越來越要求。因此對於生

活家電更加要求人性化、智慧化的設計。計算

機網路與通訊技術的進步，使得晶片的成本越

來越便宜，發展出了物聯網[1]，使得讓遷入式

裝置，能以便宜的價格購買遷入式裝置，除此

之外，[2]根據 2012 年的一項調查，大約一半

的美國手機消費者使用智慧型手機，在 25 到

34 歲的群體中，智慧型手機的占有率可達到

62%。資策會的調查中，2015 國內擁有智慧型

手機的人，高達 1355 萬人多，普及率高達 58.7%。

智慧型手機的裝置中幾乎都有附加藍芽的功

能。 

物聯網技術與通訊技術的蓬勃發展，智能生活

不再是遙不可及的一件事情。目前大部分智能

家居解決方案都是大而全的系統，安裝部署困

難，工程師來把必須晶片藏在牆裡，或者多裝

一個設備，除了增加成本外，維護成本也高。

針對這種情況，本文提出利用 Android 行動裝

置來操作智慧型藍牙插座，通過智慧插座間接

控制各種家用電器，從而達到智能化的效果。

[3] 

藍牙4.0功耗低，保證傳輸可靠性等特點，

藍牙的這些特點使其應用在智慧型藍牙插座

上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和重要應用價值，RTC

模組可記憶時間，使得智慧插座更有廣泛的應

用層面。 

藍牙模組作為短距離通信工具，Android App 上，

則使用 Android Studio 來撰寫 App，Android 

Studio 整合許多相關 Android 套件、開發環境，

非常便利於開發使用。本文使用 App 來操作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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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智慧插座，從而實現使用智慧型手機來操作

藍牙插座的電源開關控制。 

本文應用人們都有智慧型手機的狀況下，

撰寫 APP 來操控藍芽智慧插座，那麼如何能充

分利用期中的優勢，將智能化的優勢進一步擴

大應用于我們的實際生活中，將是今後的一大

發展方向。 

 

2. 相關研究 

 
Android Studio 是一個為Android平台開發

程式的整合式開發環境。2013 年 5 月 16 日在

Google I/O 上發布，可供開發者免費使用。開

發軟體本身有許多的範例可以參考開發、SDK

的整合也做得相當優秀、Android Stuio 是一門

跨平台的開發軟體。Android 官網上也有撰寫

許多的 API 可以參考。[4] 

 

藍芽插座包含了藍芽模組、RTC 模組，藍

芽智慧插座，在開發上本文希望能找到一個低

耗電、又能隨身攜帶，反應時間快藍芽技術，

本文進步一的了解藍芽的架構組織規範，藍牙

技術目前由藍牙技術聯盟（SIG）來負責維護其

技術標準，這個聯盟擁有超過 20,000 間公司成

員，其成員的領域分布在電信、電腦、網路與

消費性電子產品上。 

本文所使用的藍芽模組版本為低耗電藍牙

BLE（Bluetooth Low Energy），藍牙 4.0 是

Bluetooth SIG 於 2010 年 7 月 7 日推出的新的

規範[5]。其最重要的特性是支援省電。低耗電

藍牙在於節省電量表現得相當優秀，耗電量在

於 0.01 至 0.5 安培。   

採用低耗電藍芽晶片的原因，不會經常占

用無線頻寬，發送資料的總時間小於 6 ms，安

全性上採用 128-bit AES 及用戶自定義的應用

層，可以說是相當的安全。對於在藍芽智慧插

座的開發應用上，採用低耗電藍牙模組是本文

所考量的因素。 

 

2.1.藍芽智慧插座 

 

 根據資策會的市場調查[6]，民眾對智慧居

家環境服務表示肯定，但需求度尚待加強，遠

端操控或智慧感測家電，幫助率高達 50%、認

知度 75%、有認知者認為有幫助者 60 %。在需

求度上民眾認為自己沒這個需求，如圖 1 所示。 

 
圖 1. 2014 年.03 資料會對智能生活認知調查 

 

國內市面上的藍芽智慧插座價格，價格在

於 800-1500 新台幣，本文希望透過製作一個物

價廉美的插座，能讓智慧感測家電的認知度在

上升，能讓民眾用便宜的價格取得智慧插座。

在市場中有一間公司叫做 bPoint Plug[7]，貴公

司的智慧插座價格介於 800 元新台幣到 1100

新台幣之間，智慧插座的價格普遍讓民眾難以

下手。官網的價格如圖 2 所示。 

 
圖 2.Bpoint Pug 公司藍芽智慧插座 

 

 

 

 

2.2 藍芽技術 

 

 典型藍芽的主要用途還是在於，手機，遊

戲機，耳機，立體聲音頻串流，汽車和 PC 等。

而低耗電藍芽的主要應用在於，手機、遊戲機、

PC、錶、體育和健身、醫療保健、汽車、家用

電子、自動化和工業等。 

 藍芽 4.0 另一外特點在於 IOS 手機上可以

不用透過 Apple 廠商的晶片認證，藍芽 4.0 有

分成「低功耗藍牙」、「傳統藍牙」和「高速藍

牙」三種模式，高速藍牙主攻資料交換與傳輸；

傳統藍牙則以資訊溝通、裝置連線為重點；藍

牙低功耗顧名思義，以不需占用太多頻寬的裝

置連線為主。前身其實是 NOKIA 開發的

Wibree 技術，本是作為一項專為行動裝置開發

的極低功耗的移動無線通信技術，在被 SIG 接

納並規範化之後重新命名為 Bluetooth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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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後簡稱低功耗藍牙）。這三種協定規範

還能夠互相組合搭配、從而實作更廣泛的應用

模式，此外，Bluetooth 4.0 還把藍牙的傳輸距

離提升到 100 米以上（低功耗模式條件下）[8]。

典型藍芽與低耗電藍芽的比較表格 1 所示。 

 

表格 1.傳統藍芽與低耗電藍芽比較 

技術規範 典型藍牙 低耗電藍牙 

無線電頻率 2.4 GHz 2.4 GHz 

距離 10 米/100 米 30 米 

空中資料速率 1-3 Mb/s 1 Mb/s 

應用吞吐量 0.7-2.1 Mb/s 0.2 Mb/s 

發送資料的總時間 100 ms <6 ms 

網路拓撲 分散網 Star-bus 

耗電量 1 0.01 至 0.5 

最大操作電流 <30 mA <15 mA 

 

3. 系統架構與實現 

 
AC 交流電輸入到 Controller 來控制電流是

否輸出。Controller 會依據 RTC 模組所顯示的

時間來控制開關。利用藍芽模組來傳送指令，

controller 會依照 RTC 模組來判斷是否要輸出

電源，如圖 3 所示。 

 
圖 3.Smart Timer Socket 硬體架構 

 
本文的參照了[9] 運用 Arduino 開發智慧

型藍牙插座論文，來製作我們的系統，本文把

Android 行動裝置與藍芽智慧插座整合再一起

系統的實現是基於硬體設計與軟體設計兩個

部分。 

  

3.1 藍芽模組 

 
藍芽模組是使用 Bluetooth SOC RF Module，

這款藍芽模組的模式是使用雙向通訊的架構，

藍芽 4.0 低功耗的特性，可以使耗電量更少，

抗訊號的能力也表現得很優秀，藍芽模組所使

用的頻率是 2.4GHz 的頻率。藍芽的通訊模式

是採用 Dual mode，雙向通訊的模式，使得能

讓傳送端和接收端都能傳送資訊如圖 4 所示。 

 
圖 4.藍芽模組簡介 

 3.2 RTC 模組 

 
 實時時鐘（Real-time clock，RTC）是指

可以像時鐘一様輸出實際時間的電子裝置，

一般會是積體電路，因此也稱為時鐘晶片。

此名詞常用來表示在個人電腦、伺服器或嵌

入式系統中有此機能的裝置，不過許多需要

精確時的系統都會有此功能。 

本文所使用 RTC 模組使用小型電池來記

憶時間，西元年最大值可達 2099 年，單位精準

度可記憶到秒。模組接線樣貌如圖 5 所示。 

 
圖 5.RTC 模組簡介 

 

 3.3 控制模組 
 

把RTC模組和來藍芽模組整合在一起後，

和 AC 的輸入源和 AC 的輸出源。 

我們使用來 3D 列表機來製作藍芽智慧插

座的外殼，並且把電路板整合再一起，整合過

的電路板如圖 6，外殼和電路板整合再一起如

圖 7 所示。本文利用 3D 列表機來印製一些塑

膠模組，來裝置電源輸出的部分，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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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藍芽智慧插座電路板 

 

 
圖 7.藍芽智慧插座外觀 

 

 
圖 8.藍芽智慧電源輸出設置設計圖 

 
 行動裝置透過藍芽裝置，傳送位元格式的

資料給藍芽智慧插座的藍芽模組，藍芽智慧插

座會依照資料的格是判斷是否要開關插座。在

操作藍芽智慧插座前一律都採用先校正時間，

才進行操作。 

 

 

3.4 軟體設計 

 
本文撰寫軟體是使用 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 是一個為 Android 平台開發程

式的整合式開發環境。2013 年 5 月 16 日在

Google I/O 上發布，可供開發者免費使用

Android Studio 介面。本文中開發了 5 項功能，

來應用藍芽智慧插座，分別是電量監控、自動

開關、時段定時、設備資訊，電源控制，會依

據本文一一介紹，Android Studio 操作介面如圖

9 所示。 

 
圖 9.Android Studio 操作介面 

 

 本文所研究的藍芽智慧插座是採用藍芽

的方式與智慧型行動裝置作為溝通的媒介，採

用藍芽 4.0 低功耗的晶片，來達到省電、傳輸

資料的效果，由智慧型行動裝置來傳遞資料，

藍芽智慧插座會資料的格式來反應，而藍芽智

慧插座只能傳遞位元格式的資料。而藍芽智慧

插座所使用十六進位的資料來作為說明。藍芽

智慧插座的資料格式開頭一律為 AA、結尾為

55，檢查碼為前面各位元的值加總，資料格式

中也加入檢查碼防止資料在傳輸格式不正確。

資料格式如圖 10 所示，，Data 的指令傳送碼

為表格 2。 

 

Head 

2Byte 

Data 

1~17Byte 

Check Code 

2Byte 

End 

2Byte 

圖 10 資料格式 

 

表 2.資料指令碼傳輸格式 

指令傳送碼(16 進位) 功能說明 

063030 開啟插座 

 

063031 關閉插座 

 

0735+小時分鐘 定時開啟插座 

 

0731+小時分鐘 定時關閉插座 

 

0D32+開始年月日小時分鐘- 

+關閉月日小時分鐘 

 

時段定時 

 

0B2B+年月日小時分鐘秒 設定 RTC 時間 

 

自動開關使用 RTC 模組中，利用倒數時間

的特性去做操控，藍芽裝置傳送的資料格式中

傳遞 0735HHMM 指令碼藍芽插座會依據設定

的時間開啟插座，0731HHMM 則關閉插座，HH

為小時、MM 為分鐘，操作畫面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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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自動斷電或通電 

 
時段定時利用 RTC 模組記憶年月日的特

性，我們傳送 0D32 的指令碼給藍芽智慧插座，

依據設定開啟裝置，把定時把裝置關閉。如圖

12 所示。 

 
圖 12 設定日期 

 
利用 Android 行動裝置的 battery 套件得知

電池的狀況，是否有接上 AC 電源還是 USB 供

電的特性下，我們在 App 中新增了一個多執行

續來偵測電池的狀況來操控藍芽智慧插座，執

行緒偵測頻率為 30 分鐘，只要充電有到指定

的百分比，執行緒會傳送開啟插座的指令碼，

藍芽智慧插座接收到指令，會把插座斷電，避

免行動裝置電池過充的狀況，如圖 13 所示操

作。 

 
圖 13.電池設定百分比數 

 

4. 實驗與測試結果 

 
本文所使用的 Android 行動裝置為

Samsung S3 GT-I9300ZIDBRI 智慧型手機[10]，

Android 作業系統核心版本為 5.0，如圖 14 所

示。 

 
圖 14. Samsung S3 智慧型手機 

 
我們使用智慧型行動裝置開啟 APP 使用藍芽

來搜尋附近裝置，偵測到了藍芽裝置，出現

BT_UART_9990 藍芽智慧插座如圖 15 所示 

 
圖 15. 藍芽偵測到裝置 

 

當 Android APP 連接藍芽智慧插座後，會先同

步一次時間格式，使得藍芽智慧插座的 RTC 模組時

間都是對的，在進入主功能畫面電量監控、自動開

關、設備資訊、開關本身，功能介面等功能資訊如

圖 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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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主功能表單 

 

本文將 110V 的燈具插到藍牙智慧插座上

進行測試。顯示的效果會更加明顯。也是在所

有硬件設備接線好後，此時插座的電源輸出並

沒有過電，檯燈處於熄滅的狀態。如圖 17 所

示。 

 

 
圖 17 燈具未開啟前 

 

 當 Android 行動裝置發送訊號給藍芽智慧插

座後，藍芽智慧插座對 Controller 進行控制，此時

AC 電源輸出，插座的電源導通，燈具便亮了起來。

如圖 18 所示。 

 
圖 18 燈具未開啟後 

 
本文使用 Android 行動裝置在連通網際網

路的狀況下，App 只要有進行操控藍芽智慧插

座的行為，資料庫伺服器進行記錄每項使用功

能的時間、藍芽智慧插座裝置名稱，實驗數據

如表格 3 所示。 

 

 表 3.藍芽智慧插座實驗數據。 

裝置名稱 指令 時間 插座狀態 

BT_UART_9990 開啟 2016/1/1 08:39 開 

BT_UART_9990 關閉 2016/1/1 11:39 關 

BT_UART_9990 開啟 2016/1/2 03:08 開 

BT_UART_2266 開啟 2016/1/2 04:19 開 

BT_UART_2266 關閉 2016/1/2 04:46 關 

BT_UART_2266 定時 2016/1/2 04:46 關 

BT_UART_9990 定時 2016/1/2 04:32 開 

BT_UART_9990 預約 2016/1/3 04:41 開 

BT_UART_9990 預約 2016/1/3 06:41 開 

BT_UART_2266 定時 2016/1/4 07:46 關 

BT_UART_2266 定時 2016/1/4 06:46 關 

 

5. 結論與未來發展 

 
資訊時代的人們越來越渴望能在任何時

間，任何地點，對自己的家進行控制。在智能

家居概念日益普及的今天，藍牙智慧插座在小

範圍內小而精地實現了這樣的需求。 

藍牙智慧插座其特點在於，多加了 RTC 模

組能在Android 行動裝置沒有連接藍牙的狀況

下，智慧插座能依舊能依照時間來斷電、 通

電。。通過自動化控制，簡化了手動開關的動

作，同時減免了手觸碰開關所可能造成的危險，

又能使這些電源插座能夠放到隱蔽的地方，使

家居環境更加簡潔美觀。 

在未來，我們將設計出能夠透過控制中心，

並且偵測光線感應、空氣濕度、氣溫、一氧化

碳程度，利用這些環境變數來控制智慧型藍牙

插座，使得能夠隨時對耗電量進行更全方位的

控制，節約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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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Arduino 並結合 RFID 與藍芽智慧水杯墊 

 

 

 

摘要 

 
現代人因忙碌導致每日飲水量不足，銀髮

長者更是要注意。有鑑於部分老年人可能會有

不能喝太多水的疾病，例如:腎臟功能不好的老

人。所以本研究設計一個運用智慧型水杯墊，

可以有效解決在每日飲水量的控管並透過藍

芽傳送，了解長者飲水狀況。主要技術在於重

量感測與藍芽傳送並結合 RFID 標籤識別，再

經由智慧型手機分析去提醒用戶該喝水了。我

們以每日飲水的加總去判斷，是否飲用不足或

者是過量，運用這個設備可以讓忙碌的人或長

者提醒自己，達到每日建議的飲水量。 

關鍵詞：Arduino、藍芽、RFID、智慧型手機。 

 

Abstract 
Due to elderly habits take daily water 

insufficiently, they used to more attention to 

intake water. Some of the elderly have the 

disease that forbid them to drink too much 

water, for example; poor kidney function 

disease.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telligent 

design system t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daily 

intake water control using system. Bluetooth 

is utilized to transfe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intake water from the elderly. The system 

calculates whether the total daily intake water 

they take is inefficient or over. The system 

uses weight sensor, Bluetooth and RFID 

technology. Smartphone is utilized to remind 

the elderly whether elderly whether they are 

recommended to drink more water. 

 

Keywords:Arduino,  Bluetooth,     RFID, 

SmartPhone. 
 

1. 前言 
 

    如今，高齡化社會趨勢日漸成長，人們的

生活品質相對提高，對於長者的健康也更加重

視，提早預防老年出現的一些疾病，加上現今

族群不規律的生活，常常忘記自身水分是否充

足。我們提出智慧杯墊，在杯上貼上 RFID TAG

由重量感測器所測量到的數值藉由藍芽傳送

到智慧型手機，立即顯示該杯子所有者與日常

飲水量，經由這些水量加以分析，達到是否正

常或超量飲水，同時也可以運用到銀髮老人的

飲水監控。 

本研究使用的 Arduino開發板作為開發平

台，它可以接上藍芽棒、重量感測器、RFID 

Reader 來作出智慧杯墊，藍芽消耗功率低，傳

輸可靠性非常高，可以做為智慧型手機與杯墊

溝通的橋樑，配合 APP，演算法計算出日常飲

水量，判斷是否超標，實現飲水量的監測。 

    本論文接下來主要對硬體與軟體做論述，

章節安排如下 :第二節相關研究將對於

Arduino 領域與 Arduino 電子秤及所需零件進

行說明，第三節系統架構將介紹系統的架構與 

運作。系統實現，將介紹本研究運用相關開發

實作，陸續完成實驗的過程，第四節實驗結果

分析實作所產生的數據，第五節將對於本研究

進行未來展望與結論。 

 

2. 相關研究 

 
    Arduino 開發版是的開源的主機板，配合

各種感測器進行有趣的搭配:如陽光感測器加

上 Arduino就可以做一個小氣象觀測站，土壤

感測器加上濕度感測器可以做為植物園的應

用，層出不窮的創意引起創客 (Maker)的注意，

成本不高，每個人都可以是開發者，本篇使用

了重量感測器 (Load Cell)、藍芽棒、RFID 

Reader，做出一個簡易的水杯秤。 

    Android Studio 是一套由 Google所推出

的平台開發程式，在 2013年推出，可以供開發

者免費使用，網路也有眾多範例可以讓開發者

應用，SDK 部分也整合的相當完整，是一套比

App Inventor功能更齊全的軟體。可以模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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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Android機種，讓開發者兼容各類機型。 

 

2.1 硬體 

 
    Arduino 是一塊開放原始碼發展的主機板

(圖 1)，擁有豐富的 I/O介面，Java、C語言的

開發環境，讓使用者可以輕易上手。Arduino上

有開關、數位訊號、類比訊號、感測器插槽、

步進馬達等，延展的擴充性，可讓創客(Maker)

在這平台上自由發揮。 

    Arduino UNO R3 在硬體上與其他的

Arduino UNO 無異，它是改用 ATMega328，所

需提供電量為 5V，使用的軟體依舊是官方的

Arduino IDE進行編譯及燒錄[1]。 

    藍芽模組 HC-06來作為和手機端溝通的工

具，供電要求只要 3-5V即可驅動。主控端或從

端模式，出廠前就設定好，不能更改；市面上

販售的通常是「從端」模式[2]。本研究將採用

HC-06，如圖 2所示。 

 
圖 1  Arduino UNO R3 主機板 

 

     

 
圖 2  Bluetooth 藍牙棒 

 

    電子秤感測模組所採用的是 HX711 晶片，

為高精度電子秤的 24 位元 A/D 轉換晶片。特

色是擁有穩壓電源、鐘振盪器等其他同類型所

需的外圍電路，反應速度快，不易受到其他干

擾，提高了整機的性能和可靠性[3]。本研究將

採用 HX711作為重量感測的原件。 

 

 
圖 3  電子秤感測模組 

 

    本論文採用兩個圓形的壓克力板來作為

秤的底及待測面，中間連接的金屬條為應變

梁，應變梁中間封膠是電阻應變片，如圖 4所

示。受重量的作用應變片發生形變導致電阻值

發生變化，該變化即為重量的數值。本篇可感

測的重量值上限為 5KG。 

 

 
圖 4  5KG 電子秤 

 

    Arduino 擴充板是一個結合各種感測器

的 Arduino 擴充板，上面有個麵包板可以接上

許多杜邦線，同時還擁有許多插槽和感測器[4]。 

 

 
圖 5  Arduino 擴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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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522 RFID感測器是應用於 13.56MHz非

接觸式通信中高集成度的讀寫卡晶片，是 NXP

公司針對「三表」應用推出的一款低電壓、低

成本、體積小的非接觸式讀寫卡芯片，是智能

儀表可攜式手持設備研發的較好選擇[5]。標

籤採用被動標籤，不必使用電源，只要黏貼在

杯底就可以了[6]。 

 
圖 6  RFID Reader RC522 

 

     

     

2.2 軟體 

 
使用Arduino所需要的開發環境、編譯器、

燒錄程式、開發工具、Arduino 驅動程式，在

Arduino官網上一應俱全，可在多平台上開發：

MAC、Windows、Linux 等。因為 Arduino 本身

是開源原始碼，在官網或討論區都有相關程式

碼，所運用語言類似 C/C++，具備文字編輯介

面，工具欄，並且開發程式 Arduino IDE提供

驗證程式碼功能，如果可以運行就可以直接燒

錄到 Arduino板子了。每個檔案我們稱為草稿

簿 (Sketch)，腳本都寫在文字編輯視窗裡，序

列埠監控視窗可以看出每當在量測重量時可

以顯示當時重量。在文字編輯視窗裡分為設定

腳位端、硬體端與控制端，本次使用藍芽與手

機溝通，讓手機代替序列埠監控視窗的重量顯

示。 

 

 
圖 7  Arduino IDE 操作畫面 

 

    在手機的 APP端開發，我們使用由 Google

所提供的 Android Studio 軟體來撰寫程式，

有比於以往 App Inventor、eclipse，更加的相

容性且穩定，搭配上目前主流的 Android 

5.0.1 平台來作為開發基準，並以 Google推出

的 Nexus 6P作為開發實機測試[7]。 

    Android Studio是一個完全免費的軟體，

可以提供開發者在各種 Android平台上進行開

發，並且提供模擬器與最新最齊全的 Android

版本，每一期間都會有新的 SDK 來提供用戶安

裝，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APP IDE 軟體。 

 

 
圖 8  Android Studio 操作畫面 

 

3. 系統架構與實現 

 
    傳統的量秤可能無法應付精準的簡易醫

學測量，人們對於量測結果準確度要求越來

越高，如果誤差太大，可能會造成配量失

準。傳統量秤體積較為龐大，誤差也較不精

準，這都是我們所要克服的困難。 

    本論文中的藍芽電子秤分為軟體及硬體，

整個系統架構圖如圖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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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智慧杯墊軟硬體架構圖 

 

貼有 RFID 標籤的水杯放置於杯墊上，經

由 RFID 識別到，再經由 HX711 秤傳感器感測

到的變化，將傳送到 Arduino 開發板上，利用

藍芽將所量測到的數據傳送到手機分析並且

可以傳送數據到雲端，進行歷史資料分析。 

     

本文系統實現是基於硬體設計與軟體開發兩

部分進行。 

3.1 硬體設計 

 
    硬體設計的過程如下：是使用 HX711 24位

元 A/D轉換晶片來當作重量感測晶片，可以看

到圖 10示意圖，應變梁處於中空狀態，在重力

作用下，會導致應變梁上面的產生形變，引起

電阻發生變化，送出信號。特別注意的一點，

應變片有方向性，如果裝反會有「負重量」出

現，本實驗可測得最大重量為 5KG，此重量能

滿足一般水杯含水的量測。 

 

 
圖 10  Arduino 與 秤連接圖 

 

3.2 軟體開發 

     
    本文所研究的電子秤是採用藍芽的方式

與智慧型手機作為溝通的媒介，採用低功率藍

芽模組達到省電功效，使用藍芽發送由重量感

測器量測到的重量數據發送到手機 APP 端接

收。藍芽電子秤軟體部分分為兩端，使用

Arduino IDE 將程式碼燒錄到 Arduino UNO R3

裡，另外一端是 Android程式，安裝在於智慧

型手機，提供顯示量測的重量與判斷。 

    Arduino 軟體端是用於燒錄撰寫的程式

碼，將程式碼寫入 Arduino UNO R3中，並有下

判斷，使得感測器得以成功運作[8][9] 。 

手機 APP 端採用 Google 所提供的 Android 

Studio 進行編寫，設計了藍芽(連接/斷開)、

RFID(是否啟用判斷)、RFID標籤識別、重量顯

示、手機水量數據資料庫。 

    首先，我們先將管理者所設定使用者生理

參數的 RFID標籤讓使用者貼在自己的杯底下，

再將之放到電子秤上，取得「空杯」重量，使

用者再將開水加入到杯子，放到磅秤上開始記

錄飲水量，此時演算法就會扣掉空杯重量，取

得真正的飲水量，倘若使用者突然又放上水

杯，此時就會有 5分鐘的緩衝期間，避免太頻

繁的量測，造成測量失準。 

    Android Studio與 Arduino去發送硬體端

發出的信號，再由 APP端接收解析訊號，進而

達成軟硬體搭配，水杯先經校正儲存，杯子重

量及對應 RFID標籤的使用者 ID。 

    為了計算出一天所喝的飲水量，我們設計

了一個演算法，設 V={V1,V2,...,Vn}為每一次

喝完水之後所量測的水量且為一個向量，設 N

為建議飲水量，N 的值是以個人資料對照表 2

所取得的建議值，其中個人資料包含 AGE(年

齡)、S(性別)，首先透過參考表和年齡以及性

別去取得建議飲水量，接著計算一天的飲水

量，最後在對比建議飲水量，即可得到飲水狀

況的評估結果，演算法如下表所示: 

表 1 水杯測量演算法虛擬碼 

Function WaterDrinking 

1.  Input:P,Age   //輸入體重、年齡 

2.   set i=1  //次數 1 

3.  if age<18 //年齡小於 18 歲 

4.      R,age,sex→N //參照表年齡、性

別 

5.  if age>18 //年齡大於 18 歲 

6.      N=P*30 //個人每日所需飲水量 

Android 智慧手機 
雲端 

分析 

HC-06 

藍芽 

RFID 

模組 

量測介面 HX711 感測器 

Arduino開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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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While Vmax  //次數最大值 

8.    if Vi-Vi+1>0 //水差額大於 0 

9.      Sum=sum+(V1-V2) //開始加總水量 

10.      i=i+1   

11.    if Vi-Vi+1<0  

12.      i=i+1 //水差額小於 0 

13.  if sum>N*1.1 //當 sum大於 N的 10% 

14.      S=過量 

15.  if sum<N*0.9//當 sum 小於 N的 10% 

16.      S=不足 

17.  if sum<=N*1.1 and sum>N*0.9  

            //介於 N中間 

18.      S=適量 

19.  Output S  //輸出狀態 

20.  end 

 

    首先輸入 P(體重)，在我們的演算法中提

到 P*30會等於 N，因為人體每日飲水量是依體

重乘上 30 的 C.C.為建議的飲水量，如果在年

齡小於 18 歲，依照我們的採用查詢表 2 的方

式，畢竟年紀過小的小孩飲水量不能太多。 

    Vmax 為最後一筆的次數，當到達最後一筆

次數便會做加總，我們將取得所有的差額值來

當作日飲水量，但是有一點必須注意的是，當

差值為正數，將不予已加入計算，因為這可能

是使用者加入的新水量，這樣會導致量測數據

失準。 

    最後在演算法，將加總結果使用三種級距

去做狀態的分析，第一是當差額加總大於 N的

10%，屬於「過量」飲水，第二是當差額加總小

於 N的 10%「不足」，第三種狀態則是不屬於在

上述兩種狀態內，屬於「適量」。 

    日飲水量公式:30 C.C/1KG，也就是說體重

70公斤的人，每天需要補充 2100 C.C 的水，

超過 3000 C.C即為過量飲水[10]。 

實驗流程: 

Step 1: 

先放置已設定好參數的 RFID TAG 並貼好在杯

子下，將其放置於杯墊上測量。 

Step 2: 

RFID Reader識別到 TAG參數(使用者的體重輸

入到 TAG，杯子的重量)。 

Step 3: 

經由 APP提示，開啟手機藍芽進行與秤的連線。 

Step 4: 

經由演算法所算出的重量，取得當前飲水量。 

Step 5: 

將所取得的飲水差額加總即為當日飲水量。 

Step 6: 

飲水總量將紀錄於手機內的資料庫，每日會進

行統計，推播消息給使用者知道是否已達本日

飲水量。 

 

表 2 針對不同年齡的每日飲水量[11]  

Age Boys/Men Girls/Women 

0-6 months 0.7 L/day 0.7 L/day 

7-12 months 0.8 L/day 0.8 L/day 

1-3 years 1.3 L/day 1.3 L/day 

4-8 years 1.7 L/day 1.7 L/day 

9-13 years 2.4 L/day 2.1 L/day 

14-18 years 3.3 L/day 2.4 L/day 

19-70+ years 3.7 L/day 2.7 L/day 

 

    表 2這是由 Bin Dai等所提出的建議飲

水量，它是以年紀、性別作為區分，在演算

法中以年齡判斷低於 18歲以下的使用者，我

們將用查表方式直接判斷飲水量。 

    由以上演算法推算出適合使用者的飲水

量是否充足。符合飲水量畫面呈現「笑臉」做

為示意，如果您的飲水量是 2100 C.C，我們允

許的範圍為±10%，都是 OK 的，反之超量就是

「哭臉」。然而符合飲水量我們還在下面做貼

心提示，如:本日飲水量稍嫌不足喔，還差

500c.c 請再喝點水！多喝水沒事，沒事多喝水

[12]！  

 

4. 實驗結果 

 
    首先，初步實驗我們蒐集了兩位長者(以

下稱為長者 A、長者 B)的資料作為本次實驗的

測試，透過我們的智慧水杯墊計算出需要的飲

水量。在表 3我們先蒐集用戶的一些生理指數

及特殊病史，再去計算出推薦飲水量。 

    在此將設定好的 RFID 貼片貼在杯子上，

將杯子放置於杯墊上，手機經由 APP連接藍芽，

按下 Connect，搜尋到杯墊的設備，此時 RFID

識別到資料庫裡的 RFID TAG 參數，進入量測

介面此時按下「開始測量」，畫面即會出現透過

重量感測器所識別的重量，經由演算法推算是

否已達飲水量，狀態將用圖案表示，更輕易的

了解，在於每次測量結束後便會儲存該數值，

直到當日結束即會推算本日是否達到該有的

飲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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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長者個人基本資料部分樣本 

 長者 A 長者 B 

體重 70KG 50KG 

特殊病史 無 腎臟病 

 

表 4 杯墊偵測水量資料部分樣本 

Date Tag ID 飲水量 

2016/01/01 

AM 08:00 
NA001 250c.c 

2016/01/01 

AM 09:30 
NA001 500c.c 

2016/01/01 

PM 12:00 
NA001 200c.c 

 

表 5 長者個人基本資料部分樣本 

 長者 A 長者 B 

 1150c.c 800c.c 

飲水量 700c.c 600c.c 

 250c.c 450c.c 

總計水量 2100c.c        1850c.c 

是否超量     適量         過量 

    在表 4呈現每次長者放置水杯，智慧杯

墊會記錄飲用的水量在我們的資料庫裡，並

藉由 RFID Reader識別這是哪位長者的杯

子。 

    在表 5我們可以看到長者 A的飲水量是符

合所推薦的飲水量，反觀長者 B是已經超量的

狀態，而且長者 B患有腎臟病，是不允許過量

喝水。對於一些嚴重腎臟病患者和水腫患者，

他們是需要限制水的攝入量的。因為腎臟的嚴

重受損會導致水裡中的鈉滯留，多喝水將會加

重水腫、惡化病情，所以他們需要限制水量

[13]。 

    透過本實驗我們了解到，運用 Arduino可

以開發出生活上方便的小物，再透過藍芽與智

慧型手機連線，雖然秤會有小許的誤差(±

0.2g)，這都是可以在接受範圍內，因為是電流

及溫度或者是秤的品質無法達到專業級量秤，

但已經足以讓本實驗獲得成效。 

 

 

 

5. 結論及發展 

 
    本論文提出使用智慧水杯方式讓長者在

無意間量測到一天所飲用的水量，透過數據分

析去統計歷史水量，可以提供醫療方面的資

訊，讓有特殊病症的患者更加控管飲水量。 

    在這物聯網的時代，我們可以使用這種開

發板進行一些小實驗改善我們的生活，現在人

都擁有一支智慧型手機，將兩者結合一起，搭

配網路或感測器，就可以開發出本實驗的一個

實物來改善生活品質，成本花費不高，所獲得

的成就感也很大。任何實驗，數據是非常重要

的，利用演算法來推算出每日飲水量，即便秤

的精準有些誤差，但只要將這些情況設定在一

個允許的範圍內，都是可以接受的。利用藍芽

與手機的溝通，讓這些資料在手機上分析，利

用圖案的方式呈現出來，就可以達到自我監督

的效果，簡單明瞭。 

    未來我們將對於秤的重量感測器，找尋是

否有更小更精準的零件，來縮小秤的尺寸，並

針對飲水這部分來給使用者更多建議，如幾歲

的人或 BMI多少的人適合的飲水量、結合雲端

技術做出歷史資料統計，用大數據分析去規畫

個人整個飲水狀況，讓健康漸入佳境。對於每

次的飲水狀況有很多環境變量的可能，例如使

用者裝滿途中忘記放置到杯墊上量秤，導致沒

回傳到資料庫內等，這些都是造成失準的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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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et of Things Automation using Raspberry Pi 

and Arduino 

 

 

 

摘要 

 
本論文成功實現以 Raspberry Pi 為核心的

嵌入式系統並使用無線 Wi-Fi 方式連結控制周

邊元件，週邊控制元件主要是由 Arduino 的

MCU及 ESP8266 Wi-Fi 模組所構成，在嵌入式

系統部分以 Raspbian 作為嵌入式 Linux 核心

並建構 DHCP Server、支援 PHP, Python / C CGI

的 Lighttpd 網頁伺服器及 MariaDB 資料庫伺

服器，而人機操作介面是使用網頁瀏覽的方式

可經由平板或智慧型手機透過 Wi-Fi 方式連

結到伺服器操作。人機操作介面部份使用

JavaScript、Jquery 函數庫及 CSS 來適應各種

操作者環境及達到滑動效果。本系統可透過手

機平板或電腦在有網路地方件可進行家中電

器的開啟控制。 

關鍵詞：Arduino、Raspberry pi、家庭自動化

教、Wi-Fi 控制 

 

Abstract 
 

A home automation system with 

raspberry pi through Wi-Fi commutation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 peripheral 

devices were constructed with Arduino and 

the Wi-Fi module ESP8266. Linux system 

used on Raspberry Pi was the Raspbian 

which was based on dedian Linux 

distribution. On this system, DHCP server, 

Web server and mariadb database server were 

installed. The Lighttpd based Web Server 

was adjusted to support PHP, Python, and 

C-CGI applications. The users can access this 

system through mobile phone, tablet, or 

desktop browser which needn’t to install any 

extra applications. 

Keywords: Arduino, Raspberry pi, Home 

Automation, Wi-Fi  

 

1. 簡介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 可以帶來

生活的便利，近年來開源硬體的 Arduino[1]及

樹莓派(Raspberry Pi)[2]提供低成本及高便利

性的開發方案，再加上有很多專案範例、很多

免費軟體開發工具、很多免費作業系統可供利

用。 

樹莓派為一種號稱 35美元的單板電腦，支

援多種 Linux 作業系統[2]，本論文中僅作為

週邊控制處理元件，而主控制核心的部份則採

用樹莓派(Raspberry Pi) 這種可以運行 Linux 

作業系統的 ARM Based單板電腦，其 CPU速

度可達 800MHz 或更高，由於有 Linux 的支

援，可在此系統上建構 DHCP, 網頁, MariaDB

等伺服器，並可支援 Python 語言，也有完整的

C/C++開發環境，因此使用 樹莓派作為控制核

心，並研究利用 GPIO, USART, 無線網路的控

制介面。 

Arduino 基本上使用 Atmel AVR 微控制

器，雖然它的處理能力有限外，但對於簡單的

家電控制以足夠了，也提供免費的開發軟體開

發整合系統(IDE)，開發軟體方面大多以 C 語

言程式為主。 

無線控制可以減少配線的成本與不便性，

上海樂鑫提供的低價的 ESP8266[3] Wi-Fi 方

案，它能與 Arduino 搭配良好，使用 Wi-Fi 方

案可以與目前所使用的 Wi-Fi 相容，其技術成

熟，擴展也很方便。 

操作介面這個部分，樹莓派雖可運作在圖

形介面及支援觸控面板，但效能仍不好，所幸

目前行動力高的觸控平板、智慧型手機相當普

遍且平價，因此論文透過這些設備以無線

Wi-Fi 連結到嵌入式控制核心來監控這個系

統，並透過網頁方式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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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概述 
 

2.1 系統架構圖 

 
系統架構如圖 1所示，智慧加伺服器採用

樹莓派搭配網頁伺服器所構成，樹莓派使用兩

張無線 USB網卡，網卡 1 作為整個家用 Wi-Fi

網路的一個 Client，與手機、平板或電腦在由

家用  IP 分享器所構成的區域網路，周邊 

Wi-Fi 元件在樹莓派網卡 2 所構成的網域中。

RFID 則採用有線 RS-485 系統，有線目前還

是比較可靠的方式，而電捲門的部份則直接改

裝目前電捲門控制器，此方式除了可以使用手

機控制開啟外，也可以使用原有的遙控器。 

 

 
 

圖 1 開發系統結構圖 

 
 

2.2 功能需求規劃 

 
RFID門禁系統與語音提醒系統：當透過門

禁讀卡進入時，會提醒現在時間及磁簧開關現

在狀態。 

 

線上控制及定時系統：透過網頁可以遠端

遙控及定時周邊設備，像是遙控插座、玄關燈

光控制、客廳燈扇控制、自動澆水系統…等 

 

磁簧開關與 RFID門禁紀錄清單：紀錄開關

狀態及進出的人員。 

 

2.3 系統開發系統與工具 

 
2.3.1 Arduino 開發板 

 本論文使用了 Arduino UNO 及 Arduino 

mini Pro，Arduino UNO 因有完整週邊用來作

為初期開發，,Arduino mini Pro 與 Arduino 

UNO 使用相同的 MCU Atmel ATmega328，但

體積更小與低價，軟體開發則採用 Arduino 所

提供的 IDE開發系統。 

2.3.2樹莓派 

本系統所使用的樹莓派Raspberry Pi B+ 開

發板，使用 Raspbian 作業系統[4]，並在系統

架設 Lighttpd 網頁伺服器[5]、搭配 PHP[6]與 

MariaDB 資料器伺服器 [7]，MariaDB 為

MySql[8]的一個分支，此外在為了搭配 IO 控

制，網頁伺服器也調整以搭配  Python[9] 及

C/C++語言。 

2.3.3 ESP-8266 Wi-Fi 模組 

ESP8266 為一個低成本的 Wi-Fi 模組，本

論文使用了 ESP8266 ESP-12 及 ESP-1 兩種

模型，對與本系統搭配 Arduino 的使用情況下

這兩種型號並無差別。  

2.3.4 RFID 模組 

RFID 採用 NXP[10] RF522  Mifare RFID

系統。 

 

3. 研究方法及進行步驟 

 
3.1 網路環境 

 

如圖 1 所示系統規劃了兩個無線區域網

路，一個是樹莓派連到區域網路，與手機、平

板及電腦所共用的區域網路，另一個為周邊控

制元件所使用的次區域網路，這種規劃是基於

安全考量，在周邊元件所使用的網路上隱藏 

SSID 來增加安全性，家用電腦所使用區域網

路則考量使用方便性，如需要由外界連網近來

控制則由 IP分享器開啟「虛擬伺服器」的方式

連接到樹莓派伺服器，使用非標準埠號可以增

加安全性，在樹莓派內判斷如果來自外界網路

則需要再輸入帳號密碼，但由本地區網連入則

不需要帳號密碼以增加方便性，區網的安全性

有 IP無線分享器來控制。 

 

3.2 周邊控制元件： 

 

周邊元件主要利用 Arduino Uno 板相容

於 CPU–Atmel ATmega328 且搭配 ESP8266

模組，並利用 Norbert Truchsess 的UIPEthernet

函數庫[11]撰寫以 Socket 程式來與嵌入式系

統進行通聯，至於整體程式則在 Arduino 開發

環境上完成。 

ATmega328 MCU 的控制接腳會簡單連接

一些 I/O 接腳及感測器來進行整體測試，在程

式設計上也保留未來擴充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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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嵌入式核心控制程式： 

 

硬體控制介面會使用 C/C++ 與  Python 

語言進行開發，而 Python GPIO 函數庫是用來

開 發  Raspberry Pi GPIO 介 面 ， C 

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 若要執行 

HTML POST/GET 功能則利用 C CGI函數庫，

資料處理方面會使用混合使用 PHP、C/C++ 

CGI、Python CGI 來處理驗證介面或資料庫處

理。 

 

3.4 圖形使用者操作介面： 

 

圖形使用者操作介面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必須能提供使用者較方便及便

利的操作方式，本論文欲使操作者能直接使用

手機、平板或一般連網的電腦經由瀏覽網頁方

式來操控系統。當平板或手機進入無線網路範

圍時，如已設定自動登入時便會自動登入網

路，使用瀏覽器便可連結到控制頁面，此時要

能夠支援使用者所使用瀏覽器的類別及解析

度，程式必須有使用者端瀏覽器類別判斷的能

力，並依照使用者端的解析度來調整控制頁面

的解析度，此外也必須符合平板或手機觸控的

操作特性，這部份是利用使用者端的 JavaScript 

(包含 jquery 函數庫及一些 Touchscreen Swipe 

Script)並且搭配伺服器端的程式語言 PHP來進

行開發，至於遠端資訊(被監控端的狀況)擬使

用 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技

術固定間隔時間(如每一秒)刷新一次網頁狀

態。 

 

4. 結果與討論 

  智慧家伺服器，為 Raspberry  Pi 與 USB無

線網卡組成，網卡分別使用市面上常用的 USB

無線網卡 Edimax EW-7811Un 及 PCI 的 

GW-US54GXS，RS-485 透過 USB to 485 轉

換器供應，如圖 2所示。 

 

圖 2智慧家伺服器 

4.1 內部連線與外部連線 

   

圖 3 登入介紹頁 

透過 IP 分享器(連接到 Public IP)，使用

者可在世界各地透過網路瀏覽器登入智慧家

伺服器。使用個人電腦、手機或平板開啟物聯

網無線智慧家網頁，內部連線會直接開啟系統

網頁。外部連線會進入使用者登入介面。圖 3

為內部連線開啟畫面。圖 4為外部連線的使用

者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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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由外部通入時的登入認證頁面 

4.2遠端控制 

人性化的操縱滑動介面，藉由點擊畫面的

ON、OFF按鈕，即可達到遠端控制該硬體，

並有即時硬體狀況圖示提醒使用者是否正確

開啟。圖 5為遠端控制畫面(OFF)。圖 6為遠

端控制畫面(ON)。 

    

圖 5遠端控制 OFF 時畫面 

圖 6遠端控制 ON 時畫面 

4.2.1 燈光與燈扇控制系統 

圖 7(a)為燈光控制系統， Raspberry Pi 透

過無線網卡與硬體 ESP8266進行Wi-Fi控制電

器，並有光敏電阻作為開啟確認(失敗警告)檢

測功能。另外也加入多組控制如圖(b)，可擴充

電器的數量，如客廳餐廳燈扇控制。圖(c)為自

動澆水系統可以控制陽台花草自動澆水之用。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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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7  (a). 燈光控制系統 (b).燈扇控制系

統，(c). 自動澆花系統 

4.2.2遙控插座 

圖 8 遙控插座，Raspberry Pi 透過無線網

卡與硬體 ESP8266 進行遠端電器開啟。具電流

檢測，確認是否成功開啟，網頁即時更新可以

讓使用者知道。 

 

圖 8遙控插座 

 

4.2.3電捲門控制系統 

圖 9 電捲門制系統，改裝現有電捲門控制

系統，Raspberry Pi 透過 GPIO 控制電捲門遙

控器，除了原有遙控器，也可以運用手機達到

開關效果。相容既有的電捲門控制器、改裝遙

控器。    

4.2.4門窗警報系統 

圖 10 門窗警報系統，Raspberry Pi 透過無

線網卡與硬體 ESP8266進行Wi-Fi接收窗警報

系統所傳回來的值並紀錄。由 Arduino 偵測到

動作警報器動作，隨即發出警報，可以經由手

機關掉。 

 

(a) 

 

(b) 

圖 9 電捲門制系統 

 

圖 10門窗警報系統 

4.3多重定時功能 

除了可以利用手機平板來控制電器，也可

以設定定時操作，選定硬體開啟與關閉的時

刻，在不勾選日期，送出即可達到定時功能。

若勾選日期則能達到週期性定時。圖 11為多

重定時的設定畫面。圖 12為設定好的週期性

定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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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多重定時的設定畫面 

圖 12 設定好的週期性定時列表 

4.4 RFID門禁系統 

圖 13 為 RFID裝置，RFID門禁系統是由

讀取卡號功能來辨別使用者是否正確，以達到

正確的人員進出管制，並有語音提醒各種狀態

及嚇阻作用，如圖 14 所示。 

 

 

圖 13 RFID 系統 

 

 

圖 14 語音提醒系統 

4.5後台管理 

管理者登入介面，需要以固定帳號登入，

在管理者權限下有查詢 RFID門禁使用時間，

也有新增、刪除與修改 RFID使用者名單，如

需要更改管理者名稱或密碼也可以進行修

改。圖 15為管理者登入介面。圖 16為管理者

密碼名稱修改介面。 

 

 
 

圖 15、管理者登入介面。 

 

 
 

圖 16、管理者密碼名稱修改介面。 

 

圖 17為新增門禁使用者通行介面在此介

面我們可以新增目前讀取到的卡號進行新

增。使用者所建立的每一筆資料都將儲存至

MariaDB資料庫中，如圖 18 所示，而我們也

可以透過管理者介面來進行資料管理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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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RFID 卡號新增 

 

 

圖 18 卡號修改與刪除  

 

5. 結論 

 
整個系統可以成功控制，樹莓派作為智慧

家伺服器也可以勝任，無線 Wi-Fi 控制可以真

正實現，增加了控制方便性減少佈線的麻煩，

出差旅遊在外也可以透過網路查看家中狀況

或開啟電器，重要電器開啟也有實際開啟確認

及提示，可真正了解是否正確開啟，定時功能

也可以如需求定時開啟，本論文整體成本可不

高並容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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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眾募資成功要素之探討 

摘要 

群眾募資可謂是近年流行話題之一，透過

群眾募資平台為創業者取得初始資金，不再煩

惱小型創業的資金問題，創新者透過平台與使

用者交流，提出專案並且在成功後履行回饋，

而贊助者可以藉由群眾募資平台與提案者交

流。但群眾募資平台上的專案卻並不是一定成

功，根據調查發現台灣失敗率為四成至五成，

專案項目該如何能成功也成為提案者最直接

面對的問題。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方式，綜觀

有關群眾募資成功關鍵因素的論文，並從贊助

者/消費者層面以及提案者層面分析出群眾募

資專案項目之成敗，並對於群眾募資能夠有參

考應用的價值。 

關鍵詞：群眾募資、成功要素、文獻分析 

Abstract 

Recently Crowdfound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issues - entrepreneurs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fund of small venture because 

they get the initial fund through the 

crowdfounding platforms. Innovators and users 

can exchange ideas, propose projects and 

feedback; on the other hand, sponsors can act 

with proposers on the platform.But it is not every 

projects on the platforms always succe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the failure rate in 

Taiwan is 40% ~ 50%; how the project items 

work out is the problem that proposers face 

directly as well.This study make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dissertations about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of crowdfunding by 

document analysis.And analyzes its success or 

failure of crowdfunding project from 

sponsor/consumer and proposer levels, then it is 

valuable to refer and apply for the crowdfunding. 

Keywords ： Crowdfunding, Critical Success 

Factor , Document Analysis. 

1.前言
群眾募資 (Crowdfunding)，又稱群眾集

資、公眾集資或群募；香港、中國等地區多數

稱為眾籌。根據美國全國群眾募資協會
(National Crowdfunding Association , NLCFA)

之定義，群眾募資為社會大眾透過小額資金的

贊助，發揮群體集結的力量，支持個人或組織

使其目標或專案得以執行完成。群眾募資結合

團購與預購的「預消費」的概念，藉以向公眾

募集產品研發、創業計畫、公益慈善等項目資

金。群眾募資有別於傳統向親友、銀行、投資

顧問公司借貸，網路實現了社會大眾發揮群體

集結力量，透過小額資金贊助來扶持更多元的

微型創業。 

而從2012年開始，群眾募資風潮從歐美國

國家吹進國內，國內群眾募資平台相繼成立，

平台的成立不僅提供資金募集的管道，更是幫

助許多人完成夢想的舞台。而在台灣，已經有

許多知名群眾募資平台成熟發展，像是，

FlyingV、HereO、群募貝果…等。透過一個募

資平台，提案者可以分享專案；贊助者選擇專

案並給予贊助，這種O2O商業模式由生產銷售

端延伸至資金募集端，打破傳統資金的取得管

道，由傳統向銀行、投資顧問公司、親友等管

道借貸，轉而向社會大眾募資，已躍然成為新

一代流行趨勢。 

群眾募資的優勢在於：低創業門檻，提供

創業資金讓募款者免費享有啟動專案機會，易

於維持創意與營運的獨立性；預知市場需求，

透過預售驗證可行性與市場接受度，進而調整

庫存，降低生產成本及營運風險；增加行銷曝

光：能夠與潛在客群進行直接互動，經由集資

過程收到行銷專案與廣告推廣的效果 (EC 

Biz，2015)。群眾募資平台可以分為三類，分

別為債權型、股權型、回饋型，其中以回饋型

的平台為大多數；另一方面，由於技術特性的

發展，讓群眾募資有過往資金籌措過程中沒有

的效果，如市場前測 (Pretotyping)、吸引投資

等。因此，群眾募資除了對創業者有吸引力

外，也是創投(Venture Capital)的關注對象(李昌

明，2015)。 

台灣著名群眾募資平台 Flying V創辦人林

泓全於專訪中提到，創業很難不失敗，但透過

平台獲得群眾支持的專案，較有可能重振旗

鼓，並把失敗作為成功的養分。由此可見，群

眾募資的快速發展，不可不謂對新創事業由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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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前到創業後，起到全面性的幫助(李昌明，

2015)。Massolution.com在 2013的調查顯示，

2013年全球互聯網眾籌網站數目大致在 500至

800家，交易額在 60億美元左右；相較於 20012

年眾籌市場規模為 27億美元，及 2011年僅 15

億美元規模，更可見到此一產業的潛力與影

響。 

但群眾募資並沒有如此的簡單，美國著名

的群募平台 Kickstarter 上琳瑯滿目的美好提

案，超過六成會失敗。根據其提供資訊，由於

上架案件越來越多，分散資金目標，集資成功

率逐年緩跌，2014年首度跌破四成，僅 39%。

台灣本土募資平台競爭相對沒有那麼激烈，平

均成功率約四成到五成(商業周刊，2015)。雖

然群眾募資產業正在蓬勃的發展，但是提案成

功率卻是不增反衰，而影響群眾募資成功的文

獻眾說紛紜。黃丹、許秀英、郭建良(2014)從

提案者觀點探討影響文創類專案於群眾募資

成功的關鍵要素，該研究認為產品屬性、專案

撰寫與社交網路三大構面是影響群眾募資的

關鍵成功因素，但根據其內容分析項目與架

構，發現其背後缺乏理論基礎佐證；而又坊間

缺少群眾募資的系統性知識，導致提案者與贊

助者對此商業型態陌生，因而導致群眾募資成

功率並無有效提高，故本研究藉由統整過去文

獻，探討影響群眾募資成功之要素，望能幫助

提案者更加了解群眾募資生態且更有效率掌

握未來的商業機會。 

綜觀過去相關文獻，歸結群眾募資近年在

過內外相關研究領域與論述主軸，分別有從群

眾募資的說明、平台比較和發展(郭思偉，

2014；曾柏澔，2014)、從資助者觀點探討資助

模式(羅莫席，2013)、贊助者的動機(劉盈珮，

2014；Ordanini et al.,2011)、從創業觀點探討市

場測試與行銷功能(吳佳玲，2013；戴秀珊，

2013)。從上述研究可以發現，目前台灣群眾募

資研究主要在集中在贊助商家的動機，並影響

資金籌措集資性能因素，也就是如何吸引贊助

商投入資金。而較少研究探討募資平台上專案

成功之要素，有鑒於此，本研究目的為從提案

者之觀點探討影響群眾募資關鍵成功因素，希

望能夠使大眾對於群眾募資有完整的了解並

且透過文獻回顧之方式，統整過去相關研究以

及文獻立論比較各文獻所建立之架構、統整文

獻之研究方法歸納出群眾募資專案成功之要

素，使欲從事群眾募資之提案者、投資贊助者

以及群眾募資平台做為參考依據，並對學界探

討群眾募資之研究做出貢獻。 

 

2. 群眾募資之內涵 

2.1群眾募資(Crowdfunding)之定義 

群眾募資 (Crowdfunding)，又稱群眾集

資、公眾集資或群募；香港、中國等地區多數

稱簡稱眾籌、群眾籌資。指透過網際網路展

示、宣傳計畫內容、原生設計與創意作品，並

與大眾解釋讓此作品量產或實現的計畫。有興

趣支持、參與及購買的群眾，可藉由「贊助」

的方式，讓此計畫、設計或夢想實現。在一定

的時限內，完成事先設定募資的金額目標後即

為募資成功，可以開始進行計畫。群眾募資係

社會大眾透過小額資金的贊助，發揮群體集結

的力量，支持各人或組織使其目標或專案得以

執行完成(林雅燕，2014)。群眾募資的概念是

一種更大眾化的募資方式，為更多小本經營或

是創作者提供了募資的可能。所謂的群眾募資

即是大眾集資，大多利用團購加上預購的形

式，向網友募集專案資金(Ordanini,2011)。林泓

全更分析，「群眾募資是行銷，不是募資」，目

前在台灣，物聯網或智慧硬體的提案缺乏大成

功案例，原因除本土市場小以外，關鍵是缺乏

「換位思考」。但有許多概念不錯但沒有成功

的案例，因工程師創業著重功能，但群眾募資

是面對網友，也就是消費者，創業者必須換位

成終端用戶，思考你的產品外形是否夠好看、

是否只是一個半成品(數位時代，2014)。因此，

群眾募資對台灣創業者更重要的意義，應是視

為一個練功的場域，傾聽、收集市場意見，學

習行銷溝通，補強台灣創業缺乏對使用者的理

解、需求掌握度較薄弱的那一面。 

從本質而言，群眾募資並不是全新的作

為，但是社群媒體以及其他線上社群的出現，

成 功 的 塑 造 出 眾 籌 世 代 與 眾 籌 經 濟

(Ordanini,2011)。而謝平認為互聯網金融模式在

未來 20 年將會成為主流，雖然這種判斷還有

帶歷史證明，但借助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公

眾小額集資這種模式必將迎來大發展

(Kuo,2013)。群眾募資做為一種新興的金融形

式，在全世界蓬勃發展的過程中都遇到了共同

的問題，即群眾募資交易的合法性與消費者權

益保護問題。 

 

2.2群眾募資平台 

根據上述之概念與定義，群眾募資在近年

迅速發展及演進。一般的群眾募資，將贊助者

投入的資金視為捐贈性質的，但對於創業者或

其他人士而言，這是一個良好的集資方式，進

而發展出了其他類型(林泓全，2013)。根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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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募資的募資目的和回報方式，可以分為商品

募資和股權募資兩大類。 

根據 Modwenna Rees-Mogg(2014)的著作

中提及，群眾募資之商業模式可分為：捐款、

預購承諾、債權型群眾募資、股權型群眾募

資。其中最普遍的為預購承諾，當前絕大部分

的平台，包括 FlyingV、Indiegogo、Kickstarter，

皆是以這樣的模式運作，並且獲得非常熱烈的

迴響。 

現今全世界已有超過 1200 個群眾募資平

台，每個平台都各有千秋，除了有上述不同類

型的平台外也有綜合類型的平台。 

2009年 Kickstarter成立後，群眾募資平台

如雨後春筍般的成立。現今在全世界已有超過

1200個群眾募資平台。在台灣地區最具規模的

群眾募資平台為 FlyingV，為目前亞洲最大群

眾募資平台。 

群眾募資平台根據其募資項目的和回報

方式而發展出不同的募資類型，募資的類型對

於募資是否成功有著關鍵的影響。Kickstarter

平台 2014 年的年報指出，科技類型的專案總

募資金額遠高於其他類型。緊接其後的則是設

計類專案，其他值得關注的類型還有遊戲以及

電影，都是該平台上非常受歡迎的類型。 

Varian(2011)認為，群眾募資非常適合於那

些創造智慧財產權的行業。在點名時間上，目

前成功的案例主要集中在文藝和科技領域。肖

湘女(2013)也提到隨著關注度提高和功能逐漸

多元化，眾籌模式越來越受到文化創意企業的

青睞。在台灣，社會文化和設計商品為成功件

數最多的類別。反觀在北美洲地區及受歡迎的

科技類別，便沒有受到那麼廣泛的歡迎與關注

(李昌明，2015)。由上述資料可以得知，不同

國家的民眾，對於群眾募資的喜好有不同的差

異，欲進行募資的創業者，可以針對推出專案

的類型選擇適合的平台來進行募資。 

 

2.3群眾募資之相關議題 

吳佳玲(2013)年指出，群眾募資在創業及

新產品開發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包含：資金來

源、市場測試與前期行銷、群眾募資進行籌資

方式，而達到目標籌資金額則須包含以下要

素：(1)提供實質的產品做回饋(2)存在明確的目

標族群(3)為贊助者設定贊助的理由(4)使用不

同的行銷推廣工具並善用延伸社交圈(5)預先

為停滯期做準備。 

黃丹等人(2014)的研究指出對提案者而言

能否成功募資的關鍵影響因素如下：從產品屬

性角度：特色產品或者市場上無同類型替代

品、與文化生活相關產品；從專案撰寫角度：

一般文創類控制在 5,000-30,000rmb 募資目標

金額、募資天數控制應在 30-60 提案、從提案

動機來看，一些項目「魚龍混雜」，甚至很多

行銷廣告也穿插當中，則也會影響整體文創眾

籌成功率；從社交網路角度：利用社群網站推

廣行銷是關鍵影響因素提案人社交圈廣可帶

來更多投資。 

李昌明(2015)研究指出群眾募資之關鍵成

功要素之研究中發現，設定適當的專案長度與

募資時間：以「兩個月以內」為最佳，通常準

備充分且行銷得當的專案，都能在很短時間內

獲得廣大迴響。如果專案超過前述長度，一方

面團隊必須投入大量精神在行銷上之外，也會

讓群眾募資的市場前測功能有失效之虞。善用

社群媒體與內容行銷，由於群眾心理的影響，

如果能在專案正式開始募資的前幾個小時，就

獲得一定程度的贊助，會得到一種「專案十分

熱門，想趕快跟進贊助」的效果。在現行架構

下，群眾募資通常被視為既有社群的增幅工

具。內容行銷，可說是所有群眾募資提案者都

必須熟悉的操作方式。有鑑於目前群眾募資平

台皆有非常完整的內容更新功能，因此提案者

可以輕易的利用這些功能，來為贊助者和潛在

贊助者，提供最新的專案資訊，進而提升募資

的成功率；Pretotyping，依據市場反應，迅速

調整產品屬性：群眾募資平台同時也為創業者

建立珍貴的雙向資訊回饋管道。企業不需要真

正製造出產品原型，而先釋放介於想法和原型

樣本的「概念」給使用者，並在回饋中反覆調

整產品之設計。新產品開發，群眾募資平台能

夠幫助提案者搜集更多經過市場驗證的產品

資訊，所以當提案者需要改良目前產品時，便

可以用較低的成本和較少的時間來設計新式

樣。產量預估，能協助提案者估算最適合的產

量。在平台出現後，創業者可以利用其特性，

來將Made-to-order的模式發揮得淋漓盡致。 

基於前述研究中可以得知，從專案是否能

成功面探討有許多要素均能影響群眾募資的

成功，例如：目標金額、專案影片點播次數、

臉書推薦次數、出資者的回應以及進度報告都

與成功有顯著關聯(陳加樺，2014)；另外從贊

助者的角度可探討其出資意圖進而影響專案

成功與否。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章敘述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方法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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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以下分別就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限制、

研究工具與研究步驟等加以說明。 

3.1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針對近年來國內外群眾募資

之相關文獻做一探討，探討之內容著重於群眾

募資從贊助者或消費者層面探討專案項目成

敗以及從提案者層面探討專案向募成敗。蒐集

國內外相關文獻，探討群眾募資相關理論，藉

此對於研究領域有所理解，用以做為研究設計

上的參考與依據；本文採用「文獻分析法」來

進行研究與分析。 

 

3.1.1文獻分析法 

Ranjit Kumar(2000)在《研究方法：步驟化

學習指南》一書中提到文獻分析是透過文獻的

蒐集、分析、歸納、研究來提取所需資料，並

對文獻作客觀而有系統的描述的一種研究方

法。 

 

3.2研究範圍與限制 

3.2.1研究範圍 

本研究範圍主要著重於國內與國外有關

於群眾募資之相關學術期刊與學位論文，以及

國內外群眾募資平台線上參考資料。 

 

3.2.2研究限制 

本研究受限於研究者之能力，本研究僅針

對中、英文兩種語言之文獻作探討。加上群眾

募資為近幾年之新興話題，研究資源較為短

缺，故研究主要以文獻為主，搭配網路上之相

關資料為輔。 

 

3.3研究工具 

本研究之中文資料利用線上資料庫如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全國碩博

士論文資訊網」等蒐集國內外及中國大陸之相

關文獻與資料，英文資料則使用 SDOL、IEEE

等資料庫蒐集。除利用上述資料庫之外，本研

究另參閱美國全國群眾募資協會 (National 

Crowdfunding Association , NLCFA)所公佈之

資料，以及線上搜尋引擎，例 Google、Yahoo

來獲得資訊。 

 

3.4研究步驟 

本研究分為三階段進行，為文獻蒐集與分

析、研究執行、研究討論與結論，分述如下： 

 

3.4.1文獻蒐集與分析 

本階段工作為蒐集相關文獻並且詳閱，縮

小研究範圍並確立研究目的。 

 

3.4.2研究執行 

以前一階段所蒐集與分析之文獻作為立

論基礎。進行文獻之分析並將相關文獻之內容

加以彙整，做為研究結論撰寫之依據。 

 

3.4.3研究討論與結論 

針對相關文獻所分析出之結果，將資料系

統化之描述與解釋，再依據研究目的進行深入

探討與分析，歸納出研究結論，所上述所獲得

之資料，撰寫出研究報告，以提供相關單位做

為參考依據。 

 

4. 群眾募資之成功要素探討 

4.1 從贊助者/消費者層面探討專案項目成

敗 

一個成功的群眾募資案例，背後組成的關

鍵因素有三，第一為專案推動者，提出他自己

的理念及構想，是「出力」去執行的人；第二

為個人或是群體，支持這個理念構想的人，是

「出錢」資助的人；第三為適合的組織、平台，

可以將「出力」及「出錢」的人連結在一起，

實行他們所支持的計畫或是行動。而從贊助者

觀點來看，贊助者是否選擇贊助專案，更是影

響專案成功的最大要素之一；一般而言，贊助

者會贊助專案，是因為他們本身喜歡創新的事

物(Ordanini et al.2011)，且發現專案能夠打動他

們進行贊助，因此才願意出資贊助。 

從 Ordanini(2011)的研究更進一步指出社

會參與感，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來促使贊助者贊

助專案。贊助者會想要參與專案的過程，例如

藉由發問問題及要求…等互動方式，並且成為

專案中的一部分，這讓他們更有意願去贊助專

案。根據 Gerber et al.(2012)研究表明募資平台

皆屬於回饋型，因此發現使用者最主要的贊助

動機就是為了取得回饋。回饋的方式不論是透

過提供有形的產品或無形的服務，都需要較長

時間來完成交易，因為使用者需等專案全部募

資成功後，提案者才會開始履行回饋方案，但

若能透過及時的更新其他資訊，讓贊助者即便

再等待回饋的時間，也能看見提案者的現況和

努力；雖然很多贊助者都是因為對專案本身有

興趣，因此捐款表達支持，然而，若能提供贊

助者除了報導作品外的回報，將能大幅提高他

們的捐款意願甚至參與感 (新媒體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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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且又因民眾的利他人格和對社會公益型

專案有較高的贊助意圖，讓募資專案的成功有

所幫助，這與 Ordanini (2011)的研究中相吻合。 

劉盈珮(2014)影響群眾募資網站贊助者出

資意圖研究中可看到，其研究藉由不同類型及

內容的專案情境，探討網路使用者對群眾募資

專案出資的動機及專案特性對出資態度及出

資意圖所產生的影響。結果發現，群眾募資平

台上為專案出資的意圖多是出於幫助他人且

不求回報的內在動機，和在 Henrik and 

Christoffer (2013)研究中針對什麼樣的因素會

影響贊助者願意投資群眾募資平台上的專案

中發現：提案者必須與贊助者有良好的互動模

式、專案有良好的目的、贊助者能成為專案一

部份並且一起實現它，有著一樣的結果。贊助

者在決定是否對專案出資時，會注意專案品

質、專案的適配性及專案的目標募資金額，這

也表示專案的產品屬性對贊助者出資態度有

正相關影響，且贊助者在面對不同類型或不同

程度目標募資金額之專案時，動機及專案屬性

影響出資態度的程度也會有所不同。 

 

4.2從提案者層面探討專案項目成敗 

創業者的初始資金一直都是個困難的癥

結點，創業者在進行創業過程中，往往需要多

方的幫忙。Gerber et al.(2012)的研究發現，大

多數的提案者使用群眾募資平台最主要的目

的為獲取資金，群眾募資平台除了能透過網際

網路募集資金，更能向社會大眾募集眾多單筆

小額款項。而在群眾募資平台上所需要的不僅

僅只是募集資金，同時也包括募集群眾的支

持。集資者也希望透過群眾募資平台與用互建

立直接且長久的關係，而此長遠關係不僅僅只

是當下的財務交易，而是能延伸往後專案的發

展(林亭佑，2015)。 

而成功也不僅僅只是把專案放上去就會

手到擒來，根據 T 客邦(2015)調查發現，提案

者該如何才能促使專案的成功？(一)做有人

「期待」的事：以市場行銷學的概念來說，市

面上的商品那麼多，要怎麼吸引到消費者的目

光？當然是要推出消費者需要的產品，不過更

厲害的應該是消費者不知道他有這個需求，而

你「創造」期待和需求給他，群眾募資也是一

樣的概念，平台上的提案眾多，成功的提案都

是切中他人的期待，而且有其獨特性，和其他

提案不同就會讓人眼睛一亮。(二)將計劃找出

價值：如果你一直只是計劃是無法讓大眾信服

於你；所以必須將你的專案每一步的計畫內

容、時程完整地呈現，若能找到專業人士背

書，將會更具公信力及說服力，還需要向贊助

者說明你計畫的「價值」，對這個社會有什麼

改變、幫助，內外的價值都需要說明清楚。(三)

做好準備並且努力「宣傳」：當你的提案上架

至募資平台時其實就是一場賭注，群眾募資的

風險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計畫是否真的會打

動贊助者；在台灣的募資平台中，大多是提案

失敗資金就回歸贊助者的模式，可能推動了一

整個月但成效不彰，而每個團隊只有一次的群

眾募資機會，所能做的便是在事前做好準備，

事中努力宣傳！ 

而在黃丹等人(2014)的研究中也表明，募

資是否成功除了產品本身屬性的影響外，專案

如何表達也是關鍵成功要素；專案中的產品回

饋、募資理由、募資項目金額、專案內容長短

和募資天數皆為專案撰寫中重要的表達項

目；再根據吳佳玲(2013)探討群眾募資成功個

案研究中發現，群眾募資在創業及新產品開發

過程中的功能包含：資金來源、市場測試與前

期行銷、群眾募資進行籌資方式，而達到目標

籌資金額則須包含以下要素：(1)提供實質的產

品做為回饋 (2)存在明確的目標族群(3)為贊助

者設定贊助的理由(4)使用不同的行銷推廣工

具並善用延伸社交圈 (5)預先為停滯期做準

備。提案者最直接的透過專案的敘述與表達，

傳遞給網路使用者進而讓他們產生認同而贊

助。 

群眾經營群眾募資網站團隊表示(Hemer, 

2011)：群眾募資網站能成功經營最重要的是擁

有「社群」，因為網路社群是募資網站能夠順

利發展的根基；從另一個角度想，提案者的社

群網路根基也是影響專案成功的要素，從Ethan 

Mollick學者根據 2012年對群眾募資的探索性

研究中發現，他認為個人網絡和專案的品質皆

與群眾募資的成功有相關連，和 Giudici et 

al.(2013)從社會資本角度進行觀察，認為個人

層次的社會資本對於集資項目的成功扮演重

要角色；Gerber et al.(2012)更指出集資者除了

希望跟大眾分享個人想法外，也希望能與用戶

建立有意義對話，而這些互動大多是透過社群

媒體如 Facebook或 Twitter 等網站進行。參與

群眾募資除了能提升個人的知名度外，更能讓

集資者透過實際募得的資金，來體認專案或理

念的影響力。另外 Haichao et al.(2014)從社會資

本觀點探討不同國家影響群眾募資的因素也

隨之不同，但從研究中仍可發現，社會資本就

算在不同國家也是影響群眾募資成功的重要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718



因素，而與林育誠(2014)從資本觀點探討成功

創新者之基因中，因為群眾募資平台是基於社

群 2.0 的概念，可以視為網路創新創業的新型

態，並從社會資本觀點進行探討，皆可發現社

會資本之社交網絡對群眾募資成功與否具有

重大影響。 

提案者不僅要有事前的充分準備，更應該

在專案募資期間設立相當的計劃，透過一步一

腳印完成對專案的負責與對贊助者的回應，一

個專案項目的成功不只是專案本身，更加入許

多不可或缺的因素：有趣、誠懇的宣傳影片

／吸引人的目標產品或背景故事／清楚

有趣的專案說明／不斷更新且內容豐富

的進度報告／提供實用或讓人感到快樂

的回饋給贊助者／從親近的朋友開始，逐

步宣傳給更大的群眾 (Flying V)，從多方

面下去著手，更能使提案者成功募集資

金，為創業尋得希望。  

5. 結語
現代科技發展快速，網路的進步讓人們發

展出新穎的商業模式。從 Web1.0到Web2.0，

人們從單方面獲得資訊轉變到雙向的互動，不

僅僅只是上網尋找自己所需要的資訊，也與其

他人分享資訊甚至是溝通。而由於網路成為消

費者重要的消費管道之一，群眾募資這一新的

商業模式也在近年來引起了一陣風潮，透過提

案者提出專案，在一定時間內若獲得預訂的贊

助金額即可執行專案，此種商業模式增加了人

們實現夢想及創業的可能性。 
由於群眾募資在台灣發展時間較短，目前

在台灣相關文獻較少大多從群眾募資平台做

為研究，因此本文綜整了國內、國外相關文

獻，藉由本研究能夠探討群眾募資之成功要

素，使提案者能夠透過這些要素來吸引更多民

眾贊助其提案，如提供優質的回饋，並且透過

與贊助者的互動，做專案項目的調整，使其更

符合大眾之需求以及透過 Facebook 等社交平

台做行銷，或是將專案項目增加話題性，進而

吸引更多民眾贊助專案項目。 

透過以上的整理，對於群眾募資在不論是

募資前的準備或者是募資過程中的調整應有

參考應用的價值，專案若能有效透過成功要素

加以琢磨，有效把握其效果，對於增加大眾之

參與以及提升專案募資成功率必定能有所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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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車輛網路分享的車輛資訊之動態共乘系統 

 

 

摘要 
現有的共乘系統中，大多數是由司機在共

乘平台上公開自己行程，乘客再根據司機公開

的資訊選擇適合自己行程。但此做法不容易選

到適合自己的司機或乘客，而雙方的個人偏好

也不同，無法獲得良好的配對與路徑規劃。此

外，在沒有即時交通路況資訊的狀態下，傳統

的共乘系統在時間限制內無法找到最省油錢

的行駛路徑以及最佳的共乘配對組合。本論文

所研究的共乘系統會基於 VBA*演算法計算

出來的結果提出「共乘配對演算法」、「油錢分

攤演算法」與「配對範圍初始與擴大演算法」，

這樣可以大幅的減少共乘搜尋的範圍。最後，

乘客與司機可以找出符合雙方需求的最佳配

對結果並即時規劃出共乘路線，達到降低油費

與節能省碳之目的。 

關鍵詞：車輛無線網路、VBA*路徑規劃

演算法、共乘配對演算法、油錢分攤演算法、

分享即時路況資訊 

 

1. 系統簡介 
近年來節能省碳已經是趨勢，共乘議題的

主要設計在於如何根據司機與乘客的位置與

條件設定（如吸煙、性別等）去做配對，而得

到的共乘順序是否能在司機與所有乘客的需

求時間限制（如最晚到達起點、終點的時間）

內到達各自目的地，也必須考量是否使司機與

乘客分擔的油費低於原本各自單獨開車/坐車

的油錢花費，規劃出最省油費的路徑。共乘的

問題不只在於共乘配對，「路徑規畫」也是一

個重要的問題。近年來車輛網路(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VANET)技術逐漸成熟，車輛能與

鄰近車輛建立動態的車輛網路分享或者傳遞

各種資訊。若共乘規劃時能針對實際的道路行

車速度與路況，得出相對的油費支出，調整共

乘承載順序與路線，滿足司機與乘客的時間需

求限制，將達到共乘油錢花費最低的目標。 

本計畫貢獻有以下幾點貢獻： 

1. 設計車輛蒐集即時路況的作法，透過車

輛網路VANET隨時與鄰近車輛交換彼此擁有

的道路訊息，並預估每個路段未來的行車速度

與行駛於此路段的油費。 

2. 利用預估各路段行駛的油費，結合我們

過去所提出的 VANET-based A* (VBA*)路徑

動態規劃演算法啟發函式[5]，規劃乘客/司機

任兩點之間最省油錢的行駛路線。 

3. 使用上述 VBA*規劃的結果，設計「共乘

配對演算法」與「油錢分攤演算法」，依照乘

客及司機的個人化需求找出最佳的共乘配對

方式與承載順序，滿足乘客及司機到達起點與

終點的時間限制，使得乘客與司機都能比自己

單獨開車花費還要少的油費，而且是所有承載

順序中油錢最低者。 

4. 根據司機的起、終點，決定「初始配對範

圍」，減少共乘規劃需比對的乘客人數，降低

比對次數。提出有限次數的「擴大配對範圍演

算法」，在車輛座位的限制下盡量找到最多的

共乘乘客。 

5. 提出「起終點順向與路口油費的檢測」，

縮小乘客的搜尋範圍，降低演算法複雜度。 

2. 文獻探討 
本論文主要著重在「即時動態」的車輛網

路環境下之規劃最佳路徑的方式並探討共乘

系統的規劃與設計。因為一般的共乘論文或者

系統提到規劃路徑的議題少之又少，若共乘系

統未將現實路況的因素考量進去，即便共乘系

統設計的再周全，最終也不一定適用於現實路

況中。以下介紹過去相關之共乘系統： 

2.1 依照歷史軌跡之共乘論文介紹 
歷史軌跡預測主要是依照每個人的行駛

路線去做統計，甚至計算出乘客到每一個節點

地方的機率為多少，接著再依照這個機率數值

加以利用做為共乘配對的規劃條件中。這一類

方法的論文雖然有歷史軌跡可以做依據，也可

以預測機率值，但是目前共乘系統還尚未普及

化以及隱私考量的情況下，乘客的軌跡資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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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事先取得，再加上每個人的行走軌跡變化

量難以估算，很容易會造成共乘上的誤差。 

 Potential Travel Distance (PTD) [10] 
[10]是利用過去的歷史資訊去評估乘客

的路線，算出每個載客點會接到客人的機率進

行評估去載客。作者提出了一個 Potential 

Travel Distance(PTD)評估每個候選路徑，並且

提出了一個名為 LCP 的路徑建議演算法，它

是利用 PTD 函數的單調性。此方法的車輛是

在固定的點，不知道事先是否有乘客在等待，

而時間需求、路線規劃、即時路況等等並沒有

考慮到。 

 Parking-lot-assisted carpooling (PASS) [6] 

[6]提出了一個基於停車場概念的共乘方

法，以停車場作為一個中央數據庫，運用車輛

無線隨意網路，讓汽車和司機溝通並且交換資

訊。然而這個方法卻只限用於停車場裡面的車

輛才可以進行共乘，在行駛中的車輛和路邊的

乘客之間並不列為共乘的考慮中。此篇論文運

用車輛無線隨意網路的資料傳遞，雖然有提出

路由軌跡樹，但並沒有詳細說明歷史軌跡資訊

是如何產生的。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 [8] 

[8]使用兩個不同的資料庫分析行動資訊，

而這篇論文的主要工作在於用戶端可以自動

辨識最常拜訪的地點，也可以用資料探勘技術

計算常去的地點機率，並在最後將結果運用於

共乘系統。此論文運用了歷史資訊去做共乘配

對，但是缺乏了確切的共乘需求時間，也缺乏

即時路況傳遞以及油費分攤等解法。 

2.2 依照配對需求之共乘論文介紹 

直接依照乘客條件需求去做共乘配對。

第一種配對需求是配對偏好的個人需求，例如：

性別、抽菸、寵物等等。第二種配對需求是乘

客所要求的起始點的時間以及到達目的地的

時間。這部分的配對需求除了要滿足乘客與司

機雙方的個人需求之外，也必須要考量到現實

的車程時間以及需求時間的考量。 

 I-CAP [4] 

[4]中提出了詳細的配對演算法過程，並

用距離和時間及駕駛者的行為來計算出每一

個屬性以及參數值的機率，再依據機率去選擇

適合的配對。雖然這篇論文提出的很多項目的

參數參考，也有設計更正因子的公式，但僅僅

只有說明配對演算法的過程，而這個配對過程

也不夠完整，參數值加權的依據沒有詳細的說

明，而歷史資訊也沒有詳細說明是如何參考的。

若考慮一些共乘現實面的問題，此篇論文並沒

有考量到目的地的到達時間，缺乏路徑規劃的

設計及研究，也缺少了即時路況的考量。 

2.3 轉乘與旅遊規劃之論文介紹 

轉乘的定義是乘客與司機共同搭乘一段

路徑後，乘客端再藉由其他司機的接送，不斷

的轉乘到達目的地。雖然轉乘和共乘的定義和

基本條件不太相同，不過需要考量的因素是類

似的，一樣必須考量路程規劃以及需求時間。 

 DOMARTiC [7] 
[7]提出了動態的轉乘服務，此方法是根

據乘客的歷史資訊去估算預測路徑，再根據與

司機路徑重疊的部分去分配轉乘，且只在固定

點才可接送乘客。此篇論文在配對部分缺乏說

明，只針對歷史資訊路徑去做規劃是不夠準確

的，缺少了時間需求和實際路況的考量。 

2.4 考量油費之共乘論文介紹 

 TSP [9]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比起

傳統的運輸建設增加了資訊和車輛網路通訊

技術(VANET)，所以可以預估即時交通的情況

且可以提供一些其他的服務，例如：導航、規

劃路徑等來改善行車效率。[9]提出 TSP 方法

就有運用 ITS 的技術得到道路資訊，並且基於

效益提出了一個共乘概念，考慮到配對後行駛

的耗油量且可以得到較快的回應時間。此篇論

文提出了一個九宮格的概念如圖 1，是用共乘

的乘客終點位置與九宮格附近的司機終點位

置來做配對，圖 1 為一個 5×5 的一個子區域

圖，A 點表示為乘客的起點，而 B 點表示為乘

客的目的地。此步驟為取出乘客目的地附近的

車子成為候選車輛，而以上圖為例，13、14、

15、18、20、23、24、25 為候選車輛。接著再

將候選車子來做共乘前後的油耗效能來做篩

選，如圖 1。這篇論文雖然有運用車速和油耗

的概念，也有提出即時路況塞車問題，但卻沒

有考量到司機與乘客的起點位置距離有多遠，

也沒有把配對的需求時間問題以及油耗的分

攤考量進去，更沒有詳細說明即時路況是如何

傳遞和交換資訊的。 

 

圖 1、TSP 5×5 的一個九宮格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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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目前共乘網站之介紹 

共乘王[1]平台需申請會員，但會員有分

免費會員跟環保會員兩種，環保會員為付費會

員，其刊登之共乘資訊將較易被其他會員看見

且其所能收藏之共乘路線將不受數量限制。可

欲先設定金錢分攤方法，油錢的分攤方法是由

司機、乘客自行商議。 

BlueNet[3]共乘 APP 使用 Android 平台且

提供搭乘車輛的使用者一個簡單且方便的即

時共乘途徑，缺點是沒有明確的金錢分攤方法。 

總結以上相關工作之缺點： 

1. 只參考歷史軌跡預測路線的方法沒有考慮

即時路況，不適用於車輛臨時加入共乘。 

2. 部分方法沒有考慮司機與乘客的起、終點

時間需求，而部分有考慮需求時間的論文

多半是以一個時間區段表示，無法確定確

切乘載時間，不易安排後面的乘載順序。 

3. 大部分方法都缺乏考量即時路況的傳遞，

可能發生路段塞車而無法避免的問題。 

4. 大部分方法都有提到共乘，大多只能選擇

最短路徑，只有少數有提到共乘路線需要

降低油費，但並未提出如何尋找最省油費

路線的方法。 

5. 傳統的共乘方法是依照同一個起終點一起

上下車作為共乘，此方法只能乘載兩個人，

而少了中間路段的共乘，並沒有達到多人

共乘的效益。 

6. 有的論文提出油費的考量，但並未詳細的

提出油錢分攤的機制，也未討論分攤後的

油錢是否低於自己行車的油錢，能否形成

成功的共乘配對與承載順序。 

因上述幾點，大部分的相關工作並不適用於動

態即時的共乘環境。 

3. 研究方法 
司機與乘客之間的共乘乘載順序在司機

與每一個乘客都有不同的起終點時間限制與

每條道路不同時間下不同路況（壅塞情況行駛

速度、時間、相對油耗等）的條件下，是個困

難的問題。本系統結合 VBA*的作法，路上的

車輛在相遇時，互相交換自己蒐集的路段的車

速資訊，也透過車輛網路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VANET) Vehicular to Roadside Unit 

(V2R)的方式，不斷的轉傳道路資訊到附近的

Roadside Unit (RSU)，再接著透過有線網路將

路況資訊傳給「配對伺服器」，藉此估計出這

些路段的未來行駛速度。 

 

 

3.1 VBA*導航模式與評估函式設計 

由於傳統共乘系統只能根據靜態道路資

訊（路段長度、速限等）計算車輛導航行駛的

時間，作為共乘的依據，無法掌握即時路況，

大幅降低共乘系統的準確度與使用價值。因此

本計畫結合「VANET-based A* (VBA*)導航規

劃演算法」與「共乘演算法」避免上述問題。 

3.1.1 車輛產生即時道路資訊 

VBA*首先讓車輛蒐集行駛過的路段的即

時道路資訊（此路段在某時段的平均行駛速度

等），並分析 Google Maps 所提供的即時路況

資訊，加強即時道路資訊的完整與可靠性： 

車輛產生即時道路資訊流程如圖 2，車輛行

駛於道路上時，會不斷透過 GPS 定位及電子

地圖資料庫判斷車輛位置，並記錄自身行駛

速度，當車輛進入下一條道路時，會將上一

條道路所記錄速度資訊，以算術平均得出車

輛行駛的平均速度，使用上述格式將其記錄

下來，得出該道路的即時資訊（道路編號、

紀錄時間、平均速度）。此外，在 Google 

Map 中提供了即時道路資訊系統，以綠色、

黃色、紅色及紅黑間隔所標示的道路，分別

代表速度由速度較快至速度較慢，可透過分

析 Google Maps 即時路況資訊功能獲得大型

道路，如國道、快速道路、省道及部分路段

的即時道路資訊。Google Maps 即時路況資

訊並不完整，僅能作為輔助。 

使用GPS檢測車輛
是否位於道路上

記錄車輛行駛速度

所在道路是否改變

產生即時道路即時資訊

是

是

否

否

 
圖 2、車輛產生即時道路資訊流程圖 

3.1.2 VBA*推估即時道路資訊 

共乘規劃伺服器將搭配車輛分享與

Google Maps 提供的即時路況資訊，使用指數

加權移動平均公式計算目前時間點的所有道

路的推估車速資訊，流程如圖 3 所示。 

首先將即時道路資訊紀錄時間轉換為所

在的時間區間，以方便後續計算。配合 Google 

Maps 所提供的即時路況資訊，將 24 小時以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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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分鐘劃分成 96 個時間區間。第二步驟將劃

分在相同時間區間內的多筆相同道路資訊，使

用算術平均速計算出算術平均數，代表每一個

時間區間的即時道路資訊。第三步驟將 96 個

時間區間，使用指數加權移動平均公式如公式  

( 1 )，利用過去歷史的道路資訊計算目前時間

點的推估道路資訊，時間較遠的資訊對推估值

影響較小，時間較近對推估值影響較大，希望

達成更準確的預估資訊。第四步驟中，若

Google Maps 即時路況系統有提供該道路歷史

與即時路況資訊，則再將目前時間點的道路資

訊與上一步驟所推得的推估資訊進行算術平

均，加強即時道路資訊預估的準確與完整性。 

St  = α × Yt−1 + (1 − α) × St−1   ( 1 ) 

紀錄時間轉換為
對應時間區間

計算相同區間
道路速度算術平均數

使用指數移動平均
推估即時道路速度

包含Google Maps

即時道路資訊

計算推估道路資訊
與Google Maps即時道路資訊

算術平均

是

紀錄推估即時道路資訊

否

 
圖 3、VBA*推估即時道路資訊流程圖 

3.1.3 VBA*演算法最省油耗啟發函式 

使用 VBA*演算法，以「最少油費」為導

航路徑規劃目標，求出兩節點（司機與乘客的

上下車地點）之間最佳的行駛路徑的距離、時

間與油費，作為後續「共乘演算法」計算最佳

共乘路徑的依據： 

F(n) = ∑ (Li × O(𝑆i))n
i=0 +

H(n)×O(Sn)

(2+cos θn)
   (2) 

公式（2）為改良的 VBA*演算法最省油

耗啟發函式。將原始 A*演算法公式結合車輛

行駛間交換的即時路段速度資訊，代入速度與

油耗關係表，如圖 4，得出油耗數值。接著將

原本 A*公式的實際成本部分轉換為使用路段

長度 Li 乘上路段預估速度 Si 所對應的油耗值

O(Si)，得出已知路段累積的油耗成本；推估成

本部分，將推估路段長度 H(n)乘上目前迭代所

到達的路段 n 的推估速度 Sn 所對應的油耗值

O(Si)。然而在現實中，如圖 5，推估路段 H(n)

所指出的方向，在實際中並不一定存在此方向

的道路，因此透過除以三角函數cos θn，可使

得與路段 n 夾角越大的路段 n+1，所計算出的

成本越高。因此 VBA*演算法在挑選最佳路段

時，會較容易挑選路段 n+1 與終點方向接近的

路段。但在計算時，cos θn值介於-1 與 1，造

成在計算推估路段時產生負值問題，因此將

cos θn值皆加上 2，使得值介於 1 與 3，去除負

值問題，並保留角度越大值會越大的特性。最

後 VBA*演算法可以得出抵達終點的最佳行

駛路徑與所需的最少油耗，乘上單位油耗的費

用後，就可以算出起點與終點預估的最小油費。 

 
圖 4、速度與油耗關係圖 

n+1

n+1

n+1

n

n-1 target

1

2

3

 
圖 5、路段與推估路段夾角示意圖 

3.2 共乘系統架構與演算法設計 

由於每條道路在不同時間下，路況（壅塞

情況行駛速度、時間、相對油耗等）也不相同，

加上司機與每個乘客都有不同的起終點時間

限制，如何決定司機與乘客之間最少油錢的共

乘乘載順序是個困難的問題。為了估計未來的

道路行駛速度，本研究結合 VBA*的作法，路

上的車輛在相遇時，互相交換自己蒐集的路段

的車速資訊，也透過車輛網路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VANET) Vehicular to Roadside Unit 

(V2R)的方式，不斷的轉傳車輛蒐集的路況資

訊到附近的 Roadside Unit (RSU)，再接著透過

有線網路將路況資訊傳給「配對伺服器」，藉

此估計出這些路段的未來行駛速度。由於共乘

是為了降低司機與乘客的油費，配對伺服器設

定「最小油費」為 VBA*的路徑導航目標，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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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任兩路段之間最佳的行駛時間、距離與油費

的三個陣列(TimeCostArray[][], DistCostArray 

[][], OilCostArray [][])。 

當車輛與乘客有共乘需求時，同樣透過

V2R的方式發送這些需求資訊到最近的RSU，

彙整到配對伺服器，然後利用本演算法計算出

最佳的乘載順序、共乘路線與分擔油費等。這

樣的共乘資料量集中在配對伺服器，可以避免

分散式做法下多個司機可能同時計算出接送

同一個乘客的競爭現象，還需要透過 VANET

進行額外的協商機制。 

本論文使用的符號與定義如表 1 所列： 

代表符號 定義 

𝐷𝑖
+(𝐷𝑋𝑖

+, 𝐷𝑌𝑖
+) 第𝑖個的司機起點(x, y 座

標) 

𝐷𝑖
−(𝐷𝑋𝑖

−, 𝐷𝑌𝑖
−) 第𝑖個的司機終點(x, y 座

標) 

𝐷𝑇𝑖
+ 司機的起點需求時間 

𝐷𝑇𝑖
− 司機的終點需求時間 

𝑃𝑖
+(𝑃𝑋𝑖

+, 𝑃𝑌𝑖
+) 第𝑖個乘客的起點(x, y 座

標) 

𝑃𝑖
−(𝑃𝑋𝑖

−, 𝑃𝑌𝑖
−) 第𝑖個乘客的終點(x, y 座

標) 

𝑃𝑇𝑖
+ 第 𝑖個乘客的起點需求時

間 

𝑃𝑇𝑖
− 第 𝑖個乘客的終點需求時

間 

𝐷𝑋𝑖
𝑚𝑖𝑛,𝐷𝑋𝑖

𝑚𝑎𝑥 司機起終點 x 座標的較

小、大值 

𝐷𝑌𝑖
𝑚𝑖𝑛,𝐷𝑌𝑖

𝑚𝑎𝑥 司機起終點 y 座標的較

小、大值 

𝐸𝑐 目前範圍擴大次數 

𝐸𝑀𝐴𝑋 範圍擴大最大次數限制 

𝑃𝑀𝐴𝑋 乘載人數的最大上限 

𝑃𝑐 目前乘載人數 

Er 搜尋乘客的擴大範圍大

小 

Rr 搜尋乘客的軌跡範圍大

小 

 

圖 6 為汽車共乘環境示意圖，D1、D2 為

司機 1 和司機 2；p1 和 p2 為乘客 1 和乘客 2。

圖 7 為整個共乘系統的架構圖，分成三大部分，

分別為司機端、乘客端以及配對伺服器。配對

伺服器還包含了三個主要演算法：「共乘乘載

順序演算法」、「配對範圍擴大演算法」以及「油

錢分攤演算法」。 

 
圖 6、汽車共乘環境示意圖 

共乘乘載順序演算法 配對範圍擴大演算法 油錢分攤演算法

配對伺服器

RSU基地台 RSU基地台 車輛網路車輛網路

(4)送回配對結果 (4)送回配對結果

(5)接受/拒絕 (5)接受/拒絕

(6)回送結果 (6)回送結果
(3)共乘順序計算

(2)配對請求(2)配對請求

乘客端司機端

(7)共乘期間即時訊息傳遞

(1)配對請求 (1)配對請求

圖 7、共乘系統訊息流程 

 
在此共乘系統當中，設定的規則如下： 

規則 1： 

【多人共乘，所有乘客先上車後才能下車，盡

量坐滿車輛的最多座位(𝑃𝑀𝐴𝑋)，為司機等待乘

客的作法】此系統考慮所有乘客先上車再下

車的情況，納入一個乘客的起點的同時，終點

也要同時考慮進去。 

規則 2： 

【設定初始配對範圍與擴大範圍的最大次數

(𝐸𝑀𝐴𝑋)，減少需要判斷的乘客人數】為了減少

共乘配對比對的乘客數目，需要根據司機的起

點與終點位置設定「初始配對範圍」。此外，

由於乘客可以半途上下車，所以共乘車輛可能

會常常有尚未達到最大乘載人數的情況，所以

設計了「配對範圍擴大演算法」，在乘客和司

機的需求時間內，可以有限度的去擴大範圍，

搜尋最多符合的共乘乘客，降低分擔的油費。 

規則 3： 

【滿足司機與每位共乘乘客的上下車

時間需求】 

規則 3.1： 

【乘客 i 的(終點的需求時間(𝑃𝑇𝑖
−)−起點

的需求時間(𝑃𝑇𝑖
+))＞自己直接行駛(沒有

共乘的行程時間)+門檻值θ】此規則表示

乘客接受的共乘行車時間必須大於自己

直接從起點到終點的行程時間加上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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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值，門檻值θ為一個固定值。 

規則 3.2： 

【司機與每位乘客共乘後到達終點的實  

 際時間≤司機與每位乘客各自的終點  

 時間】 

規則 4： 

【根據油錢分擔演算法算出的司機與所有共

乘乘客在此共乘乘載順序所分攤的油費≤自

己直接行駛的油費】 

目標式： 

【如何在配對範圍與司機/每個乘客的時間限

制內，使用 VBA*最低油費的路徑規劃模式，

算出司機與乘客分擔油費最低的共乘承載順

序、分擔油費與最佳路徑】 

3.2.1 初始配對範圍演算法設計 

Input： 

司機端的起點經緯度(DXi
+, DYi

+)、司機端的

終點經緯度(DXi
−, DYi

−)、所有乘客端的起點

經緯度(PXi
+, PYi

+)、所有乘客端的終點經緯度

(PXi
−, PYi

−)。 

Output: 

此司機所考量接送乘客的矩形範圍大小

Range[2][2]、範圍內的共乘乘客、範圍內的共

乘乘客的起點經緯度(PXi
+, PYi

+) 、範圍內的

共乘乘客的終點經緯度(PXi
−, PYi

−)。如圖 6

中司機 D1 的初始配對範圍為藍色矩形範圍，

而司機 D2 的初始配對範圍為紅色矩形範圍。 

STEP 1： 

如圖 8，若司機的起終點連線不是水平或者垂

直線，司機取的乘載範圍大小為司機的起、終

點對角線連接所規劃出來的矩形範圍的左下

角 為 ( DXi
min, DYi

min ) ， 右 上 角 為

(DXi
max, DYi

max)。若司機的起終點連線為水平

(如圖 9)或垂直線(如圖 10)，就將司機的起終

點朝著垂直或者水平向兩端延伸司機起終點

連線總長度 L 的 1/2r，並以規劃出的矩形範

圍，如圖 9 起終點連線為水平的左下角為

( DXi
min, 𝐷𝑌𝑖

− − L/2r ) ， 右 上 角 為

(DXi
max, 𝐷𝑌𝑖

− + L/2r) ，以及如圖 10 起終點連

線為垂直的左下角為(DXi
− − L/2r, DYi

max)，

右上角為(DXi
− + L/2r, DYi

min)作為乘載範圍

大小。 

L

 
圖 8、當司機的起終點對角線為矩形時，所規

劃出來的乘載矩形範圍大小 

L

L/2r

L/2r

圖 9、當司機的起終點連線為水平線時，向垂

直兩端各延伸連線長度 L 的𝟏/𝟐𝐫規劃出乘載

矩形範圍大小 
)DY,(DXD

min

i

min

ii



)DY,(DXD
max

i

max

ii



L

)PY,(PXP iii



)PY,(PXP iii



L/2rL/2r

)DYL/2r,-(DX
max

i

-

i

)DYL/2r,(DX
min

i

-

i 

圖 10、當司機的起終點連線為垂直線時，向水

平兩端延伸𝐋/𝟐𝐫規劃出乘載範圍大小 

STEP 2： 

若所規劃出來的矩形範圍內沒有搜尋到任何

的乘客需要接送，就將此矩形範圍依照司機起

終點連線總長度L′的 1/2r，直接以此對角線向

外延伸，擴大矩形乘載範圍如圖 11。若還是沒

有搜尋到任何一位乘客需要接送，就不斷擴大

直到EMax次為止。 

)DY,(DXD
min
i

min
ii



)DY,(DXD
max

i
max
ii



L

)PY,(PXP iii



)PY,(PXP iii



Ɵ 

Ɵ 

2r-L
'

2r-L
'

(Range[1][0],Range[1][1])

(Range[0][0],Range[0][1])

圖 11、當司機的起終點連線為對角線，再次擴

大範圍時，對角線向兩端延伸𝑳′/𝟐𝐫，規劃出

乘載矩形範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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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共乘乘載順序演算法設計 

執行「共乘乘載範圍演算法」後，初步的

求出司機的乘載範圍，雖然共乘乘載範圍演算

法大幅的縮小了整體配對乘客的數量，但若是

所有搜尋範圍內的乘客（數目為 n）都要判斷

能否滿足共乘的時間與油費的條件，所有可能

的排列組合數目可能太大：假設某車輛最多的

共乘座位數是𝑃𝑀𝐴𝑋，所有共乘承載順序中包

含 1~𝑃𝑀𝐴𝑋位共乘乘客的所有排列順序。1 位

共乘乘客的所有排列順序（ 𝐷+ → 𝑃𝑖+ →

𝑃𝑖− → 𝐷−）有(𝑛
1

)種，而𝑃𝑀𝐴𝑋位共乘乘客的所

有排列順序（𝐷+ → （𝑃1
+ → 𝑃2

+ … → 𝑃𝑃𝑀𝐴𝑋

+ ）

 → （𝑃𝑖
− → 𝑃𝑗

− … → 𝑃𝑘
−） → 𝐷−） 有( 𝑛

𝑃𝑀𝐴𝑋
)種

共乘乘客選法與各（𝑃𝑀𝐴𝑋!）種上車與下車順

序，共( 𝑛
𝑃𝑀𝐴𝑋

) × （𝑃𝑀𝐴𝑋!）
2
種排列順序。因此

全部要比對的共乘順序有∑ (𝑛
𝑖
) × (𝑖!)2𝑃𝑀𝐴𝑋

𝑖=1 種，

當 n 大時，這是相當大的次數。於是本計畫提

出了進一步的縮小比對範圍的方法--「軌跡範

圍搜尋乘客」，減少需要比對能否共乘的乘客

數目 n，其主要概念是要避免比對「偏離目前

的共乘路線太遠的乘客」（如下圖 12乘客 P1），

避免司機繞路太遠去接送乘客，不僅可以降低

分擔的油費，也可以降低共乘演算法的計算量。

每條共乘路線紀錄經過的每一個路口，紀錄方

式如𝐷𝑖+ → 𝐷𝑖−=[𝐼1, 𝐼2, 𝐼3, … …]。在目前的共乘

路線下，若司機能由某個行經路口繞路去一位

新的乘客的起點與終點所額外花費的油錢都

小於一個給定的油錢門檻值𝑂𝑇𝐻，則可以將這

位新的乘客加入後續共乘的時間與油費判斷。

反之，這位乘客則會被刪除。為了快速找出需

要判斷的路口，本計畫提出以下方法： 

1. 以某位新乘客的起點或終點作為中心，向

外以 l 為對角線的長度生成一個矩形。 

2. 判斷是否有至少一個共乘路線上的路口𝐼𝑖

的（x, y）座標位於此矩形範圍內，且𝐼𝑖與新

乘客的起點或終點的油費都小於𝑂𝑇𝐻。 

如圖 12，黑色路線為司機𝐷𝑖共乘前原本

直接行駛到𝐷𝑖−的路線，兩個藍色矩形範圍分

別為𝑃2
+與𝑃2

−生成的矩形，只要判斷 𝐼1, 𝐼2, 𝐼3這

三個位於𝑃2
+生成矩形內的路口到𝑃2

+的油費

𝑂1, 𝑂2, 𝑂3，是否小於𝑂𝑇𝐻，即可以知道𝑃2
+是否

可以繼續後續共乘的時間與油費比對，不需要

判斷更多的路口，大幅減少計算量，而𝑃1
+與𝑃1

−

生成矩形都沒有涵蓋到𝐷𝑖到𝐷𝑖−的路口，因此

𝑃1 直接刪除。 

 
圖 12、判斷乘客是否能加入目前的共乘路線

（𝑫𝒊+ → 𝑫𝒊−）的示意圖 

Input：（事先去掉不符合規則 3.1 與 3.2 的司

機與乘客） 

司機端（出發位置（𝐷𝑖
+）、終點位置（𝐷𝑖

−）、

出發時間（𝐷𝑇𝑖
+）、最晚到達時間（𝐷𝑇𝑖

−））、

乘客端（出發位置（𝑃𝑖
+）、終點位置（𝑃𝑖

−）、

出發時間（𝑃𝑇𝑖
+）、最晚到達時間（𝑃𝑇𝑖

−））、每

個乘客與司機由 VBA*最低油費導航模式所

得到的 DistCostArray[ ]、TimeCostArray[ ]、

OilCostArray[ ]。 

Output： 

規畫出來的符合司機與乘客時間需求且司機

分擔的油費最低的共乘乘載順序，並且列出共

乘乘客的上下車時間、位置與分攤的油錢。 

Step0：（初始化） 

目前的共乘序列 SeqP[ ]={ 𝐷𝑖
+}; 下一位新乘

客節點的集合 NextP[ ]={所有初始範圍內的乘

客 }; 所 有 可 共 乘 的 乘 載 順 序

MatchP[ ]={ 𝐷𝑖
+, 𝐷𝑖

−}; 目前的共乘乘客人數

𝑃𝑐= Seq[ ]集合的乘客人數-1=0。 

Step1：（判斷是否為順向） 

運用此判斷可確保新加入的乘客與目前暫存

的共乘序列的行駛方向相同，可確保乘客的起

點在乘客終點前，避免走回頭路的情況發生。 

Step2：（取軌跡的矩形範圍） 

將 Step1 所得到 NextP[ ]中的每位乘客以

該節點（起點／終點）為中心，向外以 l 為對

角線的長度生成一個矩形範圍（如圖 12中𝑃2+

所取得的藍色矩形範圍）。 

Step3：（𝑂𝑖路口取法） 

檢查每位新乘客的起點和終點的矩形範

圍是否有覆蓋到每一個共乘的乘載順序

MatchP[ ]從 SeqP[ ]最後一個節點開始，經過

所有確定的共乘節點到𝐷𝑖
−的共乘路線。若起

點和終點的矩形範圍都有覆蓋到，繼續 Step4。

否則將這乘客從 NextP[ ]中刪除，不列為這次

的共乘考量。 

例如以圖 12 中𝐷𝑖+ → 𝐷𝑖−的行駛軌跡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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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2+和𝑃2−這兩個節點的矩形範圍(圖 12 中藍

色矩形範圍)都有涵蓋到𝐷𝑖+ → 𝐷𝑖−路線。反之，

𝑃1+和𝑃1−這兩個節點的矩形範圍(圖 12 中黃

色矩形範圍)都沒有涵蓋到𝐷𝑖+ → 𝐷𝑖−路線，所

以 將 P1 從 NextP[ ] 中 刪 除 ， 此 時

NextP[ ]={ 𝑃2, 𝑃3, 𝑃4}。 

Step4： 

若【可共乘的下一位乘客 NextP[ ]＋目前

共乘序列 Seq[ ]的人數）-1（扣除司機）】小於

𝑃𝑀𝐴𝑋且目前擴大次數𝐸c小於最大擴大次數

𝐸𝑀𝐴𝑋，則須結束這次共乘演算法，並執行「擴

大區域演算法」，再重新呼叫回到共乘演算法，

從 Step0 開始，在擴大後的範圍內，對於更多

的乘客重新進行共乘配對，盡量找到𝑃𝑀𝐴𝑋

的共乘乘客數；反之，則繼續下一個步驟。 

Step5：（產生所有可能的乘載順序） 

將𝑃𝑐加 1。將 Step4 所得到的乘客集合

NextP[ ]中的每一位乘客，加到從共乘序列

SeqP[ ]複製出來的每一個序列的最後，並產生

所有可能的完整乘載順序，乘載順序中若有部

分順序屬於 UnS[ ]，則此乘載順序將刪除，不

用再進行後續判斷。 

例如：由於𝑃1 以及𝑃5在前面步驟已經刪除了，

所以 NextP[ ]中剩下的乘客為𝑃2、𝑃3、𝑃4。將

𝑃2、𝑃3、𝑃4分別加到共乘序列 SeqP[ ] ={ 𝐷𝑖
+}

複製出來的𝐷𝑖
+之後，產生： 

𝐷𝑖+ → 𝑃2+ → 𝑃2− → 𝐷𝑖− 

𝐷𝑖+ → 𝑃3+ → 𝑃3− → 𝐷𝑖− 

𝐷𝑖+ → 𝑃4+ → 𝑃4− → 𝐷𝑖− 

Step6：（時間需求篩選） 

將 Step5 所得出來的所有乘載順序執行

司機與乘客的時間需求判斷，判斷在目前的共

乘順序下，司機是否可以加入這位乘客共乘。 

條件： 

【此節點需求時間 ≥ 前一個節點的需求時間

+ 前一個節點到此節點的預計行駛時間 +

門檻值 β】                           (3) 

節點的定義為𝐷+、 𝐷−、𝑃𝑖
+、𝑃𝑖

−。從

TimeCostArray[ ]中取出前後兩節點之間，依照

VBA*最低油費導航目標所求得的預計行駛時

間，判斷司機是否可以在此乘客時間要求內趕

去接送，門檻值β為一個從歷史軌跡分析得到

的變異值，用來容忍共乘路線上塞車或者意外

的一個時間差值，通常這個變異值會與距離成

正比。必須同時滿足一個乘載順序前後兩節點

間每一個時間需求，司機才可以去接送此乘客

𝑃𝑖，否則𝑃𝑖不列為此次共乘乘載順序的考慮內，

並從 NextP[ ]中刪除。不符合條件的順序要記

錄在 UnS[ ]內，避免後面步驟重複計算，降低

計算量。 

 𝐷𝑇− ≥ 𝐷𝑇+ + ( 𝐷+ → 𝑃𝑖
+) +  ( 𝑃𝑖

+ →
𝑃𝑖

−)  + ( 𝑃𝑖
− →  𝐷−)  + β1+β2+β3   (4) 

此β1+β2+β3 為此次𝐷𝑖+到𝐷𝑖−共乘路線的門

檻值。 

Step7：（油費篩選） 

將符合 Step6 時間需求篩選的所有乘載

順序，從 OilCostArray[ ]中取出前後兩節點之

間，依照 VBA*最低油費導航目標所求得的預

計行駛油費，再依照本論文所提出的「油費分

攤演算法」來分攤油費，記錄在 OilMoney[ ]

中。若司機以及每位乘客共乘後的所分攤的油

費都不高於自己直接行駛的油費，此乘載順序

就符合共乘後降低分擔油費的目標，此時就將

此乘載順序加入 MatchP[ ]中，並且把此𝑃𝑖加入

暫存序列 SeqP[ ]的最後。反之，不符合油費條

件的順序也要記錄在 UnS[ ]中，避免後面步驟

重複計算，降低計算量。 

條件： 

【司機與乘客共乘乘載順序所得的分攤油費

(OilMoney[ ])≤自己直接行駛的油費】   (5) 

Step8： 

假如𝑃𝑐 < 𝑃𝑀𝐴𝑋，表示共乘乘客數目尚未

到達𝑃𝑀𝐴𝑋，接著將 NextP[ ]設定為{所有範圍

內的乘客-已經共乘的乘客}，重複 Step1～

Step7，將共乘乘客數目 1~𝑃𝑀𝐴𝑋所有可能的共

乘順序都檢驗一次，找出所有符合條件的共乘

承載序列 MatchP [ ]與油錢分擔的陣列

OilMoney[ ]。 

Step9： 

接著選出所有暫存的共乘乘載順序

MatchP[ ]中哪一個乘載順序的司機油費

OilMoney[ ]為最少，而最少的那一個乘載順序

為最後確定的共乘乘載順序，存放在 CarP[ ]

中。此時就得出所有共乘乘客列表、共乘的承

載順序 CarP[ ]、各乘載點的時間與距離、司機

與乘客分攤的油費 OilMoney[ ]等資訊。後續

共乘配對伺服器可經由車載通訊網路通知司

機與各共乘的乘客。 

透過上述「初始軌跡區域的設定」、「起終

點順向與否」大幅的縮小共乘乘客的搜尋範圍，

再經由「時間和油費篩選」，將不符合條件的

順序記錄在 UnS[ ]，將後續判斷更多乘客共乘

時，刪去已經檢查過不可行的乘載順序，這樣

可以大幅的減少共乘演算法所需要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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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油錢分攤演算法設計 

針對共乘油費的分攤，我們設計出公平的機制：

依據共乘路徑規劃演算法得出最適合的乘載

順序，以每個路段的總油費除以共乘人數，計

算出司機與每位共乘乘客在每個共乘的路段

需要分攤的油費，最後統計出司機與每位共乘

乘客的總油費。 

Input： 

司 機 與 乘 客 的 乘 載 順 序 CarP[ ] ＝

[𝐷+, 𝑃1
+, 𝑃3

+, 𝑃3
−, 𝑃2

+, 𝑃2
−, 𝑃1

−, 𝐷−]; 

Output： 

司機與乘客個別分攤的油費金額 OilMoney[ ]

與每個路段的油費金額 RoadMoney[ ]; 

STEP 1： 

從 CarP[0]取得司機𝐷+。RoadMoney[0]= 

OilMoney[0]= 𝐷+; NP=1; 

STEP 2： 

取得 CarP[1]（載到第一個乘客𝑃1
+），將

RoadMoney[1]紀錄司機到𝑃1
+之前的總金額

（由 OilCostArray[ ]取得 30 元），並將𝑃1
+加

入集合 RoadMoney[2]。如表 2，此時記錄為

RoadMoney[𝐷+, 30, 𝑃1
+]，OilMoney[𝐷+, 30]， 

此 路 段 司 機 需 花 費 全 部 金 額

OilMoney[1]=30。NP＋1=2。 

STEP 3： 

繼續取得 CarP[]的下一個乘客（𝑃3
+）之

前（𝑃1
+ → 𝑃3

+）需花費的金錢（20 元），記錄

RoadMoney[𝐷+, 30, 𝑃1
+, 20]。 

STEP 4： 

當司機到下一個乘載點（𝑃3
+）後，將

STEP 3 該路段司機與每個乘客須分攤金額為

路段總金錢/ 這路段共乘的人數個數（NP）後，

加入到集合OilMoney[ ]中所有人需付的金額，

進 行 更 新 OilMoney[ ] 。 此 時 記 錄 為

RoadMoney[ 𝐷+, 30, 𝑃1
+, 20 ] ，

OilMoney[𝐷+, 40, 𝑃1
+, 10]。 

STEP 5： 

檢查下一個乘載點是否有人下車，若有，

則 NP 減 1，該下車的人（P3）需付金額即為

目前集合 OilMoney[ ]中對應乘客 ID 的金額。

此時記錄為 RoadMoney[𝐷+, 30, 𝑃1
+, 20, 𝑃3

+, 30]，

OilMoney[𝐷+, 50, 𝑃1
+, 20, 𝑃3

+, 10]。 

STEP 6： 

檢查司機下一個乘載點是否存在或者已

抵達共乘行程的終點。若未到達終點則重複

STEP 4~STEP 5。若已抵達共乘行程的終點

（ 𝐷− ）， 則 最 終 油 錢 為 最 後 記 錄 的

OilMoney[𝐷+, 130, 𝑃1
+, 60, 𝑃2

+, 10, 𝑃3
+, 10 ]， 

RoadMoney[

𝐷+, 30, 𝑃1
+, 20, 𝑃3

+, 30, 𝑃3
−, 40, 𝑃2

+, 30, 𝑃2
−, 

20, 𝐷−, 40 ]。 

 表 2、司機及各乘客在每個路段所需支付油錢表 

 
 

RoadMone

y[] 

         

路段金額 

司機 / 乘

客 

 

30 

 

20 

 

30 

 

40 

 

30 

 

20 

 

40 

 

OilMoney[ 

] 

總計 

D 30 10 10 20 10 10 40 130 

P1  10 10 20 10 10  60 

P2     10   10 

P3   10     10 

4. 模擬與實驗 

4.1 實驗比較演算法 

在實驗效能部分，本論文分析傳統共乘

論文與網站系統，整理並歸納出這些方法的特

性與應用於動態共乘的合適性，做為之後模擬

實驗時效能比較的依據。我們將最佳共乘配對

法(OPT)、TSP、本論文提出的 CSVI 法，與兩

種路徑規劃演算法(Dijkstra 與 VBA*)組合，

比較三種方法（OPT＋Dij, TSP+Dij 與 CSVI+ 

VBA*）的效能。 

4.1.1 路徑規劃法實驗設定 

1. Dijkstra 路徑規劃法模擬環境為根據交通

部運輸研究所[2]提供的台北市交通路網

數值地圖測試檔案，參考其歷史資料，作

為本實驗的地圖資料庫來源，每條路段車

速將會抓取地圖資料庫所提供的道路速限

做為路況車速值，同時也做為模擬實驗速

度值，接著再將其車速值和距離推估為油

耗值，最後再以最低油耗為每段路的成本

值，規劃出最短的行駛路徑。 

2.  VBA*路徑規劃法以 Java 程式語言和

Eclipse 為模擬工具，模擬環境為根據交通

部運輸研究所[2]提供的台北市交通路網

數值地圖測試檔案，參考其歷史資料，作

為本實驗的地圖資料庫來源，在建立的車

輛網路環境下進行共乘演算法測試，來驗

證本架構的實用性，圖 13 為本實驗地圖範

圍。每條路段車速將會抓取歷史路況資訊，

每十五分鐘將路段道路狀態顏色依照道路

型態，轉換為相對應速度值，若該道路無

即時車況資訊，則以速限作為其速度值，

做為模擬實驗速度值，而得到了該路段的

車速值和距離，進而推估出行駛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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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實驗地圖 

4.1.2 共乘演算法設定 

預期要比較之三種共乘路徑演算法如下： 

1. OPT+Dijkstra：使用最短路徑演算法

(Dijkstra)，以每條路段車速將會抓取地圖資料

庫所提供的道路速限做為路況車速值，估計出

每個路段的預期油費與兩點之間最低油費的

行車路線，接著再運用所得到的資訊結合最佳

法(OPT)，全面搜尋整個地圖，找出所有配對

結果最佳的共乘油耗以及共乘配對組合。 

2. TSP+Dijkstra：使用最短路徑演算法

(Dijkstra)以每條路段車速將會抓取地圖資料

庫所提供的道路速限做為路況車速值，估計出

每個路段的預期油費與兩點之間最低油費的

行車路線，接著再運用所得到的資訊結合 TSP。

TSP 提出整張地圖的九宮格概念，運用乘客終

點尋找附近九宮格司機終點位置的概念來做

共乘篩選與配對，進而計算出共乘油耗以及共

乘配對組合。 

3. CSVI+VBA*：本論文的方法是使用

VBA*演算法，每條路段車速將會抓取歷史路

況資訊，每十五分鐘將路段道路狀態顏色依照

道路型態，轉換為相對應速度值，估計出每個

路段的預期油費與兩點之間最低油費的行車

路線，接著再運用所得到的資訊結合本共乘系

統中「共乘系統架構」中的「共乘配對演算法」、

「油錢分攤演算法」與「配對範圍初始與擴大

演算法」等演算法與「起終點順向與否與覆蓋

路口油費的檢測」、「軌跡範圍搜尋乘客」，縮

小共乘乘客的搜尋範圍，進而計算出共乘油耗

以及共乘配對組合。 

這三種方法的比較主要是想呈現出使用

VBA*演算法代替最短路徑演算法(Dijkstra)在

缺乏即時路況之下計算路徑造成實際行駛時

間的差距。由數據圖觀察出儘管最佳法(OPT)

用最短路徑演算法(Dijkstra)的方式可以找到

較多的共乘配對組合，但在共乘油耗和演算法

執行時間上卻更多；相較之下 CSVI 方法用

VBA*演算法的方式雖然少了幾組共乘配對組

合，但是共乘油耗和時間卻和最佳法差距不大。

而在時間計算的比較，也顯示出本論文提出的

CSVI 方法大幅的減少計算複雜度，縮短了演

算法計算的時間；與第二類 TSP[9]的方式比較

欲呈現出本共乘系統中「共乘系統架構」中的

「共乘配對演算法」、「油錢分攤演算法」與「配

對範圍初始與擴大演算法」等演算法優於

TSP[9]的共乘方法，在同樣使用司機／乘客人

數、位置、時間需求的狀況下，CSVI 的方法

在以下的效能項目呈現出更好的結果。 

4.2 預期比較之路由協定效能項目 

常見用來比較的共乘效能項目(metric)如下：

（固定的司機/乘客人數、位置、時間需求） 

1. 共乘成功配對的司機百分比：共乘成功

配對的司機總數／所有司機總數（共乘＋未共

乘）。檢驗司機的共乘成功率是否有隨著乘客

數或者司機數成長。 

2. 共乘成功配對的乘客百分比：共乘成功

配對的乘客總數／所有乘客總數（共乘＋未共

乘）。檢驗乘客的共乘成功率是否有隨著乘客

數或者司機數成長。 

3. 平均每台車輛的乘客數目：共乘成功配

對的乘客總數／所有司機總數（共乘＋未共

乘）。檢驗每台車輛的共乘乘客數目是否有隨

著乘客數或者司機數成長。 

4. 所有共乘路線司機分擔的節省油費平均

值：共乘成功配對的司機節省總油費／所有司

機總數（共乘＋未共乘）。所有司機共乘後分

擔油費的平均值越低，節省油費越高，表示共

乘演算法確實能找到司機最低油費的路線。 

5. 所有共乘路線乘客分擔的節省油費平均

值：共乘成功配對的乘客節省總油費／所有乘

客總數（共乘＋未共乘）。所有乘客共乘後分

擔油費的平均值越低，節省油費越高，表示共

乘演算法確實能找到乘客省油費的路線。 

6. 演算法執行時間：檢驗所設計的 CSVI 計

算時間是否真的有比 OPT 大幅減少。 

4.3 實驗步驟與設定 

實驗步驟： 

步驟 1. 圖 13 為本實驗地圖範圍，以南

港區大豐里、北投區關渡里、北投區湖田里及

文山區指南里所圍成區域，模擬範圍大小約為

58.8 km x 15.9km。 

步驟 2. 根據台北市交通歷史軌跡資訊

[2]，將時間分為壅塞時段及普通時段，如表 33，

壅塞時段包含 07:00 至 09:00、12:00 至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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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至 19:00 及 22:00 至 23:00，其餘時間皆

為普通時段，執行 VBA*求出最省油費的路線，

本實驗假設時段為壅塞時段 07:00 至 09:00。 

步驟 3. 在模擬中，選擇較符合 CSVI 共

乘系統的參數，包括：「配對範圍初始與擴大

演算法」中延伸司機起終點連線的 r 值與最大

擴大範圍的次數(𝐸𝑀𝐴𝑋)、「共乘配對演算法」中

司機的最大乘載人數(𝑃𝑀𝐴𝑋)等；而 TSP 的參數

為整個地圖的九宮格 R×R 大小(𝐵𝑟)。 

步驟 4. 接著透過車輛網路傳送記錄的路

況資料給共乘配對伺服器（由一部桌上型電腦

執行），進行 Dijkstra 或 VBA*演算法估計出每

個路段的預期油費與兩點之間最低油費的行

車路線，隨後執行共乘系統的訊息流程，設定

共乘需求條件，發送與接收共乘訊息，顯示最

後的共乘順序、路線、時間與分擔油費。當共

乘開始後，車輛行駛於道路時，若發生塞車或

意外狀況，VBA*會使用車輛網路 V2V 方式，

直接在司機與共乘乘客之間傳遞通知訊息，進

行必要的共乘資訊的改變。 

步驟 5. 分別以不同預設參數等進行 10

次的模擬，畫出多種數據圖，觀察不同參數對

效能的影響，驗證共乘演算法的有效性。 

表 3、時間狀態區間表 

開 始 時

間 
結束時間 狀態 

23：00 07：00 普通 

07：00 09：00 擁塞 

09：00 12：00 普通 

12：00 13：00 擁塞 

13：00 17：00 普通 

17：00 19：00 擁塞 

19：00 22：00 普通 

22：00 23：00 擁塞 

表 4、模擬環境實驗預設參數設定 

項目 設定值 

模擬範圍 58.8 km x 15.9km 

實驗時段 07:00～09:00 

司機數 10,20,30,40,50（預設值 30） 

乘客數 
100,200,300,400,500（預設值

300） 

最大乘載人數

(𝑝𝑀𝐴𝑋) 
0,1,2,3,4（預設值 2） 

最大擴大次數

(𝐸𝑀𝐴𝑋) 
0,1,2,3,4（預設值 2） 

搜尋乘客的擴

大範圍大小(Er) 
2,3,4,5,6（預設值 4） 

搜尋乘客的軌

跡範圍大小(Rr) 
0,2,4,6,8（預設值 4） 

油價 (1 公升多

少台幣油費) 
23.5 

整張地圖的九

宮格大小(𝐵𝑟) 

2×2,6×6,10×10,14×14,18×18

（預設值 10×10） 

 

各項參數的預設值設定如表 4 所示。各效

能項目相對應的參數為「最大乘載人數

(pMAX)」、「最大擴大次數(EMAX)」、「搜尋乘客

的擴大範圍大小(Er)」、「搜尋乘客的軌跡範圍

大小(Rr)」等。以上這些參數將與演算法的時

間複雜度有密切關係，也會影響配對成功率的

結果，而其中配對結果又影響了共乘省了多少

油費。 

4.4 根據台北市地圖模擬數據圖 

4.4.1 司機數對於各種 metric 之影響 

圖 14、圖 15 顯示，由於 OPT 法是整個

地圖去做搜尋，而 CSVI 則是縮小範圍搜尋共

乘的配對組合，所以 OPT 比 CSVI 能夠搜尋

到更多的共乘組合狀況，也能夠找更多的共乘

配對最佳組合。而 OPT 和 CSVI 皆優於 TSP

是因為 TSP 是用整個地圖的九宮格概念，依

據乘客的終點位置去搜尋附近九宮格內的司

機終點位置，一次性的大幅篩掉乘客來做時間

和油費的進一步篩選，錯失掉更多能夠共乘的

配對組合，所以配對成功的數目就會較少。而

以上三種方法隨著司機數越來越多，以固定的

乘客數去做配對，越來越多司機可以去接送乘

客，但由於司機數是以倍數再增加，而成功共

乘配對的司機數並非以倍數再增加，所以 OPT

和 CSVI 的配對成功司機百分比才會緩慢下降；

此外，越來越多司機可以去接送乘客，相對的

所配對乘客成功率也會逐漸提升。圖 16 我們

可以觀察出，OPT 比 CSVI 能夠搜尋到更多的

共乘組合狀況，也能夠找更多更省油的共乘配

對最佳組合。而圖 17，共乘成功的乘客越來越

多，整體的乘客平均省油費也會逐漸提升 

 
圖 14、台北市地圖-司機數對配對成功司機百

分比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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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台北市地圖-司機數對配對成功乘客百

分比之影響 

 
圖 16、台北市地圖-司機數對司機平均節省油

費之影響 

 
圖 17、台北市地圖-司機數對乘客平均省油費

之影響 

圖 18 顯示，以上三種方法隨著司機數越

來越多，以固定的乘客數去做配對，越來越多

司機可以接送乘客，而每台車平均下來的共乘

乘客數相對的就會逐漸下降，其中 TSP 因圖

15數據圖顯示乘客的配對數隨著司機數增加，

而明顯上升，所以這樣平均下來，TSP 每台車

平均共乘人數的數據曲線圖就會明顯的下降，

而 OPT 與 CSVI 法因圖 15 數據圖顯示乘客的

配對數隨著司機數增加，而明顯上升，所以每

台車平均共乘人數的數據曲線圖則逐漸緩慢

下降，表示這兩種方法能達到穩定的配對。  

 
圖 18、台北市地圖-司機數對每台車平均乘客

人數之影響 

圖 19 顯示，OPT 是整個地圖都去搜尋，

並且列出所有的共乘組合，接著再用時間和油

費來篩選出最佳的共乘配對組合。而 1 位共乘

乘客的所有排列順序(𝐷+ → 𝑃𝑖+ → 𝑃𝑖− → 𝐷−) 

有(𝑛
1

)種，而𝑃𝑀𝐴𝑋位共乘乘客的所有排列順序

( 𝐷+ → (𝑃1
+ → 𝑃2

+ … → 𝑃𝑃𝑀𝐴𝑋

+ )  → (𝑃𝑖
− →

𝑃𝑗
− … → 𝑃𝑘

−) → 𝐷−) 有( 𝑛
𝑃𝑀𝐴𝑋

)種共乘乘客選法

與各(𝑃𝑀𝐴𝑋!)種上車與下車順序，共( 𝑛
𝑃𝑀𝐴𝑋

) ×

(𝑃𝑀𝐴𝑋!)2種排列順序。因此全部要比對的共乘

順序有m × ∑ (𝑛
𝑖
) × (𝑖!)2𝑃𝑀𝐴𝑋

𝑖=1 種，m 為司機數，

n 為乘客數，當 m,n 大時，這是相當大的次數，

所以OPT的演算法計算時間很明顯的比CSVI

和 TSP 還要長許多。CSVI 提出了進一步的縮

小比對範圍的方法，減少需要比對能否共乘的

乘客數目 n，其主要概念是要避免比對「偏離

目前的共乘路線太遠的乘客」，避免司機繞路

太遠去接送乘客，不僅可以降低分擔的油費，

也可以降低共乘演算法的計算量。TSP 之所以

演算法計算時間會比 CSVI還要少是因為 TSP

是依據乘客的終點位置去搜尋附近九宮格內

的司機終點位置，一次性的大幅篩掉乘客來做

時間和油費的進一步篩選，錯失掉更多能夠共

乘的配對組合，當然演算法計算時間也比

CSVI 要少一些。 

 
圖 19、台北市地圖-司機數對演算法計算時間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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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乘客數對於各種 metric 之影響 

圖 20、圖 21、圖 22、圖 23 顯示，由於

OPT 是整個地圖去做搜尋，不會錯失任何的共

乘配對組合，可以找到最佳共乘解，而 CSVI

則是縮小範圍搜尋共乘的配對組合，所以相較

於 OPT，CSVI 能找到的共乘配對組合就會較

少。OPT 和 CSVI 皆優於 TSP 是因為 TSP 是

一次性的大幅篩掉乘客來做篩選，容易錯失掉

更多能夠共乘的配對組合，所以配對成功的數

目就會較少。而以上三種方法隨著乘客數越來

越多，以固定的司機數做配對，越來越多乘客

提供司機做選擇，相對的所配對到的司機成功

百分比也會逐漸提升，雖然越來越多乘客配對

成功，但由於配對成功的上升幅度較緩慢，相

較於倍數成長的乘客數，乘客成功的百分比就

會逐漸下降。而隨著司機數與乘客數的成功百

分比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到省油費的部份。圖

22 顯示，由於司機成功百分比曲線是呈現上

升的狀態，而乘客成功的百分比是下降的狀態，

因此平均下來每台車的共乘乘客人數是呈現

上升的狀態。 

 
圖 20、台北市地圖-乘客數對配對成功司機

百分比之影響 

 
圖 21、台北市地圖-乘客數對配對成功乘客

百分比之影響 

 
圖 22、台北市地圖-乘客數對每台車平均共

乘人數之影響 

 

圖 23、台北市地圖-乘客數對司機平均節省

油費之影響 

 

圖 24、台北市地圖-乘客數對乘客平均省油

費之影響 

圖 25 顯示，OPT 是整個地圖都去搜尋，

並且列出所有的共乘組合接著再用時間和油

費來篩選出最佳的共乘配對組合，所以OPT的

演算法計算時間很明顯的比 CSVI 和 TSP 還

要長許多。CSVI 提出了進一步的縮小比對範

圍的方法，減少需要比對能否共乘的乘客數目

n，可以降低共乘演算法的計算量。TSP 之所

以演算法計算較少是因為 TSP 是用一次性的

大幅篩掉乘客來做時間和油費的篩選，錯失掉

更多能夠共乘的配對組合，當然演算法計算時

間也比 CSVI 要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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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台北市地圖-乘客數對演算法計

算時間之影響 

4.4.3 最大乘載人數對於各種 metric 之影

響 

從圖 26 顯示，由於 OPT 是整個地圖去做

搜尋，而 CSVI 則是提出「共乘乘載範圍演算

法」以及「軌跡範圍搜尋乘客」來縮小範圍搜

尋共乘的配對組合，所以 OPT 比 CSVI 能夠

搜尋到更多的共乘組合狀況，也能夠找更多的

共乘配對最佳組合。而 OPT 和 CSVI 皆優於

TSP是因為TSP是用整個地圖的九宮格概念，

依據乘客的終點位置去搜尋附近九宮格內的

司機終點位置，一次性的大幅篩掉乘客來做時

間和油費的進一步篩選，錯失掉更多能夠共乘

的配對組合，所以配對成功的數目就會較少。

而在最大乘載人數為 0 的時候，其代表意義也

是相當於未提供共乘的狀況，無論是司機或者

乘客的成功百分比當然就皆為 0，而以上三種

方法在最大乘載人數為 1～4 人的時候會呈現

一個持平的狀態，是因為最大乘載人數為 1 的

時候，若該位司機因為時間和油費檢驗都無法

有配對的乘客共乘組合，就算放寬條件最大乘

載人數為 2～4 人時，也會再因為時間和油費

的問題而被篩選掉，導致相同的配對失敗結果；

若該位司機能夠接送一位乘客的時候，在放寬

條件最大乘載人數為 2～4 人的時候，就是相

同配對成功的司機去做更多的共乘組合配對，

因此成功共乘的司機百分比固定不變。 

 
圖 26、台北市地圖-最大乘載人數對配對成功

司機百分比之影響 

 

圖 27顯示，在最大乘載人數為 0的時候，

其代表意義也是相當於未提供共乘的狀況，乘

客的成功數當然就皆為 0，而以上三種方法隨

著每位司機的最大乘載人數越來越多人，以固

定的司機與乘客數去做配對，越來越多座位提

供乘客做共乘配對，相對的所配對到的乘客成

功百分比也會逐漸提升。 

 
圖 27、台北市地圖-最大乘載人數對配對成

功乘客百分比之影響 

圖 28顯示，在最大乘載人數為 0的時候，

其代表意義也是相當於未提供共乘的狀況，而

每台車平均下來的乘客數當然就是為 0，而以

上三種方法隨著每位司機的最大乘載人數越

來越多人，以固定的司機與乘客數去做配對，

越來越多座位提供乘客做共乘配對，所以平均

每台車的共乘人數也會逐漸上升。 

 

圖 28、台北市地圖-最大乘載人數對每台車

共乘人數之影響 

圖 29 以上三個方法隨著每台車的座位數

越來越多，越來越多乘客可以分攤司機的油費，

司機所省下的油費相對的就會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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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台北市地圖-最大乘載人數對司機平均

省油費之影響 

圖 30 顯示，以上三個方法隨著司機的座

位數越來越多，共乘配對成功的乘客越來越多，

整體的乘客平均省油費也會逐漸提升。 

圖 30、台北市地圖- 最大乘載人數乘客平均省

油費之影響 

圖 31 顯示，由於 OPT 是整個地圖的乘客

都做搜尋並且找出最佳的共乘配對組合，所以

OPT 的演算法計算時間很明顯的比 CSVI 和

TSP 還要長許多。CSVI 提出了進一步的縮小

比對範圍的方法，不僅可以降低分擔的油費，

也可以降低共乘演算法的計算量。TSP 之所以

演算法計算時間會較少是因為 TSP 是用整個

地圖的九宮格概念，一次性的大幅篩掉乘客來

做時間和油費的篩選，錯失掉更多能夠共乘的

配對組合，當然演算法計算時間也比 CSVI 還

要少。而以上三種方法隨著每台車可以共乘的

人數(𝑃𝑀𝐴𝑋)越來越多，所需要列出的共乘組合

也相對的越多，所以時間才會越來越長。 

 
圖 31、台北市地圖- 最大乘載人數演算法計算

時間之影響 

4.4 實驗結論 

總結以上各項參數的實驗模擬，可以觀察出以

下幾點： 

1. 最短路徑演算法(Dijkstra)在缺乏即時路

況之下計算出的路徑資訊造成實際行駛時間

的差距，尤其是當有塞車狀況發生的時候，會

進而影響行駛的時間和油費，由數據圖觀察出

儘管 OPT 是整個地圖搜尋共乘配對的乘客，

可以找到較多的共乘配對組合，但在計算時間

上卻花費較多，相較之下 CSVI 減少檢驗許多

共乘配對組合，節省大量計算時間。 

2. OPT 是整個地圖搜尋共乘配對的乘客，

雖然可以找到較多甚至更佳的共乘配對組合，

但在演算法計算時間上卻花費較多，相較之

下 CSVI 提出「配對範圍初始與擴大演算法」

和「軌跡範圍搜尋乘客」方式，大量減少比對

的配對組合，雖然少了幾組共乘配對的結果，

而其中這個減少的共乘配對組合數量只有個

位數的差距，但演算法計算時間卻是大幅縮

短，平均相差 4～5 倍的時間差距，尤其當每

台車最大的乘載人數越來越多的時候，差距

更為顯著。 

3. TSP 提出的九宮格概念，用乘客終點尋找

九宮格附近的司機終點來篩選配對，其目的就

是想要縮小範圍搜尋可以配對的乘客，但只有

依據乘客和司機的終點來做篩選，並沒有考慮

到乘客和司機的起點相距有多遠，而這樣的情

況下配對成功的數量卻少之又少，同時也錯失

了很多共乘配對的最佳組合，不僅失敗率高，

平均省的油費也少。而本篇論文提出的 CSVI

設計了「配對範圍初始與擴大演算法」以及「軌

跡範圍搜尋乘客」有效的縮小了搜尋共乘乘客

的範圍，且乘客和司點的起點和終點都有考慮

到，相較之下比較不會錯失過多能夠配對的組

合，在各種的數據圖上都顯示出本篇論文提出

的 CSVI 除了計算時間稍微多一些外，其他的

效能項目都優於論文 (TSP)的共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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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本論文提出 CSVI 共乘系統，我們提出了

「共乘配對演算法」並且結合 VBA*演算法，

利用歷史路況資料和 Google Map 即時路況資

訊估計出每個路段的預期油費與兩點之間最

低油費的行車路線，讓它除了能預測當時路況

以外，更可進一步運用在共乘系統上。過去使

用最短路徑演算法(Dijkstra)的方法中，不考慮

路段是否塞車，而我們採用 VBA*演算法來預

測道路的路況資訊並且規劃出最佳的行駛路

徑，使用「配對範圍初始與擴大演算法」、「軌

跡範圍搜尋乘客」和「起終點順向與否與覆蓋

路口的檢測」大幅且有依據的縮小搜尋配對的

乘客範圍，以降低計算的時間複雜度，並利用

「共乘配對演算法」中的時間篩選和油費篩選，

選出符合時間需求內且與未共乘的情況相比，

必為更加省油費的共乘組合。並提出「油錢分

攤演算法」公平的付費機制，無論是對於司機

或者乘客都必為更加省油費。 

在實驗模擬中，考慮許多參數包括最大

乘載人數(𝑝𝑀𝐴𝑋)、最大擴大次數(𝐸𝑀𝐴𝑋)、搜尋

乘客的擴大範圍大小(Er)…等，由數據可以發

現其效能皆趨近於最佳解 OPT，且優於論文

(TSP)同類型的共乘系統，對於演算法計算時

間也大幅縮短，其中與 OPT 方法比較更為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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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次優理論及貪婪演算法為基礎之三高患者飲食推

薦服務資訊系統 

 

 

 

摘要 

 
血壓、血脂和血糖這三種指數過高所造成

的慢性疾病嚴重影響了國人的健康，而飲食控

制是改善並且降低罹患慢性病機率的主要方

法之一，但是一般民眾對於食物營養攝取知識

的不足，只能透過簡單的經驗法則來減少攝取

不利於三高指數的食物，然而這種方式並不能

確實且正確的控制，很有可能會控制過度而造

成其它營養素的攝取不足，所以個人化的飲食

推薦系統是很重要的。然而現有的飲食推薦系

統並未針對個人的健康情形來進行推薦，而且

目前與他人共食的情形很多，很難依照系統推

薦的菜單來進行飲食控制，所以本論文提出以

次優理論及貪婪演算法為基礎的三高患者飲

食推薦服務系統，在共食當下且有限的飲食選

擇中，根據三高患者個人的健康情形，推薦對

患者最有利的飲食攝取量。 

關鍵詞：飲食推薦；次優理論；貪婪演算法。 

 

1. 前言 

 
由於醫療衛生、科技的快速進步，促使我

國國民平均壽命延長，再加上持續低生育率等

因素，致使我國人口結構產生改變[1]。1993

年，我國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為 7.09%，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的高齡化

社會（aging society）[1]。國家發展委員會的

推估資料顯示我國 2016 年的老年人口比例將

達到 13.3%，亦即人口結構中每十人就有一到

兩人是老年人口，未來還會持繼續上升，不斷

增加的高齡人口產生了許多健康與照護問

題；同時由於現代便利的生活，加上西方飲食

文化的進入、工作壓力的影響，以及生活觀念

的不同，造成飲食習慣逐漸改變，像是高鹽、

高鈉、高膽固醇、高熱量油炸食物、不當飲食

等[2]，都是引發患慢性病的原因之一，尤其以

高齡人口罹患慢性病的比例最為嚴重，如何改

善不良飲食行為或者是降低慢性病比例都是

現今醫療與研究人員想解決的問題。 

衛生福利部的統計資料顯示 2012 年我國

十大死因裡，就有五項(表 1)與高血壓、高血

糖、高血脂(以下稱為三高)有密切關係，總計

占了 31.1%，且比例有不斷成長的情形，由此

可見三高對我國民之健康的影響日益嚴重。國

民健康局在 2007 年的追蹤調查研究指出，無

論男女，三高的發生率隨著年齡之增加而增

加，換言之，高齡人口因年輕時長期的不良飲

食行為，隨著年齡增長而罹患慢性病的機率越

高；然而三高是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的飲食去做

預防或者改善，例如高血壓的患者，在營養攝

取方面必需嚴格控制鈉營養素的攝取量，並且

考慮到個人的健康狀況，來安排適合的飲食份

量，來達到改善高血壓的目的。 

三高是國人最為常見的慢性健康問題，要

改善這些慢性病問題，關鍵是要由飲食控制及

改變生活型態開始[3]。一般患者通常會選擇諮

詢營養師的專業意見來調整飲食行為，實務做

法上會要求患者紀錄每天的飲食情形，營養師

得到足夠的飲食資訊才能給出專業的分析與

建議，然而這種方法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飲

食紀錄的過程中，患者可能會缺漏或是忘記自

己吃過什麼，食物份量估計也有準確性的問

題，一般患者在沒有測量工具的輔助下，是無

法準確紀錄所吃的食物份量，紀錄的數值可能

會有極大的誤差，錯誤的飲食紀錄會導致改善

結果不理想，另外是營養師人力資源不足的問

題，通常一位營養師要分析許多病患的飲食紀

錄，但是飲食紀錄複雜且龐大，營養師需要花

費許多時間分析，才能對病患給予分析與建

議。由於科技快速發展與行動上網需求大幅提

升下，現代人對手機的依賴度越來越高，個人

隨身的主力產品由筆記型電腦轉為智慧型手

機發展[4]。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的調查

顯示我國 2014 年智慧型手機的持有率達到

65.4%，高普及率在加上智慧手機功能繁多，

具有多樣特性，又兼有近乎無限的軟體功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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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稱為 APP)。因此開發出改善飲食紀錄問

題並且提供即時性分析與飲食推薦的 APP，是

現今最好的解決方法。 

目前與飲食控制有關的 APP，種類與功能

繁多，但大多數都是以減重為目的，針對三高

疾病開發的 APP 較為稀少，並且多數只具有單

一功能且存在著不符合日常生活使用的問

題，例如推薦菜單的功能，假設 APP 分析後推

薦使用者食用蘋果，但是使用者並不會因為

APP 推薦食用，就會特地去購買蘋果，這樣的

推薦結果對使用者來說並不方便，所以這是很

不切實際的推薦；同時這些推薦菜單功能並沒

有把使用者的整體健康狀況列入分析因子，例

如高血壓的患者，專家建議要多攝取蔬果類和

低脂食物，並將鈉的攝取量限制在每天 100 

meq（2.4 公克的鈉或是 6 公克的氯化鈉）[6]，

舉例來說，假設食物 A 的鈉含量稍高，但其它

營養素含量較豐富，食物 B 的鈉含量較少，但

其它營養素含量較缺乏，若單純以鈉的含量做

為推薦因子來推薦菜單，會導致患者的營養攝

取不均衡，所以把患者的健康狀況列入推薦因

子對於飲食推薦是相當重要的。所以本研究針

對三高患者開發出個人化飲食推薦服務資訊

系統 APP，具有個人資料、私房菜單、飲食紀

錄、飲食評估、飲食推薦等等的功能，並且以

次優理論及貪婪演算法為基礎設計飲食推薦

演算法，再依據營養師的專業意見來調整推薦

因子，以提供三高患者在當下且有限的飲食選

擇中，得到一個合適的推薦結果，達到改善不

良飲食行為與降低罹患慢性病機率。 

表 1 我國十大死因與三高有關項目 

Item Percentage 

心臟疾病 11.5% 

腦血管疾病 7.3% 

糖尿病 6.1% 

高血壓性疾病、腎炎 3.3% 

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 2.9% 

 

2. 文獻探討 

 
本章節分為兩個部份，首先針對飲食推薦

有密切相關的四個面向進行探討，四個面向包

括食物辨識、食物估量、營養素分析系統、行

動醫療，最後歸納各個面向的優缺點做為飲食

推薦服務資訊系統 APP 設計的參考；第二個部

份為我們使用的次優理論與貪婪演算法之探

討，以下將依序對各個部份詳細說明。 

 

2.1 食物辨識 

 

目前許多與飲食有關的研究主要方向都集

中在食物圖像辨識上，Taichi Joutou [10]等人提

出一個自動食物圖像識別系統，同時也可以紀

錄飲食習慣。使用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演算法進行圖像分類，並使用多

內核學習(Multiple Kernel Learning, MKL)整合

多種圖像特徵，例如顏色、形狀、紋理、尺度

不 變 特 徵 轉 換 (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SIFT)等特徵，對特定五十種食物進

行識別測詴，達到 61.34%的識別率。其優點是

採用多內核學習整合多種圖像特徵，有效提升

對混合性食物辨識的正確率。M. Nilsback[11]

等人也提出使用多內核學習與支持向量機，大

幅提升對於花的種類辨識準確率。在現今的飲

食文化裡，混合性食物占了很大的比例，多內

核學習加上支持向量機的方法提升了混合性

食物辨識的正確率，這對於過去混合性食物辨

識準確率偏低的情形，是很好的一個突破。圖

的說明應置於圖的下方，而表的說明則應置於

表的上方。 

Ye He[12]等人提出一個飲食評估紀錄系

統，針對食物圖像切割會產生在分割(under 

segmentation) 或過分割(over segmentation)的

情形，使用最小生成樹(Minimum Spanning Tree, 

MST)演算法，並透過不斷的切割細化來達到切

割最佳化，再使用最近鄰居(k-nearest neighbors, 

KNN)演算法進行分群，辨識的準確率為 34%

到 63%，其優點是改善食物圖像切割會有過度

切割或者切割不完全的情形，這兩種情形的產

生都會影響食物的辨識準確率，但是其缺點就

是對於非混合性的食物，效果較為明顯，混合

性食物的辨識結果就很差。F. Zhu[13]等人也提

出對食物進行多次分割，在通過組合不同的分

割，來產生最佳分割學習，並找到分割的最佳

化，提高食物的辨識結果，由此可見圖像分割

的細緻程度，也會對辨識結果有很大的影響。 

 

2.2 食物估量 

 

目前食物估量研究大多從二維食物圖像

進行估量，少數研究提出三維的估量方法。

Parisa Pouladzadeh[14]等人提出一個食物熱量

和營養的測量系統，幫助患者與營養師可以管

理日常生活中攝取食物營養的情形。使用智慧

型手機的相機功能進行食物圖像的拍攝，並加

入 G. Villalobos [15]等人提出在食物圖像拍攝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738

http://en.wikipedia.org/wiki/K-nearest_neighbors_algorithm


時，讓拍攝者的食指入鏡的方法，以做為圖像

測量的換算基準點，從食物的上方與側面各拍

攝一張圖像，取得食物的長與寬以及高度(深

度)，接著對食物圖像進行食物切割，切割完後

使用支持向量機演算法進行分類辨識食物，非

混合性食物的辨識準確率為 85%，混合性食物

的辨識準確率為 35%到 65%，在食物辨識完

後，使用食物的長與寬以及高度(深度)來推算

出體積，並根據密度表換算出食物質量，最後

透過食物營養表換算得出食物的熱量與營養

素等資訊。該系統最大的優點是解決了過去要

使用測量卡或專用餐盤做為基準測量換算工

具的不便利性，同時該方法對於非混合性食物

的辨識與測量都具有不錯的準確性，但在混合

性食物的辨識效果就相當差了，連帶影響了測

量結果，準確率有極大的落差，食物熱量的估

計也有 1%到 10%不等的誤差。 

 

2.3 營養素分析系統 

 

御廚皇(http://www.e-kitchen.com.tw/)公司

在 2000 年成立並推出營養統計分析應用軟

體，使用衛福部開放資料之食品營養資料集，

整理龐大且複雜的營養素數據，提供使用者便

利的視窗使用者介面，該軟體可以交叉分析菜

單的營養素成份，也可以讓使用者個別建立專

案、飲食菜單、飲食紀錄，並有詳細的營養素

數據資料，對飲食紀錄有提供統計分析相關功

能，但因為需要付費且需具備相關營養知識才

能夠正確使用，雖然功能豐富，但還是有著不

便利性的問題，且目前也只有推出 PC 版本。 

 

2.4 行動醫療 

 

行動醫療的概念，原本指的是在醫療院所

中，採用行動式的醫療儀器或設備，為患者提

供更便捷的問診、檢驗等醫療的行為[7]。隨著

行動科技不斷進步，健康相關應用程式與行動

裝置結合，利用智慧型手機做自我健康管理的

人數日益增多，將有利於促進個人健康管理意

識提升。以往病患只能親自到醫療院所現場，

透過專業醫護人員得到醫療相關健康資訊，如

今即使位在偏遠地區，也能透過行動裝置取得

資訊。 

截至 2015 年 8 月，在 Google Play Store

上健康與醫療相關 APP 的內容涵蓋相當廣

泛，從一般消費者使用的計算卡路里、減重管

理、糖尿病飲食指引到專業醫療人士使用的病

患監測等，實際把 APP 下載來使用，會發現大

多數是一些功能簡單的分析或紀錄工具，例如

減重管理和運動紀錄，和疾病有密切相關的

APP 較為少數，例如蔡雙伃[8]提出一個以使用

者經驗為出發點，針對糖尿病族群進行訪談，

進一步設計適用於智慧型手機的糖尿病紀錄

管理 APP，該研究著重在於使用者經驗、人機

介面的改進，在飲食紀錄方面沒有詳細的營養

素數據，也沒有明確的飲有推薦，由此可見行

動醫療 APP 雖然有相關研究與開發，但現有的

APP 數量偏少且偏重於單一功能，對於日常生

活使用的實用性也不夠便利。 

從食物辨識、食物估量、營養分析系統、

行動醫療四個面向的探討，可以觀察出各個系

統與研究成果都有其優缺點，但是對於三高患

者飲食控制的需求，目前還是沒有一個完善的

系統，所以本研究針對三高患者開發出個人化

飲食推薦服務資訊系統 APP，食物辨識方面讓

使用者自行紀錄飲食狀況，避免食物辨識錯誤

的問題；食物估量方面使用份量的概念讓使用

者輸入，雖然沒辦法達到 100%的準確率，但

可以減少估量誤差過大的問題；營養素分析系

統方面設計個人化營養素評估功能，讓使用者

可以瞭解自身營養素攝取情形，解決需要具備

豐富營養知識與便利性的問題；行動醫療方面

設計了飲食推薦功能，提供快速且實用的飲食

推薦結果，讓使用者可以方便的紀錄與分析飲

食狀況，並依照飲食推薦結果進行飲食控制。 

 

2.5 次優理論與貪婪演算法 

 

次優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Best)[16]在 1956 年被提出，主要是應

用在經濟學領域中，其核心概念為假設一個最

優解問題，需要數個條件同時達成才能得到最

優解，如果有一個條件無法達成導致不能得到

最優解，那麼滿足剩下的條件而得到的次優

解，不一定會比滿足部份條件得到的次優解更

接近最優解，在飲食推薦因子中，包含了使用

者健康狀況、多種營養素、攝取份量等等因子

會影響推薦結果，透過次優理論的應用，我們

可以很快的得出一個推薦次優解給使用者。 

 貪婪演算法(Greedy algorithm)[17]是指在

每一步選擇中都採取當前狀態下最好或最優

(最有利)的擇選，從而希望導致結果是最好或

最優的演算法，換句話說貪婪演算法每次都是

在取得區域的最優解，而沒有去考慮全域的最

優解，在飲食的推薦計算流程中，如果要去考

慮到全域的最優解，可能會產生過於長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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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甚至有可能得不到最優解，因為有太多

的因素會去影響推薦結果，所以我們使用者貪

婪演算法在每一步的計算過程中去取得區域

最優解，在結合次優理論去得到全域的推薦次

優解，解決無法得到全域最優解的問題之外，

也大幅提高了推薦的效率。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開發出行動裝置 APP 作為使用者

的操作介面，使用時使用者需先註冊成為會

員，並且輸入個人資料與健康狀況，接下來紀

錄每天的飲食狀況並儲存在資料庫上，最後依

據飲食紀錄與個人健康狀況提供個人化飲食

營養素數據分析以及飲食菜單推薦。 

依照研究與開發流程，將本章節分為四個

部份說明，第一部份資料蒐集，首先要分析飲

食狀況和給予使用者飲食推薦，需要大量的食

物營養素數據，在來需要營養素建議攝取量數

據，才能進行計算並將營養素以數據化的方式

呈現，最後需要三高相關飲食資訊，以提供針

對個人健康狀況的飲食推薦菜單；第二部份資

料處理，在蒐集完大量的數據資料後加以整理

並建置至資料庫，在來設計營養素計算公式與

推薦菜單公式，最後在透過實際計算驗證公式

的正確性，以提供正確的分析結果；第三部份

資訊整合與系統實作，與營養師進行討論，依

據營養師專業意見調整計算公式，並檢視蒐集

資料、計算公式是否正確，最後進行 APP 實

作；第四部份系統測詴與評估，將 APP 經由朝

陽科技大學銀髮園與營養師使用，依據銀髮園

回饋意見調整系統功能，最後由營養師評估

APP 使用成效，以下依序對各個部份說明。 

 

3.1 資料蒐集 

 

在資料蒐集的部份，我們根據由營養師專

業建議，使用衛福部提供的開放資料之食品營

養資料集、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國人

常用食物的升糖指數（Glycemic Index, 以下簡

稱 GI）對照表以及由營養師提供的三高相關飲

食資訊。 

 

3.1.1 衛福部開放資料之食品營養資料集 

 

衛福部整合並提供在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之食品營養資料集(表 2)，資料集經過正規化處

理，食品營養素數據豐富且完善，內容包括食

品分類 18 類，食品種類 1500 種左右，營養素

分析項 91 項等數據，以及每 100 克營養素含

量之數據。 

表 2 食品營養資料集 

Item Value 

食品分類 穀物類 

資料類別 樣品基本資料 

整合編號 A00805 

樣品名稱 低筋麵粉 

俗名  

樣品英文名稱 
Low-gluten flour; Cake 

flour; Patent flour 

內容物描述 生,混合均勻 

廢棄率 0.0 

分析項分類 水解胺基酸組成 

分析項 脯胺酸(Pro) 

含量單位 mg 

每 100 克含量 1071.0650 

樣本數 2 

標準差 67.9742 

每單位含量 1403.0952 

 

3.1.2 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衛生署提供的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

量(表 3)，對於各個年齡層、活動強度、性別之

所需熱量、營養素訂定建議參考攝取量。將營

養素參考攝取量與營養素攝取量相減即可計

算出熱量、營養素的攝取量是否過量或者缺

乏；本研究也根據營養師的專業意見，將參考

攝取量取正負 10%做為警示攝取量範圍。 

表 3 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 

營養素 熱量(Kcal) 蛋白質(g) 

 男 女 男 女 

1-3 歲     

稍低 1150 1150 20 20 

適度 1350 1350 20 20 

4-6 歲     

稍低 1550 1400 30 30 

適度 1800 1650 30 30 

 

3.1.3 國人常用食物的升糖指數對照表 

 

衛福部提供的國人常用食物的升糖指數對

照表(表 4)。升糖指數（Glycemic Index）代表

我們吃進的食物，造成血糖上升速度快慢的數

值，GI 越高的食物，食用後越容易使血糖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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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促使胰島素分泌增加，對於糖尿病(高血糖

容易罹患)的患者有密切的影響，所以針對高血

糖患者的飲食菜單推薦，不能單純以營養素做

為推薦因子，GI 也需納入推薦因子。 

表 4 國人常用食物的升糖指數對照表 

食物種類 GI 

蔬菜類 菜豆 39±6 

扁豆 41±1   

大豌豆（夾）56±12  

胡蘿蔔 68 ± 23 

豆類 黃豆 25±4 

3.1.4 三高患者營養素建議攝取量 

以高血壓患者為例，鈉的攝取量對於高血

壓的控制極其重要，根據營養師的專業建議，

鈉的參考攝取量以減半計算，高血糖與高血脂

的重要相關營養素也以此類推，其中高血糖患

者需要嚴格控制熱量來源，避免過多的醣類(碳

水化合物)攝取，這個部份下一小節會詳細說

明，另外營養素分析的警示攝取量範圍也減半

計算。 

3.2 資料處理 

在資料處理的部份，先將食品營養資料

集、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GI 對照表匯入資

料庫，並依照營養師建議給使用者查看的營養

素項目予以保留，例如熱量、醣類、礦物質等

營養素數據，然後刪除其它不需要的資料；接

下來針對個人化分析和推薦需要建立使用者

資料表、飲食紀錄資料表，使用者資料表包括

性別、身高、體重、年齡、活動強度以及是否

有三高疾病；飲食紀錄資料表包括餐別(早餐、

午餐、晚餐)、菜單、份量以及日期，最後以這

些資料進行系統的設計與開發。 

3.2.1 營養素攝取與評估 

營養素攝取是否過量或者缺乏，對於飲食

控制是很重要的，例如卡路里的攝取過量就可

能會導致肥胖並且容易罹患三高，所以為了讓

使用者可以瞭解自己每日和每餐的營養素攝

取情形，我們設計了營養素攝取與評估的計算

方法，令每一餐為 meal，則 meal={fi:i=1…n}，

其中 fi為所吃的食物項目，設每一個食物項目

的攝取量為 wi，kfi代表在 fi食物中每 100 克 k

營養素含量，則 kfwi代表在 fi食物中所攝取 wi

克 k 營養素含量，其計算公式為： 

fi

i

fwi k
w

k 
100

  (1) 

則每一餐 k 營養素攝取量計算公式如下： 





n

i

fwimeal kk
1

  (2) 

透過上面的計算公式，我們可以計算出每一餐

k 營養素攝取量，其中 k 可以是蛋白質、維生

素、礦物質等任意營養素，接下來只要和 k 營

養素參考攝取量相減，就可以瞭解使用者的營

養素攝取情形是否適當。 

根據營養師的建議我們將三餐營養素適

當的攝取比例設為 tj，其中早餐設為 t1=35%、

午餐設為 t2=35%、晚餐設為 t3=30%，接著以

使用者個人資料和身體狀況設定營養素參考

攝取量為 kp，則每一餐 k營養素與每一餐 k 營

養素參考攝取量差額的計算公式為： 

kdiff = kp  tj – kmeal       (3) 

其中 tj的值是根據三餐餐別而定，在根據營養

師的專業建議將營養素參考攝取量的警示範

圍設為參考攝取量的正負 10%，公式如下： 

kth = kp  10%  tj             (4) 

最後將警示參考攝取量 kth 對照公式(3)產生營

養素評估結果： 

















攝取不足

攝取過量

攝取正常

         -  

             

  -

thdiff

thdiff

thdiffthdiff

eval

kk

kk

kkandkk

k    (5) 

透過上面公式的計算，使用者可以瞭解營養素

攝取量是否適當，也可以觀看數據呈現飲食攝

取量與參考攝取量。 

3.2.2 飲食推薦與推薦攝取量 

飲食控制對於三高患者極其重要，但是要

設計一個可以套用在三種疾病的飲食菜單推

薦公式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有太多的變數

會影響到推薦結果，在衡量三種指數所需控制

的營養素之後，我們針對高血糖患者並以糖尿

病為例來設計飲食菜單推薦公式。糖尿病在我

國十大死因中為所占比例最高的單一疾病，糖

尿病通常由高血糖所引起，且需要嚴格的飲食

控制才能改善病情。糖尿病需以正常飲食為基

礎，調整熱量、蛋白質、脂肪及醣類的攝取，

達到血糖控制的目地，其中糖尿病患者的熱量

建議攝取來源為醣類(含膳食纖維)占 50%到

60%，蛋白質占 12%到 20%，脂肪(含膽固醇)

則是需小於 30%[9]，設醣類為 x、蛋白質為 y、

脂肪為 z，熱量參考攝取量為 kc，假設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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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占熱量攝取來源比例為 6：2：2，則糖尿病患

者單一餐營養素參考攝取量公式為： 

x = kc  tj  60% ÷ 4 

y = kc  tj  20% ÷ 4      (6) 

z = kc  tj  20% ÷ 9 

其中除 4 或是除以 9 是為了轉換為公克數以便

於和飲食菜單的統計營養素進行評估，如同公

式(4)的警示範圍，糖尿病患者也是以正負 10%

做為警示範圍，公式如下： 

xth = kc  tj  60% ÷ 4  10% 

yth = kc  tj  20% ÷ 4  10%         (7) 

zth = kc  tj  20% ÷ 9  10% 

在計算完糖尿病患者的營養素參考攝取量與

警示範圍之後，為了解決共食問題與日常生活

使用的便利性，我們事先建好日常生活中常見

的飲食菜單，使用者只要在 APP 建立飲食紀

錄，系統就可以針對每一筆紀錄進行推薦分

析。首先單一筆飲食紀錄透過公式(1)可以計算

每一道菜單 k 營養素含量設為 m，公式(2)可以

計算單一筆紀錄全部菜單 k 營養素含量設為

n，然後只保留 k 營養素中的 x、y、z 做為與公

式(7)進行評估的項目，產生評估結果的公式如

下： 

xn > + xth or xn < -xth x 需要調整  

xn < + xth and xn > -xth x 正常攝取  

yn > + yth or yn < -yth y需要調整 
(8) 

yn < + yth and yn > -yth y正常攝取 

zn > + zth or zn < -zth z 需要調整  

zn < + zth and zn > -zth z 正常攝取  

在得到評估結果後，接下來依據評估結果進行

飲食推薦，但是在得出推薦之前，必需先瞭解

一個概念，要把每一項營養素的攝取量控制在

合適的範圍裡，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有太多

的變數會去影響到調整的結果，或者是某些食

材特定營養素的含量偏高，都會使調整的結果

產生很大的變化，而且要找到一個最優解的飲

食推薦是非常費時的，甚至無法找出最優解，

另外在調整主要營養素(醣類、脂肪、蛋白質)

的攝取量時，其它營養素(維生素、礦物質)的

均衡攝取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本研究提出以次

優理論及貪婪演算法為基礎的飲食推薦演算

法－次優平衡演算法：設 P 是使用者資訊包括

年齡、高血糖、生活型態，S=[s1,s2,…,sm]為我

們所預先要評估的營養素，其中 s1 是醣類，s2

是蛋白質，s3 是脂肪，R=[r1,r2,…,rm]為對應 S

的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攝取量，V=[v1,v2,…,vn]

為菜單，是一個向量，裡面是食材的編號，透

過編號查詢食材的營養素含量，U=[u1,u2,…,un]

為相對應於菜單 U 的份量，VM ={vmij : for i=1 

to N for j=1 to M} where i 代表每一道菜單， j

代表營養素，SVM={svmj : for j=1 to M} 

svmj=sum(VMij : for i=1 to N)為一個向量，代表

單一筆飲食紀錄的各個營養素攝取總量，

W=[w1,w2,…,wn] 為推薦的係數，H 為權重，

演算法虛擬碼如下： 

表 5 次優平衡演算法虛擬碼 

function Rcommendation 

01 input: P 

02 output: B 

03 set W all 1, H=0.9 

04 P→R 

05 V,U,W→VM 

06 VM→SVM 

07 while H<0.1 

08  if svm1><xth 

09 Let Max(vmi1) is vmk1 

10   Wk=(svm1–r1)/vmk1 

11   VMkj= VMkj×(1–Wk)×H 

12   VM→SVM 

13   Let Max(rj/svmj) is vmim 

14   Let Max(vmim/vmi1) is vmkj 

15   Q=vmkm/VMdiff×(1-VMdiff)+1 

16 VMkj= VMkj×Q×H 

17 VM→SVM 

18 H=H×0.9 

19  if svm2><yth 

20 repeat 09~18 and 1 to 2 

21 if svm3><zth 

22 repeat 09~18 and 2 to 3 

23 output V,W 

24 end 

其中 H 為一個遞減的曲線，是為了在不斷的調

整過程中減少影響幅度，避免產生推薦結果異

常的情形，演算法第 13 行裡 j 的範圍為 4 到

M，並不包含醣類、蛋白質、脂肪，該行是為

了找出最需要調整的營養素，第 14 行則是為

了找出調整其營養素影響最小的菜單，第 15

行裡 VMdiff 為上一次的調整比例，第 8 到 12

行是針對主要營養素的調整，第 13 到 17 行是

在每一次調整完主要營養素之後(調整的順序

是依據對高血糖患者的重要性，依序為醣類、

脂肪、蛋白質)，根據調整的量來調整其它營養

素(最需要調整的一項營養素)，進而達到平衡

的調整，最後為了快速得出推薦結果，我們設

了 H 的門檻值為 0.1，當 H 小於 0.1 時對推薦

結果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讓調整的過程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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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而不會出現大幅度的變化。 
 

3.3 資訊整理與系統實作 

 

為了提供正確的飲食推薦服務資訊，本研

究由朝陽科技大學健康中心營養師提供專業

知識的諮詢與建議，資料蒐集上提供我們專業

資料來源和營養素的基礎知識，在菜單推薦公

式的設計上也提供食物營養代換的專業建

議，除此之外也同時協助菜單推薦結果的評

估，我們希望飲食菜單推薦結果能和營養師所

推薦的結果相近甚至一致，讓系統能夠具有專

業性來減少營養師負擔和提供使用者便利的

專業推薦。 

在系統實作方面本系統採用 Android 4.0.3

進行開發，蒐集與整理的資料建置在 MySQL 

Database，並使用 Microsoft WebService 進行

APP 與 Database 的資料存取，以確保資料的安

全性。在 APP 介面的設計上非常簡潔，讓使者

可以依直覺進行操作(如圖 1 左邊所示)。APP

功能的部份我們設計了五個功能，分別為個人

資料功能：使用者輸入性別、身高、體重、年

齡、活動強度以及是否有三高等資訊(如圖 1 右

邊所示)，蒐集這些資訊可以進行個人化營養評

估與飲食推薦；私房菜單功能：由管理者統一

建立菜單，使用者可以觀看管理者所建立的菜

單名稱、食材、重量等資訊(如圖 2 左邊所示)；

飲食紀錄功能：使用者輸入日期、餐別、食用

的菜單以及份量等資訊並建立紀錄(如圖 2 右

邊所示)；營養評估功能：分析熱量、蛋白質、

碳水化合物、脂肪、膳食纖維、糖類、膽固醇、

維生素(A、B1、B2、B6、B12、C、E)、礦物

質(鈣、鐵、鎂、磷、鉀、鈉、鋅)等共 21 項營

養素的攝取情形，並且可以選擇分析單一餐或

一日的攝取情形(如圖 3 左邊所示)；飲食推薦

功能：使用者只要設定餐別與時間，便可以針

對特定的飲食紀錄進行推薦分析，最後顯示出

推薦結果(如圖 3 右邊所示)。 

 

圖 1 主選單(左)和個人資料(右) 

 

圖 2 私房菜單(左)和飲食紀錄(右) 

 

圖 3 營養分析(左)和飲食推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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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系統測測與評估 

 

朝陽科技大學銀髮園，是由朝陽科技大學

銀髮產業管理系附設的日間托老服務，也是全

國第一家托老服務中心，園內大約有二十名長

者，其中有部份長者患有三高疾病，由於是使

用團體生活的方式進行管理，所以午餐是採取

團膳的方式，因此無法依個別長者的身體健康

狀況提供個人化午餐。我們在朝陽科技大學銀

髮園對多名長者進行營養素攝取分析的實際

測詴，並對一名患有三高疾病的長者進行飲食

菜單推薦測詴，銀髮園在經過實際測詴後給予

我們反饋意見，在根據反饋意見進行功能修

改、調整，飲食菜單推薦部份則會在與營養師

進行推薦的比較，最後由營養師評估飲食推薦

的成效。 

 

4. 實驗結果 

 
實驗的部份是針對朝陽科技大學銀髮園

的午餐菜單進行測詴 銀髮園內的菜單都是由

委由營養師設計，但是因為是共食，所以只能

針對一般健康情形的長者進行菜單設計，無法

針對高血糖患者個別設計菜單與調整烹飪方

式，因此我們請在銀髮園內照顧長者們的同學

測詴飲食推薦服務系統 APP，進行菜單建置和

飲食紀錄，並且分析營養素攝取情形，讓同學

們協助長者們調整飲食狀況，同時我們針對一

名患有高血糖的長者，與營養師一起進行飲食

推薦的測詴，最後由營養師評估飲食推薦的成

效。 

首先我們蒐集了全部長者的個人基本資

料(表 6)，包含性別、身高、體重、年齡、活動

強度以及是否有三高，同時蒐集銀髮園兩周工

作日的午餐紀錄(表 7)，包含菜單名稱、食材以

及份量，因為是團膳的關係，所以菜單的份量

是整道菜的總重量，在計算上我們會除以實際

出席人數取平均值。接下來對患有高血糖的長

者 2 進行飲食菜單推薦測詴，在飲食推薦的計

算之前，我們需先排除不完整的營養素資料，

排除的營養素包括膳食纖維、糖質總量、膽固

醇、鉀、鈉五項營養素，然後將表 7 透過公式

(1)和公式(2)計算出營養素的含量(表 8)，再透

過公式(6)和公式(7)計算高血糖長者午餐的熱

量來源建議攝取量和警示範圍(表 9)，最後把公

式(8)的評估結果和表 8、表 9 代入表 5，經過

次優飲食推薦演算法的計算，得到長者 2 午餐

的飲食推薦結果(表 10)。 

表 6 銀髮園長者基本資料 

 長者 1 長者 2 

性別 男 女 

年齡 89 86 

身高 156.7 159.3 

體重 73 62.9 

活動強度 稍低 稍低 

高血壓 無 無 

高血糖 無 有 

高血脂 無 無 

表 7 銀髮園午餐菜單內容 

菜單名稱(27 人份) 食材 

飯 白飯：4131 克 

木耳炒肉絲 豬肉條：835 克 

木耳：590 克 

低納鹽：24 克 

調合花生油：14 克 

塔香茄子 茄子：1440 克 

九層塔：30 克 

蒜苗：24 克 

調合花生油：21 克 

醬油：14 克 

低納鹽：36 克 

玉米彩椒 甜椒(黃皮)：284 克 

甜椒(紅皮)：240 克 

甜椒(青皮)：260 克 

甜玉米：680 克 

調合花生油：49 克 

金沙豆腐 傳統豆腐：1200 克 

鴨鹹蛋黃 ：50 克 

調合花生油：49 克 

蕃茄蛋花湯 紅番茄：630 克 

雞蛋(白殼)：618 克 

低納鹽：60 克 

表 8 銀髮園午餐營養素含量 

菜名 蛋白質(g) 醣類(g) 脂肪(g) 

飯 4.73 62.75 0.38 

木耳炒肉絲 13.67 10.28 2.58 

塔香茄子 0.76 3.17 0.89 

玉米彩椒 1.21 6.43 2.09 

金沙豆腐 4.20 2.68 4.21 

蕃茄蛋花湯 3.12 1.35 2.17 

總計 27.68 86.66 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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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長者 2 熱量來源建議攝取量 

 蛋白質(g) 醣類(g) 脂肪(g) 

公式(6) 22.75 68.25 10.11 

公式(7)+10% 25.03 75.08 11.12 

公式(7)-10% 20.475 61.425 9.1 

表 10 長者 2 午餐推薦結果 

菜單名稱 推薦結果 

飯 減量 26.40% 

木耳炒肉絲 正常攝取 

塔香茄子 正常攝取 

玉米彩椒 正常攝取 

金沙豆腐 增量 8.09% 

蕃茄蛋花湯 正常攝取 

 產生了推薦結果後，評估推薦結果的好壞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為這會影響使用者的健

康情形，我們以一個簡單的評估方式來評估推

薦的成效，觀察營養素的變化是最客觀且有效

率的評估方式，我們將評估結果分成三種情

形，第一種情形 improve：代表的是調整後的

營養素是往理想值(標準建議攝取量)的方式去

調理，第二種情形 still：調整後沒有變化或者

往較差的方向去調整，但調整的幅度在 10%以

內，就都歸類為 still，第三種情形 bad：往壞的

方向去調整，調整幅度超過 10%，又或者是原

先在理想值的正負 10%內，但調整後超出該範

圍，都歸類為 bad，評估的結果如表 11 所示，

可以看到有 56.25%的營素素都是呈現改善的

情形，且都沒有出現 bad 的情形，證明本研究

所提出次優飲食推薦演算法可以有效針對高

血糖患者進行一個良好的飲食推薦。 

表 11 銀髮園午餐營養素含量 

營養素 調整前 調整後 理想值 評估 

熱量(Kcal) 568.32 499.40 455.00 improve 

蛋白質(g) 27.68 26.77 22.75 improve 

醣類(g) 86.66 70.31 68.25 improve 

脂肪(g) 12.32 12.56 10.11 still 

維生素 A(ug) 733.22 737.02 175.00 still 

維生素 B1(mg) 0.42 0.41 0.32 improve 

維生素 B2(mg) 0.32 0.32 0.35 still 

維生素 B6(mg) 0.58 0.56 0.56 improve 

維生素 B12(ug) 0.66 0.67 0.84 improve 

維生素 C(mg) 46.87 46.51 35.00 improve 

維生素 E(mg) 5.09 5.25 4.20 still 

鈣(mg) 115.06 119.80 350.00 improve 

鐵(mg) 3.53 3.55 3.50 still 

鎂(mg) 78.35 76.66 105.00 still 

磷(mg) 375.28 364.59 280.00 improve 

鋅(mg) 3.72 3.48 4.20 still 

 

5. 結論 

 
本研究開發出以次優理論及貪婪演算法

為基礎之三高患者飲食推薦服務資訊系統

APP，我們設計並且實作了針對三高患者的個

人化飲食推薦系統，有別於現有系統的推薦服

務，在當下且有限的飲食選擇中，根據個人的

健康情形，推薦對患者最有利的攝取量，除了

飲食推薦之外也實作了個人資料、私房菜單、

飲食紀錄、營養評估，也避免食物圖像辨識錯

誤，透過份量的概念減少食物估量誤差，完成

兼具個人化、便利性、符合日常生活使用等優

點的飲食推薦服務資訊系統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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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健康管理照護平台使用行為之實證研究 

 

 

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口老年化、慢性病的

盛行與自我健康管理的意識抬頭，市上也出現

許多雲端健康管理照護平台，其共同的信念就

是，藉由自我健康管理，進而維持健康的身

體。「健康便利站」提供像 ATM 便利及普及的

複合式量測儀器和個人專屬之雲端健康帳

戶。然而，使用人數之比例卻不高。故本研究

將結合健康信念模式、科技接受模式以及信任

理論，更深入的探討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與其

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研究結果發現

使用者之信任會正向影響其認知易用性與有

用性，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使用者的認知有

用性與態度，認知有用性會正向影響使用者的

態度與行為意圖。另外，自覺行動障礙、自覺

行動效益、行動線索會正向影響使用者的行為

意圖。 

關鍵詞：雲端健康管理照護平台、健康便利

站、健康信念模式、科技接受模式、信任。 

 

Abstract 
 

Owing to the advance of technology, aging 

of population, high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rising awareness of self-health 

management, the cloud healthcare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on the 

market. Health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HATM) 

provides people with convenience and composite 

measuring instruments. There is also offers 

personal and exclusive cloud health accounts. 

However, the percentage of usage is insuffici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combine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trust to investigate the affecting factors in 

behavioral inten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was affected by 

trust, perceived usefulness was affected by 

perceived ease of use, user’s attitude was affected 

by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was affected 

by perceived usefulness, attitude, perceived 

barriers to taking action, perceived benefits of 

taking action and cues to action. 

Keywords: cloud healthcare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health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health 

belief model,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rust.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全球人口快速老化，2010 年老年人口占總

人口比率已達 10.7%，根據行政院經濟建設委

員會人力處報告預估，台灣將於 2017 年成為

高齡社會、2025 年成為超高齡社會，也將成為

亞洲最高齡國之一，相較於歐、美、紐、澳等

國家，我國高齡化速度相對快速(行政院經濟建

設委員會，2011)。生育率降低造成老年人口增

加，相對的罹患慢性病的人口也隨之增加，面

對高齡化社會、慢性病的罹患率提高，所帶來

的社會問題必須設法應變，預防醫學之三段五

級的概念告訴我們，提早預防、早期發現早期

治療。 

早期國人只能在醫院測量生理數據或自

行購買測量儀器，在家自行量測血壓或其它生

理數據，結果再以紙本紀錄，就像早期紙本病

歷一樣，會有筆誤、資料不健全、攜帶不方便、

儲存、遺失、環保等問題發生。傳統的高血壓

管理方式就是患者定期回診並量血壓，但在家

中並未能定期量測血壓，若可以利用資訊科技

產物來輔助病患自己測量血壓，就可加強其高

血壓自我管理之效能。隨著資訊科技的發展和

遠距健康照護的發展，醫療相關產業對個人健

康記錄(Personal Health Record, PHR)之發展越

來越感興趣，透過網際網路的遠距醫療保健，

進而提高健康照護質量、降低醫療費用(Liu, 

Tsai, & Jang, 2013)。 

黃維民 李蕙伃 蘇雅涵 林幸誼 孫傳峯 

國立中正大學資

訊管理學系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醫

療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 

國立中正大學醫

療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 

國立中正大學醫

療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 

國立中正大學醫

療資訊管理學系

碩士班研究生 
wmhuang@ 

mis.ccu.edu.tw 

fairy-pooh@ 

hotmail.com 

sea00036er@ 

gmail.com 

evalmagic@ 

yahoo.com.tw 

st9203999@ 

hotmail.com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747



目前無論是政府機構或是民間機構，皆開

發出各式各樣網頁版、行動裝置版之健康照護

平台，透過個人自行測量生理數據後，再將生

理數據上傳至雲端平台或系統上，接著儲存、

分析，民眾可自行登入查詢個人的生理數據和

趨勢，經專業判斷後，還可以自動發出提醒長

時間未使用或異常通知(Hsu, Hsieh, Lo, Hsu, 

Cheng, Chen, & Lai , 2011; Liu, & Holroyd, 

2012)。 

目前台北市政府推動一套雲端健康照護

之健康便利站，在許多定點架設健康便利站，

提供民眾血壓、血氧、體溫、身高、體重、BMI、

體適能等等測量設備，民眾只需透過悠遊卡或

台北卡做為個人的身分辨識，以卡號做為身

分，不需直接提供個人身分證字號等，就可在

健康便利站量測生理數據，量測後資料會自動

上傳至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健康雲端資訊服務

平台，除了可以當場使用健康便利站查詢歷史

生理數據、趨勢圖等，若民眾使用的是台北

卡，亦可建立專屬的健康管理帳戶，平時在家

也可以查詢其生理數據之紀錄、分析趨勢，做

好自我健康管理。 

 

1.2 研究動機 

 
國內遠雄二代宅、中興保全、新光保全、

遠傳電信等等，也引入了遠距照護的理念，民

眾在家中測量血壓、血糖、體重等生理數據，

上傳至服務機構的中央伺服器，就可以隨時在

網站上查詢其生理數據，系統也能發出異常通

知。然而，這些服務都需要付費，導致使用人

數上有所限制。台灣因為實施全民健保，納保

率超過 99%，民眾利用醫療服務的障礙不大，

都會區的醫療資源尤其充足，現行以健康管理

和諮詢衛教為主的遠距照護模式，一般民眾的

付費意顧不高(李卓倫、陳文意、陳慈純、洪弘

昌，民 102)。此外在其它相似之研究結果也表

示，其樣本中願意每月付費使用遠距健康照護

者只占 13%，且費用在 1,000 元以下，也有研

究表示，雖然遠距健康照護有助於降低醫療成

本、減輕照護人員的負擔，但是民眾每月願意

接受付費範圍之最高為 15.30 美元(林淑霞、劉

榮宏、殷偉賢、陳冠群、葉明陽、蔡勝國、陳

俐，民 98 ; Chang, Chen, & Chang, 2009)。 

雖然透過資訊科技技術進行自我健康管

理的方式有很多，如：居家式、穿戴式等等，

但多數都需要付費才能使用。本研究希知道望

民眾在無經濟壓力下對使用健康便利站與其

雲端健康照護平台的使用意圖為何？故選擇

「健康便利站」做為本研究樣本者所使用之平

台，其近似社區式健康照護。 

 

1.3 研究問題與目的 

 
研究以未曾使用過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

健康管理平台之服務的一般民眾為受測對

象，探討他們對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健康管理

平台的使用意圖。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HBM)常被用來解釋或預測人的預防性

健康行為，在解釋健康相關行為中，健康信念

模式是最常被採用的模型之一。在多數健康照

護平台之相關研究中，都只針對使用者是否接

受新科技以及系統效能等進行探討，對於健康

信念部分較少著墨。「健康便利站」不只是一

個融入自我健康管理的新觀念，同時也導入資

訊科技的技術，所以本研究採用健康信念模式

探討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之信念，同時結

合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探討影響民眾對健康便利站之雲端管

理照護平台的接受度為何？對於雲端管理照

護平台之信任會不會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

站之雲端管理照護平台的認知易用性、認知有

用性造成影響？同時評估健康信念以及是否

接受新科技，接著再探討以上原因影響民眾對

於使用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

使用意圖其主要原因為何？ 

 

2. 文獻探討 

2.1 慢性病 

 
慢性病是指長期、持續、多數無法治癒的

疾病，不一定會發病，但是會為身體帶來疾病

的威脅。慢性病又稱為現代文明病或是生活型

態病，最常出現在中老年人身上，然而時代的

變遷、生活、飲食習慣的改變，慢性病患平均

年齡逐年降低。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指出，2008 年全球

5700 萬死亡人口中，心臟病、肺部疾病、癌症

與糖尿病之死亡人數約占 63%，超過總數之一

半以上，所構成之威脅比愛滋病、結核病等傳

染性疾病還要大。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資料統

計顯示，除了高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連續上

榜，其致死的死亡時間也有逐年縮短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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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高警覺，做好慢性病預防與保健。 

慢性病的種類約有 100 種，最常見的就是

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心血管及腦血管疾

病、肝炎等等。對於慢性病患而言，雖然慢性

病不會對生命有立即的危險，卻會帶來諸多負

擔，如：能力喪失、經濟壓力、生活改變等等

（Chodosh, Morton, Mojica, Maglione, Suttorp, 

& Hilton, 2005）。根據統計，台灣在 2012 年之

健保門診慢性病藥費共 681 億元，其中高血

壓、糖尿病、及高血脂藥費分別占 257 億元、

87 億元以及 25 億元，占門診慢性病藥費之

54%(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3)。這對整

體社會經濟負擔及國人健康之影響極大，所以

我們應當做好慢性病預防的措施。慢性病的預

防除了透過飲食控制外，規率的運動、做好自

我健康管理和定期檢查，也有利於控制病情。

但慢性病自我管理是件複雜的事，需要與病患

的日常生活做整合 (Lin, Anderson, Chang, 

Hagerty, & Loveland- Cherry, 2008)。 

 

2.2 自我管理 

 

自我管理最早出現在 1960 年代之氣喘兒

童研究計畫中，自我管理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

術語，對於行為的干預以及用於對健康的行

為，由其是對慢性病的管理(Lorig, & Holman, 

2003)。自我監測之日記簿於農村社區民眾之減

肥效果有顯著的影響(Wang, Fetzer, Yang, & 

Wang, 2012)。有專家研究發現，透過自我監

測，可以有效控制高血脂病患之血脂肪與體脂

肪，也有學者在國內慢性病的自我管理之研究

提到：「自我管理是以病人為中心，個案在自

我管理學習中學習自我監測症狀、日常行為與

測量血糖、血壓、體重、尖峰吐氣流速等指標，

並透過自我紀錄或上網登錄，藉由自我判斷確

定問題，針對問題設立目標，並與專業健康照

護人員溝通與回饋，可以有效改變其生活型態

且提升慢性病管理成效」(郭嘉琪、王秀紅，民

101)。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遠距照護系統也

開始流行，透過特定的儀器與系統，患者不用

到醫院也可以輕鬆的測量、紀錄、分析其生理

數據，透過持續的自我監測以及衛教資訊，可

以提高病患對於自我管理以及自我照護之效

能。 

 

2.3 個人健康紀錄 

 

個人健康紀錄(Personal Health Records, 

PHRs)最早在 1990 年代末期，用於提供慢性病

旅行者在突發狀況緊急就醫所需，由於旅行者

就醫之醫療照護單位與原本不同，為了確保病

患能夠得到最好的照護，必須提供就醫單位有

關個人完整的健康紀錄(Wang, Lau, Matsen, & 

Kim, 2004)。個人健康紀錄為一種個人專屬，

且非醫療機構所有的醫療資訊紀錄，內容有個

人的疾病歷史紀錄、醫療照護人員之紀錄、檢

驗檢查紀錄，也包括個人的運動習慣、飲食偏

好、自行量測之血壓與血糖值等等。根據

Markle 基金會在 2003 年之期末報告中對於個

人健康紀錄在美國未來之主要發展架構為：個

人健康紀錄包含個人終身的健康資訊、能夠與

健康照護者訊息交換、不受時間與地點之限

制、隨處可查詢、隱密且安全的。 

個人健康紀錄在 21 世紀開始蓬勃發展，

且目前正於醫療產業與資訊科技產業發展合

作階段，但是個人健康紀錄未來必須要得到相

關認證，其認證必須包含隱私性、安全性、互

用性與功能性，並且保證其優良的品質，所以

採用國家標準將會是必要的 (Kim, Jung, & 

Bates, 2011)。 

 

2.4 健康便利站 

 

台北市衛生局為了增進民眾自我健康管

理的能力，於是成立了「健康便利站」，並提

供友善之血壓、血氧、體溫、身高、體重、體

適能等複合式健康量測儀器以及語音操作提

醒，鼓勵民眾定期測量其相關生理數據。此服

務只需要透過台北卡或悠遊卡作為個人身分

識別，測量後之生理數據會透過網路存入雲端

健康系統，同時於現場的螢幕即時顯示該次量

測結果。 

民眾可以在健康便利站列印當次量測之

生理數據，也可以透過網路連線功能查閱歷史

數據與其趨勢。除此之外，使用台北卡之民

眾，可以至健康雲端資訊入口網站註冊專屬的

雲端健康帳戶，民眾平時可以透過網路，自行

前往關心自己的生理趨勢，做好自我管理與監

測，此平台也有提供衛生教育、歷史生理數據

查詢、異常通知、主動關懷等功能。 

健康便利站之服務地點包括：台北市 12

區健康服務中心、台北市政府、公務人員訓練

處、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及其分院、財政資源中

心、國泰人壽台北第一行政中心、忠孝復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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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台北市衛生局，2014)。 

國外近年也陸續推出許多類似的健康服

務站或健康亭，免費提供民眾量測身高、體

重、血壓、視力等等，其分佈點座落在藥局、

商場、零售商店等等，民眾使用 USB 或是晶片

卡進行身份辨識，可以在透過 ATM 風格之介

面進行健康紀錄的查詢與更新，這些健康服務

站也提供健康管理平台讓民眾可以隨時進行

管理，並且符合健康保險可攜性和責任法案
(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HIPAA)之規定。這些健康服務站被認為是為那

些無法上網或是沒有電腦的人所設計的，而健

康服務站這項服務使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健康

狀況(Nicholas, Huntington, & Williams, 2002)。 

根據學者研究，使用者對於社區健康服務

站的第一個反應普遍都是都是正向的。民眾認

為，透過社區健康服務站之血壓自我監測可以

有效幫助他們和其健康照護者一貣改善自己

的健康狀況，他們相信基層醫療院所也會支持

健康服務站之自我血壓監測，透過此服務也可

降低他們就醫的必要。但是，使用者也會關心

其健康數據是如何提供給健康照護者且是否

會被竊取，此問題應該預先做好解決之道
(Courteny, Lingler, Mecca, Garlock, Schulz, Dick, 

& Olshansky, 2010)。 

 

2.5 健康信念模式 

 

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 HBM)

是研究健康行為的理論之一，可以被用來解釋

或預測人的預防性健康行為，在解釋健康相關

行為中，健康信念模式是最常被採用的。在

1950 年代雖然有顯著數量的人知道健康的風

險，但卻選擇忽略預防措施或是採用錯誤方法

來預防，未能有效的說服民眾預防健康的概

念，令當時的健康傳播學者感到受挫。有鑑於

此原因，由 Rosentock、Hochbaum 與 Kegels

之社會心理學家開始進行研究與探討。 

健康信念模式主要的原始架構包含：自覺

罹患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自覺嚴重性

(Perceived Seriousness) 、 自 覺 行 動 效 益

(Perceived Benefits of Taking Action)、自覺行動

障礙 (Barriers to Taking Action)與行動線索

(Cues to Action)、其它修正因素，如：人口學

變項、社會心理變項、結構變項等等。 

Rosentock et al.(1988)，提議將自我效能

(Self-Efficacy)之變項加入健康信念模式中，將

會帶來更好的解釋效果，此後自我效能常被加

入健康信念模式中進行探討，並且得到了正面

的支持(Kelly, Zyzanski, & Alemagon, 1991)。 

 

2.6 信任 

 
Giffin 將信任定義為，在不確定是否有風

險之情況下，依然相信對方，期望能到到目標

(Giffin, 1967)。在風險和不確定性之下，期望

得到正面的結果，也就是在信任者對被信任者

之信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很多領域之研

究也都和信任有關，如：市場行銷、財務金融、

資訊系統、政治學、通信傳播、心理學、社會

學、醫療保健等等(David, Mayer, & Davis, 

2007)。 

有學者將信任定義為對網站提供者的能

力、善意、完整性的依靠程度(Gefen, Karahanna, 

& Straub, 2003)。不願提供個人之健康信息於醫

療保健服務之網站，主要原因為個人對於信息

之信任(Bansal, Zahedi, & Gefen, 2010)。有學者

將健康網站分為十種不同之類型，包括入口網

站、互助團體網站、慈善團體網站、政府網站、

醫藥網站、銷售網站、個人網站、醫學資料庫、

媒體網站以及醫師網站，並研究信任是如何影

響他們對於健康網站之使用(Vega, Montague, 

& DeHart, 2012)，另外，也有研究中也證實，

信任和風險會影響民眾使用健康資訊網站之

意圖(Song, & Zahedi, 2007; Rains, 2007; Yi, 

Yoon, Davis, & Lee, 2013)。 

 

2.7 科技接受模式 

 

為了預測使用者對於使用新科技的接受

程度，並解釋這些使用者的實際行為模式，於

是 Davis(1989)將 Fishbein 與 Ajzen(1975)的理

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做為基礎，並加入認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以及認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

之兩大構面，特別針對科技使用之行為發展出

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 

科技接受模式是專門用來探討使用者面

對新的科技時，是否會因為系統之效能或特

性，進而影響其使用態度以及意圖，同時為此

做預測及解釋。科技接受模式之變數包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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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認知易用性

(Perceived Ease of Use)、態度(Attitude)、行為

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實際使用系統與外

部變數(External Variables)。根據研究發現，加

入外部變數之科技接受模式，可以更深入探討

影響科技接受的主要因素(Yarbrough, & Smith, 

2007)。 

過去學者研究中可以發現，TAM 可以用

來探討許多不同的資訊領域，如：E-mail、電

子商務、資料庫、醫院資訊系統、遠距照護系

統、支援決策系統、專家支援系統等等，可用

範圍非常大(Lee, Kozar, & Larsen, 2003)。雖然

科技接受模式已被大量使用，但科技接受模式

本身就是專門用來探討及預測使用者對於使

用新科技的接受程度，並解釋這些使用者的實

際行為模式，所以在科技接受的行為研究中，

科技接受模式會優於同樣能用來探討行為意

圖之理性行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 與計畫行為理論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主題為「對健康管理照護平台使

用行為之實證研究」，民眾使用健康便利站測

量其生理數據，這些生理數據將被儲存於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民眾可以透過此平台進行自我

健康監測以及管理等，進而預防疾病的發生以

及 疾 病 之 穩 定 控 制 。 故 本 研 究 以

Rosenstock(1974) 提 出 的 健 康 信 念 模 式 與

Davis(1989)提出之科技接受模式為主要架

構，並且加入外部變數「信任」進行研究，如

圖 1 所示。 

 

3.2 研究假說 

 
自覺疾病威脅對使用意圖之影響：自覺疾

病威脅括自覺罹患性以及自覺嚴重性，當個人

覺得自我健康受到威脅時，會採取正向的健康

行為。自覺罹患性是指個人對於罹患疾病之可

能性的主觀評估，自覺罹患性越強則越容易採

取預防之行動，以降低疾病之發生率。自覺嚴

重性是指個人對於罹患疾病之嚴重性的感

受，如：死亡、疼痛等等，同時也涵蓋個人罹

患疾病後對工作、家庭、生活、人際及社會關

係所造成的影響。自覺嚴重性越高則越容易採

取行動，以減少疾病發生之嚴重性。 

Rosenstock et al.(1959)研究結果顯示，成

年人對於小兒麻痺預防接種之自覺罹患性會

正向影響其預防接種之行為意圖。自覺罹患性

與自覺嚴重性會影響男性接種B肝疫苗之意圖 

(DeWit, Vet, Schutten, & Steenbergen, 2005)。自

覺罹患性以及疾病威脅是影響糖尿病病患者

使用糖尿病相關醫藥保健服務的主要關鍵
(Pinto, Lively, Siganga, Holiday-Goodman, & 

Kamm, 2006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a：自覺罹患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

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H1b：自覺嚴重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

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自覺期望對使用意圖之影響：自覺期望包

括自覺行動效益以及自覺行動障礙。自覺行動

效益指個人評估採取行動後是否能夠有效降

低疾病發生率以及嚴重性，當自覺行動效益越

高時，越容易採取預防之行動。當個人認為採

取某項行動是有益的之後，會自我評估一旦採

取此行動後，其過程會發生障礙，如：費用、

疼痛、副作用等等，稱為自覺行動障礙，自覺

行動障礙越高時，就會降低個人採取預防行為

之意圖。自覺行動效益與自覺行動障礙兩項最

能解釋預防性健康行為之意圖(Tanner-Smith, 

& Brown, 2010)。呂與戴(2013)自覺行動障礙會

負向影響民眾参與 B 型肝炎預防之行為意圖。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2a：自覺行動障礙會負向影響民眾對於

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

圖。 

H2b：自覺行動效益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

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

圖。 

行動線索對使用意圖之影響：在健康信念

模式中，可以促使個人採取某健康行為之因子

或線索稱為行動線索，行動線索會對採取某健

康之行為有影響。行動線索可分為內部線索，

如：身體不適並出現症狀。另一個則是外部線

索，如：醫生的建議、親戚和朋友的鼓勵與媒

體的教育(Huang, 2010)。提醒卡、朋友或家庭

成員有癌症之經驗或是報章雜誌的宣傳，會正

向影響民眾參與前列腺癌之篩檢 (McKee, 

1994)。行動線索會正向影響老年人安全的食物

處理行為(Hanson & Benedict, 2002)。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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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提出以下假設： 

H3：行動線索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

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自我效能對使用意圖之影響：自我效能是

個人對於其達成某項預設目標之自我能力判

斷(Bandura, 1986)。Rosentock et al.(1988)表

示，將自我效能加入健康信念模式中，可以提

高健康信念之解釋效果。Bandura (2005) 提

到，自我效能應用在個人健康管理上，並強調

要達成健康的目標，藉由管理良好的健康習

慣，人類可以維持更長的壽命。Maria et al.(2010)

之研究發現，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民眾使用牙

刷和牙線清潔牙齒之保健信念。自我效能會正

向影響年輕婦女對愛滋病疫苗接種(Gerend & 

Shepherd, 2012)。自我效能是維持健康行為或

改變健康行為之重要因素(梁淑媛、蔡秀鸞、莊

孙慧、吳淑芳、童恆新、王采芷、李慧貞，民

102)。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4：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

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信任對於認知有用性與認知易用性之影

響：信任是在不確定是否有風險下，依然相信

對方，期望能達到目標(Giffin, 1967)。醫師對

於電子醫療紀錄之信任會正面影響醫師對於

此系統之認知易用性與認知有用性(Egea, & 

González, 2011)。在探討信任、認知易用性、

認知有用性對於行動社會軟件之使用意圖的

影響中，其結果顯示，信任會正向影響對於此

網站之認知易用性、認知有用性(Damien, & 

Jacques, 2013)。根據 Song et al.(2007)與 Bansal 

et al.(2010)之研究，民眾不願意提供健康信息

給醫療健康服務網站，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對此

網站不夠信任。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5：信任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

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認知有用性。 

H6：信任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

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認知易用性。 

認知易用性對認知有用與使用態度之影

響：認知易用性就是對於某一資訊科技，使用

者認為使用貣來是容易的，不必再用更多心力

去學習如何使用。Davis(1989)提到，認知易用

性會正向影響使用認知有用性，且會正向影響

使用的態度。在探討影響居家照護之病人，透

過網路科技來互動並自我管理之接受程度，最

後結果顯示，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認知有用

性 (Or, Karsh, Severtson, Burke, Brown, & 

Brennan, 2011)。影響個人接受創新之遠距健康

照護系統時，發現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認知

有用性與態度(Huang, 2013)。因此本研究提出

以下假設： 

H7：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

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認知有用性。 

H8：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

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態度。 

認知有用對態度與使用意圖之影響：認知

有用性就是使用者主觀認為採用某資訊科技

時，可以幫助自己增加工作效率或表現，即使

用使資訊科技是對自己有幫助的，當認知有用

性越高，其對於使用的態度以及使用意圖就會

跟著增加(Davis, 1989)。探討醫師對於遠距醫

療、電子健康紀錄之行為意圖的研究中，結果

顯示認知有用性對使用意圖有正向之影響

(Gagnon, Ghandour, Talla, Simonyan, Godin, 

Labrecque, Ouimet, & Rousseau, 2013; Rho, 

Choi, & Lee, 2014)。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9：認知有用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

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態度。 

H10：認知有用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

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態度對使用意圖之影響：Ajzen(1971)認為

態度即對於某項事物之個人正面或者負面的

感覺。若對於某一行為之態度越正面，則執行

該行為之可能性就越高，而態度會正向影響行

為意圖。醫療人員對於採用行動醫療照護之意

圖的研究中，對於行動醫療照護之態度會正向

影響其使用意圖(Wu, Li, & Fu, 2011)。醫院員

工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於網路搜尋、電子郵

件、藥品查詢、醫療記錄搜尋、醫學影像存檔

與通信系統等等之態度越正向，其使用意圖就

會越高(Moon, & Chang, 2014)。因此本研究提

出以下假設： 

H11：態度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

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3.3 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影響民眾對雲端健

康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以及其影響因

素。本研究之操作型定義主要參考 Davis(1989)

所提出的科技接受模式、Rosenstock(1966)所提

出的健康信念模式以及 Giffin(1967)之信任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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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3.4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網路問卷進行設計與發放，主

要研究對象是一般民眾。問卷主要以結構式問

卷為主，總共 44 題問項，包含兩題反項題。

其中包含兩大部分，分為「個人基本資料」與

「研究之衡量問項」，透過李克特(Likert’s)五點

尺度量表所設計，分為「非常不同意」、「不同

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五個等級，

受訪者根據主觀判斷，給予回應。 

 

4. 資料分析結果 

4.1 問卷回收狀況 

 

本研究共回收 303 份問卷，扣除填答不完

整、無意見單一回覆、問項 1 與 22 回覆與同

構面之問項答案相同者等，最後無效問卷有 24

份，剩餘有效問卷為 279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

為 92%。 

 

4.2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問卷以結構式問卷為主，受測者基

本資料之測量類型為名目尺度，並包含性別、

年齡、教育程度、職業、慢性病年史、家人是

否有慢性病史以及平時自我量測生理數據之

頻率。本研究使用統計軟體 SPSS 22.0 將有效

問卷進行本研究之樣本結構敘述性統計分

析，並針對反向題 PSU1 及 SE1 之值進行重新

編碼其相關基本資料分析結果與說明如表 1 與

表 2 所示。 

 

4.3 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用來衡量結果的穩定

性與一致性，即相同問卷使用相同的方法對於

相同的受測者重複進行測量時，其結果的一致

性，當誤差越小，其一致性則越高，若誤差越

大，則其一致性就越小，本研究取 Cronbach’s α

值做為判斷信度之測量方法。當 Cronbach’s α

值達 0.7 以上，即代表測量結果具有高信度，

Cronbach’s α 介於 0.35 至 0.7 之間則表示中信

度，若 Cronbach’s α 低於 0.35 則代表低信度，

需 予 拒 絕 並 刪 除 (Hair, Black, Babin, & 

Anderson, 2010)。本研究各構面之信度分析結

果皆除「行動線索」之構面 Cronbach’s α 值為

0.626 ， 即 表 中 信 度 外 ， 其 餘 各 構 面 之

Cronbach’s α 值皆落在 0.762 至 0.930 間，均達

Cronbach’s α 值 0.7 以上之標準，表示各構面皆

具有高信度。 

 

4.4 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指的是測量問卷問項之正確

性，表示測量工具是否能符合欲測量能力或功

能之程度。當效度越高，表示該測量工具越能

測量出此研究欲測量問題的程度。本研究將藉

由內容效度 (Content Validity) 與建構效度

(Construct Validity)來檢驗該問卷是否能夠真

正反映出實際情況。其中建構效度又可分為收

斂 效 度 (Convergent validity) 與 區 別 效 度

(Discriminant validity)兩種。 

本研究問卷之問項是以國外多數學者的

問卷內容及衡量項目為參考，經過翻譯並依據

研究對象及情境的特性加以修改後編製而

來。再邀請學術界以及實務界醫療資訊領域的

專家，進行多次專家問卷討論及建議，並將問

卷中語意不清及不適之處加以修正，以提升本

研究問卷之內容效度，故本研究之問卷具有一

定之內容效度。 

建構效度是用來檢驗測量工具是否能夠

推論或衡量抽象概念或特質的能力，建構效度

又可分為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及區別

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 

收斂效度可從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和因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

方式進行檢驗。Hair et al. (1998)建議，組合信

度之 CR 值應高於 0.7 且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

值應高於 0.5。因素負荷量愈高，代表該因子

在該因素可解釋的變異量越大。由於本研究之

樣本數為 279 份，比照 Hair et al. (2010)之因素

分析判別閾值，故本研究之因素負荷量大於

0.35 即可接受。由於 PSU1 之因素負荷量低於

0.35，故本研究將 PSU1 予以刪除，刪除後再

進行一次收斂效度分析。其結果如表 3 所示。 

此外，為了檢驗樣本是否適合進行因素分

析 ， 須 先 透 過 取 樣 適 切 性 量 數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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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quacy, KMO 或簡稱 MSA)與 Bartlett 球形檢

定來判別是否能夠進行因素分析。檢定結果

KMO值為0.916且 Bartlett 球形檢定統顯著性

為 0.000，由此結果可看出本研究量表適合進

行因素分析。 

區別效度是用來判定構面之間的相關程

度。將各構面之平均變異抽取量(AVE)之平方

根，置於相關矩陣中，與其它構面間的相關係

數進行衡量，若值大於其它構面的相關係數，

則表示該構面的變數與其它構面間有良好的

區別效度(Chin & Newsted, 1999)。根據結果顯

示，本研究兩因素構面的 AVE 值平方根均高

於其它構面的相關係數，故具有區別效度。 

 

4.5 複共線性檢定 

 

複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是指兩變數之

間互為高度相關的現象，若變數間相關性過

高，則會影響研究模式的正確性。複共線性可

藉由皮爾森相關係數(Pearson Correlation)進行

各變數間的相關程度檢定。本研究採用 Hair et 

al. (1998)之建議，若相關係數大於 0.8，則表示

具有高度複共線性存在。根據檢定結果顯示，

本研究變數間的相關係數皆小於 0.8，故本研

究不具高複共線性問題。 

 

4.6 結構模型分析 

 

本研究以 SmartPLS 3.2.3 的結構模型進行

路徑係數檢定及預測力估計。路徑係數檢定採

用拔靴法(BootStrap)進行 1000 次反覆抽樣。而

模型的預測力估計則是使用 R
2 來判定，R

2 是

用來檢定整個模型的預測程度，其值介於 0~1 

之間，當值愈大，則表示此模型的解釋能力愈

強。由檢測結果可看出本研究之模型預測力皆

達到一定標準。本研究整體路徑分析結果如圖

2 所示。 

 

5. 結論 

5.1 研究結論與建議 

 
自覺罹患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

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根據文獻探討，一般民眾若認為自己主觀

評估可能會得到相關疾病之可能性越高，則越

容易採取行動。然而，本研究之假說 H1a 卻未

達顯著影響。故本研究再重新檢視相關的文

獻，並發現雖然在大多數研究中，自覺罹患性

在預防性的健康行為會有顯著影響，但並非所

有情況下，自覺罹患性皆和健康行為有顯著之

影響，如自覺罹患性對於民眾利用社群網站於

健康資訊交換行為之影響不顯著(黃維民、蘇冠

睿，民 102)。Liviu et al. (2014)自覺罹患性對於

男性及女性的口腔衛生保健行為亦無顯著之

影響。 

此外，本研究推論，由於本研究樣本年齡

大多落在 21-40 歲間，年齡層較低的民眾可能

對於慢性病之自覺罹患性較低，故自覺罹患性

可能無法提高某些特定年齡之民眾對於健康

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此

結 果 呼 應 Rosenstock, Derryberry, & 

Carriger(1959)之研究發現，成年人不尋求疫苗

接種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認為小兒麻痺症是和

兒童有關。 

 

自覺嚴重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

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根據文獻探討，DeWit, Vet, Schutten, & 

Steenbergen (2005)研究發現，個人對於罹患疾

病之嚴重性的感受或嚴重性越高，則越容易採

取行動。然而，本研究之假說 H1b 卻與此結論

相異。根據本研究之受測者檢定之結果，民眾

認為罹患慢性病的嚴重程度越高，使用健康便

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意圖越低的情

形略高。雖然後續文獻探討發現，部分文獻之

自覺罹患性、自覺嚴重性之路徑系數為負，但

卻不顯著。因此，本研究又將此更進一步以年

齡、有無罹患慢性病、有無自我監測習慣之樣

本群組進行分析。 

根據受測者之年齡進行分群，分別為四十

歲以下及四十歲以上兩群組。四十歲以下之檢

定結果路徑系數為-0.115、p 值為 0.019 仍然呈

現負相關。故本研究推測，因本研究之受測者

多數年齡落在 21-40 歲間，年輕人對慢性病較

無感，對於自覺嚴重性並無具體概念及體會，

即使自覺嚴重性高，也不會因此提高健康便利

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的使用意圖，甚至認

為不需要。 

根據受測者之有無慢性病進行分群，分別

為有罹患慢性病及無罹患慢性病兩群組。有罹

患慢性病之檢定結果路徑系數為-0.092、p 值為

0.023、無罹患慢性病之檢定結果路徑系數為

-0.112、p 值為 0.008，皆呈現負相關。故本研

究推測，有罹患慢性病者，對於罹患慢性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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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重程度有一定之認知，但他們可能已經有其

它自我監測方式之習慣，或已罹患慢性病之受

測者本身沒有自我監測或健康管理之習慣，甚

至認為那是不需要的，所以即使其自覺嚴重性

高也不會因此提高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

照護平台的使用意圖。而無罹患慢性病者對於

罹患慢性病之嚴重程度較無感，可能不會因此

提高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的使

用意圖，甚至認為他們還不需要。 

根據受測者之有無自我監測習慣進行分

群，分別為有自我監測習慣及無自我監測習慣

兩群組。有自我監測習慣之檢定結果路徑系數

為-0.165、p 值為 0.028，仍然呈現負相關。本

研究推測，有自我監測習慣者可能已經有習慣

之自我監測方式，故無論其對自覺嚴重性之程

度，仍然不會因此提高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

理照護平台的使用意圖，甚至認為不需要因此

改變習慣接受新方法。 

整體而言，雖然受測者對於罹患慢性病之

自覺罹患性、自覺嚴重性的程度高，但卻無法

提高民眾使用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

平台之使用意圖，可能原因為台灣的醫療可近

性高、自我健康監測與管理之方式的選擇性

多，而且罹患慢性病不會有立即得生命危險，

所以不會因為疾病所帶來之威脅而提高對健

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的使用意

圖。除此之外，可能還有其它可能之因素，有

待後續相關研究進行探討。 

 

自覺行動障礙會負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

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根據文獻探討，當個人認為採取某項行動

是有益的，但採取此行動的過程中卻發生障

礙，如：費用、疼痛、不方便、副作用等等，

如此負面的障礙會影響個人採取此行動。自覺

行動障礙會影響護理師對於結核病預防之行

為(Chang, Hung, Chou, & Ling, 2007)。Huang & 

Lee(2013)以慢性疾病病患為樣本來探討慢性

疾病病患對於使用遠距照護之意圖，結果顯示

自覺行動障礙會負向影響使用態度。Donadiki 

et al. (2014)自覺行動障礙對於女性子宮頸疫苗

注射有顯著之影響。本研究之假說 H2a 之驗證

結果為顯著負相關，故此假說獲得支持。 

 

自覺行動效益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

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自覺行動效益指個人評估採取行動後是

否能夠有效降低疾病發生率以及嚴重性，當自

覺行動效益越高時，越容易採取預防之行動。

學者 Tanner-Smith & Brown (2010)之婦女對乳

癌和子宮頸癌預防性健康行為之研究結果發

現，自覺行動效益與自覺行動障礙兩項最能解

釋預防性健康行為之意圖。本研究之假說 H2b

之驗證結果為顯著，故此假說獲得支持。 

 

行動線索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與

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行動線索是指可以促使個人採取某種健

康行為之因素，如：大眾媒體宣導、他人建議

與忠告、親朋好友之疾病經驗、報紙或雜誌文

章等等，可能是引發健康行為的關鍵因素之一

(Rosenstock, 1966)。McKee (1994)提到提醒

卡、朋友或家庭成員有癌症之經驗或是報章雜

誌的宣傳，會正向影響民眾參與前列腺癌之篩

檢。Hanson & Benedict (2002)探討老年人安全

的食物處理行為，其行動線索和安全的食物處

理行為有正向的關係。本研究之假說 H3 之驗

證結果為顯著，故此假說獲得支持。 

 

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與

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自我效能是個人對其特定行為能力的信

念或判斷。Rosentock, Strecher, & Becker(1988) 

提議將自我效能之變項加入健康信念模式

中，將會帶來更好的解釋效果。Bandura (2004)

指出，內心之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健康行為。

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年輕婦女對愛滋病疫苗

接種(Gerend & Shepherd, 2012)。然而，本研究

之假說 H4 卻未達顯著影響。再重新檢視相關

的文獻，其結果和學者 Huang, Su, Chen, & Hsu 

(2012)研究結果相似，自我效能對於民眾使用

微網誌獲取健康資訊之使用意圖不顯著。本研

究推測，由於受測者其使用健康便利站與其雲

端管理照護平台的次數極少，所以其自我效能

平均數落在 3 分左右，故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

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的自我效能無法顯著

的影響其使用意圖。 

 

信任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與其雲

端管理照護平台之認知有用性、認知易用性： 

信任定義為，在不確定是否有風險之情況

下，依然相信對方，期望能到到目標。根據文

獻 探 討 ， Pavlou (2003) 與 Hallegatte, & 

Nantel(2006)研究發現，信任不只會影響民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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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瀏覽網站，也顯著的影響民對對於此網站之

認知易用性與認知有用性。本研究之假說 H5、

H6 之驗證結果亦為顯著相關，故此假說獲得

支持。 

 

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

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認知有用性： 

許多學者都提到，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

使用認知有用性。Or et al. (2011) 研究結果發

現，居家照護之病人，透過網路科技來互動並

自我管理之認知易用性會正向影響認知有用

性。個人對遠距醫療系統之認知易用性會正向

影響其認知有用性(Tsai, 2014)。本研究之假說

H7 之驗證結果亦為顯著相關，故此假說獲得

支持。 

 

認知易用性、認知有用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

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態度： 

使用者主觀認為採用某資訊科技時，對自

己是有幫助的，當認知有用性越高，其對於使

用的態度以及使用意圖就會跟著增加(Davis, 

1989) 。學者 Chen, Yang, Tang, Huang, & 

Yu(2008) 研究結果發現，認知易用性和認知有

用性會顯著影響民眾使用網路學習之態度。認

知易用性、認知有用性皆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

線 上 購 票 的 態 度 (Renny, & Siringoringo, 

2013)。本研究之假說 H8、H9 之驗證結果亦為

顯著相關，故此假說獲得支持。 

 

認知有用性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

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醫師對於 e-health 用在門診之認知有用性

對使用意圖有正向之影響(Dünnebeil, Sunyaev, 

Blohm, Leimeister, & Krcmar, 2012)。Gagnon et 

al.(2013)與 Rho et al.(2014)研究發現，醫師對遠

距醫療、電子健康紀錄之認知有用性越高，對

其使用意圖就越高。本研究之假說 H10 之驗證

結果亦為顯著相關，故此假說獲得支持。 

 

態度會正向影響民眾對於健康便利站與其雲

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圖： 

醫療人員對於行動醫療照護之態度會正

向影響其使用意圖 (Wu, Li, & Fu, 2011)。

Huang(2010)研究結果發現，民眾對於遠距健康

監 測 之 態 度 會 正 向影 響 其 使 用 意 圖 。

Huang(2013)個人對於遠距護理之態度會正向

影響其意圖。醫院員工對於使用智慧型手機於

網路搜尋、電子郵件、藥品查詢、醫療記錄搜

尋、醫學影像存檔與通信系統等等之態度越正

向，其使用意圖就會越高 (Moon, & Chang, 

2014)。本研究之假說 H11 之驗證結果亦為顯

著相關，故此假說獲得支持。 

 

5.2 未來研究方向 

 

經過自我生理測量後，將測量數據儲存在

雲端平台上，已經成為了一種趨勢，而健康便

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就提供免費的自

我生理監測以及自我健康管理的服務，若能有

效多加利用，定能提升國民之健康。 

雖然本研究已經結合了健康信念模式、科

技接受模式以及信任之理論進行研究探討。但

仍然可能有其它適合的構面可以加入，故後續

研究可以整合更多其它適合的構面，讓研究架

構更加穩固，使結果更能完整的表達民眾對於

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之使用意

圖。另外，若能針對相同受測者進行二次調

查，並且探討其持續使用意圖以及使用後滿意

度或是否達到政府設置健康便利站與其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前之預期達到的效率，則可以使

研究更加完整，提供更有貢獻的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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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圖 2 本研究之結構模式路徑與模型預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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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測者基本資料 

樣本特性 類別 人數(人) 百分比(%) 

性別 男 

女 

149 

130 

53.4 

46.6 

年齡 20 歲(含)以下 

21-40 歲 

41-60 歲 

60 歲(不含)以上 

11 

202 

54 

12 

3.9 

72.4 

19.4 

4.3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含)以上 

15  

18 

33  

140  

73 

5.4 

6.5 

11.8 

50.2 

26.2 

職業 軍/公/教 

農/漁/牧 

工 

商 

醫療 

家管 

學生 

電子科技產業 

其他 

41 

7 

37 

50  

21 

14 

95 

3 

11 

14.7 

2.5 

13.3 

17.9 

7.5 

5 

34.1 

1.1 

3.9 

慢性病年史 無慢性病史 

5 年(含)以下 

6-10 為年 

10 年(不含)以上 

252 

14 

7 

6 

90.3 

5 

2.5 

2.2 

家人是否有慢性病使 是 

否 

143 

136 

51.3 

48.7 

平時自我量測生理數據之頻率 幾乎沒有此習慣 

每天 1 次(含)以上 

每週 1-3 次  

每月 1-3 次 

170 

21 

36 

52 

60.9 

7.5 

12.9 

18.6 

 

表 2 研究問項之敘述性統計 

構面 問項

代碼 

問項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自覺 

罹患性 

(PSU) 

PSU1 我感覺自己身體狀況比其他同

年齡相比是較好的。 
1.0 5.0 2.552 .9272 

PSU2 我感覺自己健康狀況正在惡

化。 
1.0 5.0 3.100 .9237 

PSU3 我感覺我得到慢性病的風險比

其它人高。 
1.0 5.0 3.118 .9504 

PSU4 我感覺自己未來可能會得到高

血壓、糖尿病等慢性病。 
1.0 5.0 3.147 1.0125 

自覺 

嚴重性 

PSE1 我擔心罹患慢性病後，會改變

原本的生活。 1.0 5.0 4.147 

 

.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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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E) 

 

PSE2 我擔心罹患慢性病後，會對我

未來健康帶來不好的影響。 1.0 5.0 

 

4.365 

 

 

.7618 

 

PSE3 我擔心罹患慢性病後，會為我

帶來更多疾病。 1.0 5.0 

 

4.337 

 

 

.7964 

 

PSE4 我認為慢性病引貣之併發症將

有可能導致未來行動不便甚至

死亡。 

1.0 5.0 

 

4.301 

 

 

.7508 

 

自覺 

行動 

障礙
(PBE) 

PBE1 我會擔心，使用健康便利站與

雲端管理照護平台的成本對我

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1.0 5.0 3.191 .9926 

PBE2 我會擔心，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是不安全的，可

能導致洩漏或濫用我的個人信

息。 

1.0 5.0 3.781 .9207 

PBE3 我會擔心，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會侵犯我的隱

私。 

1.0 5.0 3.771 .9470 

PBE4 我會擔心，不會使用健康便利

站與雲端管理照護平台。 
1.0 5.0 3.119 1.0356 

自覺 

行動 

效益
(PBA) 

PBA1 我認為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對於自我監測是

有幫助的。 

2.0 5.0 4.097 .6186 

PBA2 我認為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可以幫助我增進

我的健康。 

2.0 5.0 3.907 .6774 

PBA3 我認為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可以讓我的健

康狀況更好。 

2.0 5.0 3.737 .6951 

PBA4 我認為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可以減少我去

醫院的次數。 

1.0 5.0 3.716 .8073 

行動 

線索

(CTA) 

CTA1 親朋好友的鼓勵，會讓我願意

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理照

護平台。 

2.0 5.0 3.943 .7174 

CTA2 醫護人員的建議，會讓我願意

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理照

護平台。 

2.0 5.0 4.222 .6576 

CTA3 媒體或網路上正向報導，會讓

我願意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 

1.0 5.0 3.823 .8730 

CTA4 我經常在媒體或網路上看到有

關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理照護

平台之宣導。 

 

1.0 5.0 2.609 1.0115 

自我 

效能 

(SE) 

SE1 我可以自己很熟練的操作健康

便利站與雲端管理照護平台。 

 

1.0 5.0 3.518 .9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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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2 我無法自己很熟練的操作健康

便利站與雲端管理照護平台。 
1.0 5.0 3.478 .9257 

SE3 即使沒有旁人示範，也可以自

己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理

照護平台。 

1.0 5.0 3.656 .8331 

信任
(TURST) 

TURS

T1 
我相信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理

照護平台，有能力控管使用者

個人的資料。 

2.0 5.0 3.667 .6891 

TURS

T2 
我相信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理

照護平台其資料傳送是安全

的。 

1.0 5.0 3.358 .7777 

TURS

T3 
我相信健康便利站的雲端管理

照護平台，所做的數據分析結

果是可靠的。 

2.0 5.0 3.803 .6180 

認知 

易用性 

(PEU) 

PEU1 我覺得學習操作與使用健康便

利站與雲端管理照護平台是容

易的。 

2.0 5.0 3.917 .6557 

PEU2 我覺得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來量測或任何

一項功能是容易的。 

1.0 5.0 3.875 .6802 

PEU3 我覺得與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

理照護平台進行互動時，使用

的過程清楚且容易理解。 

1.0 5.0 3.986 .6889 

PEU4 我覺得與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

理照護平台進行互動時是有彈

性的。 

2.0 5.0 3.903 .6301 

PEU5 我覺得熟練的使用健康便利站

與雲端管理照護平台是容易

的。 

2.0 5.0 3.924 .6729 

PEU6 我覺得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理

照護平台是容易使用的。 
1.0 5.0 3.961 .6640 

認知 

有用性 

(PU) 

PU1 我認為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將使我能更快

速掌握我的生理狀況。 

2.0 5.0 4.262 .7094 

PU2 我認為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可以提升自我

健康管理的效率。 

2.0 5.0 4.194 .6879 

PU3 我認為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使我在自我健

康管理上事半功倍。 

1.0 5.0 4.065 .7118 

PU4 我認為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可以有效控制

我的生理狀況。 

2.0 5.0 3.950 .7377 

PU5 我認為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將使我能更容

易掌握我的生理狀況。 

2.0 5.0 4.280 .7101 

PU6 整體而言，我認為使用健康便

利站與雲端管理照護平台對我
2.0 5.0 4.179 .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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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管理是有幫助的。 

態度 

(ATT) 

ATT1 我覺得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

管理照護平台來自我健康管理

很棒。 

2.0 5.0 3.978 .6456 

ATT2 使用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理照

護平台來自我健康管理是個好

方法。 

2.0 5.0 4.090 .6312 

ATT3 健康便利站與雲端管理照護平

台使用貣來是令人愉快的。 
1.0 5.0 3.760 .6810 

行為 

意圖(BI) 

BI1 我會到健康便利站量測生理數

據與使用雲端管理照護平台。 
1.0 5.0 3.570 .7596 

BI2 我非常樂意使用健康便利站與

雲端管理照護平台來做自我監

測與自我健康管理。 

2.0 5.0 3.889 .6983 

BI3 我會想要繼續使用健康便利站

量測生理數據與使用其雲端管

理照護平台。 

1.0 5.0 3.659 .7263 

 

 

表 3 本研究之研究變數及問項之收斂效度 

構面 問項 因素負荷量 AVE CR 

自覺罹患性
PSU 

PSU2 0.655  

0.680 

 

 

0.862 

 
PSU3 0.848 

PSU4 0.944 

自覺嚴重性
PSE 

PSE1 0.909  

0.757 

 

 

0.926 

 
PSE2 0.919 

PSE3 0.838 

PSE4 0.810 

自覺行動障礙
PBE 

PBE1 0.698  

0.611 

 

 

0.861 

 
PBE2 0.885 

PBE3 0.854 

PBE4 0.667 

自覺行動效益
PBA 

PBA1 0.805  

0.620 

 

 

0.866 

 
PBA2 0.851 

PBA3 0.836 

PBA4 0.639 

行動線索 

CTA 

CTA1 0.815  

0.524 

 

 

0.807 

 
CTA2 0.762 

CTA3 0.816 

CTA4 0.432 

自我效能 

SE 

SE1 0.931  

0.802 

 

 

0.924 

 
SE2 0.887 

SE3 0.867 

信任 

TURST 

TURST1 0.856  

0.706 

 

 

0.878 

 
TURST2 0.797 

TURST3 0.867 

認知易用性

PEU 

PEU1 0.880  

 

 

 PEU2 0.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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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U3 0.898  

0.742 

 

 

0.945 

 
PEU4 0.729 

PEU5 0.879 

PEU6 0.894 

認知有用性 

PU 

PU1 0.870  

 

 

0.733 

 

 

 

 

0.943 

 

PU2 0.907 

PU3 0.850 

PU4 0.762 

PU5 0.874 

PU6 0.867 

態度 

ATT 

ATT1 0.890  

0.744 

 

0.897 

 
ATT2 0.892 

ATT3 0.802 

行為意圖 

BI 

BI1 0.851  

0.766 

 

0.908 BI2 0.889 

BI3 0.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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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律變異分析演算法之研究
謝易珉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生 

e-mail: daintyteaxx@gmail.com 

張朝陽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e-mail: jychang@nfu.edu.tw

摘要 

隨著人口的高齡化以及環境的改變，老年

人的長期看護治療逐漸被重視，在所有疾病當

中又以心血管疾病為一大宗，為了分析患者身

理資訊，通常會透過感測儀器取得病患心電圖

訊號 (Electrocardiogram, ECG)，經由分析心電

圖訊號可辨別出許多疾病的徵兆，因此我們將

提出一個簡單且快速的 R波峰檢測方式，符合

即時性以及確保分析結果的高準確度，而為了

符合檢測的即時性，我們在波形檢測時將盡可

能的減少波形轉換次數，並採用低複雜度的演

算法進行運算，因較簡易的演算方式，所需使

用的穿戴式設備運算核心需求也隨之降低，經

由穿戴式設備所分析的資訊通過與雲端系統

的連線，上傳資料以提供使用者察看資訊，以

利於醫護人員及早診斷症狀或第三者的即時

呼救。 

關鍵詞：心電圖、R波檢測、波形轉換、

心律異常分析、穿戴式設備。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aging of popul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environment, the long-term treatment 

become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aged. Among 

the illness, th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s a major 

of them. To analysis the physiological signal of 

the patient, we commonly used the instruments to 

obtain the electrocardiogram (ECG) signal of the 

patient. Additionally, it can distinguish many 

indications of the illness by analysis the 

electrocardiogram signal. Therefore, we propose 

a simple and fast R peak detection method to 

conform the instantaneity and high accuracy. We 

reduce the waveform transformation in detection 

and used a low complexity algorithm to calculate. 

Because of the simpler algorithm, the demand of 

the operational core of the wearable device is 

reduced. The analyzed information of the 

wearable device can be uploaded to the cloud 

systems to provide the inquiry for the users. 

Furthermore, medical professionals can employ 

the information to diagnose symptom or provide 

others to call for help immediately. 

Keywords- electrocardiogram (ECG), 

R-peak detection, waveform transformation, 

arrhythmia analysis, wearable device. 

1. 前言 

近年來，隨著醫療技術發展進步，人類年

齡也逐漸向後推延，由於環境的改變導致少子

化或不生子，年輕人口逐漸減少，造成整體人

口的高齡化現象，因此老年人的長期醫療看護

逐漸被重視，身體的衰老導致許多疾病纏身，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103 年死亡者

平均年齡為 71.8歲，死亡人口結構益趨高齡化

呈現逐年遞增趨勢，103 年十大死因死亡人數

占總死亡人數之 77.5%依序為(1)惡性腫瘤(2)

心臟疾病(3)腦血管疾病(4)肺炎(5)糖尿病(6)事

故傷害(7)慢性下呼吸道疾病(8)高血壓性疾病

(9)慢性肝病及肝硬化(10)腎炎、腎病症候群及

腎病變[2]，由資料所示可知慢性疾病占大多數，

這除了平時的飲食與生活作息外，也可能是由

基因所引起，而具備心血管疾病監測功能的儀

器約分為幾種，(1)靜態心電圖系統(2)運動型心

電圖(3)心電圖資料管理系統(4)連續行心電圖

監測系統(5)心臟事件紀錄器[1]，以往的測量方

式多為特定期間的心電圖訊號測量，但心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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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標準心跳波形 

整或其餘病發症狀可能隨時發生，所以需要進

行 24 小時的連續監測，而單純的記錄心電圖

訊號並無法判斷出異常，因此出現了心臟事件

紀錄器來做診斷，雖然心電圖使用地點廣泛且

需求量大，但診斷工具價格昂貴，並非一般民

眾所負擔的起，因此我們將針對心電圖的分析

進行簡化，降低硬體需求以達到價格的下降，

而透過心電圖分析出 R波峰後，後續將對波形

型態作分析，取得 QRS 複合波與 T 波特徵點

以進行異常判斷，如圖一所示為一完整心跳波

形，其包含了 P波、QRS 複合波以及 T 波，從

波形特徵可看出 QRS複合波最為突出，因此在

做心跳檢測時都以此作為基準。 

本文後續內容說明，第二章節，相關研究

探討，本章節我們將介紹部分文獻中所提出的

心電圖訊號處理方式，共通處理流程、部分過

濾參數、波形轉換方式與波峰決策說明，第三

章節，研究方法，本章節我們將介紹本文提出

的六階段症狀決策流程圖詳細說明，在 3.1 至

3.4將介紹我們所提出的波峰檢測方式，在 3.5

至 3.6 將介紹我們所提出的雜訊判斷與症狀檢

測方式，第四章節，結果與討論，本章節將針

對我們所提出的檢測方式結果做探討並檢視

波峰檢測的準確度，第五章節，結論，本章節

我們將對本文做最後結論與描述未來工作。 

2. 相關研究探討 

隨著心血管疾病的人口逐年成長，相關醫

療的需求增加，心電圖訊號分析的相關研究文

獻不斷被提出，而分析心電圖訊號主要包含四

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原始心電圖訊號的雜訊濾

除，第二部分為波形的轉換，第三部分為波峰

點的決策，第四部分為波形型態分析，其中以

求得整體心跳波形較為突出的R波峰最為重要，

並以 R波峰作為該心率週期基準，分析心跳波

形所包含的生理資訊，針對這四個部分的細節

分析將在後續做討論。 

2.1 雜訊濾除 

心電圖訊號的雜訊濾除對於後續的處理

是一重要的步驟，在實際的環境下量測心電圖

訊號，可能包含了各式各樣的雜訊在內而導致

訊號分析的錯誤與困難，雜訊可能為動作假象、

肌肉收縮、電磁影響、基準線偏移等狀況，這

些因素導致後續的波形判斷上的靈敏度與準

確率，為了降低非所需檢測的波形、偽波形、

基準線偏移與其餘雜訊所帶來的影響，將使用

濾波器來濾除不必要的訊號，文獻[4-5], [12], 

[14], [18] 中 所 使 用 到 的 各 種 過 濾 器

如:Butterworth filter, Kalman filter, Chebyshev 

filter, Volterra filter，不同過濾器因轉換公式不

同所過濾出的波形也有差異，也因各個濾波器

輸入參數的不同有過濾強度的差異，在過濾頻

率上分為(1)低通濾波(2)帶通濾波(3)高通濾波

三種方式，透過頻域分析或時域分析的選擇，

使用的過濾方式也不同，而我們將使用帶通濾

波，濾波頻寬的設定從各文獻中觀察，頻率由

0.5Hz至 36Hz之間取上限與下限值作組合，最

高下限值 10Hz，最低上限值 18Hz，如文獻[11]

中使用頻帶 0.5Hz 至 25Hz 主要是為了將基準

線偏移與高頻雜訊從心電圖訊號中濾除，因此

依照不同濾波器配合不同的頻帶上限下限值

的組合，達到符合使用者所要求的波形以便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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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巴特沃夫波特圖 

 

圖三. 巴特沃夫一至五階過濾 

後續處理，這部分因濾波器使用參數差異，如

參考文獻無特別提及在實作方法上將會造成

模擬結果有所出入，最終影響到後續文獻作者

所提出方法的準確率，我們所採用的巴特沃夫

過濾器具有通頻帶內頻率響應曲線最大限度

平坦，以及阻頻帶逐漸下降為零的特性，巴特

沃夫低通濾波器公式表示: 

        
 

   
 

  
   

 
 

     
 

  
   

 (1) 

其 n中為濾波器階數，階數越大振幅衰減越快，

  為截止頻率，  為通頻帶邊緣頻率， 為頻

率調整系數，如圖二所示為巴特沃夫一階低通

濾波器波特圖，以及圖三為一至五階濾波波形，

可明顯看出其階數對濾波效果的影響。 

在雜訊濾除的部分除使用濾波器外，也可

透過其它方式做雜訊濾除的動作，如文獻[13]

作者所提出的“Curve-length transformation”，或

是文獻[21]所使用的“Hilbert transformation”，

雖非透過濾波器對訊號作處理，但其轉換方式

可得到文獻作者所需的特徵。 

2.2 波形轉換 

經過濾波處理後的波形進行下一步的波

形轉換，其主要目的是將心跳波形中較為突出

的 QRS複合波保留下來，並將其餘波形振幅降

低以便做後續的 R 波峰檢測，如文獻[13]所使

用“Curve-length transformation”公式，透過使用

正常 QRS複合波週期約 0.1秒的特性，而制訂

出的波形轉換方式，以 0.1 秒波形訊號作為新

波形運算範圍，當前運算結果為前一個運算結

果加上該週期頭尾兩記錄點的差異值平方，以

正常波形為例R波峰運算結果將為區域最大值，

此方式能夠有效的將振幅較低或突發性突出

振幅的訊號移除，但對於振幅過高的波形或長

時間的雜訊干擾無法有效移除，整體而言此轉

換方式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且能夠即時的對原

始訊號作處理，而另一種方式是將波形轉化成

其它型態波形，如文獻[14]所使用“Shannon 

Energy Computation”公式，透過非線性轉換獲

得不論QRS複合波為正極或負極的正向波峰，

主要轉換目的為使用單項門檻與增強 QRS 波

形振幅，後續配合“Hilbert transformation”公式，

用以降低尋找波形最大值的複雜度，且 Hilbert 

transformation 廣泛的運用在分析瞬間振幅與

訊號頻率上，如文獻 [24]中對訊號波形做

“Difference operation”的處理並設定正負門檻

值，將低於門檻值的訊號做歸零的處理，並對

其做切割的動作分成正負兩筆訊號波形，而在

波形的轉換上並非全為對訊號只做一次的處

理，因此在處理的次數上也會影響到整體分析

的時間。 

2.3 波峰決策 

經過波形轉換後通常只留下所需的波形

特徵，透過設定門檻值來作為波峰候選點的判

斷基準或使用類神經學習，而波峰判斷的設定

通常會是區段波形最大值、零準位通過點或使

用不同波形計算波峰位置等方式，借由通過門

檻值的波形來決定出候選點，因轉換後波形型

態差異所需使用的判斷方法不同，因此必須透

過觀察波形來決定判斷條件，找出波峰候選點

後，需將候選點對應至原始心電圖波形上並決

定出最終的波峰點，以 R 波峰為例，文獻[11]

所使用判斷方式，先使用 Curve-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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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C)進行波形轉換後再經 Mean 

function(M)與 Standard deviation(S)公式運算，

以C訊號減M訊號大於 S訊號的方式來找出R

波峰候選點，最後以中心候選點位置與鄰近候

選點對應原始訊號，找出最大值作為 R 波峰，

此方式雖在波形判斷上能夠找出候選點，但對

於過高的 P波或者 T波以及雜訊判斷上無法準

確的找到 R波峰，且在看似平緩的區間也可能

有候選點產生，必須配合其它方式或增加條件

來移除錯誤的部分，因此在最後的準確率上並

不理想，而最後的 R波峰決策上可能因原始訊

號波形型態不同，如波形倒置或波形準位偏移，

導致最後判斷錯誤，文獻[18]使用轉換後的波

形結合振幅門檻值，以振幅大於門檻值的起始

點與小於門檻值的終止點來做為實際波峰的

檢測範圍，最後在檢測範圍內尋找振幅最大值

來做為 R波峰，而在轉換波形所判斷出的候選

點越少越好，以減少原始心電圖訊號因包含雜

訊所帶來的影響，亦或是直接決定出 R波峰而

不需考慮原始心電圖訊號。 

2.4 型態分析 

文獻[4-18][20-26]中所提出的各式波形檢

測方式，多數是在決策出 R波峰後先求得 R-R

間隔，能作為判斷心率過速與過緩的依據，因

R-R 間隔為每個心跳波形的 R 波峰相距時間，

而後以 R 波峰作為基準向左右心跳訊號分析，

取二分之一R波峰振幅與一時間區段進行雜訊

判斷，如判斷該週期心跳受雜訊影響則放棄後

續的處理，若為正常波形則找出 P 波、Q 點、

S點、T 波，後再找出 P波 QRS複合波與 T 波

的起始與終止點，計算出每個心跳週期的 P-R

區間、P-R間期、S-T 區間、S-T 間期、Q-T 間

期與 QRS複合波間期資訊，透過這些資訊能作

時間上的判斷，與普遍正常波形的各間期時間

做比對，或是使用波形型態作為判斷依據，來

找出異常心跳並判斷異常症狀的類型，如文獻

[9] 中主要對心跳分類成 “Normal beats”, 

“Ventricular ectopic beats”, “Supra-ventricular 

ectopic beats”, “Fusion beats”四種型態，使用波

形型態與心跳間隔來做比對，計算每次心跳的

特徵向量，存取每筆心跳的特徵值並判斷與哪

種心跳型態最為相近，當該次心跳特徵與某型

態特徵越相近，表示該次心跳越有可能是某型

態，如文獻[26]中主要針對心肌梗塞以 T 波作

為症狀判斷依據，取得 T波起始與終止點，觀

察 S-T 區間上升、S-T 區先下降、T 波倒置、T

波不明顯、心室顫動的現象，透過起始、波峰、

終止點的相對位置，以及波形曲線方向來判斷

波形型態，決定出是否有發病症狀，而我們將

不針對特定疾病症狀做判斷，是以心臟本身所

產生的異常狀態做判斷結果，如:心房過早跳

動 (Atria premature beat) 、過早心室收縮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心室與正常

心跳融合(Fusion of ventricular and normal beat)

等各種症狀，為提供醫療人員能快速的透過檢

測出的症狀來判斷疾病，此自動判斷必須非常

的精確，避免造成醫護人員判斷病情上的錯誤

而導致治療問題，因此本階段將非常謹慎。 

在相關的波形檢測文獻中，大部分文獻的

處理步驟都依照雜訊濾除、標準化、波形轉換、

波峰決策的順序做處理，依文獻目的不同處理

步驟有所增減，但不論目的為何在分析心跳波

形時，都必須先找出 R波峰位置而後再尋找其

餘波形，由此可見 R 波對整體分析的重要性，

針對濾波器與濾波頻率的選擇上，各文獻也無

一致的標準與規範，因此依文獻作者所觀察的

濾波後波形來做挑選濾波器與過濾頻率，但文

獻中多無提到濾波參數，而導致模擬實驗無法

確實的作出與文獻相符的結果，在標準化的部

分主要是將訊號振幅調整至正負一內，讓後續

處理波形不會有太大落差容易做比較，在波形

轉換的部分各文獻提出了各自的轉換公式，盡

可能的將所需波形特徵保留下來，並突顯特徵

點以便在波峰上的判斷，而為了提高準確率可

能使得處理步驟增加，影響到心電圖訊號分析

的即時性要求，相對的要保有即時性的特點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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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 : Signal Transform Calculation

Step 3 : Peak Detectio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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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6 : Heartbeat Symptom Judgment

圖四. 波形檢測流程圖 

必須捨棄較高準確率而複雜的分析方式，針對

這點將對即時性與準確率做取捨，找出一平衡

點，但同時準確率必須符合最低要求，在波峰

的判斷上結合不同判斷方式與門檻值，找出所

需的記錄點，這一步驟如檢測錯誤將嚴重的影

響到病情症狀的判斷而導致嚴重的後果，正確

的波形檢測點才得以做出正確的波形型態判

斷，為有效的降低持有感測與檢測裝置門檻，

並避免因心血管疾病而發生的事故，我們將提

出更有效的檢測方式。 

3. 研究方法 

我們所提出的R波峰檢測方法與波形型態分析

方法的流程步驟主要包含六個階段，分別為數

位濾波、訊號轉換、波峰檢測邏輯、實際波峰

檢策、波形分析、症狀決策，各階段如下所示: 

 第一階段，我們將使用帶通濾波器以及振

幅的標準化，以移除心電圖訊號雜訊並做

振幅基準線的調整。 

 第二階段，使用 Curve-length 轉換方式與

均值轉換來得到一平滑的波形訊號，此一

階段在所提出的方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我們可以在轉換後的訊號中找到區段

最大值，表示為近似實際心電圖訊號 R波

峰所在位置。 

 第三階段，此階段我們將設定門檻值來過

進一步的濾除動作，後將訊號分割成許多

區段並找出各區段最大值，經過判斷刪去

後所留下的區段最大值將作為近似 R 波

峰位置所在。 

 第四階段，取得 R波峰檢測位置後，我們

將檢測出的 R 波峰位置對應至原始心電

圖訊號，並以檢測點做中心掃描範圍內絕

對值最大值來做最終 R波峰位置。 

 第五階段，取得 R波峰位置後我們將針對

原始心電圖訊號做分析，分析雜訊與取得

所需波形特徵點 Q波峰、R 波峰、T 波，

此階段取得 T 波將是一大挑戰，因其型態

多變而導致判斷上的困難，因此也無絕對

正確的位置。 

 第六階段，經過分析取得主要特徵點 QRS

複合波與 T波波形起始點、波峰點、終止

點，利用這些特徵點的相對位置與 RR間

隔長度，來判斷心臟功能是否異常而非直

接對疾病種類做判斷，以自動判斷症狀讓

護理人員做後續的疾病處理。 

流程圖中各階段的詳細說明將在下方做後續

討論，流程圖如圖四所示。 

3.1 第一階段-數位濾波 

在現實環境中心電圖訊號可能因各種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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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100流程轉換訊號圖

訊干擾而造成損壞，包含電極接觸雜訊、肌肉

收縮、電波干擾、基準線偏移或過高的 P 波 T

波振幅，因此在數位過濾的階段我們使用

Butterworth 過濾器過濾，輸入原始心電圖訊號

M(n, 1)，過濾頻帶設定在 0.5Hz至 10Hz之間，

以濾除心電圖訊號中基準線偏移與高頻雜訊

的部分，經過雜訊濾除後我們得到訊號 F(n)，

為將直流偏移移除並調整振幅幅度，我們將對

訊號 F(n)做標準化動作，標準化公式如下: 

      
    

      
         

 (2) 

當前標準化訊號 AN(n)為標準化區段寬度 N， 

在該範圍內所有紀錄點 F(i)取一絕對值最大值，

最後 F(n)除以最大值得到標準化訊號 AN(n)，

標準化區段寬度N設定為 100毫秒(1秒 360個

記錄點，因此為 36 個記錄點)，此寬度決定由

過去記錄所得(QRS 複合波週期約 0.1~0.12 秒)，

經過標準化流程的訊號，其振幅大小全數將落

在正負一之間。 

3.2 第二階段-訊號轉換 

訊號轉換主要使用 Curve-length 概念做轉

換，由 Paoletti 與 Marchesi 所提出，此方法應

用於取得訊號的區段型態特徵，借由在特定時

間間隔內心電圖訊號連續重疊的區段來做計

算，其轉換方式能由一低運算消耗的遞迴表示

式: 

               
  

    (3) 

              
  

 

 

  
  

 

 
  

   

  
  

 

 

  
  

 

 
  

   (4) 

波形轉換前先設定一運算視窗大小 N，視窗大

小本實驗採用 QRS 複合波概略週期 100 毫秒

36 個記錄點，波形 L在初始值 i 為 1時採用標

準化後心電圖訊號前 36 個記錄點做運算，而

後第 i 點運算方式以前一運算值 L(i-1)加上視

窗後方區間  
  

 

 

  
  

 

 
  

  與減去視窗前方

區間  
  

 

 

  
  

 

 
  

  的運算值，此方法本身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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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準線偏移修正與高頻雜訊濾除之作用。 

以 Curve-length 概念做轉換後的波形可能

因過大的雜訊振幅與波形型態差異影響，而造

成轉換後波形依然扭曲不整而導致後續判斷

上的錯誤，亦或是因特徵波形的週期不同造成

轉換後波形的寬度不同，導致在判斷波峰點的

位置上出現過大的誤差，因此在透過均值轉換

方式來進行波形的平滑化，以降低不整的曲線

區段並有效的將波形銳化，此方法有助於波峰

點的判斷，轉換公式如下: 

      
 

 
         

       (5) 

均值轉換 MF 繼上述 Curve-length 轉換概念取

用視窗寬度 N，寬度大小一樣取 100 毫秒，而

當前運算值 MF(i)，為 L(i)取前後大小為 N/2

的範圍做加總平均，此方法運算波形受視窗寬

度大小所影響，當寬度越大運算範圍增加，對

於雜訊能有效的將其平滑或是對過大的非R波

峰振幅的平緩，但相對的對於振幅過低的 R波

峰也會將其振幅給平緩而導致遺失，相反的，

當寬度越小運算範圍減少，對波形轉換的影響

也較少，至使均值轉換後波形依然存在著會造

成判斷錯誤的波形型態，轉換訊號如圖五所

示。 

3.3 第三階段-波峰檢測邏輯 

取得處理過的訊號後我們使用振幅門檻

值將非所需特徵點移除，門檻值設定為兩倍的

檢測區段訊號振幅的總和平均，公式如下: 

          
 

 
      

  
 

 

    
 

 

 (6) 

檢測範圍 N由使用者做決定，而本實驗顯示使

用10秒作單位，因此檢測範圍3600個記錄點，

此方法門檻值倍率能做調整，在此以兩倍做濾

除門檻，此方法能有效的將不必要的波形振幅

移除掉，但在特定情況下會將所需特徵點給移

除，比如在多數振幅幅度偏低，但其中包含了

數個振幅幅度較高的波形，而這幾個波形將會

把門檻值給拉高，而導致正確的波形給移除，

此方法具有快速判斷與門檻值設定簡易的特

性，透過門檻值取得的波形公式如下: 

       
                              

                         
  (7) 

透過門檻值取得訊號 TF 後將對其做掃描，由

訊號起始點開始向後掃描尋找非零訊號點，以

此點做 R波峰檢測起始點，由 R波峰檢測起始

點往後使用第一反向點為波峰點的概念做掃

描，尋找第一個檢測點下一點 i+1 處小於檢測

點 i 的區段，並以檢測點 i 作為 R 波峰實際位

置基準，因透過 Curve-length 概念做轉換的波

形皆為正向波，因此不需要考慮到波形為負向

的情況，波峰檢測方式: 

Input: Signal of the threshold 

transformation TF. 

Output: Temporary R-peak location      . 

Initialization:      (the number of the TF 

record),       (amount of the R-peak). 

Step 1:  

If the amplitude        , then go to step2. 

Otherwise, let       and go to step3. 

Step 2:  

If the amplitude              , then let 

             and           and 

       and go to step3. Otherwise, let 

      and go to step4. 

Step 3:  

If               , then finish the detection 

and the       is the temporary R-peak 

location. Otherwise, go to step1. 

Step 4:  

If               , then finish the detection and 

the       is the temporary R-peak location. 

Otherwise, go to step2. 

3.4 第四階段-實際波峰檢測 

在取得 R波峰檢測位置後，需將波峰檢測

點對應至濾波心電圖訊號，並以 R波峰檢測點

作為基準點，向前搜尋範圍大小 N內的振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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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100 波峰檢測檢視圖 

大值，由訊號 TF 所取得的 R 波峰檢測位置大

多落在正確位置或其後方，因此不需考慮到檢

測位置後方的波形振幅，搜尋範圍大小 N的設

定考慮到訊號 TF的波形寬度與 QRS複合波週

期寬度，在此取 50毫秒約 18個記錄點，此方

式適用於原始訊號為正向波的波形，在掃描正

向波時只需要搜尋振幅最大值即可，但考慮到

會有負向波的情況在，所以在搜尋時加上了絕

對值來做尋找絕對值最大值，而加了絕對值後

在面對濾波波形異常或波形基準線低於零準

位過多的情況下，可能造成檢測點絕對值比實

際波峰點絕對值還大的情形，配合後續雜訊判

斷，決策結果可能與資料庫提供之標準有正負

數個記錄點的差異，波峰檢測如圖六所示，波

峰決策方式: 

Input: Signal of the filter F, the position of 

the detection R-peak      . 

Output: Temporary R-peak location      . 

Initialization:     ( the number of the 

detection R-peak). 

Step 1:  

Let                                  

                       and      . 

Step 2:  

If                  , then finish the detection 

and the       is the temporary R-peak location. 

Otherwise, go to step1. 

3.5 第五階段-波形分析 

取得R波鋒位置後，為對其餘波形做分析，

必須先對取得的R波峰對應至原始波形做雜訊

判斷，判斷該點是否為雜訊波峰點或受雜訊影

響之波形，在雜訊判斷上，以每個決策波峰點

為中心，計算 0.1 秒的波形範圍內最大最小振

幅加總平均值，以此平均值做振幅水平基準，

計算範圍內通過此基準的訊號通過次數，如為

正常波形通過基準的次數為兩次，如為雜訊通

過基準的次數將大於兩次或小於兩次，當判斷

為非正常 R波峰時，將對該波峰記錄做刪除的

動作，雜訊判斷方式: 

Input: Signal of the filter F, the position of 

the decision R-peak      . 

Output: Final R-peak location      . 

Initialization:     (the number of the 

decision R-peak),     (the number of the 

F record),             (the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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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the amplitude),         (the 

number of the passing          ). 

Step 1:  

Let                                

                                : 

                 and              . 

Step 2:  

If                and        

         , then let              . Else 

if                and        

         , then let              .  

Step 3:  

If              , then go to step4. 

Otherwise, let       and go to step2. 

Step 4:  

If                   , then          

will be deleted and let      .  

Step 5:  

If                  , then finish the noise 

detection and the       is the final R-peak 

location. Otherwise, let         and go to 

step1. 

經過雜訊判斷後將進行邊界檢測，利用訊

號 TF中 R波峰前後的非零起始點(       )與非

零終止點(     )，取得每個 R波峰對應的兩點

來做為 QRS複合波波形判斷，以非零起始點或

非零終止點與 R波峰振幅做比較，判斷該波形

為正向或是反向波形，當判斷為正向則掃描非

零起始點至 R波峰區間最小值作為 Q波峰，以

及R波峰至非零終止點區間最小值作為 S波峰，

反之當判斷為反向則掃描非零起始點至R波峰

區間最大值作為 Q波峰，以及 R波峰至非零終

止點區間最大值作為 S波峰，波峰檢測方式: 

Input: Orignal signal M, the signal of the 

threshold transformation TF, the position of 

the decision R-peak      . 

Output: Final QS-peak location       . 

Initialization:     (the number of the 

decision R-peak),     (the number of the 

F record),           (the first position of 

none zeroes record in front of the R-peak), 

        (the first position of none zeroes 

record back of the R-peak),       

(amount of the Q-peak and S-peak). 

Step 1:  

Let             . 

Step 2:  

If        , then let       and 

continue this step. Otherwise, let           

and go to step3. 

Step 3:  

Let             . 

Step 4:  

If        , then let       and 

continue this step. Otherwise, let         

and go to step5. 

Step 5:  

If                       , then let 

                                    

                   and          . 

Otherwise, let                  

                                      and 

         . 

Step 6:  

If                     , then let 

                                    

                 and          . 

Otherwise, let                  

                                    and 

         . 

Step 7:  

Let      . If                  , then finish 

the detection and the        is the final Q-peak 

ans S-peak location. Otherwise, go to step1. 

檢測完 Q 波峰與 S 波峰後，我們將利用

RR 間隔來作運算並取得 T 波的檢測範圍，檢

測範圍取 S波峰至當前 RR間隔的五分之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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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100 Q波峰 R波峰與特徵值檢視圖

在此區間內做掃描找出 T 波的起始點、波峰點

與終止點，在檢測前先計算範圍內總振幅向量

     ，用以判斷整體波形的振幅變化，並取得

S 波峰後第一個波形向量正負值變化點作為

QRS 複合波的終止點      ，以      向後尋

找第一個波形向量正負值變化點        ，並

判斷總振幅向量值與該點相對      位置，決

定該檢測點為 T 波峰或是 T 波起始點，當

        為波峰點，則以      下一點作為 T

波起始點，如為 T 波起始點，則向後尋找第一

個波形向量正負值變化點作為 T 波峰，以波峰

值與總振幅向量判斷波峰後波形振幅走向，並

掃描檢測範圍內T波峰後第一個波形向量正負

值變化點作為 T 波終止點，當範圍內皆無正負

值變化，則以檢測範圍最後一點作為 T 波終止

點，本方法雖在此提出，但目前實驗結果準確

性並不理想，因此將持續作波形的觀察與方法

的修正，以提升檢測結果的正確性。 

3.6 第六階段-症狀決策 

在分析完波形後，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波形

特徵值來做進一步的判斷，我們主要判斷對象

為 QRS複合波，初步可做出兩種較為準確的判

斷，第一種為計算每個 RR 間隔，以此來作為

心跳過快亦或是過緩的現象，標準依據為正常

人在平靜狀態下，每分鐘心跳數為 60 至 100

之間，換算成秒數每個心跳間隔在 0.6 至 1 秒

內，以心跳速落在此範圍內的 RR 間隔取平均

值並記錄範圍內均值前後最大落差，以用來判

斷個人心率資訊，第二種為以 Q波峰或 S波峰

的振幅與 R 波峰做比較，判斷出該 QRS 複合

波形的正反向，但在多比訊號的觀察中發現，

QRS 複合波的反向並不包含資料庫內所提供

的症狀表內的任何症狀，而後利用非零起始點

與非零終止點做運算範圍，計算範圍內的波形

特徵值，運算平均值並取得範圍內最大最小值

與中間值，可透過觀察特徵值彼此的相對位置

來進行判斷，如圖七所示可在特徵值標示上看

到每個 QRS複合波上有四條橫線，紫色為中間

值，綠色的平均值，而黑色分別為最大與最小

值，透過這四個特徵值的相對位置做判斷，我

們可以對該週期 QRS複合波做症狀判斷，如圖

中在正常波形情況下，平均值與中間值皆靠近

波形起始振幅，而中間值相較於平均值又更接

近，透過多筆資料的統計，我們可得到特徵值

位置的距離比值，用以做最後的症狀決策。 

4. 結果與討論 

我們主要針對 R波峰的檢測做討論，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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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心電圖檢測準確率檢視表 

出的R波峰檢測方法使用MIT-BIH心率異常資

料庫 [3]，其包含了 48 筆約 30 分鐘的雙通道

心電圖訊號，訊號採樣頻率為 360Hz，記錄位

元為 11-bit，記錄電壓範圍為 10mV，資料庫中

的 ECG記錄包含了正常心跳、突出的 P波與 T

波、逆向的 QRS 複合波、過低的 QRS 振幅、

過寬的 QRS週期、肌肉雜訊、基準線偏移、突

然改變的 QRS 振幅、突然改變的 QRS 型態、

心室過早收縮以及長時間停頓等各種狀況，實

做平台為 MATLAB 2013b 核心處理能力

3.6-GH Intel(R) Xeon(R) CPU，使用 MIT-BIH

心率異常資料庫第一通道訊號。 

每次檢視以 10 秒作為一個檢視範圍，每

次分析對整筆訊號做處理，數位濾波區塊，巴

特沃夫過濾頻率設定為 0.5Hz-10Hz，標準化範

圍以每 3600 個記錄點作一區段取該區段絕對

值最大值做標準化，訊號轉換計算區塊，以

Curve-length 概念轉換與均值轉換皆對整比訊

號做處理，波峰檢測邏輯區塊，門檻值的設定

以每 3600 個記錄點作一區段取該區段兩倍的

非零總合平均值，第一反向點(波峰檢測)與邊

緣檢測(非零起始點、非零終止點)為同時進行，

此兩檢測方式階對整筆訊號做處理，為確保判

斷準確性，訊號起始與結束如波形不完整將不

列入準確率的計算範圍，實際波峰決策區塊，

波峰決策使用波峰檢測點配合邊緣檢測點依

序對所有檢測到的波峰點做處理。 

為了檢視本文提出的R波峰檢測方式的準

確率，我們將統計每筆訊號的三個參數數量，

其一為 true-positive (TP)，當被檢測到的波峰為

正確 R波峰，其二為 false-positive (FP)，當被

檢測到的波峰非正確 R 波峰，其三為

false-negative (FN)，當正確的 R波峰未被檢測

到，透過這三個參數我將計算幾個數值做為整

體檢測效能的參考，sensitivity (Se)用以表示全

部心跳次數中正確 R 波峰的比例，positive 

predictivity (+P)用以表示全部檢測的波峰中正

確 R波峰的比例，detection error rate (DER)用

以表示正確與錯誤的比值，Accuracy (Acc) 用

以表示整體準確率 [14]，檢測值如表一所示，

以上數值計算式如下所示: 

   
  

     
       (8) 

   
  

     
       (9) 

    
     

  
      (10) 

    
  

        
      (11) 

後續圖八至圖十一將顯示出透過所提出

方法的三個不同階段，由四筆不同心電圖第一

通道訊號在不同時間內的波峰檢測，這些圖分

別由波形(a)心電圖原始訊號 M[n]，波形(b)透

過門檻值排除不必要的振幅並在此階段做初

步的 R波峰檢測，波形(c)由初步檢測波峰透過

雜訊檢測後所留下的R波峰並對應至原始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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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102 R波峰位置檢視圖 

上，在圖八中我們可以看到編號 102 號的心電

圖訊號，在第 90 秒至 100 秒區間內出現 QRS

複合波型態的突然轉變，由正常心跳突然出現

一次的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 而後心

跳開始異常症狀 Paced beat 的現象，在圖九中

我們可以看到編號 103號的心電圖訊號，在第

1147 秒至 1150 秒區間內出現基準線偏移的現

象，但基準線偏移的狀況在通過濾波處理後就

 

圖九.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103 R波峰位置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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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104 R波峰位置檢視圖 

可獲得解決，因此在後續的處理上並沒有問題，

在圖十中我們可以看到編號 104號的心電圖訊

號，在第 300秒至 310 秒整段區間內出現雜訊

的問題，針對雜訊的問題在 MF 訊號中容易產

生錯誤的波峰，必須做後續的雜訊判斷，但對

於雜訊過於嚴重的訊號無法對其做波形症狀

的判斷，因此在型態分析時將會略過不做處理，

在圖十一中我們可以看到編號 106號的心電圖 

 

圖十一.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106 R波峰位置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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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在第 90 秒至 100 秒整段區間內出現多

數的 Premature ventricular contraction症狀與正

常波形交錯，對於隨時都在變化的心跳波形均

不會對檢測上造成問題，不論面對型態的轉變

或基準線偏移或雜訊干擾等狀況，透過本研究

方法皆能抓取到 R波峰位置，透過圖中訊號(b)

的部分，我們可以清楚的看見不論是正向波或

是逆向波，在經過轉換後其訊號波形皆為正向，

而透過設定門檻值能有效的將不必要的訊號

給移除掉，然而在實際模擬中我們並不需要產

生 TF 的訊號，只需使用到 MF 訊號以及門檻

值即可，因只需要辨別 MF 訊號中大於門檻值

的部分，而非零起始點與非零終止點則是 MF

訊號與門檻值交會的點，但為方便觀察我們才

額外產生 TF訊號，在 Curve-length 轉換時，其

轉換波形受到 QRS複合波週期所影響，當複合

波週期變長，則透過門檻職所得到的非零起始

點與非零終止點距離也會跟著拉長，因此我們

可透過兩點的距離來判斷 QRS 複合波是否有

周期過長的問題，如使用正常 QRS複合波週期

在 0.1至 0.12 秒之間來做判斷標準，光是 QRS

複合波所包含的症狀就有很多種類，所以在判

斷症狀的處理上將會變得複雜，我們透過假設

數個不同的特徵值來做觀察，並取得該特徵值

與各式症狀的關連性，選擇最有效判斷的特徵

值來做最後的症狀決策。 

雖然在心電圖訊號正常情況下本研究方

法不容易出錯，但並非所有心電圖訊號都是正

常的，如圖十二所示，我們可看見圖中訊號(a)

的部分為原始訊號，而為方便確認正確 R波峰

位置，圖中數字一表示為正常心跳位置，而該

區間心跳訊號振幅的大幅度變化，導致波形轉

換時將不正確的波形轉換為波峰，造成 R波峰

的檢測錯誤並降低了檢測準確率，圖中訊號(c)

的部分可看見有紅色與綠色圓點，紅色表示為

FP，即為未被檢測到的 R波峰點，綠色表示為

FN，即為檢測錯誤的R波峰點，而在圖十三中，

我們可以看見在訊號(c)以綠色方框所框起來

的部分，該區域因訊號的不完整導致無法做判

斷，這幾個部分我們試圖以計算該訊號的正常 

圖十二.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105 R波峰位置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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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116 R波峰位置檢視圖 

心跳平均間隔，並取得心跳間隔與平均值最大

最小百分比，以此來做判斷下一個心跳位置的

檢測範圍，為找出此檢測範圍，我們使用資料

庫所提供資料進行統計，在計算各別訊號的平 

 

圖十四. MIT-BIH資料庫訊號編號 203 R波峰位置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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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心跳間隔時，我們將症狀標示為過早收縮與

傳導阻滞的心跳忽略，並判斷該計算間隔的心

跳皆非前述之狀況，在計算出該訊號平均間隔

並取得間隔最大最小值後，以最大最小值除以

平均值求得百分比，而從統計出的平均值來看

由 0.56至 1.21秒，依照正常心跳間隔在 0.6至

1 秒之間來看，很明顯看出非過快或過慢的心

跳症狀中也存在著正常範圍外的間隔長度，這

使得症狀判斷上的難度提升或是無法訂定出

一個通用標準，而檢測範圍百分比由 4.17 至

103.07百分比，單筆訊號百分比差異由 0.06 至

53.84 百分點，由統計資料來看各筆資料間隔

變化可能差異大也可能差異小，因此各訊號標

準必須各自訂定而無法一致，由圖十四所示，

我們可以看到該訊號區間皆為正常心跳，圖中

由左至右來看第一與第二次心跳間隔以及第

三與第四心跳間格，此兩個間隔時間差異甚大

導致容易造成症狀判斷上的錯誤，而該筆訊號

在 200秒的計算範圍內就出現了最大間隔 1.24

秒與最小間隔 0.31 秒的超常間隔時間，因此在

這部分我們將會作持續的研究，盡可能的找出

得以用來作為通用判斷的數值與方法，而針對

其餘非正常波形的症狀，目前因各症狀的波形

型態具有複數形態的可能而遇到阻礙，且不同

症狀間波形型態可能因非常相近而造成判斷

上的錯誤，即使是一般心跳訊號，其波形型態

也不一定為標準型態，而與部分症狀的波形型

態相近，因此這部分將是一大挑戰，我們將繼

續的專研下去。 

5. 結論 

在本文章中使用了一個簡單且有效的心

電圖訊號 R波峰檢測方法，文章中所提出的 R

波峰檢測流程與心律分析方式主要由六個階

段所組成，流程建立在頻帶濾波、標準化、

Curve-length 轉換將訊號轉換成所需的訊號波

形、均值轉換將訊號波形的平滑化並銳化波峰

與平緩雜訊，而後採用門檻值來做檢測並將檢

測結果對應至原始波形做雜訊判斷，以確定該

檢測點為正確波峰或是雜訊波峰，最後再計算

出波形特徵來做症狀的決策判斷，雖本文所提

之方法尚有不足之處，但我們將繼續對其作研

究改善，已達到更高的波峰檢測準確率，症狀

以 MIT-BIH 資料庫所提供的標準為依據來判

斷是否正確，未來我們將對所提出的 R波峰檢

測方式針對 48 筆訊號的準確率進行統計，並

解決訊號波形的症狀決策問題，在症狀決策部

分完成後進行統計準確率，但因其難度甚高所

以先針對部分症狀做分析檢測，而後購入心跳

量測設備，實際量測心電圖並將其匯入分析平

台來做測試，檢視本文章所提出的方法使用實

際訊號的分析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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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ON 網路之光層資訊量測 

 

 

 

摘要 

 
為使光通訊網路達到最佳的網路服務品

質，所建設之光纖網路必須同步建置監測系統

來進行網路之維運管理；而由於光纖到家

(FTTH)之光纖網路的複雜化，因而在 FTTH 之

網管系統的障礙查修也具備高的困難度。但在

FTTH 之 ODN 障礙診斷以及設備障礙診斷這

兩項查測系統中，所有障礙定位技術之核心關

鍵都在於系統之各項設備組成元件於運作

時，其所掌握及判定的光層資訊必須均為正確

值；本研究研發新的 GPON 系統的光層資訊量

測技術，並應用於 GPON 的 ODN 之障礙量測

以及精確的定位，而因其所建立的網路維運管

理系統，不但已成功的在 GPON 系統中上線運

作，並可進一步運用於其他的 PON 系統。 

 

關鍵詞：光纖到家、網路。 

 

Abstract 

 
   For the opti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to 

achieve the best service quality, the monitoring 

system must be established in optical network. 

Because the complicated network of Fiber to the 

Home (FTTH), the FTTH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will also have the high degree of 

difficulty. In the FTTH network, the key li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optical layer information are 

all correct values. In this study, the correct values 

of the optical layer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GPON 

system, and its established 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 not only has been successful in the line 

work on GPON system, and also further applied 

to other PON system.  

Keywords: Fiber to the Home, network.  

 

1. 前言 
 

光纖通信為現今最主要的有線通信方

式，而為了因應雲端、MOD 與企業專線等各

種電信服務的多項及大量之需求，電信之接取

網路必須朝向光纖化、IP 化、智能化、高寬頻

化及數位匯流的方向發展，目前也正走向光世

代接取網路必須要能提供出 100 Mbps 的高速

電路;而以現行的傳輸技術來考量，積極的佈

建光分配線網路，並以 xPON 來提供出 100 

Mbp 高速電路將是最佳的解決方案，因此，電

信公司已全面規劃及佈建光纖到家(FTTH)網

路。 

在 FTTH 之 PON 網路架構設計，其是一

種點對多點(Point to Multipoint) 的樹狀網路架

構，為包含有各種不同的光通訊網路架構，其

網路之佈建架構有別於傳統的點對點的拓墣

架構（Point to Point；P2P），其所採用的則是

點對多點型式拓墣，由局端設備之光線路終端

（Optical Line Terminal；OLT）經由光分歧器

（Optical Splitter）的分光而傳送給多個用戶端

設備的光網路單元（Optical Network Unit；

ONU），以此方式傳送雖可大量減少光纖的使

用量，但此多分歧光纜的網路架構佈放方式，
也造成實體層的光纖網路變成極端複雜化，而

使 FTTH 之整體網管系統中的障礙查修成為具

高困難度的問題。因此，電信及網路公司都積

極的研發光配線網路 (Optical Distribution 

Network，ODN)中的包括光纜障礙定位等新的

網管技術，而其目標為維運系統能夠做到快速

的判斷 ODN 之障礙以及精確的定位，以減少

系統維運及維護的龐大費用。 

在研發光纖到家之各項包括設備功能診

斷等之網管維運系統，其在所有之障礙定位技

術的應用上，如何取得 PON 系統中之各項組

成元件於系統運作時之正確的光層資訊，則將

是其核心關鍵，而在其中之用戶端之 ONU 則

為 GPON(Gigabit-capable Passive Optical 

Network)系統架構中之關鍵組成元件，ONU 之

光 介 面 可 分 別 使 用 光 網 路 終 端 (Optical 

Network Terminal；ONT)或家庭閘道器(Home 

Gateway-Optical；HGW-O) ，而目前的量測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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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所量測出的光層資訊會在部份 PON 系統設

備中產生大的誤差，因此造成網路管理系統上

大的混亂，本研究因而研發新的 PON 系統的

光層資訊量測技術，並應用於 FTTH 之 GPON

系統中的 ONT 及 HGW-O 的光層資訊量測，並

經由眼圖(Eye Pattern)的光介面參數量測，判斷

ONU 之不同光電模組和晶片的效應，因而此正

確的光層資訊也成功的應用於建立一個精準

及完善的 FTTH 網路維運管理系統，並也成功

的在 GPON 網路中上線運作；而經由 GPON 之

整體運作之資訊，此技術也可進一步運用於其

他的 PON 系統。 

 

2. 實驗 

 

2.1 實驗樣品 
（1）16 km 長之 G652C 光纖。 

 

2.2 實驗設備 

  （1）一種 GPON 系統(圖 1) ，其之 ONU 包

括 5 個 HGW-O 和 5 個 ONT。 

（2）JDSU 之 PON Power Meter。 

  （3）EXFO 之 FOT-930 Multifunction Loss 

Tester。 

（4）Acterna 之 Optical Level Controller。 

（5）Agilent 之  B6100A Wide-Bandwidth 

Oscilloscope。 
 

2.3 實驗步驟 

研究以 16 km 長之 G652C 光纖，連接

GPON 系統之各個 OLT Port、Splitter 以及各別

ONU，並進行量測及校正，ONU 以 Oscilloscope

做眼圖量測。 

 

3.結果與討論 

 
3.1 網管光層資訊的量測與應用 
 

    開始運作之 FTTH 的 GPON 系統，其網

管系統必須先能掌握住整體實體層之各項組

成元件之正確的光資訊，才能進一步的建立網

路運作的各種智能診斷能力；而在 GPON 系統

中，設備之 OLT 端及 ONU 端，其在不同的

OLT 卡板中的不同 Port，發送及接收光功率值

均不同，而在各不同的 ONU 端之發送及接收

光功率值也不同，而此 PON 系統之在兩端點

的光功率值均為 GPON 網管系統中最重要之

資訊；然而在實際的 GPON 系統運作時，其在

GPON 之網管系統中所顯示出的光功率值，和

實際為正確的光功率值間具有差異，因此在

GPON 的標準中有規定出量測誤差值〔1〕：在

OLT 端的標準規定量測誤差值為≦±2 dB；而

在 ONU 端的標準規定量測誤差值為≦±3 dB，

因此在 GPON 網管系統中，光層資訊都必須經

過校正的程序來降低其量測的誤差值，才能進

一步應用於建立網路的各項障礙的診斷功

能，但在 GPON 之網路實體層中進行光功率測

試，其在 OLT 端及 ONU 端之正確的光功率值

之資訊取得，必須使用正確的量測方式〔2〕

以及大量的隨機樣品的測試及統計，才能得到

相對應之為正確的光功率參數值，並實際應用

於 GPON 的網管系統。研究測試分析在 GPON

系統之光層資訊，其在下行、1490 nm 波長的

ONU 端(包含 HGW-O 和 ONT)的量測結果顯

示：圖 2 及圖 5 顯示出 GPON 網管系統所顯示

出之光功率值和實際光功率值之間為具有差

異，由於下行、1490 nm 雷射波長為連續

(Continue)雷射，其量測中之單一點的光功率數

值變化很小，而在量測出正確的光功率後，圖

3 及圖 6 顯示出正確的網管值和光功率之關係

圖，而經由圖 4 及圖 7 的精準度和光功率之變

化圖顯示: 兩種 ONU 之正確的量測誤差值為

在 GPON 標準的±3 dB 範圍，而 HGW-O 和

ONT 雖然分別使用不同的光電模組和晶片，但

並未造成光層資訊大的不同。而在上行、1310 

nm 的 OLT Port（圖 8）之量測結果則顯示：在

OLT Port 端，其之正確的量測誤差值為在

GPON 標準的±2 dB 範圍，而量測結果顯示部

份 OLT Port 之光功率會接近標準規定之門

檻，其原因為在 1310 nm 波長使用脈衝(Pulse)

雷射，在進行光功率的量測時，1310 nm 波長

之量測中的單一點的光功率數值變化很大，因

此在判定及校正光功率時，必須特別仔細；這

証明在GPON的網管系統，有時在OLT及ONU

端之網管會有誤判，其原因為在網管系統得到

的光層資訊並不正確，而現有的量測方式也並

不正確，而如果 OLT 端及 ONU 端之光功率偏

差很大，往往就是產生系統誤判的區段，而如

果不做正確的光功率校正量測，系統之量測誤

差值將會影響到網管之各子系統之建立。 
在 GPON 之網管系統的整體光層資料之

中，必須包括有 OLT 端之發送光功率、OLT

端之接收光功率、ONU 端之發送光功率與

ONU 端之接收光功率等相關之正確光功率數

據，因此，經過正確的量測後做修正偏差，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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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出實體層之每一光路由的光功率預算，而

光功率預算則必須滿足合理的範圍；在 GPON

系統之端對端合理光損失之計算式為: 

  

Loss=∑(光纖長度光損失) +∑(光纖熔接光損

失) +∑(光纖連接器光損失) +∑(光分歧器光損

失) ±誤差範圍 

 

在計算式中 

（a）光纖衰減(1310 nm),α=0.359 dB/km 

（b）光纖衰減(1490 nm),α=0.285 dB/km 

（c）光纖的熔接點數量：4 + (L\1.5), L 為光纖

長度(km) 

（d）光分歧器每埠的平均光損失：(1:32=16 

dB) 

（e） 光纖連接器 SC/PC 平均光損失：(0.15 dB) 

    （f） 光纖連接器SC/APC平均光損失：(0.2 dB) 

（g）光纖之熔接損失：0.1dB 

（h）誤差範圍：2.0 dB,為光功率測試的最大

誤差 

 

如果在 GPON 系統之端對端的兩個端點

之間，計算出在 1310 nm 及 1490 nm 這兩個波

長的光損失值為都落在合理的範圍的以內，則

網管系統就可診斷並判定出 ODN 網路為在正

常的狀態；但若在 1310 nm 或 1490 nm 這兩個

波長，有一工作波長之光損失超過合理的光損

失範圍，則網管系統之診斷就判定出 ODN 網

路為發生障礙。 

 

3.2 ONU 的眼圖光介面參數量測 

 

   在 GPON 之整體網路架構中，ONU 為其

中的關鍵組成部分；而在 ONU 中引入閘道器

(Gateway)做不同網路間資料移動及不同協定

間移動轉換的閘門，GPON 系統就可更進一步

的提供包括語音、視頻和高速上網等服務於家

庭用戶，這就是 HGW-O；由於 HGW-O 和 ONT

之介面管控不同，其之光收發模組、晶片及結

構組成也不同於 ONT，因此其在整體 GPON

系統中之光層資訊是否存有大的差異？由於

在基頻方波的調變系統中，可以使用眼圖的量

測來評估出通道雜訊及符碼間的干擾，並分析

出傳輸系統的性能；研究量測 ONT 及 HGW-O

在 1244 Mbit/s 上行方向之眼圖(圖 9 及圖

10) ，HGW-O 之消光比為 13.97 dB，ONT 之

消光比則為 13.82 dB，均符合 ITU-T G.984.2

中之規定的 ONU 光發送器之消光比必須大於

10 dB 的要求〔1〕；而從眼圖的判斷理論，如

果眼圖的「眼睛」區域範圍越大，就表示信號

失真的幅度會越小，而量測 ONT 及 HGW-O 之

眼圖的「眼睛」區域範圍為幾乎一樣，這顯示

HGW-O 並未因晶片之變換及加入 Wi-Fi 天線

而產生眼圖區域範圍變小的狀況，因而

HGW-O 在有雜訊或是符碼間之干擾時，並不

容易造成信號之失真。 
 

4.結論 
 

本研究成功建立 GPON 系統之新的光層

資訊量測技術，量測出之正確光層資訊則實際

應用於 GPON 系統的光配線網路之障礙量測

及精準定位；而配合 ONU 之光介面參數之量

測，則使 GPON 網路維運管理系統趨向更完善

及更精準；此量測技術將可進一步運用於其他

的 PON 系統，因而將可大幅提升 FTTH 之各

項服務品質及施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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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GPON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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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1490 nm 波長,在 ONT 端，網管顯示之網

管值和光功率值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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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490 nm 波長,在 ONT 端，正確的網管值

和光功率值之關係圖 

-1.5

-1

-0.5

0

0.5

1

1.5

2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光功率值(dBm)

精
準

度
(d

B
) ONU1

ONU2

ONU3

ONU4

ONU5

 
圖.4 1490 nm 波長,在 ONT 端，精準度和光功

率值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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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1490 nm 波長,在 HGW-O 端，網管顯示

之網管值和光功率值之關係圖 

-25

-20

-15

-10

-5

0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光功率值(dBm)

網
管

修
正

值
(d

B
m

)

ONU1

ONU2

ONU3

ONU4

ONU5

 
圖.6 1490 nm 波長,在 HGW-O 端，正確的網

管值和光功率值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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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1490 nm 波長,在 HGW-O 端，精準度和

光功率值之關係圖 

  
圖.8 1310 nm 波長,在 OLT 端，精準度和光功

率值之關係圖 
 

 
圖.9 ONT 之眼圖 

 

 
圖.10 HGW-O 之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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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影響數位學習使用意圖之研究 

-以慈濟醫療體系為例 

 

 

摘要 

 
本研究以「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為基

礎建立研究概念架構，配合實證調查研究，

以慈濟醫療體系之實習醫學生共 234 名為研

究對象，進行影響數位學習使用意圖之研究

調查，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137 份，回收率為

58.55%。經以 SmartPLS 2.0 統計軟體分析

後，結果發現影響實習醫學生數位學習使用

意圖之因素有：知覺有用性、相容性、可觀

察性、同儕影響、自我效能、幫助條件、態

度、知覺行為控制等八項關鍵因素。本研究

建議，醫院若欲推廣數位學習予實習醫學生

使用，可宣傳使用數位學習的效益，近而提

高使用意圖。 

關鍵詞：數位學習、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

實習醫學生。 

 

Abstract 
 

Internet learning is omnipresent, alon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technology, digitization 

has become the irreversible trend. Due to the 

invention of the smartphone in recent years, 

mobile learning has become a popular way in 

e-Learning anytime. As medical knowledge 

advances, medical education in response to 

digitization, e-Learning will be the main way of 

learning without the limitation to time and space, 

and can also reduce the cost of training. 

In this empirical study, “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was modified and 

applied to construct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The survey research total of 234 questionnaires 

were administered in Tzu Chi hospital. The 

effective response rate was 58.55% with a sum of 

137 respondent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ight signific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behavior includes perceived usefulness, 

compatibility, observability, peer influence, self 

efficacy,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attitude and 

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The study suggests in 

order to popularize e-Learning amongst medical 

students, the hospital can emphasize the benefits 

and enhance the intention of using e-Learning. 

Keywords: e-Learning, 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 (DTPB), Medical student.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網路學習無所不在，隨著資訊科技、網路

科技與通訊技術快速發展，數位化已成為不可

逆之趨勢(Tang, Tang, & Chiang, 2014)。近幾年

智慧型手機的發明，也讓行動學習成為隨時隨

地能線上學習的熱門管道 (Hashim, Tan, & 

Rashid, 2014)。而數位學習的流行，影響了政

府、企業與教育機構採用和發展數位學習，尤

其是在一般的公司與大學裡，為了能讓員工與

學生更有效率的學習，數位學習更是蓬勃發展

(Arif et al., 2015)。因此，越來越多的公司與機

構採用數位學習的方式，以支援員工職業發展

與繼續教育。而在高等教育中，則是利用數位

學習作為支援教學的主要工具(King & Boyatt, 

2015)。近年來，由於醫師工時的限制，加上外

科的手術方式不斷推陳出新，數位學習便可以

提供一個有效的學習方式，來替代傳統的教學

方法(Jayakumar, Brunckhorst, Dasgupta, Khan, 

& Ahmed, 2015)。 

隨著科技的發展，臺灣醫療機構的資訊電

子化程度逐年提高，而醫師的工作具有高度的

專業性，必頇不斷地學習知識、充實新知、培

養基本的醫療專業能力、進階的醫療診斷技能

與先進的醫療專業應用知識等，讓醫師於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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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化的臨床工作中，可以成功治療病人。因

此，如何運用資訊科技技術，執行出更有效的

教學，將臨床系統與教學系統間的資源更妥善

的整合運用，是目前醫療院所積極發展的目

標。讓學習能更方便與快速，將知識傳予臨床

教師以及實習醫學生，更重要的是，醫師能藉

由這些新的知識與技術幫助病人，近而改善病

人的健康。 

實習醫學生的臨床訓練是以問題為導向

(Problem-Based Learning) 、 病 人 為 導 向

(Patient-Based Learning) 與 實 證 醫 學

(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學習方式，實習醫

學生於臨床遇到的問題，可藉由臨床教師整理

相關資訊後，錄製的數位學習課程得到快速的

解答。醫師的養成過程中強調的是主動學習與

經驗的傳承，目前的醫學教育潮流已經轉變為

以醫學生為中心，因此醫院必頇提供一個教學

資源充分整合的良好學習環境，亦可延伸至畢

業後的終身醫學繼續教育訓練。而智慧型手機

與網際網路已經成為生活必頇品，醫學教育因

應時代的潮流趨勢，利用資訊技術、科技產

品、網際網路與多媒體科技，可以提供豐富的

學習資源，使學習不受時間與空間的限制。 

 

1.2 研究動機 

 
由於醫師與實習醫學生臨床工作繁忙，如

何利用零碎的時間，獲取最大效率的學習，已

經成為醫院教學單位的發展目標。智慧型手機

的普及，使學習無所不在，課堂教學內容以及

雙向回饋評量將會達到數位化與無紙化，因

此，醫學教育必頇配合醫師繁重的臨床作業，

將學習融入臨床工作中，讓教學與學習不會成

為臨床教師與實習醫學生的負擔，而實習醫學

生累積的知識，將會成為醫院與工作上的助

益。 

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於

教學醫院評鑑基準及評量項目訂有「醫院應設

置網路教學平台，提供院內人員不受時間和空

間限制的學習環境，且定期評估受訓學員對網

路教學之反應與學習成效」。然而，目前多數

醫院開發之數位學習系統主要使用人員為正

職員工，對於實習醫學生並未規範使用。而實

習醫學生由學校基礎醫學教育進入醫院臨床

醫學教育，瞭解未來的醫師─實習醫學生對數

位學習的使用意圖，對醫院的醫學教育規劃、

實施與檢討改善，將有很大的幫助。且醫院利

用數位學習，將可以更有效的回應學生對學習

與知識的需求，減少教育訓練費用的支出(Hiltz 

& Turoff, 2005)。 

目前台灣對於數位學習相關研究大多使

用科技接受模式與資訊系統成功模式，來探討

影響數位學習之使用意願、態度或滿意度等，

而根據 Taylor and Todd (1995b)的研究結果顯

示，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的預測能力與對行為

意圖的解釋能力比科技接受模式與計畫行為

理論高，且 Shimp and Kavas (1984)研究結果發

現，多構面信念架構提供比傳統的單構面的架

構更具契合度，因此，本研究想藉由解構式計

畫行為理論較多之相關構面探討影響之程度。 

 

1.3 研究問題與目的 

 
目前台灣醫療院所導入數位學習的發展

日益成熟，相關的研究亦非常多，但對於探討

對象為實習醫學生之研究卻付之闕如。綜上所

述，希望藉此機會可深入瞭解影響實習醫學生

使用數位學習之因素，藉由解構式計畫行為理

論相關構面，與創新特性之可觀察性，探討實

習醫學生對數位學習的「知覺有用性」、「知覺

易用性」、「相容性」與「可觀察性」是否影響

使用數位學習之「態度」、實習醫學生的「上

級影響」與「同儕影響」是否影響「主觀規範」、

「自我效能」與「幫助條件」是否影響「知覺

行為控制」、探討「態度」、「主觀規範」與「知

覺行為控制」是否影響實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

習之「使用意圖」，以及探討慈濟醫療體系實

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習之現況。 

 

2. 文獻探討 

2.1 數位學習 

 
Jayakumar et al. (2015)指出數位學習是透

過網路為基礎的方式傳遞教學內容，可以提供

一個有效的學習方式，來替代傳統的教學方

法。數位學習是電子學習，利用電腦網路技

術，例如：網際網路、企業內部網路，提供學

習教材予使用者(Abdullah & Ward, 2016)。數位

學習是利用電子媒介提供知識予遠端使用者

的方式(Yatigammana, Johar, & Gunavardhana,  

2014)。數位學習是使用網路技術，經由電子媒

介，以幫助企業將學習教材給使用者，並藉由

網路通訊，讓使用者能夠隨時隨地任何時間主

動學習(Cheng, 2012)。臨床護理人員數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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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度認知之相關因素探討中，發現數位學習

接受度與電腦自我效能及個人特質具有一定

之影響(陳素芬、江彥逸、王惠玄、郭惠敏、林

俊逸，民 101)。 

慈濟醫療志業學習網於 2003 年啟動規

劃，從一開始的學術演講錄影，到將環境教育

納入員工教育訓練數位課程，透過網際網路進

行醫學教育、成人教育、組織訓練、專業繼續

教育、高等教育等。目前線上有 2000 多堂學

習課程、300 多部專家演講、100 多部衛教影

片、1 萬個以上知識管理平台資源及 3000 多筆

e-Portfolio 紀錄，且自 2010 年以來平台使用超

過 60 萬人次，平均每月達 1.4 萬人次，將醫療

知識透過不受時間及空間限制的數位學習平

台系統分享傳遞出去，讓員工、學生與民眾可

以隨時隨地的學習。 

 

2.2 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 

 
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ed Behavior, DTPB)是由 Taylor and Todd 

(1995b)根據計畫行為理論所提出來的理論，

Taylor and Todd 認為計畫行為理論的信念為

單一構面，無法完全預測以及了解個人的意圖

與行為，因此，將態度分解為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知覺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與相容性(Compatibility)，主觀規範

分解為上級影響(Superior Influence)與同儕影

響(Peer Influence)，知覺行為控制分解為自我

效能 (Self-efficacy)與外在資源限制 (External 

Resource Constraints)，而外在資源限制可再分

解 為 資 源 協 助 狀 態 (Resource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與 技 術 協 助 狀 態 (Technology 

Facilitating Conditions)。 

Taylor and Todd (1995b)以科技接受模

式、計畫行為理論與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探

討影響學生使用電腦資源中心之因素，研究結

果顯示，態度分解出來的三個構面中，只有知

覺有用性對態度有顯著的影響，知覺易用性與

相容性對態度無顯著的影響。主觀規範分解出

來的二個構面中，上級影響與同儕影響對主觀

規範皆有顯著的影響。知覺行為控制分解出來

的三個構面中，自我效能和資源協助狀態對知

覺行為控制皆有顯著的影響，而技術協助狀態

對知覺行為控制無顯著的影響。態度、主觀規

範與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皆有顯著的影

響。知覺行為控制與行為意圖的對使用行為皆

有顯著的影響。 

 

2.3 可觀察性 

 

可觀察性是指該創新本身或創新被採用

後的結果，可以被觀察及討論的程度，也就是

說使用者覺得該創新產品的效益或是功能愈

容易被理解或說明時，使用者愈會使用該創新

(Moore & Benbasat, 1991)。 

Albirini (2006)探討影響敘利亞高中教師

對新的資訊通訊技術導入教學課程中的態

度，研究結果顯示高中教師對新的資訊通訊技

術導入教學課程中的可觀察性會正向影響使

用新的資訊通訊技術之態度。Cheng and Cho 

(2011)探討影響員工使用資訊通訊技術之因

素，研究結果顯示資訊通訊技術的可觀察性會

正向影響使用資訊通訊技術的態度。Hsu, Liu, 

Weng, and Chen (2013)探討影響護理師對使用

行動電子病歷的意圖，研究顯示可觀察性會正

向影響使用意圖。Yatigammana et al. (2014)探

討影響斯里蘭卡和馬來西亞的研究所學生對

數位學習接受意圖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研究

所學生對數位學習的可觀察性會正向影響使

用數位學習的態度。此外，在許多學者的研究

中亦指出，可觀察性會正向影響資訊系統、資

訊科技與科技產品的態度與使用意圖(Hayes, 

Eljiz, Dadich, Fitzgerald, & Sloan, 2015; Nazari, 

Khosravi, & Babalhavaeji, 2013; Waheed, Kaur, 

Ain, & Sanni, 2015)。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主要採用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來

探討慈濟醫療體系實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習

之意圖，且加入創新特質之可觀察性，探討是

否對實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習的態度與意圖

上有所影響，其架構如圖 1 所示。 

 

3.2 研究假說 

 
知覺有用性是指人們認為使用一個特定

的系統會增加他們工作績效的程度，也就是說

使用者會傾向使用認為可以幫助工作做得更

好的系統，故使用者覺得該系統有用時，則會

對該系統有正向的態度(Davis, 1989)。在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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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計畫行為理論中，將態度分解為知覺有用

性、知覺易用性與相容性，並在影響消費者購

買 VCR 產品之因素與影響學生使用電腦資源

中心之因素的二篇研究中指出，知覺有用性對

態度有正向的影響 (Taylor & Todd, 1995a; 

Taylor & Todd, 1995b)。 

大學生對行動學習的知覺有用性會正向

影響使用行動學習的態度(Cheon, Lee, Crooks, 

& Song, 2012; Park, Nam, & Cha, 2012)。曾瑞譙 

(民 100)探討醫護專科學校學生使用數位學習

平台之動機，與知覺信念對使用者的態度及滿

意度之影響，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對數位學習平

台的知覺有用性會正向影響使用數位學習系

統的態度。台灣地區數位學習中心使用者對數

位學習系統的知覺有用性會正向影響使用數

位學習系統的態度(周君倚、陸洛，民 103)。知

覺有用性會正向影響資訊系統、資訊科技與科

技產品的使用態度 (Alharbi & Drew, 2014; 

Chang, Chou, Yeh, & Tseng, 2016)。因此提出以

下研究假說： 

H1：實習醫學生對於數位學習的「知覺有

用性」對使用數位學習的「態度」有正向影響。 

知覺易用性是指人們認為使用一個特定

的系統不需要努力的程度，也就是說使用者不

需要花費心力即可使用該系統，故使用者覺得

該系統操作起來簡單，則會對該系統有正向的

態度(Davis, 1989)。Taylor and Todd (1995b)在

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中，將態度分解為知覺有

用性、知覺易用性與相容性，並在影響消費者

購買 VCR 產品之因素的研究中指出，知覺易

用性對態度有正向的影響 (Taylor & Todd, 

1995a)。 

Leejoeiwara (2012)探討影響泰國某大學

學生對線上學習的使用意圖，研究結果顯示大

學生對線上學習的知覺易用性會正向影響使

用線上學習的態度。Dai (2015)探討影響中國大

陸某大學學生數位學習使用意圖之因素，研究

結果顯示大學生對數位學習的知覺易用性會

正向影響使用數位學習的態度。池文海 et al. 

(民 100a)探討影響醫學中心與教學醫院曾經使

用過數位學習系統之醫事人員，實際使用與持

續使用數位學習系統意圖之因素，研究結果顯

示對數位學習系統的知覺易用性會正向影響

使用數位學習系統的態度。知覺易用性會正向

影響資訊系統、資訊科技與科技產品的使用態

度(Cheung & Vogel, 2013; Hung & Wu, 2012)。

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2：實習醫學生對於數位學習的「知覺易

用性」對使用數位學習的「態度」有正向影響。 

相容性是指該創新符合人們現在的價值

觀、過去的經驗和目前的需求之程度，也就是

說使用者若不需要改變自己來配合此創新，就

愈有可能使用此創新(Rogers, 1995)。Taylor and 

Todd (1995b)在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中，將態度

分解為知覺有用性、知覺易用性與相容性，並

在影響消費者購買 VCR 產品之因素的研究中

指出，相容性對態度有正向的影響(Taylor & 

Todd, 1995a)。 

Yatigammana et al. (2014)探討影響斯里蘭

卡和馬來西亞的研究所學生對數位學習接受

意圖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研究所學生對數位

學習的相容性會正向影響使用數位學習的態

度。影響 Web 2.0 新興教學科技之使用意圖研

究結果顯示使用者對 Web 2.0 新興教學科技的

相容性會正向影響對 Web 2.0 新興教學科技的

使用態度(黃雲龍、葉允棋、歐展嘉， 民 101)。

相容性會正向影響資訊系統、資訊科技與科技

產品的使用態度(Chiu, 2014; Moga, Stroe, Nor, 

& Yoruk, 2011; Tsai, Wei, & Tsai, 2014)。因此提

出以下研究假說： 

H3：實習醫學生對於數位學習的「相容性」

對使用數位學習的「態度」有正向影響。 

可觀察性是指該創新本身或創新被採用

後的結果，可以被觀察及討論的程度，也就是

說使用者覺得該創新產品的效益或是功能愈

容易被理解或說明時，使用者愈會使用該創新

(Moore & Benbasat, 1991; Rogers, 1995)。 

Albirini (2006)探討影響敘利亞高中教師

對新的資訊通訊技術導入教學課程中的態

度，研究結果顯示高中教師對新的資訊通訊技

術導入教學課程中的可觀察性會正向影響使

用新的資訊通訊技術之態度。Cheng and Cho 

(2011)探討影響員工使用資訊通訊技術之因

素，研究結果顯示資訊通訊技術的可觀察性會

正向影響使用資訊通訊技術的態度。可觀察性

會正向影響資訊系統、資訊科技與科技產品的

態度與使用意圖(Al-Jabri & Sohail, 2012; Tully, 

2015; Waheed, Kaur, Ain, & Sann,   2015)。

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4：實習醫學生對於數位學習的「可觀察

性」對使用數位學習的「態度」有正向影響。 

上級影響是指該使用者的主管對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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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梁定澎, 民 101)。在解構式計畫行為理

論中，將主觀規範分解為上級影響與同儕影

響，並在影響消費者購買 VCR 產品之因素與

影響學生使用電腦資源中心之因素的二篇研

究中指出，上級影響對主觀規範皆有正向的影

響 (Taylor & Todd, 1995a; Taylor & Todd, 

1995b)。 

Hung and Wu (2012)探討影響使用者接受

web-based 決策支援系統的因素，研究結果顯

示使用者接受 web-based 決策支援系統的上級

影響會正向影響使用者接受 web-based 決策支

援系統的主觀規範。Hsieh (2015)探討影響醫師

接受電子病歷交換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醫師

接受電子病歷交換的上級影響會正向影響醫

師接受電子病歷交換的主觀規範。上級影響會

正向影響資訊系統、資訊科技與科技產品的主

觀規範(Chiu, 2014; 黃維民、汪譽航、許恒韶，

民 101)。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5：實習醫學生認知到的「上級影響」，

對於使用數位學習的「主觀規範」有正向影響。 

同儕影響是指該使用者的同事、朋友等對

該行為的看法(梁定澎, 民 101)。在解構式計畫

行為理論中，將主觀規範分解為上級影響與同

儕影響，並在影響消費者購買 VCR 產品之因

素與影響學生使用電腦資源中心之因素的二

篇研究中指出，同儕影響對主觀規範皆有正向

的影響(Taylor & Todd, 1995a; Taylor & Todd, 

1995b)。 

Sadaf et al. (2012)探討影響教師使用 web 

2.0 技術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教師使用 web 

2.0 技術的同儕影響會正向影響教師使用 web 

2.0 技術的主觀規範。民眾使用穿戴型裝置

Google 眼鏡的同儕影響會正向影響使用穿戴

型裝置 Google 眼鏡的主觀規範(李慶長、張銀

益、黃柏翔，民 104)。同儕影響會正向影響資

訊系統、資訊科技與科技產品的主觀規範
(Blake & Kyper, 2013; Yang, Li, Tan, & Teo, 

2007)。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6：實習醫學生認知到的「同儕影響」，

對於使用數位學習的「主觀規範」有正向影響。 

自我效能是指使用者判斷自己對執行某

特定行為的能力(Bandura, 1977)。在解構式計

畫行為理論中，將知覺行為控制分解為自我效

能與外在資源限制，並在影響消費者購買 VCR

產品之因素與影響學生使用電腦資源中心之

因素的二篇研究中指出，自我效能對知覺行為

控制皆有正向的影響(Taylor & Todd, 1995a; 

Taylor & Todd, 1995b)。 

Cheon et al. (2012)探討影響美國某大學學

生對行動學習的看法與接受度，研究結果顯示

大學生對行動學習的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使

用行動學習的知覺行為控制。陳素芬 et al. (民

101)探討影響臨床護理人員數位學習接受度之

因素，研究結果顯示護理人員對使用數位學習

的自我效能會正向影響護理人員對使用數位

學習的知覺行為控制。民眾使用數位電視的自

我效能會正向影響使用數位電視的知覺行為

控制(吳玫瑩、江珮姍， 民 103)。自我效能會

正向影響資訊系統、資訊科技與科技產品的知

覺 行 為 控 制 (Hosseini, Bathaei, & 

Mohammadzadeh, 2014; Hung & Wu, 2012)。因

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7：實習醫學生的「自我效能」愈好，對

於使用數位學習的「知覺行為控制」有正向影

響。 

幫助條件是指使用者在使用資訊科技產

品時能促進使用過程順利完成之可利用的資

源，例如：時間、金錢與其他相關的技術資源

(Taylor & Todd, 1995a; Taylor & Todd, 1995b)。

在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中，將知覺行為控制分

解為自我效能與外在資源限制，而外在資源限

制可再分解為資源協助狀態與技術協助狀

態，並在影響消費者購買 VCR 產品之因素的

研究中指出，消費者購買 VCR 產品的幫助條

件對知覺行為控制有正向的影響 (Taylor & 

Todd, 1995a)。 

Leejoeiwara (2012)探討影響泰國某大學

學生對線上學習的使用意圖，研究結果顯示大

學生使用線上學習的幫助條件會正向影響使

用線上學習的知覺行為控制。Sadaf et al. (2012)

探討影響教師使用 web 2.0 技術的因素，研究

結果顯示教師使用 web 2.0 技術的幫助條件會

正向影響教師使用 web 2.0 技術的知覺行為控

制。李慶長 et al. (民 104)探討影響民眾對穿戴

型裝置 Google 眼鏡的使用意圖，研究結果顯示

民眾使用穿戴型裝置 Google 眼鏡的幫助條件

會正向影響使用穿戴型裝置 Google 眼鏡的知

覺行為控制。幫助條件會正向影響資訊系統、

資訊科技與科技產品的知覺行為控制(Chiu, 

20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8：實習醫學生的「幫助條件」愈多，對

於使用數位學習的「知覺行為控制」有正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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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態度是指人們對該項行為的正面或負面

之感受，也就是說若使用者若對該項行為愈有

積極的態度時，則愈有可能去從事該項行為

(Fishbein & Ajzen, 1980)。在解構式計畫行為理

論中，影響消費者購買 VCR 產品之因素與影

響學生使用電腦資源中心之因素的二篇研究

中指出，人們的態度對意圖皆有正向的影響

(Taylor & Todd, 1995a; Taylor & Todd, 1995b)。 

Chu and Chen (2016)探討影響台灣某大學

學生數位學習使用意圖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

大學生對數位學習的態度會正向影響對數位

學習的使用意圖。Zhou (2016)探討影響中國大

陸 某 大 學 學 生 對 大規 模 開 放 網 絡 課 程

（MOOCs）的接受度，研究結果顯示對大規模

開放網絡課程（MOOCs）的態度會正向影響對

大規模開放網絡課程（MOOCs）的使用意圖。

Park et al. (2012)亦探討影響韓國某大學學生對

行動學習的看法與接受度，結果皆顯示大學生

對行動學習的態度會正向影響使用行動學習

的意圖。資訊人員的態度，會正向影響知識分

享的意圖(吳盛、林東清， 民 96)。使用者對資

訊系統、資訊科技與科技產品的態度，會正向

影響使用意圖(Hsu, 2012; Jan & Contreras, 2011; 

Lin, Hsu, & Chen, 2013)。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

說： 

H9：實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習的「態度」，

對於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有正向影響。 

主觀規範是指人們對於是否從事該項行

為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也就是說若使用者對

採取該項行為的外在影響愈大時，則愈有可能

去從事該項行為(Fishbein & Ajzen, 1980)。在解

構式計畫行為理論中，影響消費者購買 VCR

產品之因素與影響學生使用電腦資源中心之

因素的二篇研究中指出，人們感受到的主觀規

範對意圖皆有正向的影響 (Taylor & Todd, 

1995a; Taylor & Todd, 1995b)。 

Tarhini et al. (2014)探討影響大學生與研

究所學生對數位學習使用意圖之因素，研究結

果顯示學生對數位學習的主觀規範會正向影

響學生對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Suh (2011)探討

影響電子教科書的使用意圖，研究結果顯示主

觀規範會正向影響使用意圖。主觀規範會正向

影響員工對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陸芊螢、陳羿

愷，民 102)。使用者對使用資訊系統、資訊科

技與科技產品的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使用意

圖(Blake & Kyper, 2013; 許端芳、高懿柏、莊

雅婷，民 100)。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說： 

H10：實習醫學生對數位學習的「主觀規

範」，對於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有正向影

響。 

知覺行為控制是指人們對於成功採取該

項行為的判斷，也就是說若使用者覺得自己的

能力與所擁有的機會與資源愈多，而能成功採

取該行為的機率愈大時，則對該行為的知覺行

為控制愈強(Ajzen, 1985)。在解構式計畫行為

理論中，影響學生使用電腦資源中心之因素的

研究中指出，學生的知覺行為控制對使用意圖

有正向的影響(Taylor & Todd, 1995b)。 

Dai (2015)探討影響中國大陸某大學學生

數位學習使用意圖之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大學

生對數位學習的知覺行為控制會正向影響對

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黃雲龍 et al. (民 101)探

討影響 Web 2.0 新興教學科技之使用意圖，研

究結果顯示使用者對使用 Web 2.0 新興教學科

技的知覺行為控制會正向影響對使用 Web 2.0

新興教學科技的使用意圖。使用者對使用資訊

系統、資訊科技與科技產品的知覺行為控制，

會正向影響使用意圖(Chang et al., 2016; Chiu, 

2014; Hosseini et al., 20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

假說： 

H11：實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習的「知覺

行為控制」，對於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有

正向影響。 

 

3.3 操作型定義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主要採解構式計畫行

為理論，故本研究主要參考 Taylor and Todd 

(1995a)、Taylor and Todd (1995b)與 Bandura 

(1977)之操作型定義。 

 

3.4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所有於慈濟醫療體

系訓練之實習醫學生。本研究為將問卷建置於

醫院知識管理平台，問項皆設為必填，因此不

會有遺漏值。最後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研究模型的驗

證，並以 SmartPLS 2.0 作為資料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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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料分析結果 

4.1 問卷回收狀況 

 

研究問卷填寫時間為 2015 年 11 月 2 日

起，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止，填答者共 157

位，其中有效問卷 137 份，有效樣本回收率為

58.55%。 

 

4.2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問卷以結構式問卷為主，衡量尺度

皆採用李克特 (Likert)五點尺度量表進行衡

量，分別為「非常同意」分數為 5 分、「同意」

分數為 4 分、「普通」分數為 3 分、「不同意」

分數為 2 分、「非常不同意」分數為 1 分。受

測者基本資料含學校、年級、性別、職業、是

否使用過慈濟醫療志業學習網、平均每週使用

次數以及平平均每次使用時間。其分析結果與

說明如表 1 與表 2 所示。 

 

4.3 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衡量問卷之問項測量

結果是否一致性的指標。本研究之信度分析衡

量指標採用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與

克隆巴赫係數(Cronbach’s Alpha)，其值愈高表

示問卷內部一致性愈高。本研究模型十二個構

面組合信度介於 0.86~0.963 之間。另外，

Cronbach’s Alpha 介於 0.755~0.928 之間。由上

述值來看，組合信度與 Cronbach’s Alpha 皆大

於 0.7，因此本研究模型十二個構面問項的信

度皆達學者建議之標準。 

 

4.4 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表示問卷之問項能測量出所

要測量的內容，效度愈高表示問卷之測量結果

能解釋研究主題的程度愈高。本研究之效度分

析衡量指標採用平均變異抽取量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皮爾森相關係數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因素負荷量

(factor loadings)。AVE 值與因素負荷量愈大，

則愈具備收斂效度，本研究之收斂效度分析結

果皆具一定之收斂效度，如表 3 所示。AVE 的

根號值，大於構面之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則

愈具備區別效度。本研究之區別效度分析結果

皆具一定之區別效度，如表 4 所示。 

 

4.5 結構模型分析 

 

本研究使用 SmartPLS 2.0 軟體，分析整體

結構模型，將 bootstrapping 設定為 5000，反覆

抽樣。本研究之路徑係數檢定與模型預測力分

析結果如表 5 與圖 2 所示。  

 

5. 結論 

5.1 研究結論與建議 

 
研究模式的驗證： 

本研究模型對影響實習醫學生數位學習

使用意圖之解釋能力為 55.9%。所提出的 11 個

假說，共有 8 個成立：「知覺有用性」、「相容

性」與「可觀察性」對於「態度」皆有顯著影

響；「同儕影響」對於「主觀規範」有顯著影

響；「自我效能」與「幫助條件」對於「知覺

行為控制」皆有顯著影響；「態度」與「知覺

行為控制」對於「使用意圖」皆有顯著影響。

3 個不成立：「知覺易用性」對於「態度」沒有

顯著影響；「上級影響」對於「主觀規範」沒

有顯著影響；「主觀規範」對於「使用意圖」

沒有顯著影響。 

影響態度的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本研究架構為解構式計畫

行為理論再加上創新特性之「可觀察性」，且

「可觀察性」對於「態度」的影響最大，與學

者提出的研究結果相符合。表示實習醫學生認

為使用數位學習的效益、好處與優點顯而易見

時，對於使用數位學習的態度愈正向。因此，

若醫院欲推廣數位學習予實習醫學生使用，可

從提高數位學習的學習效益與優點進行，讓實

習醫學生清楚了解數位學習的學習效益，使其

對數位學習的態度愈正向，進而提升對數位學

習的使用意圖。 

影響「態度」次之的「相容性」亦與學者

提出的研究結果相符合。表示實習醫學生認為

數位學習能符合平常的工作方式、學習方式與

目前的學習需求，則對於使用數位學習的態度

愈正向。因此，若醫院欲推廣數位學習予實習

醫學生使用，可將數位學習的設計能符合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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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生的學習方式、學習需求與工作方式，使

其對數位學習的態度愈正向，進而提升對數位

學習的使用意圖。 

第三個影響「態度」的因素為「知覺有用

性」，也符合許多學者提出的研究結果。表示

實習醫學生認為數位學習對工作有幫助或能

增進工作效率且讓工作起來更容易，則對於使

用數位學習的態度愈正向。因此，若醫院欲推

廣數位學習予實習醫學生使用，可提高數位學

習對實習醫學生的有用性，讓數位學習對實習

醫學生的工作有幫助、增進工作效率，且工作

起來更容易，使其對數位學習的態度愈正向，

進而提升對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 

而「知覺易用性」對於「態度」沒有顯著

影響（路徑係數= 0.128，P >0.05），代表數位

學習系統之操作是否容易不影響實習醫學生

的使用態度。雖然與學者 Davis (1989)之研究

結果不符，但符合 Taylor and Todd (1995b)學者

利用解構式計畫行為理論，探討電腦資源中心

使用意圖之研究結果，研究結果顯示「知覺易

用性」對於「態度」無顯著影響。而學者 Park 

et al. (2012)探討影響韓國某大學學生對行動學

習使用意圖之因素，研究結果亦顯示「知覺易

用性」對於「態度」無顯著影響。推測實習醫

學生具有一定的知識與能力，且目前為資訊爆

炸的時代，幾乎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或電腦，

使用 3C 產品皆能得心應手，對於系統操作無

較大之困難，故系統之易用性對於態度影響較

小。 

綜合上述，「知覺有用性」、「相容性」與

「可觀察性」對於「態度」皆有顯著影響，但

「知覺易用性」對於「態度」沒有顯著影響。

因此，若醫院欲將學習方式改為數位學習，並

推廣予實習醫學生使用，可從「知覺有用性」、

「相容性」與「可觀察性」著手，使實習醫學

生對數位學習的態度愈正向，進而提升對數位

學習的使用意圖。 

影響主觀規範的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同儕影響」對於「主觀

規範」有顯著的影響，與學者提出的研究結果

相符合。表示於學習階段，同儕學習對於實習

醫學生相當重要，讓實習醫學生願意使用數位

學習。因此，醫院可以透過同儕鼓勵的影響力

量，與同儕的建議，來影響實習醫學生對數位

學習的主觀規範，進而提升對數位學習的使用

意圖。 

「上級影響」對於「主觀規範」沒有顯著

影響，雖然與學者(Taylor & Todd, 1995a; Taylor 

& Todd, 1995b)之研究不符，但符合學者

Leejoeiwara (2012)探討影響泰國某大學學生對

線上學習的使用意圖，研究結果顯示「上級影

響」對於「主觀規範」沒有顯著影響。此外，

亦有其他學者的研究指出「上級影響」對於「主

觀規範」無正向相關(Blake & Kyper, 2013; To et 

al., 2008)。因實習醫學生工作與學習場所是在

醫院，學習方式以病人(Patient-Based Learning)

與疾病(Problem-Based Learning)為主，且成人

學習主要為自主學習，實習醫學生較不會因老

師的影響與要求而學習。因此，實習醫學生知

道自己的學習目標與需求，老師的要求對於實

習醫學生較不會產生影響，故不會因為上級影

響而影響主觀規範，進而使用數位學習。 

綜合上述，「同儕影響」對於「主觀規範」

有顯著的影響，而「上級影響」對於「主觀規

範」沒有顯著影響。因此，若醫院欲將學習方

式改為數位學習，並推廣予實習醫學生使用，

醫院可以透過同儕鼓勵的影響力量，與同儕的

建議，來影響實習醫學生對數位學習的主觀規

範，進而提升對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 

影響知覺行為控制的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自我效能」對於「知覺

行為控制」有非常顯著的影響，與學者提出的

研究結果相符合。表示實習醫學生愈能輕易操

作數位學習，且有能力順利使用數位學習，則

使用數位學習所能控制的機會與資源愈高。因

此，實習醫學生的自我效能愈高，則使用數位

學習所能控制的機會與資源愈高，進而提升對

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 

「幫助條件」對於「知覺行為控制」亦有

顯著影響，與學者提出的研究結果相符合。表

示有足夠的時間、足夠的設備與穩定的網路讓

實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習，則使用數位學習所

能控制的機會與資源愈高。因此，醫院可加強

使用數位學習之設備、空間，與提供穩定且快

速的網路環境，予實習醫學生使用，則實習醫

學生使用數位學習所能控制的機會與資源愈

高，進而提升對數位學習的使用意圖。 

綜合上述，「自我效能」與「幫助條件」

對於「知覺行為控制」皆有顯著影響。因此，

若醫院欲將學習方式改為數位學習，並推廣予

實習醫學生使用，可從數位學習的硬體與軟體

著手，實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習所能控制的機

會與資源愈高，進而提升對數位學習的使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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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影響使用意圖的因素： 

研究結果發現，「態度」對於「使用意圖」

有顯著影響，且為影響使用意圖的主要因素，

與學者提出的研究結果相符合。表示實習醫學

生對於使用數位學習的感受愈正向，則使用數

位學習的意圖愈高。因此，若醫院欲將學習方

式改為數位學習，並推廣予實習醫學生使用，

可加強實習醫學生對於使用數位學習態度，令

其對數位學習態度愈正向，進而提升對數位學

習的使用意圖。 

「知覺行為控制」對於「使用意圖」亦有

顯著的影響，與學者提出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表示實習醫學生擁有使用數位學習所需的資

源、知識與能力，且能得心應手地使用數位學

習，則使用數位學習的意圖愈高。因此，若醫

院欲將學習方式改為數位學習，並推廣予實習

醫學生使用，可提高實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習

所能控制的機會與資源，進而提升對數位學習

的使用意圖。 

「主觀規範」對於「使用意圖」沒有顯著

影響，雖然與學者(Taylor & Todd, 1995a; Taylor 

& Todd, 1995b)之研究不符，但符合學者 Davis 

et al. (1989)利用理性行為理論與科技接受模

式，探討人們對於電腦的接受度之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對於「使用意圖」

無顯著影響。而學者 Zhou (2016)探討影響中國

大陸某大學學生對大規模開放網絡課程

（MOOCs）使用意圖之因素，研究結果亦顯示

「主觀規範」對於「使用意圖」無顯著影響。

因成人學習主要為自主學習，且實習醫學生知

道自己的學習目標與需求，較不易受到他人的

影響進而使用數位學習。且本研究樣本 137 人

中已有 84 人使用過慈濟醫療志業學習網，佔

整體樣本的 61.31%，故主觀規範對於使用意圖

的影響不大。 

綜合上述，「態度」與「知覺行為控制」

對於「使用意圖」皆有顯著影響，而「主觀規

範」對於「使用意圖」沒有顯著影響。因此，

若醫院欲將學習方式改為數位學習，並推廣予

實習醫學生使用，可從加強實習醫學生對於使

用數位學習態度，令其對數位學習態度愈正

向，並提高實習醫學生使用數位學習所能控制

的機會與資源，進而提升對數位學習的使用意

圖。 

 

5.2 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對象僅針對於慈濟醫療體系訓練

之實習醫學生，未來研究樣本之廣度與多樣化

可再增加，可分析不同學校與醫院之實習醫學

生，對於數位學習使用意圖影響因素之差異。

另外，目前慈濟醫療體系尚未規範實習醫學生

需使用數位學習，然本研究樣本 137 人中已有

84 人使用過慈濟醫療志業學習網，佔整體樣本

的 61.31%，故可針對實習醫學生實際使用行為

作探討。而目前多所大學院校醫學系已開始推

行翻轉教室，進行方式以數位學習為主，故可

針對實習醫學生對於數位學習的接受度、學習

負荷以及學習成效等方向作探討。 

 

參考文獻 

[1] 池文海、林育安、邱雅雯 (2011)。數位學習

系統實際使用前置因素之研究-技術面觀

點。行銷評論，8(3)，331-350。 

[2] 吳玫瑩、江珮姍 (2014)。以分解式計劃行

為理論探討台灣民眾對數位電視的使用意

圖。 Journal of Data Analysis ， 9(1) ，

147-168。 

[3] 吳盛、林東清 (2007)。以計劃行為理論探

討資訊人員的知識分享行為。資訊管理學
報，14(2)，75-110。 

[4] 李慶長、張銀益、黃柏翔 (2015)。以計畫

行為理論探討穿戴型裝置的使用意圖－以

Google 眼鏡為例。Electronic Commerce 

Studies，13(3)，315-334。 

[5] 周君倚、陸洛 (2014)。以科技接受模式探

討數位學習系統使用態度─ 以成長需求為

調節變項。 Information Management ，

21(1)，83-106。 

[6] 梁定澎 (民 101)。資訊管理理論，前程文化。 

[7] 許端芳、高懿柏、莊雅婷 (2011)。應用科技

接受模式探討消費者採用電子錢包之因

素。創新與管理，8(1)，95-117。 

[8] 陳素芬、江彥逸、王惠玄、郭惠敏、林俊逸

(2012)。臨床護理人員數位學習接受度認知

之相關因素探討。醫療資訊雜誌，21(4)，

53-70。 

[9] 陸芊螢、陳羿愷 (2013)。探討影響員工數

位學習滿意度之關鍵因素。樹德科技大學學
報，15(2)，23-42。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797



[10] 曾瑞譙 (2011)。學生使用數位學習平臺意

願之研究─ 個人差異與社會影響觀點。教
學科技與媒體，97，22-44。 

[11] 黃雲龍、葉允棋、歐展嘉 (2012)。Web2.0

新興教學科技的使用行為研究與滿意度之

研究。休閒研究，4(2)，45-68。 

[12] 黃維民、汪譽航、許恒韶 (2012)。探討公

共衛生資訊系統使用行為之實證研究－以

台灣中南部雲嘉地區之糖尿病共同照護系

統為例。創新與管理，9(3)，105-141。 

[13] Abdullah, F., and Ward, R., “Developing a 

general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r e-Learning (GETAMEL) by 

analysing commonly used external factor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56, pp. 

238-256, 2016. 

[14] Ajzen, 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1985. 

[15] Albirini, A., “Teachers’ attitudes towar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he case of Syrian EFL teachers,” Computers 

& Education, Vol. 47, No. 4, pp. 373-398, 

2006. 

[16] Arif, M., Illahi, M., Karim, A., 

Shamshirband, S., Alam, K. A.,  and Farid, 

S., “An architecture of agent-based 

multi-layer interactive e-Learning and 

e-Testing platform,” Quality & Quantity, Vol. 

49, No. 6, pp. 2435-2458, 2015. 

[17] Alharbi, S., and Drew, S., “Us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in 

understanding academics’ behavioural 

intention to us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Computer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Vol. 5, 

No. 1, pp. 143-155, 2014. 

[18] Al-Jabri, I. M., and Sohail, M. S., “Mobile 

banking adoption: Application of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Vol. 13, No. 4, pp. 

379-391, 2012. 

[19]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84, No. 2, pp. 

191-215, 2013. 

[20] Blake, R. H., and Kyper, E. 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intention to share media 

files over peer-to-peer networks,”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 32, No. 4, pp. 

410-422, 1997. 

[21] Chang, I. C., Chou, P. C., Yeh, R. K. J., and 

Tseng, H. T.,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ese 

tourists’ intentions to use the Taiwan medical 

travel App,”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Vol. 

33, No. 2, pp. 401-409, 2016. 

[22] Cheng, Y. M.,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systems quality on nurses' acceptance of the 

electronic learning system,” Journal of 

Nursing Research, Vol. 20, No. 1, pp. 19-30, 

2012. 

[23] Cheng, S., and Cho, V., “An integrated 

model of employees' behavioral intention 

toward innovativ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travel 

agencie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 Tourism 

Research, Vol. 35, No. 4, pp. 488-510, 2011. 

[24] Cheon, J., Lee, S., Crooks, S. M., and Song, 

J., “An investigation of mobile learning 

readiness in high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Computers & 

Education, Vol. 59, No. 3, pp. 1054-1064, 

2012. 

[25] Cheung, R., and Vogel, D., “Predicting user 

acceptance of collaborative technologies: An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for e-Learning., “ Computers & Education, 

Vol. 63, pp. 160-175, 2013. 

[26] Chiu, Y. K., “Comparison on the application 

models of technology—computer-based 

tutorial setting is taken for example., “ Green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s, Vol. 54, pp. 

151-158, 2014. 

[27] Chu, T. H., and Chen, Y. Y., “With good we 

become good: Understanding e-Learning 

adoption by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nd 

group influences., “ Computers & Education, 

Vol. 92, pp. 37-52, 2016. 

[28] Dai, Z., “Factors affect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ntion to adopt e-Learning 

systems: A case study in Jiujian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tworking and 

Virtual Organisations, Vol. 15, No. 2-3, pp. 

102-119, 2015. 

[29] Davis, F. D., “Perceived usefulness,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S Quarterly, Vol. 

13, No. 3, pp. 319-340, 1989. 

[30] Davis, F. D., Bagozzi, R. P., & Warshaw, P. 

R.,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 

Management Science, Vol. 35, No. 8, pp. 

982-1003, 1989.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798



[31] Fishbein, M., and Ajzen, I.,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80. 

[32] Hashim, K. F., Tan, F. B., and Rashid, A., 

“Adult learners' intention to adopt mobile 

learning: A motivational perspective,”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Online, 

2014. 

[33] Hayes, K. J., Eljiz, K., Dadich, A., 

Fitzgerald, J. A., and Sloan, T., “Trialability, 

observability and risk reduction accelerating 

individual innovation adoption decisions,” 

Journal of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Vol. 29, No. 2, pp. 271-294, 

2015. 

[34] Hiltz, S. R., and Turoff, M., “Education 

goes digital: The evolution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he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48, No. 

10, pp. 59-64, 2005. 

[35] Hosseini, S. A., Bathaei, S. M., and 

Mohammadzadeh, S., “Does self-efficacy 

effect on knowledge sharing intention in 

e-learning system? A motivational factor 

analysis in Open University Malaysia 

(OUM),” Kuwait Chapter of Arabian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Review, Vol. 3, No. 11, pp. 35-46, 2014. 

[36] Hsieh, P. J., “Physicians' acceptance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exchange: An 

extension of the decomposed TPB model with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perceived ris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dical 

Informatics, Vol. 84, No. 1, pp. 1-14, 2015. 

[37] Hsu, M. S., “A study of internship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nd career planning of hospitality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 Tourism Education, Vol. 11, 

No. 1, pp. 5-11, 2012. 

[38] Hsu, S. C., Liu, C. F., Weng, R. H., and 

Chen, C. J., “Factors influencing nurses’ 

intentions toward the use of mobil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Computers Informatics 

Nursing, Vol. 31, No. 3, pp. 124-132, 2013. 

[39] Hung, S. Y., and Wu, H. L., “Factors 

influencing user acceptance of web-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Journal of 

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s, Vol. 52, No. 

4, 2012. 

[40] Jayakumar, N., Brunckhorst, O., Dasgupta, 

P., Khan, M. S., and Ahmed, K., “e-Leaming 

in surgical educ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Surgical Education, Vol.72, No. 6, 

pp. 1145-1157, 2015. 

[41] Leejoeiwara, B., “Modeling adoption 

intention of online education in Thailand 

using the extended 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DTPB) with self-directed 

learning,”  AU Journal of Management, Vol. 

11, No. 2, 2012. 

[42] Lin, T. C., Hsu, J. S. C., and Chen, H. C., 

“Customer willingness to pay for online 

music: the role of free mentality,”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Vol. 14, No. 

4, pp. 315-333, 2013. 

[43] Moga, L. M., Stroe, R. I., Nor, K. M., and 

Yoruk, D., “Adoption of e-Banking by 

Romanian agri-business enterprises: 

Influencing factors,” Journal of Food 

Agriculture & Environment, Vol. 9, No. 1, pp. 

461-464, 2011. 

[44] Moore, G. C., and Benbasat, I.,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to measure 

the perceptions of adopting 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Vol. 2, No. 3, pp. 192-222, 1991. 

[45] Nazari, F., Khosravi, F., and Babalhavaeji, 

F., “Applying 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to the acceptance of online databases at 

university zone of Iran,” Malaysian Journal 

of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Vol. 18, 

No. 3, pp. 25-38, 2013. 

[46] Park, S. Y., Nam, M. W., & Cha, S. B., 

“University stu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use mobile learning: Evaluating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Vol. 43, 

No. 4, pp. 592-605, 2012. 

[47] Rogers, E. M.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1995. 

[48] Sadaf, A., Newby, T. J., and Ertmer, P. A., 

“Exploring factors that predict preservice 

teachers’ intentions to use web 2.0 

technologies using decompo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Journal of Research on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Vol. 45, No. 2, pp. 

171-196, 2012. 

[49] Shimp, T. A., and Kavas, A., “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applied to coupon usage,”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pp. 795-809, 

1984. 

[50] Suh, S., “Exploration of digital textbook 

ado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an 

extende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799



Journal of the Korean 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Education, Vol. 15, No. 2, pp. 

265-275, 2011. 

[51] Tarhini, A., Hone, K., and Liu, X.,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on e-learning 

users’ behaviour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Vol. 41, pp. 153-163, 2014. 

[52] Tang, J. T. E., Tang, T. I., and Chiang, C. H., 

“Blog learning: Effects of users' usefulness 

and efficiency towards continuance 

intention,”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 33, No. 1, pp. 36-50, 2014. 

[53] Taylor, S., and Todd, P., “Decomposition 

and crossover effects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study of consumer adoption 

inten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Marketing, Vol. 12, No. 2, pp. 

137-155, 1995a. 

[54] Taylor, S., and Todd, P. A.,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A test of 

competing model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Vol. 6, No. 2, pp. 144-176, 1995 b. 

[55] Tsai, T. H., Wei, C. H., and Tsai, C. Y., 

“Investigating parental intention of using 

internet filter software,” Quality & Quantity, 

Vol. 48, No. 1, pp. 75-89, 2014. 

[56] Tully, M., “Investigating the role of 

innovation attributes in the adoption, rejection, 

and discontinued use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for development., “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 11, No. 3, pp. 55-69, 2015. 

[57] Waheed, M., Kaur, K., Ain, N., and Sanni, S. 

A.,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multidimensional self-efficacy: Extension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eBook reader,”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ol. 34, No. 2, pp. 1147-1159, 

2015. 

[58] Yatigammana, K., Johar, M. G. M., and 

Gunavardhana, C., “Impact of innovation 

attributes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owards e-Learning acceptance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Comparison of Sri 

Lanka and Malaysia,” The Online Journal of 

Distance Education and e-Learning, Vol. 2, 

No. 1, pp. 20-29, 2014. 

[59] Yang, X., Li, Y., Tan, C. H., and Teo, H. H.,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in an online 

discussion forum: Why is computer-mediated 

interaction attractive?,”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Vol. 44, No. 5, pp. 456-466, 

2007 

[60] Zhou, M.,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acceptance of MOOCs: A self-determination 

perspective,” Computers & Education, Vol. 

92, pp. 194-203, 2016.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800



 

圖 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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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代表 t>1.96，p < 0.05。**代表 t>2.58，p < 0.01。***代表 t>3.29，p < 0.001。 

實線為顯著         虛線為不顯著 

圖 2  研究模型之路徑係數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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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測者基本資料 

樣本特性 類別 人數(人) 百分比(%) 

學校 中山醫學大學 8 2.92 % 

中國醫藥大學 44 17.52 % 

成功大學 3 0.73 % 

慈濟大學 162 68.61 % 

臺北醫學大學 16 9.49 % 

臺灣大學 1 0.73 % 

年級 五年級 27 19.7 % 

六年級 59 43.07 % 

七年級 51 37.23 % 

性別 男 90 65.69 % 

女 47 34.31 % 

是否使用過慈濟醫療志業學習網 是 84 61.31 % 

否 53 38.69 % 

平均每週使用次數 1 次 50 59.53 % 

2 次 25 29.76 % 

3 次 6 7.14 % 

平均每次使用時間 未滿 1 小時 60 71.43 % 

1~2 24 28.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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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研究問項敘述性統計資料 

構面 問項代號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知覺 

有用性 

PU1 1 5 4.007 

3.922 

0.791 

0.826 PU2 1 5 3.876 0.835 

PU3 1 5 3.883 0.849 

知覺 

易用性 

PE1 1 5 3.781 

3.771 

0.880 

0.850 PE2 1 5 3.745 0.832 

PE3 2 5 3.788 0.844 

相容性 

C1 1 5 3.672 

3.759 

0.900 

0.819 C2 2 5 3.788 0.799 

C3 2 5 3.818 0.750 

可觀察性 

O1 2 5 3.745 

3.762 

0.805 

0.824 O2 1 5 3.818 0.833 

O3 2 5 3.723 0.838 

上級影響 
SI1 1 5 3.905 

4.022 
0.856 

0.807 
SI2 1 5 4.139 0.739 

同儕影響 
PI1 1 5 3.934 

3.956 
0.788 

0.759 
PI2 1 5 3.978 0.732 

自我效能 
SE1 1 5 3.869 

3.971 
0.765 

0.726 
SE2 2 5 4.073 0.671 

幫助條件 

FC1 1 5 3.547 

3.599 

0.840 

0.909 FC2 2 5 3.752 0.784 

FC3 1 5 3.496 1.065 

態度 

A1 2 5 3.73 

3.800 

0.762 

0.796 A2 2 5 3.912 0.809 

A3 2 5 3.759 0.809 

主觀規範 
SN1 2 5 3.584 

3.566 
0.783 

0.764 
SN2 2 5 3.547 0.747 

知覺行 

為控制 

PBC1 2 5 3.978 
3.916 

0.691 
0.739 

PBC2 2 5 3.854 0.782 

使用意圖 

I1 1 5 3.978 

3.910 

0.818 

0.814 I2 1 5 3.766 0.834 

I3 2 5 3.985 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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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收斂效度分析 

構面 AVE 問項 因素負荷量 

知覺有用性 0.871 

PU1 0.918 

PU2 0.941 

PU3 0.941 

知覺易用性 0.807 

PE1 0.906 

PE2 0.909 

PE3 0.880 

相容性 0.801 

C1 0.919 

C2 0.881 

C3 0.885 

可觀察性 0.787 

O1 0.886 

O2 0.885 

O3 0.891 

上級影響 0.818 
SI1 0.898 

SI2 0.910 

同儕影響 0.900 
PI1 0.954 

PI2 0.944 

自我效能 0.853 
SE1 0.933 

SE2 0.913 

幫助條件 0.675 

FC1 0.718 

FC2 0.920 

FC3 0.815 

態度 0.826 

A1 0.897 

A2 0.922 

A3 0.907 

主觀規範 0.929 
SN1 0.960 

SN2 0.967 

知覺行為控制 0.865 
PBC1 0.925 

PBC2 0.934 

使用意圖 0.875 

I1 0.934 

I2 0.932 

I3 0.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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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區別效度分析 

構面 

知覺

有用

性 

知覺

易用

性 

相容

性 

可觀

察性 

上級

影響 

同儕

影響 

自我

效能 

幫助

條件 
態度 

主觀

規範 

知覺

行為

控制 

使用

意圖 

知覺 

有用性 
0.933            

知覺 

易用性 
0.645 0.899           

相容性 

 
0.813 0.650 0.895          

可觀 

察性 
0.770 0.667 0.797 0.887         

上級 

影響 
0.470 0.394 0.474 0.503 0.904        

同儕 

影響 
0.609 0.494 0.575 0.588 0.647 0.949       

自我 

效能 
0.477 0.620 0.559 0.647 0.454 0.446 0.923      

幫助 

條件 
0.478 0.559 0.515 0.653 0.311 0.392 0.582 0.822     

態度 

 
0.770 0.658 0.781 0.792 0.531 0.544 0.588 0.594 0.909    

主觀 

規範 
0.551 0.426 0.510 0.607 0.391 0.481 0.310 0.482 0.602 0.964   

知覺行

為控制 
0.627 0.598 0.674 0.703 0.447 0.476 0.739 0.584 0.651 0.434 0.930  

使用 

意圖 
0.746 0.551 0.753 0.725 0.525 0.607 0.551 0.543 0.704 0.483 0.645 0.935 

註：對角線為 AVE 根號值，下三角為構面的皮爾森相關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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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路徑係數分析與研究假說檢定結果 

假說 路徑 路徑係數 標準誤 T 值 顯著/不顯著 

H1 知覺有用性 → 態度 0.235 0.094 2.510 顯著 

H2 知覺易用性 → 態度 0.128 0.071 1.799 不顯著 

H3 相容性 → 態度 0.240 0.093 2.578 顯著 

H4 可觀察性 → 態度 0.335 0.090 3.726 顯著 

H5 上級影響 → 主觀規範 0.137 0.097 1.413 不顯著 

H6 同儕影響 → 主觀規範 0.392 0.094 4.189 顯著 

H7 自我效能 → 知覺行為控制 0.603 0.063 9.571 顯著 

H8 幫助條件 → 知覺行為控制 0.234 0.067 3.474 顯著 

H9 態度 → 使用意圖 0.452 0.076 5.950 顯著 

H10 主觀規範 → 使用意圖 0.073 0.074 0.983 不顯著 

H11 知覺行為控制 → 使用意圖 0.319 0.095 3.344 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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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基於關鍵字搜尋之匿名驗證 

 

 

摘要 

 
在網路世界中隱私保護逐漸成為一個重

要的議題，截至目前為止為達到隱私保護進而

發展出很多不同的方式，本文透過關鍵字搜尋

(Keyword search) 以及運用 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DHKE)以達到匿名驗證，讓雲端伺服

器在無法揭露使用者身分的情況下完成使用

者身分的驗證。 

關鍵詞：匿名驗證，關鍵字搜尋，迪菲-赫爾曼

密鑰交換，隱私保護。  

 

Abstract 
 

Protecting private data becomes a major 

issue in modern society. There are many ways 

to achieve privacy preserving. In this paper we 

utilize keywords search and 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 to achieve anonymous 

authentication such that cloud server can 

authenticate users without knowing their  

identities. 

Keywords: Anonymous Authentication, 

Keyword search, 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  

Privacy preserving. 

 

1. 前言 
ㄧ般而言，使用者向伺服器端申請服務時，

伺服器必須驗證使用者的身分，判斷是否有權

限啟用相對應的服務。然而在某些特定的狀況

下，使用者的身分不能夠被揭露，例如電子投

票、線上論壇等等，因為這些情況具有匿名的

需求，所以伺服器端必須在不揭露使用者身分

的條件下審核使用者的權限，此稱為匿名驗證。

匿名驗證包含了三個實體：可信任的第三方

(TTP)、伺服器端(AP)、使用者(User)，使用者

一開始向 TTP進行註冊，之後使用者對 AP端

進行匿名性的驗證，在通過驗證之後使用者就

可以要求伺服器提供服務。 

在 2004 年 Teranishi 等學者提出透過更改

群簽(Group signature)，讓使用者可以跟伺服器

進行有限次數的匿名驗證[1]。之後也相繼有很

多學者提出達成匿名驗證的方法 [5,10,11,13]，

到了 2010年 Lindell等學者提出對於匿名驗證

的安全性要求以及公開金鑰加密和環簽(Ring 

signature)等兩種可以達到匿名驗證的作法[3]。 

關鍵字搜尋最早是由 Song 等學者在 2000

時提出[9]，透過加密訊息可以讓使用者和不可

信任的伺服器進行互動，Song等學者假設伺服

器端會正常的運作，並且只是對於訊息的內容

感到好奇，想要進行窺探。 

本文參考 Chen 等學者對於關鍵字搜尋的

研 究 [2] 加 上 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DHKE)，讓雲端伺服器在無法揭露使

用者身分的情況下完成使用者身分的驗證已

達到匿名驗證的要求。 

在我們的所提出的構想中一共存在4個實

體，可信任的第三方、發起人、使用者和伺服

器。使用的情境為發起人手上有一份名單，名

單內是他所認可的使用者所代表的身份資訊，

可以為電子信箱帳號、電話號碼或是其他可以

代表該使用者身份的資訊，再將這些資訊做處

理之後上傳給伺服器。當名單內的使用者想要

取得服務時，將自己的身份資訊傳給伺服器做

驗證，在伺服器通過驗證之後就可以取得服務。 

本文主要的貢獻在於首次將匿名驗證的

觀念加入關鍵字搜尋，產出一種全新進行匿名

驗證的方式，由於以往的研究都沒有做這方面

的結合，我們相信這是一種新的突破，未來我

們以往提升此方法的效率作為研究的主要方

向。 

2. 相關研究 

在使用者向伺服器端要求服務或是資

源時，伺服器必須要驗證使用者的資格是

否合法。但是在某些條件下，必須要伺服器

在不知道使用者真實身分的情況下驗證使

用者的身份，此稱為匿名驗證。 

匿名驗證大致上分成兩種方式：

周新偉 陳國璋 洪國寶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e-mail： 

g103056116@mail.nchu.edu.tw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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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word-based跟 Credential-based。 

Password-based 多運用在計算能力較

弱的設備上[4,7,12]，其要求大多是能夠快

速的反應使用者的要求。做法常會使用到

雜湊函數以及 XOR以加速計算的速度。 

Credential-based 則是用在網路環境為

主的架構，以安全性為主要的訴求，常使用

較複雜的密碼學技巧，如零知識證明或是

群簽等等的做法[6,8,14]。 

在 Lindell等學者的論文中提到實作匿

名驗證的方法，第一種是透過RSA的運用，

在他假設的情境下一共有 n 個使用者，每

一個使用者都擁有一個密鑰以及相對應的

公鑰，在進行驗證時，伺服器端用每個使用

者的公鑰加密ㄧ段訊息 m 成為 Epk(m)，將

加密後的訊息傳給每一個使用者，使用者

用自己的私鑰將 m’解回來後回傳給伺服器，

伺服器再檢驗 m’= m 是否成立，在此情況

下，使用者可以在不透露自己身分的情況

下跟伺服器端完成驗證。第二種方法使用

者身上會有智慧卡(smart card)，透過智慧卡

的輔助運算，透過類似於法ㄧ的方法，伺服

器端在要傳的內容加上亂數，使用者解密

回傳之後，伺服器只取不含亂數的訊息來

比對，通過驗證之後使用者才可以取得伺

服器的服務。 

在 Chen等學者的論文中，發起人將自己

所產生的密文傳到伺服器端，產生密文的方式

是透過發起人將使用者所會運用到的關鍵字

加入到修改過後的 Lagrange 方程式以產生跟

關鍵字相對應的密文，接著把密文及要給使用

者的文件加密後傳給伺服器。使用者要跟伺服

器要求服務時，將自己所掌握的關鍵字製作成

後門(trapdoor)傳給伺服器，伺服器再比對使用

者所傳的後門跟發起者所傳的密文是否吻合，

ㄧ旦吻合及通過驗證，可以取得伺服器的服務。 

3. 預備知識 
在此章節我們將會對於運用到的相關技巧

進行解釋，包括 Bilinear pairing、DHKE、

Lagrange方程式。 

 

3.1 雙線性映射 

雙線性映射又稱為 Bilinear pairing，是在

橢圓曲線上的一種特性，存在著一個配對

同構的值。以下我們介紹雙線性映射的定

義以及特性： 

 令𝐺1, 𝐺2為加法循環群，𝐺𝑇為乘法群，有

相同的 order p，p為一個大質數，𝑔1, 𝑔2分

別為𝐺1,  𝐺2的生成元，雙線線性映射的函

式可以表示為：e:𝐺1 × 𝐺2 → 𝐺𝑇，並具有以

下三個特性： 

(1) 雙線性：對任一個整數 a, b∈ 𝑍𝑝，

u,𝑢1, 𝑢2 ∈ 𝐺1為𝐺1的生成元，v∈ 𝐺2為

𝐺2的生成元，使得 

𝑒(𝑎𝑢, 𝑏𝑢) = 𝑒(𝑢, 𝑢)𝑎𝑏 
      e(𝑢1 + 𝑢2, 𝑣) = e(𝑢1, 𝑣) ∙ e(𝑢2, 𝑣) 

(2) 非退化性(Non-degenerate)：假設 u和

v為𝐺1,  𝐺2的生成元，則 e(u, 𝑣)為𝐺𝑇

的生成元。 

(3) 可計算性：給定 u∈ 𝐺1，v∈ 𝐺2，存在

一個多項式時間的演算法可以找到𝐺𝑇

上的對應值 e(u, 𝑣) ∈ 𝐺𝑇 

3.2 Diffie-Hellman Key Exchange(DHKE) 

一種安全協定。它可以讓雙方在完全沒有

對方任何預先資訊的條件下通過不安全信

道建立起一個金鑰。這個金鑰可以在後續

的通訊中作為對稱金鑰來加密通訊內容。 

Alice擁有公鑰𝐾𝐴、私鑰α，Bob擁有公

鑰𝐾𝐵、私鑰β。雙方透過互相交換公鑰再用

自己所擁有的私鑰進行不同方式的加密可

得到兩個完全相同的金鑰(𝐾𝐴)β、(𝐾𝐵)α。 

3.3 Lagrange方程式 

許多實際問題中都用函數來表示某種內在

聯繫或規律，而不少函數都只能通過實驗

和觀測來了解。如對實踐中的某個物理量

進行觀測，在若干個不同的地方得到相應

的觀測值，Lagrange插值法可以找到一個

多項式，其恰好在各個觀測的點取到觀測

到的值。這樣的多項式稱為 Lagrange（插

值）多項式。 

在已給定的 k+1個取值點，可以得到

Lagrange基本多項式： 

𝑙𝑗(𝑥) = ∏
(𝑥 − 𝑥𝑖)

(𝑥𝑗 − 𝑥𝑖)

𝑘

𝑖=0,𝑖≠𝑗
 

4. 植基於關鍵字搜尋之匿名驗證 
在此章節中，我們提出一種新的實現匿名

驗證的方法。在介紹演算法前，我們先對設計

的背景架構進行簡單的介紹，接著講解我們所

提出的四個演算法(1)初始化(2)註冊(3)驗證(4)

註銷。 

4.1 植基於關鍵字搜尋之匿名驗證 

在此章節中，我們將會對本文將要使用到的

四個演算法進行介紹。本文中所使用的參數

分別為雜湊函式 H：𝑊 → 𝑍𝑞
∗ (𝑊為關鍵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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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合)、雜湊函數 H’: {0,1}∗ → 𝐺2、雙線性

映射函數�̂�：𝐺1 × 𝐺2 → 𝐺3，其中加法群𝐺1、

𝐺2、乘法群𝐺3的 order皆為 q且  𝐺1 ≠ 𝐺2 。

𝑃1為𝐺1的生成元，𝑃2為𝐺2的生成元。系統參

數為{𝑃1, 𝑃2, 𝐺1,𝐺2, 𝐺2, H, H’, �̂�, q} 

(1) Initial：系統一開始由可信任的第三

方進行初始化的動作，他將發起人以

及使用者的公鑰及私鑰發給雙方。發

給發起人的公鑰𝑈𝑆 = 𝛼𝑆𝑃1，私鑰

𝛼𝑆(𝛼𝑆 ∈𝑅 𝑍𝑃
∗ )。發給使用者的公鑰

𝑈𝑖 = 𝛼𝑖𝑃1(for i=1,…,l), 𝑋1=𝛼𝑃1, 

𝑋2=𝛽𝑃1, 𝑋3，私鑰:𝛼𝑖 , 𝛼, 𝛽 (𝛼𝑖 , 𝛼, 𝛽都

是𝑍𝑃
∗上的亂數)。 

(2) Registration：在此階段是由發起人替

使用者進行註冊，透過取得使用者的

公鑰及本身擁有的使用者的身份資訊

D={𝐼𝐷1, … , 𝐼𝐷𝑙}再加上隨機變數 r   

(r ∈𝑅 𝑍𝑞
∗)，以計算出上傳到伺服器的

名單。 

1.計算𝑘𝑖 = 𝐻(𝛼𝑆𝑈𝑖 ∥ 𝐼𝐷𝑖)for 

i=1,…,l，再取一個𝑘𝑙+1 = 𝐻(�̃�)其中

�̃� ∉ 𝑊。 

 

2.根據𝑘1, … , 𝑘𝑙+1可以求得一個方程式

f(x)。 

   

f(x)=∑ (∏
(𝑥−𝑘𝑗)

(𝑘𝑖−𝑘𝑗)1≤𝑗≠𝑖≤𝑙+1 )𝑙+1
𝑖=1 𝑚𝑜𝑑 𝑞 

  =𝑎0 + 𝑎1𝑥 + ⋯ + 𝑎𝑙𝑥𝑙  𝑚𝑜𝑑 𝑞。 

3.最後取得𝐵1 = 𝑟𝑋1, 

          𝐵2 = 𝑟(∑ 𝑎𝑖
𝑖
𝑖=0 )𝑋1, 

          𝐶𝑖 = 𝑟𝑎𝑖𝑃1 for i=1,…,l。 

 名單為 𝐶𝐷 = {𝐵1, 𝐵2, 𝐶1, … , 𝐶𝑙} 

(3) Authentication：在此階段，參與的使

用者(U1)想從伺服器端通過驗證以獲

得服務就用自己的密鑰𝛼𝑖, 𝛼, 𝛽以及掌

握的關鍵字 ID，計算後傳給伺服器做

驗證。 

User： 

𝑠0= 𝐻(𝛼1𝑈𝑆 ∥ 𝐼𝐷1)0𝑚𝑜𝑑 𝑞 

𝑠1=𝐻(𝛼1𝑈𝑆 ∥ 𝐼𝐷1)1𝑚𝑜𝑑 𝑞 

⋮ 
𝑠𝑙=𝐻(𝛼1𝑈𝑆 ∥ 𝐼𝐷1)𝑙𝑚𝑜𝑑 𝑞 

 接著組成邀請証明𝑇𝑄，取 R∈𝑅 𝐺2 

V= 𝛼−1𝑅, 

𝑇𝑖 = 𝑠𝑖𝑅 + 𝛽𝑋3 

        𝑇𝑄 = {𝑅, 𝑉; 𝑇0, … , 𝑇𝑙} 

 把𝑇𝑄傳給伺服器進行驗證 

Server： 

 執行伺服器驗證 

∏ �̂�(𝐶𝑖, 𝑇𝑖)

𝑙

𝑖=0

=? �̂�(𝐵1, 𝑉)�̂�(𝐵2, 𝑋3) 

等號成立伺服器輸出 1，否則輸出

0。 

(4) Revoke：當伺服器端發現通過驗證的

使用者在系統內進行惡意的動作，由

於使用者是透過匿名的方式通過驗

證，所以伺服器端無法透過使用者傳

來的資訊揪出惡意的使用者，此時伺

服器端又希望能夠註銷這名使用者的

資格。在此階段，由可信任的第三方

跟伺服器合作，透過可信任的三方的

幫助找出使用者。 

Server: 

將𝑇𝑄 = {𝑅, 𝑉; 𝑇0, … , 𝑇𝑙}傳給可信任

的第三方。 

    TTP: 

  𝑇𝑖 = 𝑠𝑖𝑅 + 𝛽𝑋3 

可信任的第三方在擁有𝛽、𝑋3、𝑅的

條件下，透過將所有使用者的 ID以及

相對應的 DHKE密鑰投入 H中就可以

得到𝑠𝑖 for i=1,…,l，可信任的第三方再

把所有得參數組合起來得到𝑠𝑖𝑅 + 𝛽𝑋3，

透過比對伺服器傳來的資訊就可以抓

出誰是惡意的使用者，註銷他的使用

權利。 

5. 分析 
在此章節我們檢驗驗證式的正確性，以及

分析所提出的方法時否能夠符合匿名驗證

的安全性要求：匿名性(Anonymous)與不可

連結性(Unlinkabiliy)。 

接著透過比較其他的匿名驗證方式，以證

明我們所提出的做法確實比現有的方法來

的優秀。 

5.1 正確性 

首先假設 f(x)中所有 x，x=𝑘𝑖 ∈{𝑘1, … , 𝑘𝑙}，

則 f(x)=1。令𝑇𝑖 = 𝑇𝑖,1 + 𝑇𝑖,2 = 𝑠𝑖𝑅 + 𝛽𝑋3。我們

可以推得∑ 𝑎𝑖𝑠𝑖
𝑙
𝑖=0 = 𝑎0𝑠0 + ⋯ + 𝑎𝑙𝑠𝑙， 

則∑ 𝑎𝑖𝑠𝑖
𝑙
𝑖=0 = 𝑎0𝑠0 + ⋯ + 𝑎𝑙𝑠𝑙 

= 𝑎0(𝐻(𝑊1
′)0)+𝑎1(𝐻(𝑊1

′)1)+⋯+𝑎𝑙(𝐻(𝑊1
′)𝑙) 

=(𝑎0𝑘1
′0+𝑎1𝑘1

′1+⋯+𝑎𝑙𝑘1
′𝑙) 

=1 

由以上結果，可知 

∏ �̂�(𝐶𝑖, 𝑇𝑖)𝑙
𝑖=0 =∏ �̂�(𝐶𝑖, 𝑇𝑖,1 + 𝑇𝑖,2)𝑙

𝑖=0  

 =∏ �̂�(𝐶𝑖, 𝑇𝑖,1)𝑙
𝑖=0 ∏ �̂�(𝐶𝑖, 𝑇𝑖,2)𝑙

𝑖=0  

 =∏ �̂�(𝑟𝑎𝑖𝑃1,𝑠𝑖𝑅)𝑙
𝑖=0 ∏ �̂�(𝑟𝑎𝑖𝑃1,𝛽𝑋3)𝑙

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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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𝑃1, 𝑅) 
𝑟 ∑ 𝑎𝑖𝑠𝑖

𝑙
𝑖=0

�̂�(∑ 𝑟𝑎𝑖𝑃1
𝑙
𝑖=0 ,𝛽𝑋3) 

 =�̂�(𝑃1, 𝑅)
𝑟

�̂�(𝑟(𝑎0 + ⋯ + 𝑎𝑙)𝛽𝑃1, 𝑋3) 

 =�̂�(𝑟𝑃1,𝑅)�̂�(𝐵2,𝑋3) 

 =�̂�(𝑟𝛼𝑃1,𝛼−1𝑅)�̂�(𝐵2,𝑋3) 

 =�̂�(𝐵1,𝑉)�̂�(𝐵2,𝑋3) 

5.2 匿名性與不可連結性 

以下討論匿名驗證的安全性要求：匿名性

與不可連結性。 

(1)匿名性：在發起人製作使用者的名單時，

除了將使用者的 ID放入雜湊函數 H之外，發

起人也運用 DHKE的技巧，將使用者的公鑰用

自己所掌握的私鑰加密，跟 ID 串接後在放入

H 中產生 k。使用者也透過類似的方式產生自

己要送給伺服器的𝑇𝑄(使用者將發起人的公鑰

用自己的私鑰進行加密)。由於伺服器端無法得

知雙方 DHKE之後的結果，所以不論是在𝐶𝐷或

是𝑇𝑄都無法或的使用者的真實身分，此做法可

以保證使用者的匿名性。 

(2) 不可連結性：在使用者製作𝑇𝑄時，加

入隨機數 R使得每次生成的𝑇𝑄都不相同，讓伺

服器端無法透過多次的 session message後得知

使用者的真身分。為了擁有註銷使用者的能力，

所以 R會公開給伺服器端，但是在基於 Discete 

Logarithm的假設下，就算知道 R, 𝑠𝑖𝑅還是無法

求出𝑠𝑖。在此情況下可以保障不可連結性成立。 

(3)不可偽造性：在伺服器進行驗證時，需

要計算 

∏ �̂�(𝐶𝑖, 𝑇𝑖)𝑙
𝑖=0 =�̂�(𝐵1,𝑉)�̂�(𝐵2,𝑋3) 

在此我們討論不合法的使用者將無法通過驗

證式的驗證。 

在驗證式中只有𝐶𝑖 , 𝐵1可以讓使用者自行

計算，在此條件下不合法的使用者想要偽造數

據令驗證式通過，相當於解 Discete Logarithm

問題，所以是不可行的。 

5.3 效能分析 

我們跟 Sunder等學者的論文[15]進行比較，

可以得出兩點優勢。首先在我們所提出的方案

中，除了基本的 Initial、Registration 以及

Authentication之外，還另外提出了如果有存在

惡意的使用者在系統中，可以透過 Server跟可

信任第三方一起合作，進而註銷使用者權限的

功能。Sunder等學者的論文中，最後進行驗證

的階段時，使用者方所要付出的計算量為包含

pairing，而在我們的方案中，使用者的計算量

只有包含到指數的運算，所以可以確定我們所

提出的方案確實比 Sunder 等學者的論文來的

有效率。 

6. 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一個新的達到匿名驗

證的方法。首先對匿名驗證、關鍵字搜尋以

及 DHKE做概念性的介紹，接下來透過修改

Lindell等學者及 Chen等學者分別對於匿名

驗證以及關鍵字搜尋所提出的新方法，得到

我們的植基於關鍵字搜尋之匿名驗證。最後

我們分析驗證式的正確性以及提出的方法有

沒有滿足匿名驗證的要求。 

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希望能夠對此方法

進行優化的處理，讓他在計算量或是傳輸量

上能夠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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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vances in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echnology, a lot of applications have 

been widely deployed in Vehicular ad-hoc 

networks (VANET). How to support safe and 

reliable transmission environment will b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upporting VANET 

applications. The solution demands a dynamic 

reporting mechanism against selfish and 

malicious vehicles. Real time reporting would 

cause wireless network congestion.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P-Persistent Reporting 

(PPR) mechanism to dynamically adjust 

reporting probability. The proposed 

mechanisms adopt an encryption method for 

massages, Certificate Authority to verify 

vehicles to increase reliability of forwarding. 

Finally, we compare PPR with Real time 

Reporting (RTR) and Periodic Reporting (PR) 

in terms of reporting cost and delay.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PPR mechanisms 

outperform RTR and PR, because PPR can 

dynamically adjust appropriate reporting 

probability for the underline environment. 

 
Keywords—Vehicular Ad-hoc Network 

(VANET), Dynamic Reporting Scheme, Trust 

Management 

1. INTRODUCTION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urity 

issues have been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vehicular ad-hoc network (VANET) is a wireless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that consists of 

vehicle to vehicle and/or 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composes temporary network topology. Vehicles 

can forward messages, and can be categorized 

four types: general vehicle and certified vehicle 

and selfish vehicle, malicious vehicle. The 

security issues are very important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messages can be safely transferred to 

the destination and the messages are tapped in 

forwarding messages.  

First, the vehicle uses identity as a public key. 

Then vehicles can use the public key to encrypt 

messages. Hence, the encrypt message will be 

safety in messages of the transmission. As shown 

in Figure 1, node A wants to transport a secret 

message to node B. Thus, node A uses node B's 

identity as the public key to encrypt message. On 

receiving node A's encrypted message, node B 

uses itself private key to decrypt the message. 

Then node B can receive the original plaintext 

message [1]. 

 

 
Fig. 1 Message Encryption 

 

In transmitting encrypted messages, we can 

use Certificate Authority (CA) [2] to verify the 

reliability of vehicles. Other vehicles can rely on 

the certificated vehicles to relay messages, 

because the certificated vehicles are reliable and 

safe. 

Each vehicle maintains a neighbor list that 

includes vehicle’s identity, each vehicle’s trust 

value [3] and distrust table. There is a demand on 

a dynamic reporting mechanism that may 

dynamically request for trust report by RSU. 

In the dynamic reporting system architecture, 

we use MapReduce with Hadoop in Big Data [4], 

because data are huge amount, and the 

calculation has to complete in time. 

Figure 2 illustrates dynamic reporting system 

architecture as follows.  

1. Receiver vehicle returns an ACK for Sender 

vehicle, and return an ACK for RSU. When RSU 

receives an ACK from Receiver vehicle, RSU 

uses P-Persistent Reporting to request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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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ansport trust value with Neighbor list to 

RSU.  

2. RSU transports trust value from itself to the 

cloud, and uses MapReduce with Hadoop in Big 

Data. Then statistics obtained the minimum trust 

value (e.g. Figure 3).  

3. Finally, th cloud will return the minimum 

trust value for RSUs. After receiving the 

minimum trust value from the cloud, RSU 

transports it to neighbor vehicles, and shares 

between neighbor RSUs 

 

 
Fig. 2 Dynamic report system architecture 

 

 
Fig. 3 Trust Management using MapReduce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5], all vehicles may 

be selfish, but they are rational. In this case of the 

minimum trust value, it can achieve deterrence 

utility and prevent selfish or malicious of vehicle 

behavior. 

Neighbor vehicles uses the trust value as 

follows. If the trust value is high, it is trusted by 

neighbor vehicles. There are three cases: 1. The 

neighbor vehicles are CA certification. The 

sender examines the trust value of all neighbor 

vehicles. Higher trust value, higer priority to be 

selected in the transmission path [6]. 2. The 

neighbor vehicles are mixed with CA certified 

vehicles and non-CA certified vehicles. The 

sender will first choose CA certified neighbor 

vehicles in the transmission path, regardless of 

the level of trust value. 3. The neighbor vehicles 

are non-CA certification. The sender examines 

trust value of all neighbor vehicles. Higher trust 

value, higher priority to be selected in the 

transmission path. 

This paper proposes effective and useful 

reporting mechanisms in Section 2. In Section 3, 

we will derive reporting mechanism delay 

formula. We will show performance analysis and 

results in Section 4. Finally, it is our conclusion 

in Section 5. 

2. DYNAMIC TRUST REPORTING 

RSUs may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reporting schemes. 

1. Real time Reporting: In each time slot, 

RSU requests vehicles to report the trust 

value information and then Real time 

Reporting can instant find the trust value 

of the vehicle. Supposing t is the current 

reporting time. The t' is the next reporting 

time. We can denote t'=t+1. Although 

real time reporting can instant update 

information, and find whether the vehicle 

is selfish or malicious, but real time 

reporting spends cost higher than other 

reporting schemes since real time 

reporting reports in every time slot. If the 

trust value of the vehicles doesn’t change 

often or the fewer vehicles change, other 

schemes will not need to report.  

 

Real time Reporting 

Begin 

While (True) 

{ 

   Perform reporting 

   Wait for a time slot 

} 

End 

 

2. Periodic Reporting: RSUs request 

vehicles periodically to report the trust 

value information, and update trust value 

information. Supposing t is the present 

reporting time. The t' is the next reporting 

time, and n is periodic reporting time. We 

have t'=t+n. Although Periodic Reporting 

spends lower cost than others, Periodic 

Reporting can’t instant find wheth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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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hicle is selfish or malicious. If the 

vehicle is active cooperation transmission 

message in periodic time, and then 

vehicle can be selfish or malicious 

between two reporting.  

 

Periodic Reporting 

Begin 

//n: periodic report time slot 

While (True) 

{ 

   Perform reporting 

   Wait for n time slots 

} 

End 

 

3. P-Persistent Reporting: In each time 

slot, RSUs probabilistically request 

vehicles to report the trust information. In 

this manner, whether reports the trust 

information or not depends on the 

probability. Note that, the reporting 

probability and the selfish or malicious 

behavior are independently to each other. 

Supposing t is current reporting time. 

Assume that t' is the next reporting time 

and p is reporting probability. The p' is 

present reporting probability. Then, we 

can derive  

p'=Random (0,1) if(p'<=p) t'=t+1 else 

t'=t+1.  

 

Since P-Persistent Reporting reports with 

a probability lower than Real time 

Reporting, the cost is lower. We can 

adjust the reporting probability to make 

P-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become an appropriate mechanism. 

 

P-Persistent Reporting 

Begin 

//p: probability of reporting 

//p': random number, and 0≦p'≦1 

While (True) 

{ 

    p' = Random (0,1)    

    If (p' <= p) 

      Perform reporting 

    Wait for a time slot 

} 

End 

 

A simple comparison of the reporting 

mechanisms is shown in Figure 4. The figure has 

ten straight lines that denote ten time slots and 

four horizontal lines that denote four reporting 

methods (Real time Reporting and P-Persistent 

Reporting and Periodic Reporting). Three 

reporting mechanisms are denoted rotundity, 

rectangle, rhombus and triangle, respectively. 

The small red rotundity denotes that the vehicle 

has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in the current 

time slot. 

 

 
Fig. 4 Request Trust Reports Example 

 

In each time slot, vehicles may change its 

behavior. Because Real time Reporting reports 

trust in each time slot, the each time slot appears 

rotundity in Figure 4. P-Persistent Reporting 

requests trust reporting probability that is 

assumed 0.7, and then the figure appears 

rectangle in 1, 2, 5, 6, 8, 9, 10 time slot 

respectively. Periodic Reporting is regular 

reporting where we assumes 5 time slots to report. 

Then the figure shows rhombus in 5, 10 time slot 

respectively. The vehicle has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probability that is assumed 0.5. The 

figure displays small red rotundity in 1, 3, 7, 8, 9 

time slots,  respectively. 

 

3. PERFORMANCE ANALYSIS 

3.1. Reporting delay  

In this section we derive the reporting delay 

for Real time Reporting, P-Persistent Reporting, 

Periodic Reporting, respectively. 

The delay time (RTR_DT) is zero for Real 

time reporting mechanism. RSU requests 

vehicles to report whether there is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in each slot time. Therefore, real 

time reporting mechanism has no delay time. 

P-Persistent Reporting (PPR) mechanism 

doesn't request reporting to obtain vehicles 

whether there is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ur. 

The p denotes reporting probability, while 1-p 

denotes the probability without reporting. The 

pmsn denotes the probability that a veh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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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s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in each 

time slot. First, calculating PPR mechanism 1-p, 

and then multiplying by the previous time and the 

next time that they don't report, we can obtain 

PPR_DT = (1 − p) ∙ pmsn ∙ [1 + PPR_DT] 
That is, 

PPR_DT = (1 − p) ∙ pmsn + (1 − p) ∙ pmsn
∙ PPR_DT 

After transposing, we can represent 

PPR_DT − (1 − p) ∙ pmsn ∙ PPR_DT
= (1 − p) ∙ pmsn 

And then reducing it 

PPR_DT ∙ [1 − pmsn ∙ (1 − p)]
= (1 − p) ∙ pmsn 

Finally, we can get PPR mechanism delay 

PPR_DT =
(1 − 𝑝) ∙ 𝑝𝑚𝑠𝑛

1 − (1 − 𝑝) ∙ 𝑝𝑚𝑠𝑛
            (1) 

Periodic Reporting (PR) mechanism  

periodically request reporting to obtain whether a 

vehicle is with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The 

i denotes cumulative variable that represents each 

time slot. The pmsn denotes the probability that a 

vehicle appears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in 

each time slot. The n is the period of reporting. 

We can use the mathematical method to calculate 

PR mechanism delay time slot i (range: 1~n-1), 

and multiply by pmsn. Finally, dividing by n for 

calculate the average delay, we can get 

PR_DT =
∑ 𝑖 ∙ 𝑝𝑚𝑠𝑛𝑛−1

𝑖=1

𝑛
                    (2) 

3.2. Numerical analysis 

We analyse the three reporting mechanism in 

terms of cost and average delay time (ADT) in 

this section. 

E(X) =
∑ 𝑥𝑖 ∙ PNum

i=1

𝑁𝑢𝑚
                         (3) 

The numerical results for reporting 

mechanisms are shown in Figure 5. The X is a 

random variable that denotes appearing time slot. 

The xi is the present time slot. The P is the 

reporting probability. The Num is the total 

reporting number. Finally, dividing the 

expectation by Num, we can get each time slot of 

expectation. Real time Reporting reports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in each time slot. 

Thus, the expectation = (1*1) + … + (10*1) = 

55/10 = 5.5. In P-Persistent Reporting the 

expectation = (1*0.7) + (2*0.7) + … + (10*0.7) = 

38/10 = 3.8. In Periodic Reporting the 

expectation = (1*0.2) + (2*0.2) + … + (10*0.2) = 

11/10 = 1.1. 

 
Fig. 5 Reporting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number of expectation 

 

Figure 6 illustrates the average delay for the 

three methods by calculating the delay time from 

the time with selfish behavior to the reporting 

time. Real time reporting requests reporting in 

each time slot. So RSU can obtain whether 

vehicles have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immediately, that is, RTR_ADT is zero. The 

average delay time of P-Persistent Reporting  

(PPR_ADT) is 0.6 time slots. It denotes that 

RSUs require 0.6 time slots to obtain whether 

vehicles have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ur or 

not. 

The average delay time of Periodic Reporting 

(PR_ADT) is 2.4 time slots. That is, RSUs 

require 2.4 time slots to obtain whether vehicles 

have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ur or not. 

Generally, PR_ADT is higher than others since 

Periodic Reporting needs more time to obtain 

whether vehicles have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ur or not. P-Persistent Reporting spends 

lower delay than Periodic Reporting. Although 

Real time Reporting spends zero time slot, it 

consumes higher cost a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 6 Average dela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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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shows the average reporting cost for 

the reporting mechanisms. The reporting cost of 

Real time Reporting  (RTR_cost) is 

RTR_cost = 1                            (4) 

The cost of P-Persistent Reporting (PPR_cost) is 

PPR_cost = p                            (5) 
The cost of Periodic Reporting (PR_cost) is 

PR_cost =
1

𝑛
                             (6) 

Using Equations (4), (5) and (6), we can 

compare the three reporting mechanism in terms 

of reporting cost 

 

 
Fig. 7 Comparison in terms of reporting costs 

 

The reporting delay should be as short as 

possible since vehicles will use the trust value to 

select a safe and better routing path. In this 

manner, Real time Reporting will be the best 

choice. But Real time Reporting spends the 

highest cost. In Periodic Reporting, the reporting 

delay leads to a periodic time slot. But the cost of 

Periodic Reporting cost will be the lowest one. P-

Persistent Reporting can dynamically adjust its 

reporting probability. If a large number of 

vehicles within the RSU range, RSU increases 

reporting probability. Otherwise, if a smaller 

number of vehicles within the RSU range, RSU 

can decrease the reporting probability. 

4. SIMULATION RESULTS 

In this section, we show the simulation results 

for the reporting methods. The simulation 

program was written in  Dev C++. We simulate a  

vehicle to produce 10000 behaviors in 10000 

time slots. The simulation parameters are listed in 

Table 1.  

Figure 8 shows the comparison of the reporting 

mechanisms in terms of the reporting number 

(cost). In Figure 8, the X axis denotes the 

reporting probability and the Y axis denotes the 

number of reporting. It is obvious that Real time 

Reporting mechanism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reporting in all cases. The reporting number of 

Periodic Reporting mechanism is lower than the 

others. The PR is equal PPR, because their 

reporting probability are same. 

 

TABLE 1 

SIMULATE PARAMETER 
Parameter name Function Value 

p P-Persistent 

Reporting reports 

probability 

1,0.9,0.8,0

.7,0.6,0.5,

0.33,0.25,

0.2,0.16 

n Periodic Reporting 

reports time slot 

interval 

1,2,3,4,5,6 

tmax Maximum wait time 

slot 

1,2,3,4,5,6 

Num Real time reporting 

reports number of 

sum 

10000 

pmsn Nodes have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probability 

0.5 

RTR_ADT Real time Reporting 

mechanism gets 

average vehicle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that its 

delay time 

 

PTR_ADT P-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gets 

average vehicle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that its 

delay time 

 

PR_ADT Periodic Reporting 

mechanism gets 

average vehicle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that its 

delay time 

 

RTR_DT Real time Reporting 

mechanism delay 

 

PTR_DT P-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delay 

 

PR_DT Periodic Reporting 

mechanism delay 

 

Trust_value Trust records 

number 

50,100,15

0  

Time_unit Time slot Assume 

0.00083(s) 

Vehicle_behavior Vehicle of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0 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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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8 Comparison in terms of the reporting 

number (cost) 

Real time Reporting has the highest cost 

because it requests reporting in each time slot. 

Periodic Reporting is with a low cost because it 

requires reporting only in a period of time slot. P-

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has its cost 

between that of Real time Reporting and Periodic 

Reporting mechanism using different reporting 

probability to decide whether reports or not.  

The reporting delay is calculated as follows. 

reporting delay=upload + download + cloud 

computing + mechanism delay (That to assume 

upload, download and cloud computing are 0).  

According to 802.11p protocol, the maximum 

transmission capacity for a vehicle is 27 Mbps 

(approximately to 3042 KB/sec). Suppose that 

there are three items records 50, 100 and 150 

vehicles trust value text file with their files size 

are 1.26 KB, 2.53 KB and 3.8 KB (refer to Table 

2), respectively. Then the time for transmission 

will be 1.26/3042≒ 41*10-5 (s), 2.53/3042≒

83*10-5 (s) and 3.8/3042 ≒  124*10-5 (s), 

respectively.  

Real time Reporting mechanism can accurately 

detect whether vehicles have malicious or selfish 

behavior or not, but it has to spend time too much. 

Periodic Reporting mechanism arises more delay 

time. But Periodic Reporting mechanism has a 

reporting number lower than others. When P-

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probability is 

greater than 0.5, it spends cost much lower than 

real time reporting mechanism. 

TABLE 2 

FILE SIZE & TRANSMISSION RATR 

Value 

The transmission rate 27 Mbps 

50 numbers of trust value 1.26KB 

100 numbers of trust value 2.53KB 

150 numbers of trust value 3.80KB 

Figure 9 shows the both delays of reporting 

mechanism for simulation (S_RTR_DT, 

S_PR_DT) and formula (F_RTR_DT, F_PR_DT) 

calculation. 

Fig. 9 Comparison of delay for simulation and 

formula calculation. 

Figure 10 compares Real time Reporting and 

P-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in terms of 

simulation and formula delay when p is greater 

than 0.5. When p increases, the delay of P-

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is approaching 

to 0. In this case, P-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spends a cost  lower than the others. 

Fig. 10 Comparison of  PPR and RTR in terms of 

formula and simulation 

In the following, we compare the dynamic and 

static P-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s. 

Suppose that the number of vehicles is 90 and 30, 

respectively. Using static P-Persistent Reporting 

with a reporting probability 0.7, we can obtain 

the reporting vehicles number are 840 in 10 sum 

reporting number. If using dynamic P-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with a reporting 

probability 0.9 in much vehicles case or reporting 

probability is 0.5 in less vehicles case,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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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tain the reporting vehicles number is 960 in 10 

sum reporting number. Figure 11 allows us easily 

determine that dynamic P-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is better than static P-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 

 

 
Fig. 11 Comparison of dynamic and static P-

Persistent Reporting mechanisms 

5.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dynamic reporting 

mechanism against selfish and malicious vehicles. 

The proposed mechanisms adopt an encryption 

method for massages, Certificate Authority to 

verify vehicles to increase reliability of 

forwarding. Finally, we compare PPR with Real 

time Reporting (RTR) and Periodic Reporting 

(PR) in terms of reporting cost and delay. 

Numerical results show that PPR mechanisms 

outperform RTR and PR, because PPR can 

dynamically adjust appropriate reporting 

probability for the underlin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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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本研究透過實地了解信織實業公司的

供應鏈流程現況，提出公司生產流程之相

關問題，以做為公司現況問題改善或日後

擴廠改建參考，提升工廠流程佈置之實際

成效，使公司生產線更為順暢，獲得最大

生產效益。 
透過精實管理之價值流程圖之分析，

能明確指出信織實業在等待、矯正、搬運、

庫存方面有其浪費，經提出改善方法、分

析與評估，修正項目如時間(週期時間、轉

換時間、加工時間、前置時間)、移動距

離(零件、員工、文件傳遞或運送)、失誤

(如不良品、資料輸入錯誤)、無效率的作

業方法，以及等候線(如員工等候零件或

設備維修，訂單等待之處理)等，經本研究

改善後，公司每年約可節省八十三萬的浪

費，已達到改善之整體效益。 
 
關鍵字：供應鏈、精實生產，生產流程、

價值流程圖、豐田式管理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rough practical 
company visit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the supply chain of Sin-Chu Enterprise. The 
study will propose a improved solution for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the plant flow 
arrangement and made the company 
production line more smooth and efficient for  
future plant expansion alterations.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Lean value 
stream management, the study can clearly 
indicate that Sin-Chu Enterprise has the 
waste (muda) in waiting, correction, transport, 
inventory, by proposing improved methods to 
analyze, evaluate and revise the issues such 
as the time (including cycle time, conversion  
time, processing time, lead time), the moving 
distance (such as parts, employees, file 
transfer or transport), errors (such as 

defective products, data entry errors), 
inefficient method of operation, as well as 
queue lines (such as wait staff or equipment 
parts maintenance, order wait for the process), 
and then reached the overal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fter this study improved 
overall efficiency for the company to save 
nearly eighty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of 
waste per year. 

Keywords: Supply chain，Lean production， 

Production processes , Value stream 

mapping ,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1.1.1.1.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供應鏈 (supply chain)為一連串的組

織，包括生產及運送產品或服務有關的設

施、功能，以及活動[1]。整個供應鏈流程

始於提供原物料的供應商而延伸至最終顧

客。其中設施包括倉庫、工廠、製程、配

銷、零售商通路和辦公室。其功能與活動

包括預測、採購、存貨管理、資訊管理、

品質保證、排程、生產、配銷、運送和顧

客服務等。供應鏈 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是企業組織內部功能的協調

策略，同時為了達到整合供給與需求管理

的目標，而擴展至整個供應鏈。供應鏈管

理者其工作內容涉及規劃與協調原物料及

服務的取得和採購活動、轉換活動，及物

流活動。 
    物流(logistic) 是供應鏈的一部分，包

括商品、服務、現金與資訊的前後流向。

第三方物流及逆向物流(指商品由客戶退

回)。 
    每個企業組織至少會是一個供應鏈成

員，也可以同時是多個供應鏈的成員。通

常供應鏈中組織的數目與型態，由供應鏈

是否為製造或服務導向而定。[2] 
   許多企業開始以精實原則來提升供應

鏈績效。傳統供應鏈連接各階層結構過於

鬆散，企業流程無法與供應商或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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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連結，在供應鏈中實行精實原則，藉由

消除沒有附加價值的製程、運用拉式系統

而非推式系統、使用量少優質的供應商，

以及供應商認證計畫來克服此一弱點。幾

乎無須對入庫商品進行檢驗，並採取精實

態度持續進行系統改善以提升公司之供應

鏈流程績效，達到公司永續經營之目標。[3] 
 
1.1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與目的 
 

良好的供應鏈流程其生產設備須妥善

的安置排列，並對物料之搬運、儲存，以

及所有輔助工作或勞務之空間計劃與佈置

具備優良成效。尤其是現代化的生產線，

若其流程未經事先設計，則其生產力可能

無法達到預期目標，廠內物料搬運因之交

叉迂迴，反而浪費人力、物力、增加成本；

以致造成擁塞之現象，致使生產效率低

落，無法達到當初設定之生產目標。[4]  
研究目的是透過實地了解信織實業的

供應鏈流程現況，提出生產流程之相關問

題與解決方法，並導入精實方法，以提升

公司生產技術及流程改善之成效，提升供

應鏈的競爭優勢與顧客滿意度，並經由優

化存貨週轉率，過時存貨、人員參與，快

速回應顧客的需求，降低成本與提高供應

鏈獲利能力。並提供人員安全、工作滿意、

能源效率與環境責任。 
 
1.2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包括確定研究背景與動機，

訂定研究目的與方法，相關文獻與理論探

討，個案公司概況說明與問題分析，流程

分析與布置改善方案，供應鏈流程改善方

案評估等步驟。詳細流程如圖 1-1所示。 

 
圖圖圖圖 1-1 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研究流程 

2.公司與產品公司與產品公司與產品公司與產品流程流程流程流程介紹介紹介紹介紹 
    
   信織實業創立於民國 76年 10月(西元

1987年)，並於民國 82年(西元 1993年)設
立子公司於中國大陸，專營各種不織布；

於 2003年成立越南子公司並更名為信織集

團。公司以生產不織布為主，其產品包括：

鞋材補強布、針軋布、帆布中底、美織布、

工程基布、農業用布、藥用布、SCEP 等

等…，除了目前經營生產之項目外，研發

新產品與創新製造技術更是公司目前所追

求與未來發展之方向。公司的認證體系已

到達 ISO9000系統，但未來除持續開發高

附加價值產品之研發外，更因為環保之需

求，開發與拓展回收廢料、生化材料應用

等，並已通過 ISO14001OHSAS18001管理

系統認證。 
 
2.1不織布產品特性與品質不織布產品特性與品質不織布產品特性與品質不織布產品特性與品質 
 
   凡不採用傳統織機或針織方法生產的

新型纖維製品，由纖維網成的紡品，這種

纖維網可以是由梳理或紡絲方式直接製成

的纖維網，皆稱為不織布，台灣稱為不織

布，大陸稱為無紡布，其他，還有人稱為

非織布、非織物、非織造布，都是不織布

的稱謂。不織布的生產方式，可以依照成

網的方法與加固的方法分類： 
依成網的方法分類可分成： 

(1) 乾法成網法，一般指梳棉機成網方法。 
(2) 聚合物紡絲成網(布)法，又分一般所謂

長纖的紡黏法、熔噴法、膜裂法、閃紡

法。 
(3) 濕法成網法，利用水為載體，將短纖維

凝聚成網，又分圓網法、斜網法。 
   依加固的方法分類可分成： 
(1) 機械加固法，又分針刺法、縫邊法即麗

新布、水刺法。 
(2) 化學黏合法，又分浸漬法、噴灑法、泡

沫法、印花法、溶劑黏合法。 
(3) 熱黏合法，又分熱熔法、熱軋法。 
(4) 另外一種軋紋法。 

針軋(刺)法是非織造布機械加固的一

種方法。是由帶刺的軋(刺)針對纖維網反覆

進行穿刺，使部分纖維相互糾結，因而纖

維得到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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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是針軋(刺)機主要動作的原理說

明，由右至左，纖維網喂入上下板，即所

謂剝離導板與受力導板之間，然後由上有

幾千或幾萬根軋針的針板上下對其作貫穿

加固的動作，即由帶刺的軋(刺)針對纖維網

反覆進行穿刺，使部分纖維相互糾結，因

而纖維得到加固，同時將加固的纖維網或

軋針布由輸出羅拉輸出。 
 
2.2不織布用途不織布用途不織布用途不織布用途 
 
(1)生活用品—擦拭布、菜瓜布、廚房用品、

防火毯、防火手套、餐墊、食品過濾、

門墊。 
(2)過濾材—空氣過濾、粉塵過濾、液體過

濾…。 
(3)汽車、交通資材—汽車內裝材、汽車地

毯、腳踏墊、後行李箱墊、捷運、地鐵、

電車的防音、防火品。 
(4)家具裝潢材—床墊、壁布、桌巾、沙發

皮、裝飾品、窗簾、電器墊、棉被袋、

玩偶、布娃娃。 
(5)衣料資材—裡襯、填充材、帽子、雨衣

內裏、廣告宣傳衣、手套、高爾夫球手

套。 
(6)鞋料資材—運動靴、皮靴內裏、靴中底、

靴頭、靴底、防滑靴底等。 
(7)防護資材—護膝、護腕、護套、作業手

套、防煙口罩防毒口罩、防火套等。 
(8)醫療和衛生資材—病床床墊、中藥布、

人工皮膚、貼布、手術帽、抗菌墊、棉

布、尿布內外層等。 
(9)土木資材—排水材、過濾材、隔離材、

加勁材、補強材、水土保持材、分離材、

下埋管補修材。 
(10)農業資材—水耕吸收布、遮光網、防草

布、吸熱材、防滑材、有機堆肥袋、防

風材、園藝植生袋。 

2.3公司內供應鏈之流程現況公司內供應鏈之流程現況公司內供應鏈之流程現況公司內供應鏈之流程現況 
 
    信織實業不織布的生產流程由開包工

程，到開鬆棉包、混合不同纖維、混棉及

開棉工程，再將纖維開散並混合不同纖

維，不同纖維將關係著產品的物性、硬挺

度、色澤、觸感，隨即進入梳理工程，它

的作用為開鬆纖維、梳理纖維平齊化、去

除雜質、去除短絨，並輸出成棉網。運用

成形機將棉網鋪疊成型，作用為控制半成

品寬幅、變化纖維鋪疊角度、鋪疊棉網成

形，再予以加固。 
   進入針刺工程，針刺機它主要作用為

纖維糾結加固、控制表觀、拉伸強度、撕

裂度、紮實度、厚度，即固結棉網，使棉

網內纖維互相糾結。不織布生產設備如圖

2-2。 
 
針軋(刺)不織布生產設備 
 

 
  

圖圖圖圖 2-2 針軋針軋針軋針軋(刺刺刺刺)不織布生產設備示意圖不織布生產設備示意圖不織布生產設備示意圖不織布生產設備示意圖 
 

再來進入熱軋工程，它的主要作用為

表面軋光、改變不織布硬挺度、使纖維黏

合加固、控制厚度、耐磨度等，即使布內

低熔點纖維變硬及表面做平整修飾(軋光)。 
最後進入裁邊、捲取及包裝工程，它

的主要作用為切齊布邊、控制產品碼數，

即於熱壓輪前將產品寬度以外的部分切

除，並以回收機回收，然後經過熱壓輪後

將成品布捲成固定碼長後下布(落布)，並須

經過品質檢驗與判別，合格成品再包裝。

不織布的生產流程如圖 2-3。 

圖圖圖圖 2-1針軋針軋針軋針軋(刺刺刺刺)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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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3 不織布生產流程不織布生產流程不織布生產流程不織布生產流程 

 
2.4 流程流程流程流程問題探討問題探討問題探討問題探討 
 
   由 2.3節之供應鏈流程現況分析，經實

地訪查信織實業，針對以下各面向進行流

程問題分析：(1)瓶頸分析，(2)生產線平衡 
(3)暫存區大小設定，(4)產出分析，(5)接單

決策，(6)即時生產(JIT)系統，(7)價值流程

圖，(8)使用 5W2H方法進行流程改善，(9)
設施佈置分析，(10)存貨政策[5]。經由上述

分析，發現信織實業之流程問題包括等

待、矯正、搬運、庫存方面之浪費。  

 
3.改善改善改善改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 
 
3.1精實生產與精實生產與精實生產與精實生產與價值流程圖價值流程圖價值流程圖價值流程圖 
 

精實生產（Lean Production，簡稱

LP），也稱精實製造（Lean Manufacturing）。
精實生產主要來自於豐田生產系統 (TPS)
的生產哲學，精實生產就是及時製造，消

滅故障，消除一切資源浪費，向零缺陷、

零庫存發展。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認為日本

豐田汽車公司的生產方式是最適用於現代

製造企業的一種生產組織管理方式，稱之

為精實生產。精實生產綜合了大量生產與

單件生產方式的優點，力求在大量生產中

實現多品種和高質量產品的低成本生產。

建立防範於未然的觀念，改造生產流程，

推動精實生產，改善生產線的效率。[6] 
  全面推動專人、專廠、專線、專料，

儘量做到一樣產品只在一個工廠的一條生

產線生產，並由一個人負責。為了讓生產

線的每日產量不要波動太大，業務部門採

取「80、20」原則，儘量把八成的訂單集

中到二成的客戶身上，同時主動勸說客戶 
生產單純化，降低生產線的加班頻率。 
    價值流程圖是豐田精實製造生產系統

框架下一種來描述物流與信息流的形象化

工具。運用精實製造的工具和技術來幫助

企業理解和精簡生產流程。價值流程圖的

目的是為了辨識和減少生產過程中的浪

費。浪費在此的定義為不能夠為終端產品

提供增值的任何活動。[7] 
 
3.2精實系統精實系統精實系統精實系統於公司內流程之應用於公司內流程之應用於公司內流程之應用於公司內流程之應用 
 
    將精實系統應用於公司內流程，分別

為確定價值、價值溪流、價值暢流（Flow）、
及顧客拉力（Pull）與追求完美等。價值溪

流：即是以「提升價值」及「降低成本及

浪費」為核心的流程建構。確定價值：就

是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價值暢流：即

是流程整合工作，確保產品與服務開發過

程中，整體流程阻力降到最低，使價值在

每一步驟中提升。[8]  
    精實系統即是以客戶為導向，重新建

構整個流程與價值溪流，在價值最大化與

浪費最小化的架構下（PDCA環），確保整

體流程的暢流。價值溪流圖中心為某特定

生產事件之控管（生產控制），左邊為供應

商 （ Supplier）、 右 邊 為 業 主 客 戶

（Customer）、下部為內部各流程。 
生產控制到每一流程計畫表，需依不

同工作項目而有不同，包括每日、每週、

每月與每年等。生產管控（Production 
Control）主要在時間浪費與材料浪費之管

控，時間包括每一流程工作時間，其一步

驟和另一步驟之轉換時間（介面時間），材

料包括全部材實際所使用材料。 
    下面圖 3-1及表 3-1為信織實業之生產

現場設備配置與每一工作站間之流程時間 
 

      表表表表 3-1不織布設備及生產流程時間不織布設備及生產流程時間不織布設備及生產流程時間不織布設備及生產流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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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包機開包機開包機開包機 AAAA、、、、B B B B ，，，， 開棉開棉開棉開棉機機機機 AAAA，，，， 混棉機混棉機混棉機混棉機，，，， 開棉機開棉機開棉機開棉機 BBBB，，，， 給棉機給棉機給棉機給棉機 AAAA、、、、BBBB    ，，，， 梳棉機梳棉機梳棉機梳棉機 AAAA、、、、BBBB，，，，    

成形機成形機成形機成形機 AAAA、、、、BBBB，，，， 軋針機軋針機軋針機軋針機 1~51~51~51~5，，，， 熱壓機熱壓機熱壓機熱壓機，，，， 捲取機捲取機捲取機捲取機，，，， 暫存區暫存區暫存區暫存區    

圖圖圖圖 3-1 信織實業公司信織實業公司信織實業公司信織實業公司－－－－不織布生產現場配置圖不織布生產現場配置圖不織布生產現場配置圖不織布生產現場配置圖 
 

    圖 3-2 為信織實業現在價值溪流圖

（Current Value Stream Mapping）。結合價

值溪流之流程、監控之週期表、所有時間

及材料之管控指標即成為價值溪流圖。現

在價值溪流圖之目的不僅是要了解現況，

更要設定未來目標。因此，建立現在價值

溪流圖（Current State）與未來價值溪流圖

（Future State），並釐清其中優先順序，亦

是價值溪流圖的重要功用之一。 

 
圖圖圖圖 3-2信織實業公司信織實業公司信織實業公司信織實業公司-價值流程圖價值流程圖價值流程圖價值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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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成本成本成本成本浪費浪費浪費浪費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消除一切浪費，豐田式生產管理哲理

認為不能提高附加價值的一切工作包括， 
1.生產過剩：生產比需求多，製造過多；2.
庫存：所有零件、半成品和成品在儲存中

的浪費；3.等待：等待下一個生產環節；4.
搬運：把原本沒有必要的物資運送到生產

流程中；5.加工的浪費：復工 (來源於設計

問題、生產工具有誤產生的復工)；動作的

浪費：人員和設備搬來搬去，超過生產必

要的人員走動；7.不良品的浪費：瑕疵 (耗
費了參與檢查和修復瑕疵的投入)；8.不滿

足客戶需求的生產產品和服務等等都是浪

費，這些浪費必須經過全員努力不斷消除。 
經現場調查信織實業在本專案中有四

大浪費，分別為： 

等待等待等待等待––––浪費浪費浪費浪費 

信織實業在放入新原料和更換尺寸時

的換線作業，都是處於等待作業的狀態，

這些狀況可能發生於原料剛進入喂棉機或

更改尺寸與顏色時將發生。這些等待，每

天所浪費掉的時間加總之成本是相當可觀

的。故我們將其成本做分析： 
[等待-成本分析] 
每分鐘的生產成本為 25元 
等待成本為以下四點： 
1.每天有機台清車保養60分鐘(1小時)

清車成本：
25(元/分) * 60(分/小時) = 1500(元/每天)

2.以年度平均值計算機台故障30分鐘

機台故障成本：25 * 30 = 750
3.每月平均每日升降溫時間102分鐘

升降溫時間成本：25 *102 = 2550
4.平均改車換線次數6次，一次 36分鐘

改車成本：25 * 36 = 900(元/天)

每天所等待的成本為： 

25(元/分)*一小時 60(分/小時)*無生產之時間

3.8小時=5700(元/每天) 
一年有 365 天，但扣掉假日與國定假日，

經計算後一年剩下 256天 
每年所浪費掉的成本： 
5700 * 256天= 1,459,200(元元元元/年年年年) 

矯正矯正矯正矯正 - 浪費浪費浪費浪費 
為什麼需要矯正？因為要讓生產的產

品有更好的品質，所以需要將機器與不織

布成品進行損壞的修正裁切。 
修正的好處？所帶來的成本問題？經

機器的修正可讓產品質量平均化；相對於

成本可能會有提高的議題。 
182Y布需要兩個小時的矯正處理，這

兩小時的成本計算需使用等待與時間的計

算方式： 
25(元/分) * 60(分/小時) * 2 小時 = 3000(元/天) 
每年計算方式： 
3000 * 256天= 768,000(元元元元/年年年年) 

搬運搬運搬運搬運 – 浪費浪費浪費浪費 
流程之間的工作人員或物件的不必要

的移動，這慕達可能對價值流程的各個方

面產生影響。 
1.暫存區至倉庫時間，需要兩個人3小時的

處理時間
30000 (元/月) / 30(天/月) / 8(小時/天) = 125 (元/
小時)

125 * 3 * 2 = 750 (元/天)

每年浪費成本計算：

750 * 256 = 192,000 (元元元元/年年年年)

2.叉車油資：4000 (元/月)，

叉車每天使用 8小時

4000 / 30/ 8*3 = 50(元/天) [重機械]
每年浪費成本計算：
50 * 256 =12800 (元元元元/年年年年)

3.叉車保養：5000 (元/月)

5000 / 30/ 8*3 = 62.5(元/天) [重機械]
每年浪費成本計算：
62.5 * 256 = 16000 (元元元元/年年年年) 

庫存庫存庫存庫存(過度生產過度生產過度生產過度生產) – 浪費浪費浪費浪費 
   此庫存區是為等待出貨及過量生產的

產品，每年平均浪費成本計算庫存成本

為：14.3萬 * (30%) 
143000 * 30% = 42,900 (元元元元/年年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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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動線分析實務案例之結果動線分析實務案例之結果動線分析實務案例之結果動線分析實務案例之結果 
 
4.1 等待時間分析與改善等待時間分析與改善等待時間分析與改善等待時間分析與改善 
 
   經在信織實業現場訪查，發現在生產

管控中所出現之「等待」關係如下： 
為何會有等待時間 ? 因為每天生產線需

換線或客人更改訂單(換原料、尺寸、顏色

等)，而改車換線機台需生降溫時間，機台

清車保養，機台故障等都是造成等待的原

因。為了改變棉花顏色或更換商品尺寸須

暫停機台運轉，如圖 3-1中 開包機ＡＢ處

為就會有餵棉等待的時間， 熱壓機和

捲取機也會有生降溫時間之等待。 
 
等待等待等待等待 - 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 
1.增加與客人的溝通頻率，隨時掌握客人交

貨時間，盡量提前了解客戶訂單交貨時間

的修改。 
2.強化生產人員的生產技術，控制入料量及

產出量，讓生管單與生產數量能一致。 
3.目標降低機台清車保養時間為 30分鐘的

方法： 
 a.保全人員訂出保養 SOP 
  b.利用交換班時間集中兩班人力處理60     
    分鐘改為 30分鐘 
    每天改善成本機台清車保養 30分鐘 

改善後成本分析 
改善後清車成本： 

25(元/分)*30(分/小時)=750(元/天) 
改善後清車成本降低： 

1500-750=750(元/天) 

每年改善後清車成本降低： 
750*256=192,000(元元元元/年年年年)  

 
4.2 矯正分析與改善矯正分析與改善矯正分析與改善矯正分析與改善 
 

要讓生產的產品有更好的品質，提高

公司商譽，需要將機器與不織布成品進行

損壞的裁切修正，但是此動作所耗費的工

時及成本卻是無形增加許多，生產線上的

產品管理原則是不允許的。 
    其矯正的成因為下列(如圖 4-2)：  

1.品質不合格：織布成品厚度不均勻。 
2.人員技術不足。 
3.機器操作調整不恰當。 

矯正矯正矯正矯正 - 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 
 1.加強人員技術訓練。 

 2.定期考核人員技術做確認。 
3.落實機器定期保養維修。 
4.因為針對矯正時工繳及電力的使用，

成本則相對提高，故不進行矯正 
5.改採降價出售(成本分析如下) 

    以每碼 20元降價以每碼 10元出售，   
    則可獲利 
  10(元/碼)*182碼*256(天/年) = 465,920元 

 
因產品瑕疵與修正棉布的尺寸等，需要在運轉與

停滯等待中矯正控制產品質量，並回收多於殘渣 

圖圖圖圖 4-2 生產現場生產現場生產現場生產現場矯正成因說矯正成因說矯正成因說矯正成因說明明明明 
 
4.3 搬運分析與改善搬運分析與改善搬運分析與改善搬運分析與改善 
 
   因信織實業受限於現有廠房(區)空間

運用，在動線安排上原物料及成品區等配

置位置，只能以暫存移動方式處理，造成

人員工時浪費，徒增購置機具成本與保養

費用。 
    搬運移動流程分析如下(圖 4-3)： 
1.因當初廠房設計規劃無全面性整體考量。 
2.1F暫存區空間太小，只能利用 2F倉庫暫

時存放。 
3.搬運不易耗時費力，需要兩個人力3小時

的處理時間，從 1F暫存區搬運至 2F倉

庫。 

 
A：暫存區產品後包裝所存放的位置 
B：等待出貨與庫存，此區須使用叉車進    

   行搬運。 
C：第一條生產線暫存生產成品的物件位置。  

圖圖圖圖 4-3 矯正成因分析圖說矯正成因分析圖說矯正成因分析圖說矯正成因分析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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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搬運搬運搬運 - 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 
1.設置1樓暫存區，讓暫存區的貨量滿足 3
天的運送。 

2.人力以能生產人力及倉庫人力調度，不另

外增加員工成本。 
3.讓已使用完的原料暫存區暫時成為即將

出貨的暫存區。 
4.人力成本分析為0元，因無需多人力來完

成改善。  

 
4.4 庫存庫存庫存庫存分析與改善分析與改善分析與改善分析與改善 
   線上因為考量整批原物料、工作排班

時間及不同規格尺寸、顏色及客戶臨時需

求等問題，往往都會多生產一些，其所造

成未交貨賣出，卻囤積於倉庫內的成品如

圖 4-4，這些成品除了多佔了廠區空間，更

是公司成本費用的累積，試想一旦時間拖

久，未賣出的庫存產品量暴增，其公司營

運成本及周轉運用怎可能不出問題呢？ 

 
等待出貨及過量生產的產品 

圖圖圖圖 4-4庫存成因分析圖說庫存成因分析圖說庫存成因分析圖說庫存成因分析圖說 
 

  就以信織實業為例分析出的庫存原因如

下： 
 

1.顧客取消訂單 
2.超量生產(沒有落實控制庫存量機制及盤

點) 
3.預估客戶接單量不準 
4.淡季與旺季的轉換點，將無法精確控制產

量。 
 
庫存庫存庫存庫存(過度生產過度生產過度生產過度生產) - 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改善與解決方法 
1.客戶下單前與客戶在確認訂單，生管排單

前與客戶在確認訂單數量及是否取消訂

單問題。 
2.強化生產人員的生產技術，控制入料量及

產出量，讓生管單與生產數量能一致。 
3.將壞品或不良品的數量控管，利用半價或

降價售出。 
4.減少浪費金額： 

42,900 + 71,500 = 114,400(元/年)。 
   經由表 4-1可清楚知道杜絕這些不必 
要的四大浪費前與嶼實施改善方案後花費 
總成本之差異。每年可替信織實業每年節 
省 829,280之總成本。 
 
表表表表 4-1 Muda1-4花費總成本與改善前花費總成本與改善前花費總成本與改善前花費總成本與改善前/後計算後計算後計算後計算 

 

表表表表 4-2改善後整體效益改善後整體效益改善後整體效益改善後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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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說明由 6個改善人員所組成團隊，投

注了共 36 小時，針對信織實業之四大浪

費--等待、矯正、搬運、庫存，一一提出問

題分析與改善方法，並以表格說明需投注

入研究之成本，並清楚說明改善後之整體

效益。 

 
5.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5.1生產生產生產生產動線分析與動線分析與動線分析與動線分析與生產流程生產流程生產流程生產流程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研究結論 

    本研究選定信織實業為研究分析對

象，收集公司實際資料進行分析，了解個

案公司成品的生產製程及現行狀況所發生

的問題。然而由於現行個案不織布生產設

備已達相當時間，相關廠房空間利用亦趨

飽和受限，要改建及改善殊為不易，因此

本研究僅針對生產流程線上的機器故障

率、搬運時間(人員，物料)、成品庫存位置、

排程等待時間進行改善。 
    透過價值流程圖能明確指出浪費與改

善的方法，修正項目如時間(如週期時間、

轉換時間、加工時間、前置時間)、移動距

離(如零件、員工、文件傳遞或運送)、失誤

(如不良品、資料輸入錯誤)、無效率的作業

方法，以及等候線(如員工等候零件或設備

維修，訂單等待處理)等。經本研究改善後，

整體效益替公司每年節省近八十三萬的浪

費。 
    同時，期待能有更多同業的個案研

究，不吝將各公司生產流程或生產管控改

善，所考慮之各種因素及方法呈現出來。

冀於日後能夠提供給各中小型企業於改善

廠房(區)時，透過綿密的思維，做到“把錢

花在刀口上”及“快速的投資回收”，協

助提昇企業的生產力。 
 
5.2 後續研究的建議後續研究的建議後續研究的建議後續研究的建議 
 
    工廠內部供應鏈之生產流程，會因應

生產方式及生產數量之不同，而有各種不

同型式的流程方案，甚至在同一個生產工

廠內，可能也有不同的生產流程方案。本

研究僅就信織實業個案加以探討；同時改

善其公司內部供應鏈生產時間、搬運、生

產線佈置與暫存區等相關問題，加以研究

評估並改善。 
    現今企業所面臨全球的高度競爭，為

了使企業能夠永續經營，導入精實管理以

改善企業的生產流程與設施配置，達到最

有效率的方式設計、生產製造、通路運送，

快速而有效的送到顧客手中。生產力 4.0
的發展趨勢已成為各大中小型企業未來發

展的方向，本研究建議未來產業流程改善

能積極導入物聯網、大數據、機器人等，

結合雲端電腦網路之運用，以提升企業產

品品質及提升生產效率及顧客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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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護理資訊系統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之研究 

~以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摘要 

 
近年來，各種科技應用陸續導入醫療照護

環境，醫療資訊也不斷在臨床上運用先進的資

訊技術，隨著政府醫療政策的推進，促使醫院

的資訊化更為快速，其中護理人員使用的護理

資訊系統尤甚。 

因此，本研究期望能透過 IS 接受後持續

使用模式之架構，加入「資訊品質」與「系統

品質」去解釋及預測護理人員對於護理資訊系

統的 使用者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以達到

正確評估影響關鍵之因素。本研究南部某區域

教學醫院之臨床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有效問

卷為 251 份。研究結果顯示，最主要會影響護

理人員持續使用護理資訊系統使用意圖之變

數，為使用者滿意度與知覺有用性。另外，資

訊品質、系統品質及確認也會間接透過使用者

滿意度及知覺有用性而影響持續使用意圖。 

關鍵詞：護理資訊系統、IS 接受後持續使用模

式、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持續使用意圖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variety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continue to import medical care 

environment and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also been continuously used in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Nursing care 

information systems is more severe. 

After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quality 

system" are introduced in a post-acceptance 

model of IS continuance, this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explain and predict the satisfaction and 

continued use of intention of users about nursing 

care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assess the key 

affecting factors. The clinical nurses of one 

regional teaching hospital in south Taiwan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total of 251 valid sample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most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intension to continuously use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s are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In addition, information 

quality and system quality could indirectly 

influence the intension of continuous use by 

affecting the satisfaction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users. 

Keywords: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

Post-Acceptance Model of IS Continuance、

Information Quality 、 System Quality 、
Continuance Intention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科技網路、通訊、資訊科技的快速變

遷，21 世紀的科技發展是整個跨領域應用的時

代。加上醫療為高資本、高勞力、高專業醫療

知識人員密集的產業，醫療作業的複雜程度遠

遠高於一般產業。醫療資訊也不斷在臨床上運

用先進的資訊技術，並隨著政府醫療政策的推

進，更促使醫院的資訊化更為快速，而機構在

引入大量的資訊科技後讓醫療資訊系統總體

大大的擴充外，資訊科技在應用支援依賴程度

與其他產業相較甚高，而其中護理人員使用的

護理資訊系統尤甚。 

護理資訊系統的使用是護理人員工作最主

要的部分，從病患的評估 (Assessment)、診斷

(Diagnosis)、計劃(Plan)、護理措施(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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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成果評值(Evaluate Outcomes)等，即所謂的

護理過程。以護理專業而言，護理過程的應用

是特別被強調的，尤其護理過程中的護理計劃

是很重要的記錄，但也是花費護理人員最多時

間的一項作業，而這些個別評估資料的分析與

判別，若能以設計完善的資訊系統來輔助，對

臨床護理人員來說將有很大的幫助。 

護理資訊系統主要是利用資訊科技協助護

理人員完成對門診或住院病患所提供的一般

性及個別性護理照護服務之資訊應用程序，其

應用範圍包括：內科病房、外科病房、急診、

加護病房、婦產科病房、兒科病房及手術室、

門診等特殊單位。主要任務是協助護理人員執

行臨床照護作業，以減少不必要重複性的文書

工作，提供便利且充足之照護資訊，使病患獲

得更多的照護服務資源；另一方面，亦可協助

護理行政作業，例如：衛材管理、儀器設備管

理、人力管理運用、績效管理、護理品質指標

監測、臨床教育研究及護理積分認證等等，使

其達到臨床與行政相互支援的功能，發揮資訊

系統迅速、確實、有效之輔助作用。 

近年來，各種科技應用陸續導入醫療照護

環境，各式記錄表單也由傳統的手寫方式逐漸

轉為電腦化及資訊化，以提供更有效的照護模

式。護理資訊的推展至今，對護理人員而言已

逐漸進入熟悉期的狀態，任何一個程式的設計

或計劃的執行，皆會影響臨床使用者使用的意

願，有國內學者由 Lewin 的改變理論談護理資

訊系的的推展研究指出，任何一個改變的過程

都會經歷：解凍期、執行期及再凍期三個步

驟，而個案醫院在使用護理資訊系統已進入執

行期後的再凍期，其主要希望能保持改變後的

穩定性外，並持續提供護理人員在護理工作執

行上的相關協助，如有需要時則持續進行相關

的護理資訊教育訓練，彌補因建置過程中不足

的部份，並從中來評估整體系統功能是否符合

使用者持續使用之需要及使用者滿意度。 (林

璟淑與李亭亭，民 94)。 

基 於 上 述 ， 本 研 究 欲 以 資 訊 系 統

(Information System, IS)接受後持續使用之模

式為基礎，探討護理人員持續使用護理資訊系

統後之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方面的研究。模

式中，明確指出使用者的滿意度會正向影響持

續使用意圖，此觀點亦得到其他學者的認同 

(Hong, & Lee, 2009)。 

 

 

 

 

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 

(1) 了解護理人員使用護理資訊系統的滿意

度及其影響因素。 

(2) 了解護理人員持續使用護理資訊系統的

意圖及其影響因素。 

(3) 護理資訊系統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對

護理人員及機構之影響。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欲分析之問題

為： 

(1) 探討護理人員對護理資訊系統的滿意度。 

(2) 探討影響護理人員對護理資訊系統滿意

程度之因素。 

(3) 探討護理人員持續使用護理資訊系統意

圖之因素。 

(4) 探討影響護理人員持續使用護理資訊系

統意圖之因素。 

(5) 探討護理資訊系統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

圖對護理人員及機構之影響。 

 

2. 文獻探討 

 
    本研究則採用修正後資訊系統成功模式

中的系統品質及資訊品質於 IS 接受後持續使

用理論模型中。「護理資訊系統」、「期望確認

理論」、「資訊系統成功模型」，將依此順序，

分別列述各主題之概念。 

 

2.1 護理資訊系統 

 
    美 國 護 理 學 會 (American Nursing 

Association , ANA)將護理資訊的定義為：『結合

護理科學、電腦科學及資訊科學，應用於護理

臨、行政、教育及研究的資料收集、處理及延

伸知識的專業學門』。若將護理資料、資訊及

護理知識透過電腦科學、資訊科學、護理科學

之處理和管理，應用於護理業務及護理照護之

提供則稱為護理資訊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s; NIS; 劉淑娟、李亭亭與張博論，民

95)。 

    提出當電腦系統與資訊科技使用於護理

範圍中，即可統稱為護理資訊系統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s, NISs)、護理應用(Nursing 

Applications) 或 護 理 資 訊 學 (Nursing 

Informatics ,NI)，護理人員即透過資訊系統以

管理病患照護資訊、進行護理計劃、評估及行

政管理及研究教學(Saba & Erdley, 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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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pson and Weaver 二位學者更指出為了

使護理資訊系統更有效率，系統必須與全院資

訊系統整合，才能達到結合臨床實務與行政管

理的功能 (Simpson & Weaver, 2006)。 

    台灣護理資訊的演進起始於 1960 年代，

歐美等先進國家運用電腦相關技術導入健康

照護領域的概念始萌芽，而將「資訊科技導入」

的概念實際應用於健康照護領域中則起始於

1980 年代。2012 年 11 月行政院於通過雲端運

算應用產業發展方案推動「台灣健康雲計

畫」，預計 5 年投入 240 億元，推動雲端基礎

建設、提升政府效率、落實便民的醫療服務價

值鏈 (行政院，民 101)。 

    我國護理資訊的導入，充分展現於行政、

教學、研究及臨床中，並且結合實證護理的應

用，而雖然各醫療機構的護理資訊發展階段及

應用項目不盡相同，但對其需求卻具有其共通

性，即提升護理照護服務品質、護理管理績

效、護理教學及護理研究效益等，而其所衍生

出的護理活動也由早期的基本病人照護，轉變

為具有工作流程標準化及流程自動化的作業

程序，繼而將資訊轉化為知識的過程中，建立

個別化的策略管理行動護理，近期目標為透過

跨機構的網絡化將資源交換並重新整合，以建

立具網絡特性及實證基礎的主動化的智慧護

理，進而達到跨機構之間的資料交換；而中長

期目標則為導入雲端科技整合，建立讓民眾及

政府皆有感的護理資訊應用，由此造就出我國

獨特的護理資訊發展之歷史演變過程，如圖 1。 

 

 
 

圖 1 護理資訊發展的歷史演變 

資料來源：馮容莊等人 (民 103) 

 

本研究個案醫院在 2008 年即導入護理資

訊系統，系統包含：病房動態系統、入院護理

評估、每日評估、專科性評估、出院準備服務

系統整合、病人安全通報系統、給藥系統、交

班系統、護理紀錄電子簽章、照會系統、急診

護理系統、健康問題及焦點紀錄、給藥系統條

碼化、品質監測系統等，如圖 2。 

 

 
 

圖 2 個案醫院導入護理資訊系統歷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2 期望確認理論 

 
    Oliver (1980) 提 出 期 望 確 認 理 論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Theory, ECT)，廣泛

被應用於探究服務市場內的消費者行為。隨著

電子商務的興盛，學者成功使用 ECT 以瞭解線

上顧客的滿意度與購物意向，協助電子商務的

發展，後來更將 ECT 運用在資訊管理領域，探

討使用者對資訊科技滿意度及持續使用行為。 

    由於 Bhattacherjee (2001a) 認為原始的理

論有些爭議且不合理之處，考量到需有效預測

與解釋資訊系統使用者的持續採用之行為，逐

將 ECT 進行修正，使其能符合資訊系統使用情

境，進而提出了「IS 接受後持續採用模式」(A 

Post-acceptance Model of IS Continuance)，其修

正內容包括：(1)「IS 接受後持續採用模式」僅

著重於採用後變項(Post-acceptance)，這是因為

採用前變項(Pre-acceptance)之影響，其被涵蓋

在確認程度(Confirmation)以及滿意度二個構

念上； (2)原始的 ECT 僅調查初期期望

(Pre-consumption Expectation)，但使用者的期

望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在「IS 接受後持

續採用模式」中，特別著重在體驗後期望

(Post-consumption Expectation)；(3)在「IS 接受

後持續採用模式」中，體驗後的期望被解釋為

知覺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此概念與

ECT 所定義之期望確認，即個人信念或信念間

之集合；而知覺有用性則可代表著使用者對資

訊系統有顯著的認知信念 (Davis, 1989)。修正

後的模型如圖 3： 

 

知覺有用性

確認

滿意度 持續使用意圖

 
 

圖 3  IS 接受後持續採用模式 

資料來源：Bhattacherjee (2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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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覺有用性 

    學者 Davis (1989) 將認知有用性定義為

「使用者主觀預期(prospective)，對於使用一個

特定應用系統，將可能會增加個人在組織內部

的工作績效」。Bhattacherjee (2001a) 將有用性

認知定義為「使用者對於系統使用帶來的好處

的感覺」。 

(2) 確認程度 

Bhattacherjee (2001a) 將「確認程度」定義

為「使用者對於 ERP 系統的期望與實際效能

的一致性」。因此，「確認程度」是包含使用前

的期望(t1)與使用後的實際效能(t2)前後兩個時

間點的，將兩個時間點的感受相比較後，即會

產生後續的影響，他認為「確認程度」會對「有

用性認知」、「滿意度」產生正向影響。 

(3) 滿意度 

Oliver 將滿意度定義為「滿意度是原始標

準和部分不一致的認知，與原始參考基準相比

較後產生的結果，且為體驗後即刻產生之情感

反應。」在概念性上，「滿意度」是由於顧客

在購買或使用過後，對於其所獲得之利益及其

付出之成本相較而得。滿意與態度之間最大的

差別在於滿意一個為直接的情緒反應。 

(4) 持續使用意圖 

Bhattacherjee (2001a; 2001b)在其線上網路

銀行的研究當中將持續使用意願定義為：「使

用者會持續使用該系統之意圖」。 

 

2.3 資訊系統成功模式 

 
    DeLone and McLean (1992)整合了 180 篇

關於探討資訊系統效益當作依變數的文章，結

合了許多實證研究結果，發展出資訊系統成功

模式（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並

推導出利用六個構面來衡量資訊系統的成

功，此模型包含輸入二個構念為系統品質、資

訊品質及四個輸出構念為使用(Use)、使用者滿

意 (User Satisfaction)、個人影響 (Individual 

Impact)及組織影響(Organization Impact)，相互

之間的關連均會影響個人及組織。如圖 4所示： 

 

系統品質

資訊品質

系統使用

使用者滿意度

個人影響 組織影響

 

圖 4  DeLone 和 McLean 資訊系統成功模型 

資料來源：DeLone & McLean (1992) 

 

Seddon 提出修正後的資訊系統成功模式 

(Seddon, 1997)，除了原有的系統品質和資訊品

質，另外增加了服務品質，而新的資訊系統成

功模式，在原先的「使用情形」，納入了使用

意願的概念，並將個人績效與組織績效整併為

「淨利益」變數，用以衡量組織導入的資訊系

統是否取得成功。 

DeLone and McLean (2003)更新資訊系統

成功模式，將服務品質的概念加入原模型中，

並將個人影響與組織影響合併稱為淨利益(Net 

Benefit)，並且認為在使用之前加進使用意願

(Intention to Use)會是較為適宜的，因為使用意

願是一種態度(Attitude)而使用則是一種行為

(Behavior)。因此修正後的模式改以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服務品質、系統使用情況、使用者

滿意度及淨利益等六個評估指標來衡量資訊

系統的成功，並以系統使用、使用者滿意度與

淨利益間的關係來衡量淨利益，其相關聯性如

圖 5： 

 

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

服務品質

使用意願 使用

使用者滿意度

淨效益

 
 

圖 5 修正後資訊系統成功模型 

資料來源：DeLone & McLean (2003) 

 

(1) 系統品質（System Quality）：包含 5 個構

面，定義如下： 

01. 可信賴-系統操作的可靠性； 

02. 靈活性-系統能適應使用者要求而改變方

式； 

03. 整合性-系統可以讓各種不同的來源資料

被整合； 

04. 可親近性-從這個系統中取得資訊或釋出

資訊是容易的； 

05. 及時性-系統及時回應資訊需求的程度或

行動。 

(2) 資訊品質：包含 4 個構面，定義如下： 

01. 正確性(Accuracy)：代表使用者的知覺資

訊是正確的、資料是清楚有意義旳； 

02. 流通性(Currency)：代表使用者的知覺資

料會隨著日期更新且是最新的； 

03. 相關性(Relevance)：代表使用者的知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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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料是有相關性的； 

04. 完整性(Completeness)：代表系統提供所有

的必須資料的程度。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IS 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作為主

要基礎，探討護理人員對於護理資訊系統使用

者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及其影響因素；因資

訊系統之操作已在不同的組織內成為工作的

一部分，隨著使用資訊系統在不同的工作環境

中，可以針對系統的功能和特性評估，而當使

用者實際使用資訊系統後，也可能改變最初對

資訊系統的看法  (Saeed & Abdinnour-Helm, 

2008)。 

本研究以台灣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例，

填答問卷的對象為實際操作護理資訊系統的

臨床護理人員（排除三個月內到職的新進護理

人員）。藉由護理人員的使用，來衡量護理人

員對護理資訊系統的資訊品質、系統品質、確

認、知覺有用性、滿意度以及持續使用的意

願。根據研究目的以及相關文獻的探討後，建

立初步的觀念性研究架構如圖 6 所示： 

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

確認

使用者滿意度

知覺有用性 持續使用意圖
H5

H6

H7

H9

H8

H2

H1

H4

H3

圖 6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3.2 研究假說 

(1) 資訊品質、系統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

在知識管理系統方面，使用者對於知識管

理系統的系統品質與資訊品質評估越高，則會

提昇自身對於知識管理系統的滿意程度在線

上學習系統方面，使用者對於線上學習系統的

系統品質、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評估越高，則

會提昇自身對於線上學習系統的滿意程度 

(Kim, Lee, & Law, 2008)。在行動付費服務方

面，使用者對於應用服務提供系統的系統品

質、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評估越高，則會提昇

自身對於應用服務提供系統的滿意程度，滿意

程度亦會影響持續使用之意圖 (Zhou, 2013)。

依此提出以下假說： 

【H1】：資訊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有顯著正向

影響 

【H2】：系統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有顯著正向

影響 

(2) 資訊品質、系統品質與知覺有用性

護理人員使用醫院資訊系統對於的認知

有用其主要受到高階主管支持、相容性與資訊

品質的影響 (蕭如玲、張惠娟、陳瑞甫，民

100)。另外在行動輔修系統方面，內容品質與

系統品質顯著地影響使用者的知覺有用性，知

覺有用性亦顯著地影響使用者的使用行爲，並

進而影響使用滿意度 (楊治清、洪正明，民

100)。依此提出以下假說：

【H3】：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

響

【H4】：系統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顯著正向影

響

(3) 確認與使用者滿意度

個人持續使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RP)意

願之研究顯示：使用 ERP 系統具有較高的確認 

性時，其滿意度及願意持續使用 ERP 系統的意

願亦會較強 (周斯畏、陳碧玉，民 98)。使用者

對於產品或服務的期望與績效認知相比較之

後，產生確認程度的感受，並依據此一感受產

生對於產品或服務的滿意與否的反應，因此當

確認程度越高，所產生的滿意度就越高，而

Bhattacherjee (2001a)亦證實確認程度會影響滿

意度。依此提出以下假說： 

【H5】：確認與使用者滿意度之間有正向關

係。 

(4) 確認與認知有用性

確認與認知有用性有直接的關聯，在數位

學習服務 (Kang et al., 2009; Roca, Chiu, & 

Martínez, 2006)、線上服務及資訊科技持續使

用 (J. Y. Thong et al.,2006)均已得到證實。換言

之，確認有助於提高使用者的有用性認知。依

此提出以下假說： 

【H6】：確認與知覺有用性之間有正向關係。 

(5) 知覺有用性與使用者滿意度

Bhattacherjee (2001a)認為使用者會調整其

使用前的預期轉換為使用後預期，也就是在

ECT-IS 中的有用性認知，而使用者在產生有

用性認知的感受後，進一步即會影響其滿意

度，也就是當使用者的有用性認知越高其滿意

度將會越高，反之亦然。張景盛等人 (民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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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醫事人員使用 PACS 系統的使用者滿意度的

研究指出，系統品質會影響認知有用性，而認

知有用性會正向顯著影響使用者滿意度。依此

提出以下假說： 

【H7】：知覺有用性與使用者滿意度之間有正

向關係。 

(6) 知覺有用性與持續使用意圖 

    Bhattacherjee (2001a)證實了有用性認知會

正向地影響持續使用意願。學者 Chou, Lin, 

Woung, and Tsai, (2012）以門診病人為對象研

究病人參與線上學習證實，認知有用性會影響

病人持續使用之意願。故依此提出以下假說： 

【H8】：知覺有用性與持續使用意圖之間有正

向關係。 

(7) 使用者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 

    使用者在使用健康資訊網站的情境下，研

究實證結果顯示，「滿意度」會正向影響其持

續使用意圖 (廖則竣、郭溥淵、陶蓓麗、鍾儀

君，民 101)；資訊系統的認知價值對使用者滿

意度之影響：以期望確認模式為基礎，研究中

發現認知價值顯著地影響使用者滿意度及持

續使用意圖 (張育瑋、許秉瑜、蕭文龍、鄭雲

珊，民 100)。依此提出以下假說： 

【H9】：使用者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圖之間有

正向關係。 

 

3.3 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本節主要針對本研究之變數，即資訊品

質、系統品質、確認、使用者滿意度、知覺

有用性及持續使用意圖，列出操作型定義及

文獻出處參考，如表 1 所示。本研究參考先

前學者對這些變數的定義，再依本研究探討

的情境做修改，本研究對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如下表： 

 

表 1 研究變數之操作型定義 
 

變數名稱 操作型性定義 文獻出

處參考 

資訊品質 

Informati

on 

Quality 

護理資訊系統能提供

正確、完整、最新及

清楚的呈現格式 

DeLon

e & 

McLea

n 

(1992, 

2003) 

系統品質 

System 

Quality 

護理資訊系統具有使

用可靠、資訊取得容

易、達成使用者要求

的能力、跨資訊整合

及回應時間。 

DeLon

e & 

McLea

n 

(1992, 

2003) 

確認 

Confirmat

ion 

使用護理資訊系統前

與使用後的效率及功

能比較，並得到一致

性。 

Bhattac

herjee 

(2001) 

知覺有用

性 

Perceived 

Usefulnes

s 

護理人員認為使用護

理資訊系統，對於工

作效率整體提升的程

度。 

Bhattac

herjee 

(2001) 

使用者滿

意度 

Use 

Satisfacti

on 

護理人員持續使用護

理資訊系統於工作中

的滿意程度。 

Bhattac

herjee 

(2001) 

持續使用

意圖 

Integrate 

Advacne 

IT into 

instructio

n 

Continuan

ce 

Intention 

未來對護理資訊系統

持續使用的意圖。 

Bhattac

herjee 

(2001) 

 

3.4 問卷設計 

 
  本研究共分為六個構面，本研究參考相關

文獻後將問項修改為符合本研究之主要目

的。問卷初稿完成後，尋求醫療、資管及護理

領域的專家，針對問卷項目、內容與文字描

述、題目的語意、代表性、完整性加以修正，

經專家指正及指導教授共同指導；再找臨床護

理人員，進行問卷的前測，藉以瞭解問卷中的

問項或題意是否有模糊不清或是設計不良的

問題。本問卷在設計部份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

做為評分之標準。問卷問項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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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衡量變數及問項 
 

衡量

變數 

問

卷

代

號 

衡量問項 
參考

文獻 

資訊

品質 

IQ1 

1.我使用的護理資

訊系統，能提供正確

的資訊 

DeLone 

& 

McLean 

(1992, 

2003) 

Wixom 

and Todd 

(2005) 

IQ2 

2.我使用的護理資

訊系統，能提供我完

整的資訊 

IQ3 

3.我使用的護理資

訊系統，能提供我最

新的資訊 

IQ4 

4.我使用的護理資

訊系統，有好的呈現

格式 

系統

品質 

SQ1 

1.我使用的護理資

訊系統，操作方面是

可靠的 

DeLone 

& 

McLean 

(1992, 

2003) 

(Wixom 

& Todd, 

2005) 

SQ2 

2.我使用的護理資

訊系統，取得資訊是

容易的 

SQ3 

3.我使用的護理資

訊系統，能有效的依

不同需求進行調整 

SQ4 

4.我使用的護理資

訊系統，能將來自

不同部門的資訊

加以整合。 

SQ5 

5.我使用的護理資

訊系統，在時間回

應上很迅速 

確認 

CO1 

1.此護理資訊系

統，比我預期的還

好用 
Bhattach

erjee 

(2001) 
CO2 

2.此護理資訊系統

的效率比我預期

的更好 

CO3 

3.此護理資訊系統

的功能比我預期

的更好 

CO4 

4.整體而言，此護

理資訊系統表現

大致都符合我對

它的期望 

知覺

有用

性 

PU1 

1.使用護理資訊系

統，可增強我工作

上的有效性。 

Davis 

(1989) 

PU

2 

2.使用護理資訊系

統，可提升我工作

上整體績效。 

PU

3 

3.使用護理資訊系

統，可使我的工作

完成更有效率。 

PU

4 

4.整體而言，我認

為使用護理資訊

系統，對我的工作

是有幫助的。 

使用

者滿

意度 

US

1 

1.整體而言，使用

護理資訊系統讓

我感到滿意。 

Bhattach

erjee 

(2001) 

US

2 

2.整體而言，使用

護理資訊系統使

我覺得很愉快。 

US

3 

3.整體而言，使用

護理資訊系統能

夠滿足我的工作

需要 

持續

使用

意圖 

RI1 

1.我有相當高的意

願持續使用護理資

訊系統。 
Bhattach

erjee 

(2001) 
RI2 

2.即使有其他選

擇，我還是傾向持續

使用護理資訊系統。 

RI3 
3.未來，我將持續使

用護理資訊系統。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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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樣本來源及抽樣方法 

 
  問卷收發時間為2015年8月1日至2015年8

月31日，以實地發放方式給每個護理單位於本

院護理年資為三個月以上者，為發放受測對

象。本研究申請人體試驗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臨床試驗研究計劃，計劃編號為

【15B-006】。 

 

3.6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將對回收的有效問卷，使用 SPSS 

20.0統計軟體針對受測者的基本資料以敘述性

統計方式進行分析。信度與效度以 Smart PLS 

2.0 軟體來進行樣本的分析，目的是為瞭解所

蒐集之樣本的合理性，以確定本研究統計分析

之結果是有意義的。 

 

4. 實證分析與結果 

 

4.1 問卷收集 

 
    本研究以南部某區域教學個案醫院，實際

有使用護理資訊系統的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

並以問卷調查方式進行，問卷收發時間為 2015

年 8 月 1 日至 2015 年 8 月 31 日，以實地發放

方式給每個護理單位於本院護理年資為三個

月以上者，為發放受測對象。總計發放 350 份

問卷，回收 320 份問卷，無效問卷共 69 份，

多數為填答一致或漏填，有效問卷共 251 份，

有效回收率為 78.44%。 

 

4.2 樣本結構分析 

 

    本研究採用李克特五點尺度量表測量問

卷選項，並將問項做初步敘述性統計分析整

理。如表 3 所示： 

 

表 3 樣本結構分析 

 

人口統

計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 分 比

(%) 

性別 女性 246 98 

男性 5 2 

年齡 20 歲以下 2 0.8 

21 至 25 歲 80 31.9 

26 至 30 歲 43 17.1 

人口統

計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 分 比

(%) 

31 至 35 歲 51 20.3 

36 至 40 歲 58 23.1 

41 歲以上 17 6.8 

學歷 高中(職) 0 0 

專科 66 26.3 

大學 180 71.7 

研究所(含)

以上 

5 2 

職級 N 62 24.7 

N1 33 13.1 

N2 76 30.3 

N3 49 19.5 

N4 31 12.4 

職稱 培訓護士 3 1.2 

護士 9 3.6 

護理師 220 87.6 

副護理長 4 1.6 

護理長 15 6.0 

工作單

位 

 

 

 

工作單

位 

內科病房 73 29.1 

外科病房 16 6.4 

加護病房 59 23.5 

急診 18 7.2 

兒科病房 12 4.8 

婦產科病房 18 7.2 

開刀房 24 9.6 

其他 31 12.4 

在本機

構的服

務年資 

未滿一年 32 12.7 

1 年以上，未

滿 5 年 

83 33.1 

5 年以上，未

滿 10 年 

56 22.3 

10 年以上，

未滿 15 年 

31 12.4 

15 年以上 49 19.5 

護理總

工作年

資 

未滿一年 23 9.2 

1 年以上，未

滿 5 年 

70 27.9 

5 年以上，未

滿 10 年 

50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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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統

計變數 

項目 樣本數 百 分 比

(%) 

10 年以上，

未滿 15 年 

40 15.9 

15 年以上 68 27.1 

護理資

訊系統

使用年

資 

未滿一年 26 10.4 

1 年以上，未

滿 5 年 

157 62.5 

5 年以上，未

滿 10 年 

53 21.1 

10 年以上，

未滿 15 年 

7 2.8 

15 年以上 8 3.2 

 

4.3 研究問項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利用統計軟體 SPSS 20.0 對 251 份

有效樣本進行敘述性統計分析。表 4-11 可以清

楚了解各構面問項的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及標準差等統計資料。 

    分析結果顯示，大多數問項平均值都在 3.5

以上，表示各問項之同意程度多偏向正向，如

表 4 所示： 

 

表 4 敘述性統計分析 
 

構面 

 

問項 
最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值 

標準

差 

資訊

品質 

IQ1 2 5 3.920 0.567 

IQ2 1 5 3.825 0.682 

IQ3 1 5 3.821 0.740 

IQ4 1 5 3.673 0.724 

系統

品質 

SQ1 1 5 3.785 0.682 

SQ2 1 5 3.904 0.720 

SQ3 1 5 3.721 0.717 

SQ4 1 5 3.705 0.743 

SQ5 1 5 3.422 0.813 

確認 

CO1 1 5 3.506 0.787 

CO2 1 5 3.482 0.817 

CO3 1 5 3.530 0.744 

CO4 1 5 3.614 0.680 

知覺

有用

性 

PU1 1 5 3.912 0.645 

PU2 2 5 3.825 0.640 

PU3 2 5 3.892 0.639 

PU4 2 5 3.996 0.623 

使用

者滿

意度 

US1 1 5 3.725 0.732 

US2 1 5 3.582 0.740 

US3 2 5 3.849 0.682 

持續

使用

意圖 

RI1 2 5 4.016 0.657 

RI2 2 5 3.932 0.710 

RI3 2 5 4.052 0.682 

 

4.4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來瞭解性別、年

齡、教育程度、職級、工作單位、在本院服務

的年資、護理總工作年資及護理資訊使用年資

等，護理人員特質的不同是否會對研究變數間

產生影響。其研究結果如表 5 所示。 

在各特質中，因性別的不同，資訊品質(IQ)、

系統品質(SQ)、確認(CO)達顯著影響；因職級

的不同，持續使用意圖(RI)達顯著影響；因職

稱的不同，資訊品質(IQ)、使用者滿意度(US)、

持續使用意圖(RI)達顯著影響；因工作單位的

不同，資訊品質(IQ)、系統品質(SQ)達顯著影

響；因護理總工作年資的不同，使用者滿意度

(US)達顯著影響。而年齡、學歷、工作年資及

護理資訊系統使用年資對於各變數皆未達顯

著，表示不會因年齡、學歷、工作年資及護理

資訊系統使用年資的不同而有所影響。 

 

表 5 性別與問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6 年齡與問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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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教育程度與問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8 職級與問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9 職稱與問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10 工作單位與問項之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表 11 在機構服務年資與問項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 
 

 

表 12 護理總工作年資與問項之單因子變異數

分析 
 

 
 
表 13 護理資訊使用年資與問項之單因子變異

數分析 
 

 
 

4.5 信度及效度分析 

 

(1) 信度分析 

  本研究各個構面之 Cronbach’s  值皆落

於 0.821-0.898 區間，表示各個構面皆具高信

度，可見本研究具有良好的研究信度，整份問

卷的 Cronbach's   係數為 0.855。總體而言，

此問卷之信度具有一致性與穩定性。如表 14

所示： 

表14 信度分析 
 

構面 題數 
Cronbach's 

α 

整份問卷 

Cronbach's 

α 

資訊品質 4 0.839 

0.855 

系統品質 5 0.842 

確認 4 0.896 

知覺有用性 4 0.833 

使用者滿意度 3 0.821 

持續使用意圖 3 0.898 

 

(2) 效度分析 

    在進行因素分析之前，需先進行取樣適切

性量數(Kasier-Meyer-Olkin, KMO)與 Bartlett 

球形檢定。若 KMO 值小於 0.5，則表示兩變數

不能以其他變數來解說，不宜進行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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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KMO 愈大，愈適合用來做因素分析 (陳

景堂，2005；Kaiser, 1974)。而本研究的 KMO

值為 0.942，結果表示本研究量表各項目具有

共同因素存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而球形檢

定近似卡方值為 3894.812，達顯著，指母群體

的相關矩陣間有共同因素存在，且表示適合進

行因素分析。如下表 15。 

 

表 15 KMO 與 Bartlett 檢定表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

切性量數 
0.942 

Bartlett 球形檢

定 

近 似卡 方

分配 
3894.812 

自由度 253 

顯著性 .000 

    

 大於 0.5 以上，各構面之平均變異萃取量

(AVE)皆大於建議值之 0.5，而 CR 大於 0.7，顯

示本研究問卷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各構面之

組合效度(CR)大於 0.7 為學者 Bagozzi and Yi 

(1988)建議值，本研究六構面中有「資訊品

質」、「系統品質」、「使用者滿意度」皆大於 0.8、

而「確認」、「知覺有用性」、「持續使用意圖」

則大於 0.9，表示本研究具有良好之效度。如

表 16： 

表 16 收斂效度分析表 

構面 題項 

因 素

負 荷

量 

平均變

異萃取

量

(AVE) 

組 合

效 度

(CR) 

資 訊 品

質 

IQ1 0.819 

0.674 0.892 
IQ2 0.832 

IQ3 0.850 

IQ4 0.783 

系 統 品

質 

SQ1 0.759 

0.616 0.888 

SQ2 0.857 

SQ3 0.826 

SQ4 0.782 

SQ5 0.687 

確認 

CO1 0.897 

0.762 0.928 
CO2 0.861 

CO3 0.878 

CO4 0.856 

知 覺 有 PU1 0.872 0.741 0.920 

用性 PU2 0.858 

PU3 0.856 

PU4 0.858 

使 用 者

滿意度 

US1 0.891 

0.738 0.894 US2 0.852 

US3 0.832 

持 續 使

用意圖 

RI1 0.926 

0.831 0.936 RI2 0.896 

RI3 0.912 

 

    Hair et al. (1998） 建議潛在變項的平均變

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之

平方根，數值需要大於其他構面的相關係數。

由表8可獲知本研究各構面AVE值皆大於構面

間的相關係數，故顯示各構念應為不同的構

面，具有「區別效度」。如表 17 

 

表 17平均變異抽取量(AVE)的平方根相關矩陣 
 

構面 確認 
資 訊

品質 

知 覺

有 用

性 

持 續

使 用

意圖 

系 統

品質 

使 用

者 滿

意度 

確認 0.873      

資訊品

質 
0.658 0.821     

知覺有

用性 
0.632 0.571 0.861    

持續使

用意圖 
0.608 0.509 0.690 0.911   

系統品

質 
0.664 0.711 0.585 0.509 0.785 

 

使用者

滿意度 
0.723 0.556 0.666 0.640 0.593 0.859 

 

4.6 結構方程模式分析 

 

(1)路徑係數檢定 

本研究以 Smart PLS 2.0 之 PLS Algorithm

功能來得到研究模型的路徑係數值(β)及決定

係數(R2)。並利用 Bootstrap 的方法來進行顯著

性的估計，Bootstrap 方法是藉由反覆抽取樣本

來作參數估計，所獲得的 t-value 值可透過統計

轉換可得到相應的 p-value 值，藉此便可以來

檢定路徑係數的顯著程度，在 Smart PLS 2.0

重新抽樣次數部分，參考許多學者之建議設定

為反覆抽樣 1000 次，計算出路徑係數(β) 及

t-value 值，一般來說，趨近於常態的 t 值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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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與否標準為 t>1.645*, t>1.96**, t>2.58***, 

t>3.29****。 

由路徑係數可得知研究變數間關係的強

度與方向，若係數為正值，則呈現正向相關；

反之，則呈反向相關。而從研究結果中得知，

在顯著關係的兩個構面間之路徑關係皆為正

向關係。 

本研究整體研究架構的路徑分析之結果

顯示如圖 7 所示，其中虛線部份表示 p-value

為不顯著；實線則表示 p-value 為顯著。 

 

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

確認

使用者滿意度
R2=0.602

知覺有用性
R

2
=0.461

持續使用意圖
R

2
=0. 534

0.003

H1

0.107

H2

0.172

H3

0.212
*

H4

0.449
***

H5

0.378
***

H6

0.319
***

H7

0.474
***

H8

0.324
***

H9

Value path :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β)

*    表示 t值>|1.96|  p<  0.05

**  表示 t值>|2.58|  p<  0.01

***表示 t值>|3.29|  p<0.001

表示假說成立

表示假說不成立

 

圖 7 研究架構之路徑係數分析圖 

 

並依圖 7 研究架構之路徑係數圖，將研究

構面之路徑數、t 值及 p 值整理如下表 18 所

示，其中資訊品質、系統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

及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為不顯著，其餘皆呈

現正向顯著關係。 

 

表 18 研究構面之路徑係數、t 值及 p 值分析

表 

路徑 
構面間路徑關

係 

路徑

係數

(β) 

t-value p-value 

H1 資訊品質→使

用者滿意度 
0.003 0.044 不顯著 

H2 系統品質→使

用者滿意度 
0.107 1.602 不顯著 

H3 資訊品質→知

覺有用性 

0.172 1.819 不顯著 

H4 系統品質→知

覺有用性 

0.212 2.280 p<0.01*

* 

H5 確認→使用者

滿意度 

0.449 7.562 p<0.001

*** 

H6 確認→知覺有

用性 

0.378 5.457 p<0.001

*** 

H7 知覺有用性→

使用者滿意度 

0.319 4.869 p<0.001

*** 

H8 知覺有用性→

持續使用意圖 

0.474 6.692 p<0.001

*** 

H9 使用者滿意度

→持續使用意

圖 

0.324 4.226 p<0.001

*** 

 

(2)模型預測力估計 

在研究模式的預測能力，「持續使用意圖」

構面的判斷係數值為 0.534，表示「使用者滿

意度」、「知覺有用性」構面對「持續使用意圖」

構面變異量的解釋能力為 53.4%；而「使用者

滿意度」構面的判斷係數值為 0.602，表示「資

訊品質」、「系統品質」、「確認」、「知覺有用性」

等構面對「使用者滿意度」構面變異量的解釋

能力為 60.2%；「知覺有用性」構面的判斷係數

值為 0.461，表示「資訊品質」、「系統品質」、

「確認」構面對「知覺有用性」構面變異量的

解釋能力為 46.1%。依變項解釋力均達 40%以

上，顯示本研究呈現良好的解釋力。整理如表

19。 

表 19 研究構面之判斷系數表 
 

構面 R2 

知覺有用性 46.1% 

使用者滿意度 60.2% 

持續使用意圖 53.4% 

 

4.7 假設檢定結果 

 

假設檢定結果如下表 20 所示： 

 

表 20 假設檢定結果 
 

假

說 
研究假說內容 

檢定

結果 

H1 
資訊品質對使用者滿意有顯

著正向影響 

不支

持 

H2 
系統品質對使用者滿意有顯

著正向影響 

不支

持 

H3 
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顯

著正向影響 

不支

持 

H4 
系統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有顯

著正向影響 
支持 

H5 
確認與使用者滿意度之間有

正向關係 
支持 

H6 
確認與知覺有用性之間有正

向關係 
支持 

H7 
知覺有用性與使用者滿意度

之間有正向關係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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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8 
知覺有用性與持續使用意圖

之間有正向關係 
支持 

H9 
使用者滿意度與持續使用意

圖之間有正向關係 
支持 

 

 

5. 結論與建議 

 

5.1 護理人員特質對各變數之影響 

 

本研究根據單因子變異量來瞭解護理人

員特質是否會對研究變數產生不同的影響，而

研究顯示，全部變數皆不會對「年齡」、「學

歷」、「工作年資」及「護理資訊系統使用年資」

的不同而有所影響，但部份變數會對「性別」、

「職級」、「職稱」、「工作單位」及「護理總工

作年資」影響，其分析結果敘述如下。 

(1) 性別 

護理人員特質中的「性別」，會對資訊品

質、系統品質及確認產生差異，對知覺有用

性、使用者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則沒有影

響。 

01. 資訊品質：女性對護理資訊系統所提供的

資訊品質，較男性更為認同。 

02. 系統品質：女性對護理資訊系統的系統品

質包括操作取得及整合不同部門的資訊

等，較男性更為認同。 

03. 確認：女性對使用護理資訊系統後，產生

對護理資訊系統的確認性比男性為高。 

(2) 職級 

護理人員特質中的「職級」，僅對持續使

用意圖產生影響。護理人員職級為 N4 者，認

同度超過同意，相較於職級為 N3、N2、N1 護

理人員及培訓護士，其持續使用護理資訊系統

之意圖更為明確。 

(3) 職稱 

護理人員特質中的「職稱」，會對資訊品

質、使用者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產生影響，

其他皆不會產生差異，其平均值皆大於同意的

選項。 

01. 資訊品質：護理人員職稱為護理長者，相

較於職稱為副護理長、護士、護理師或培

訓護士，對護理資訊系統的資訊品質認同

度高。 

02. 使用者滿意度：護理人員職稱為護士者，

對護理資訊系統的使用者滿意度高於職

稱為護理長、副護理長、護理師及培訓護

士。 

03. 持續使用意圖：護理人員職稱為培訓護士

相較於職稱為護士、護理師、副護理長或

護理長，較願意持續使用護理資訊系統。 

(4) 工作單位 

護理人員特質中的「工作單位」，會對資

訊品質、系統品質產生影響。 

01. 資訊品質：工作單位於其他單位的護理人

員，對護理資訊系統的資訊品質認同度超

過同意，高於內科病房、外科病房、急診、

加護病房、婦產科病房、兒科病房及開刀

房。 

02. 系統品質：工作單位於其他單位的護理人

員，對護理資訊系統的系統品質認同度高

於內科病房、外科病房、急診、加護病房、

婦產科病房、兒科病房及開刀房。 

(5) 護理總工作年資 

護理人員特質中的「護理總工作年資」，

會影響使用者滿意度。護理人員總工作年資為

未滿一年者，其對於護理資訊系統的使用滿意

度大於使用滿 1 年以上未滿 5 年者、5 年以上

未滿 10年者、10年以上未滿 15年者及 15年(含)

以上的護理人員。 

 

5.2 模型中各變數之影響 

 
    以下將根據模型中各研究變數的影響因

素進行探討，在 9 項研究假說中，共有 6 項成

立，而 H1、H2、H3 假說不成立；H1 結果表

示資訊品質對於使用者滿意度無顯著關係，H2 

結果表示系統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無顯著關

係，H3 結果表示資訊品質對於知覺有用性無

顯著關係。而本研究模型對影響護理人員持續

使用護理資訊系統意圖之因素的解釋能力(R2)

達 53.45%。因此，本研究將其研究中的資料分

析結果，歸納出以下的研究討論與發現。 

(1) 影響知覺有用性之因素 

01. 資訊品質影響知覺有用性不顯著 

    本研究結果發現，資訊品質對於知覺有用

性未達顯著。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推論，護理

人員對於輸出的資訊品質有好的呈現格式反

映較不積極，推測因為對於呈現格式而讓護理

人員未能感受到其有用性，進而導致無正向影

響關係產生。與以科技接受模式和資訊系統成

功模式探討大專運動會官網使用意圖的研究

結果一致，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未獲得支持 

(徐欽祥、曾智檉與何篤光，民 102)。 

02. 系統品質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系統品質會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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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有用性。表示護理人員對護理資訊系統的

系統品質若提高時，相對的也會提高護理人員

對護理資訊系統的知覺有用性。學者McKinney 

et al. (2002) 研究顯示，系統品質會正向影響使

用者對科技的知覺有用性和科技的知覺易用

性。亦有研究指出，資訊系統獲得完整、正確

性的資訊，系統使用者將會對系統的使用產生

有用性認知，系統運作則更順利，知覺有用性

則愈高 (Wixom & Todd, 2005)。本研究結果與

數位學習知覺與使用意圖間影響之研究 (余鑑

等，民 100)，等研究結果相同。 

03. 確認程度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確認程度會正向影響

知覺有用性。表示護理人員對使用護理資訊系

統的確認程度若提高時，相對的也會提高護理

人員對護理資訊系統的知覺有用性。此結果與

Bhattacherjee (2001a) 及 Hong et al. (2006) 主

張的說法一致。Liao et al. (2009) 在科技持續理

論中，也認為確認會正向影響知覺有用性。 

(2) 影響使用者滿意度之因素 

01. 資訊品質影響使用者滿意度不顯著 

    依據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資訊品質」

對「使用者滿意度」，未達顯著水準。與原始

論文資訊品質對於使用者滿意度具有顯著正

向影響不符。本研究推測，護理數據資料為供

醫師判斷醫療診斷用，在護理資訊系統下護理

人員為數據的提供者，並非系統產出，故資訊

品質構面對使用者滿意度未獲得支持。探討員

工工作環境知覺對醫療資訊系統三種品質與

使用者滿意影響之研究亦顯示，資訊品質對使

用者滿意度結論為不支持 (蔡宗宏、楊朝堂，

民 95)。 

02. 系統品質影響使用者滿意度不顯著 

    依據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系統品質」

對「使用者滿意度」，未達顯著水準。與原始

論文系統品質對於使用者滿意度具有顯著正

向影響不符。本研究推論，因為調查的對象是

臨床的護理同仁屬於一線臨床的操作者，對於

醫療數據本身即有高標的要求，所以護理資訊

系統對系統品質高要求的情況下，系統品質構

面對使用者滿意度未獲得支持。探討醫院醫知

識管理系統以信任為中介的研究報告亦顯

示，系統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結論為不支持 

(蔡宗宏、楊朝尚、蘇東城，民 95)；而醫療資

訊系統成功模型之研究結果亦顯示，醫療資訊

系統之系統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為不支持。 

(蔡宗宏與黃暉庭，民 96) 

03. 確認程度正向影響使用者滿意度 

    依據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確認」程

度對「使用者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與

原始論文相符，即 Bhattacherjee (2001a)所主

張：採用後的信念與確認程度會影響使用者滿

意度，且已有頗多文獻證實確認程度會影響使

用者對系統的滿意度。 (Hong & Thong, 2006; 

Barnes & Vidgen, 2014) 

4.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使用者滿意度 

    依據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發現「知覺有用

性」對「使用者滿意度」，具有顯著正向影響。

即當護理人員知覺護理資訊系統對工作的幫

助是有效率的認知越高時，則護理人員對護理

資訊系統的滿意度也會越高 (Hong & Thong, 

2006)。學者 Liao 等 (2009)在科技持續理論

中，也認為知覺有用性會正向影響使用者滿意

度。 

(3) 影響持續使用意圖之因素 

01. 知覺有用性正向影響持續使用意圖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知覺有用性」會正

向影響「持續使用意圖」。表示護理人員對護

理資訊系統的知覺有用性若提高時，能提高工

作效率，且此系統對工作是有幫助的，相對的

也會提高護理人員對護理資訊系統的持續使

用意圖。此研究結果與多位學者研究相同 (Lee 

2010; Chou, Lin, Woung, & Tsai, 2012; Barnes 

2014; Chang et al. 2015)。學者 Liao 等(2009)研

究亦認為知覺有用性會正向影響持續使用意

圖。 

02. 使用者滿意度正向影響持續使用意圖 

    根據研究結果得知，「使用者滿意度」對

「持續使用意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表示

護理人員對護理資訊系統的滿意度與護理人

員對護理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意圖間有顯著關

係。此研究結果與 Lee (2010)、廖則竣等人 (民

101)、張育瑋等人 (民 100)相同。醫療機構要

能提升護理資訊系統的功能，且透過護理資訊

系統所提供的功能使得護理人員的工作效率

有所提升，當護理人員使用此系統時，知覺有

用性便會提高，也會直接影響到護理人員對於

護理資訊系統之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本研

究顯示：護理人員對於護理資訊系統使用滿意

程度愈高，持續使用護理資訊系統的程度也會

愈高。(Chang et al. 2015; Barnes 2014; Kim 

2010) 

 

5.3 研究貢獻 

 

    本研究以 IS 接受後持續使用模式作為主

要基礎，主要探討 ECT 理論演進的模型對於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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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護理人員使用護理資訊系統的因素，並進一

步瞭解護理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意圖之因素。根

據資料分析結果，來解釋及預測對於護理資訊

系統的滿意度以及持續使用行為，以達到正確

評估影響之關鍵因素。而其研究結果期望能對

相關產業界、學術界、政府單位有所貢獻。其

說明如下： 

(1) 產業界 

    本研究結果顯示，護理資訊系統的持續使

用的確提昇護理人員臨床上的照護，包括：即

時性、完整性及節省時間並提高了工作效益；

而如何提供及修正護理資訊系統得更適切，本

研究提供給系統設計者的一個參考模型，護理

資訊系統除了簡化護理工作業務外，期許能更

快速及更正確，達到現有系統優化並與醫院資

訊系統加以橫向整合。 

(2) 學術界 

    本研究在學術界主要貢獻在於透過 IS 接

受後持續使用模式理論，做為護理資訊領域初

步實證研究，以瞭解是否能應用於護理領域之

相關研究調查，並加入資訊系統成功模式的資

訊品質及系統品質二個相關變數，藉此探討資

訊系統運用於護理工作上，而 IS 接受後持續使

用模式理論顯少被運用於護理領域上，來探討

護理資訊系統滿意度及持續使用意圖之研

究。另外，透過研究假說也提出與以往不同之

研究結果，包括：資訊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間

呈現不顯著、系統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間不顯

著及資訊品質對知覺有用性不顯著等，給予護

理領域方面的研究不同結果之貢獻以及提供

學術界評估護理人員對護理資訊系統持續使

用意圖之參考模式。 

(3) 政府單位 

    台灣醫療資訊發展在政府政策的引導

下，2012 年雲端運算應用產業發展方案中推動

台灣健康雲計畫，以提昇政府效率、落實便民

的醫療服務價值鏈 (行政院，民 101)。其中照

護雲主要為健康照護產業，為銜接醫療機構急

性照護與居家護理慢性照護的重要範圍，護理

資訊系統將持續使用，若將醫療健康資訊擴及

至雲端，將更方便民眾使用，都將有賴政府制

定相關政策及遵守條例以及完善的系統及保

護機制，以利醫療機構及人民遵行。 

 

5.4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雖已力求嚴

謹，並期能提供一個比較準確也可信的研究結

果，但在某些方面仍有許多研究上的限制，在

此本研究將針對各項研究限制分別敘述。 

(1) 研究變數無法列舉 

 本研究以資訊品質、系統品質及確認、知

覺有用性、使用者滿意度來探討持續使用意

圖，但因以往許多學者的研究，可能影響持續

使用意圖的構面還有很多，本研究礙於研究者

的能力、時間及成本等因素，無法針對所有可

能的因素加以分析探討，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2) 衡量工具限制 

 本研究問卷之問項均為參考國外文獻並

根據研究情境加以修改，且經指導教授及專家

修訂，雖均符合信、效度之要求，但仍可能存

在部分疑慮，例如：護理資訊系統每家醫療機

構使用均不相同，有些系統是自行研發設置(本

個案即是)，也有直接因需求而向廠商購買、還

有衛生福利部系統、國軍系統….，實務上護理

資訊系統使用差異頗大。 

(3) 研究樣本限制 

 本研究因時間、成本及研究者能力等因素

僅對個案醫院採結構式問卷發放方式，以個案

醫院護理人員為研究對象，在實驗過程中力求

嚴謹，但因研究時間及資源有限，且無法外推

至雲嘉地區醫院乃至全台的區域教學醫院。 

(4) 橫斷面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以橫斷面的研究方式，在某一個時

間點來進行調查而取得資料，但隨著時間的發

展，護理人員可能會因為時間、組織、個人或

系統面各種因素的影響，而使其對護理資訊系

統的滿意度及持續使用產生不同的看法，這部

分的資料本研究無法獲得，為本研究研究上的

限制。 

 

5.5 後續研究建議 

 
(1) 擴充研究模式 

 本研究雖以修正後的期望確認理論相關

研究作為主要基礎，加上資訊系統成功模式的

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探討 ECT 理論演進的模型

對於衡量護理資訊系統對使用者的影響。目前

護理資訊已進入 E 化、M 化並邁向雲端化的過

程，因此建議未來研究者可以從文獻探討中尋

找更多影響護理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意圖的因

素加入未來的研究中，以驗證是否還有其他潛

在的影響因素，建構一個更完整的研究模式。 

(2) 針對不同類型行動工具加以分析 

 本研究僅以較全面的觀點來探討影響護

理資訊系統持續使用意圖之因素，然而在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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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發展階段經歷了許多類型的工具，因此

建議未來研究者除了可以加入護理行動工具

的比較，分析影響各行動工具使用意向之因

素，以作為未來發展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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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巢式網路基地台節能睡眠排程之研究 

 

 

摘要 

 
無線通訊技術快速發展提供使用者無論

何時何地都能享受網路服務，但隨之而來的能

量耗損成了必須研究的重要問題。耗能最小化

是綠色節能無線通訊的基本目標，其中最有效

且最有潛力的方法之一是根據使用者(UE)的

資訊來適應性開關基地台無線電收發器，本篇

提出在 LTE 蜂巢式通訊系統動態睡眠排程策

略，針對基地台(eNodeB)的天線具方向性，藉

由探討不同睡眠模式下影響使用者的移動資

訊，並分析電量消耗和服務品質(QoS)造成之影

響。基於動態門檻值基地台睡眠演算法是利用

收集動態 UE 的資訊與基地台天線環境來管理

能量，讓天線進入睡眠模式控制其能源強度以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經過模擬與分析，本篇所

提出的基於動態門檻值基地台睡眠演算法運

用較佳的效能且維持更好的 QoS。 

關鍵詞：LTE、蜂巢式通訊網路、基地台睡眠

模式、動態睡眠排程策略、增強服務品質。 

 

Abstract 
 

With the rapidly developing of wireless 

communicat ion technical  have been 

providing user services anytime. Indeed, 

energy consumptions become a problem 

m u s t  s o l v e .  E n e r g y  c o n s u m p t i o n 

minimization is a fundamental aim for gree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and promising way to save energy 

is to power off radio transceivers adaptively 

according to information of UE.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sleep mode” scheduling 

st rategy operat ions  in  LTE cel lular 

communication networks. Focus on each 

eNodeB is equipped with sectorized antennas. 

With study the effect of UE's dynamic 

information, analyzing energy consumption 

and Quality of Service in different sleep 

mode. The eNodeB's antenna can control the 

energy in sleep mode to increase energy 

efficiency by using dynamic UE information. 

The better method we explored is base on 

dynamic threshold base station sleep 

algorithm.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base 

on dynamic threshold base station sleep 

schedules it is outstanding to improve the 

energy efficacy, and maintain the QoS. 
Keywords: LTE, cellular network, base station 

sleep mode, dynamic sleep scheduling strategy, 

increase Quality of Service. 

 

1. 前言 
近年來，行動通訊用戶增加快速，為了服

務大量的無線通訊使用者，國際電信標準制定

組織第三代合作計畫(3GPP)提出高速且高傳

輸量的行動通訊技術 Long Term Evolution 

LTE)，提供行動通訊使用者更便利的通訊環

境。由於全球暖化以及蜂巢式網路基礎設施的

能量消耗，造成網路營運商的經濟負擔及社會

責任與日俱增，綠色能源蜂巢式網路已成為熱

門的研究議題。節能可透過採用再生能源或改

善某些硬體設計來實現，然而替換及安裝新設

備的採購成本往往令人望之卻步[16]。綠色能

源一詞最初是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溫室氣體排

放(如：二氧化碳)，對於網路營運商來說，發

展綠色蜂巢網路除了節省能量，另一目的是降

低營運成本，獲得額外的商業利益，因此綠能

蜂巢式網路主要目為有效率的降低能量消耗

及減少營運成本。本文在現有的網路協議以及

通訊標準結構條件下模擬網路環境，利用較少

的成本，且更容易測試和確實執行。然而高

速、高傳輸量對通訊網路特別是對營運者的電

力消耗是個嚴重的問題，基地台提供網路必須

由營運者承擔大量電力消耗，正因如此，基地

台能源效率成為網路營運業者需要著手研究

改善的問題。 

本文的目的是在 LTE 系統標準的環境下，

設計基地台睡眠排程策略演算法，分析不同個

數的動態使用者的使用行為在天線睡眠排程

模式下所造成能量消耗和服務品質的影響，探

討不同的睡眠排程策略是否有效節省能量並

且不會造成不佳的服務品質，基地台是行動無

線網路的最主要耗能單位之一，若能利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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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天線的睡眠模式來減少電力消耗，讓資源更

有效的利用並分析導致電力浪費的各種因素

絕對有其必要性，進而達到節能的目的。理論

上能量成本使用越多可達到更好效能，減少能

源消耗則會得到較低的效能，探討如何在能源

與效能之間取得平衡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綠

色細胞網路其目的在於降低能源消耗。但若只

考慮到降低能源的消耗，則會使效能降低，甚

至無法接受，本文的目標是設計出在理想的能

源使用下得到可接受的效能睡眠排程演算

法，在耗能與效能上同時達到滿意且有貢獻的

結果。 

 

2. 相關研究 
在蜂巢式網路的相關研究文獻中，針對不

同節省能量消耗模型規劃陸續被提出，由於行

動網路的設計，維護和運作需要大量的能量，

能源效率是成為未來無線網路的關鍵問題

[20]。所謂的綠色蜂巢網路，其設計和運行時

能源消耗是有著嚴格的限制[21]。因此，對於

用戶設備許多睡眠模式方案已經被提出，例如

文獻[14]已經利用流量模式導出移動 WiMAX

設備的最佳睡眠模式參數。在文獻[3,17,19]也

特別評估針對設置在室內的通用移動通訊系

統(UMTS)不連續傳輸方案的性能，提出了智能

喚醒機制休眠模式。然而，研究移動網路的能

量消耗時，可以觀察到基地台是最消耗能量的

節點(約 80%的整體移動網路成本[12])，且基地

台的能量消耗必須是任何綠色節能方案的核

心。綠色節能工程的重要的一部分是致力於降

低基地台的發射功率，找到最佳發送功率，以

確保覆蓋率[4,7]。此方法非常重要是可以減少

人接觸電磁輻射。大量的能量消耗即使是降低

出輸出功率，然而這些單獨的方案都不足以減

少無線網路中的能量消耗。如果目標是顯著的

減少網路能量消耗，睡眠模式是至關重要的方

向。文獻[11,12]實現基地台的睡眠模式，啟動

少數的基地台可以在低流量的情況下確保使

用者受服務範圍所覆蓋。 

在 LTE 環境基地台睡眠模式，關掉基地台

以達到節能的效果，這是個複雜且代價很高的

做法。文獻[2]，作者提出一種新穎的時間域睡

眠模式設計於基地台，根據流量負載選擇最佳

的數量開啟子 frame，改善 LTE 網路中的能量

消耗。而文獻[15]提出了另一種節能演算法，

作者的特點是不僅基於流量負載，也考慮相關

連的用戶平均距離並進行睡眠 eNode，作者認

為更大的平均距離會導致較大的傳輸電量。文

獻[7]中，作者考慮一個基於 LTE 的蜂巢式通訊

網路由多個 cell 組成，eNodeB 提供 cell 的覆蓋

範圍，每個 eNodeB 裝置三個收發器和具方向

性的天線，作者評估了不同的睡眠排程效能，

模擬結果顯示只有透過協調是睡眠調度才有

顯著的提高能量效率。於文獻[6,20]中都提到雖

然設計演算法是為了達到減少能量消耗，但確

保較好的服務品質始終是必須堅持的目標。在

LTE 通訊環境中，從行動端到基地台的服務品

質 QoS 調度程序設計了基於可適應性連結在

通道品質指標(CQI)回饋[8]。 

 

3. 研究方法 
本文考慮基於 LTE 環境的蜂巢式網路

eNodeB 睡眠排程，提出了兩個睡眠排程演算

法：天線依時間輪流睡眠演算法和基於動態門

檻值天線睡眠演算法。這兩個創新的方法目的

是：有效利用能量、調節天線開啟時間以及維

持服務品質。環境中定義了模擬環境為 500×

500m2，總共使用 30 個半徑為 60 公尺的蜂巢，

假設每一單位時間下所有 UE 有可能因為移動

而改變蜂巢位置，蜂巢範圍大小由基地台

(eNodeB)覆蓋，每個 eNodeB 裝載三個收發器

和具有方向性的天線。 

a

a

a

b

b

b

b

c

c

c

c

a

 
圖一:蜂巢網路模擬系統示意圖 

 

如圖一所示，每個 eNodeB 裝載三個具有

方向性的天線，在同個蜂巢內的 UE 根據天線

方向及範圍不同而屬於各自的天線 

(天線 a, 天線 b 和天線 c)提供服務，動態 UE

移動速度每小時 5 公里。能量計算方面，當天

線啟動時消耗每秒一個單位能量，而在天線睡

眠時每秒將會消耗 0.1 個單位能量。隨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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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移動、地點的改變、周遭環境的變化，手

機接收的訊號品質也不斷變動，而基地台為了

讓傳輸更有效率，必須依據手機的訊號品質調

整調變格式和編碼機制等，長程演進計畫(LTE)

行動裝置量測到訊號雜訊比(SNR)的好壞，然

後回報一個通道品質指標(CQI)給基地台。
Start

Initialization 

Input Parameters

Calculate distance between 

the UE and eNodeBs 

Determine whether the UE 

is belong to the cell or not

Simulation time

reach to the final time

End

Decide the UE belong to 

which antenna

Update next

eNodeB center  

No

Yes

Yes

No

Calculate UE QoS and 

energy consumption

Dynamic UE 

move a distance

Execute Sleep Method

 
圖二:演算法流程圖 

 

首先，依使用者決定 UE 數量產生節點，

建立初始化模擬環境，UE 各自隨機均勻分布

於模擬環境中，並利用兩點距離公式計算出

UE 至最近的蜂巢中心位置的距離，判斷 UE

位置處於哪一個 eNodeB 服務範圍內，如果不

屬於此 eNodeB 範圍則會進行資料更新，判斷

此 UE 是否屬於下一個 eNodeB。假設坐標平面

上兩點 UE(x1,y1)， eNodeB(x2,y2)，UE 與

eNodeB 的距離 D，公式如下： 

D(UE, eNodeB)=    (1) 
 

第二步，利用斜率公式判斷 UE 的位置是

落在 eNodeB 的哪個區域，來決定服務此 UE

的是哪個天線。假設坐標平面上兩點

UE(x1,y1)，eNodeB(x2,y2)，公式如下： 

m(UE, eNodeB) =  =      (2) 

 
第三步，由於蜂巢與蜂巢之間會有相互重

疊的區域，假設蜂巢的 a 天線進入睡眠狀態，

如圖二，若是 UE 位置落於 eNodeB[1,0]的天線

a 內，會先判斷此 UE到相鄰兩蜂巢 NodeB[0,0]

和 eNodeB[0,1]中心的距離，若是此 UE 與其中

一個蜂巢中心距離小於 60則代表此UE能夠被

鄰居蜂巢的天線所繼續服務。若是此 UE 與兩

個蜂巢中心距離都小於 60，再進行比較兩個長

度距離，選擇距離較短、比較近的蜂巢的天線

服務。若是此 UE 與兩個鄰居距離都大於 60，

則會進入連線中止狀態。而第四步，進入睡眠

方法介紹： 

 

3.1 天線依時間輪流睡眠 

在天線依時間輪流睡眠演算法中，會計算

均勻隨機分佈的 UE 秒所在的蜂巢，先判斷總

模擬時間單位 Time(例如模擬"∆" t=1800 秒)，

並依一個 eNodeB 裝載三個天線數量 n(n=3)進

行計算出睡眠時間： 

                         (3) 

τ定義為睡眠時間週期的時間單位，依序

τ1(1~600 秒)睡眠天線 a、τ2(601~1200 秒)睡

眠天線 b 且τ3(1201~1800 秒)睡眠天線 c，每

次依時間讓三個天線輪流睡眠，因此同時間一

個蜂巢內會有一個天線處於睡眠狀態，兩個天

線處於啟動狀態，在天線依時間輪流睡眠演算

法中，睡眠與判斷 UE 是否繼續被服務規則如

下： 

於τ1 時間內，所有蜂巢 eNodeB[x,y]睡眠 a 天

線，判斷 [x-1,y]、 [x-1,y+1]兩天線。 

於τ2 時間內，所有蜂巢 eNodeB[x,y]睡眠 b 天

線，判斷 [x,y-1]、[x+1,y-1]兩天線。 

於τ3 時間內，所有蜂巢 eNodeB[x,y]睡眠 c 天

線，判斷 [x+1,y]、 [x,y+1]兩天線。 

在[7]文獻中，該作者的基地台睡眠方法是

利用睡眠排程開啟較少的天線以及比較多種

睡眠排程模式(US、CS-O、CS-P1 和 CS-P2)。

本文在第四節實驗結果有模擬文獻[7]的四種

方法的 UE 犧牲分佈以及各睡眠排程之服務品

質分佈。本文並設計出更具特色的 CS-P1’新穎

方法，利用增加多一些時間使天線醒著，來確

保更多的 UE 被服務到。 

如圖三所示，各天線的排程中紅色代表天

線 Switch ON，白色代表天線 Switch OFF，圖

中(a) CS-O 以及(b) CS-P1 是文獻[7]的睡眠排

程方法，方法(c)為我們的天線依時間輪流睡眠

演算法，方法(d)是我們設計的 CS-P1’睡眠排程

示意圖。文獻[7]的睡眠排程(a) CS-O 是同個時

間只開啟一個天線，三個天線輪流開啟，並在

第十個時間單位三個天線都關閉；(b) CS-P1 是

在兩天線開關交替的時間兩個天線同時開

啟；而我們設計的方法(c) Time Sleep 是天線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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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輪流睡眠演算法，在同一時間只有一個天

線睡眠，而另外兩個天線是開啟狀態；方法(d) 

CS-P1’是改良(b) CS-P1 方法，延長兩天線開關

交替時 Switch ON 重疊的時間。我們設計的方

法(c)和(d)是運用較多時間單位讓天線開啟，相

較文獻[7]我們的方法利用調整基地台的天線

睡眠排程，增加一些能量消耗來獲得更好的服

務品質。 

 
圖三: 天線依時間睡眠排程 

  

3.2 基於動態門檻值天線睡眠 

在動態門檻值睡眠演算法中，依據均勻隨

機分佈的 UE 每秒所在的蜂巢，若是蜂巢內 UE

小於門檻值(Threshold)，天線會保持睡眠模

式。若是蜂巢內 UE 超過門檻值，則此 eNodeB

之天線將會處於喚醒狀態，在模擬數個門檻值

實驗結果後分析得出動態門檻值規則： 

If UE ≤30, Threshold = 1 

If 30<UE≤70, Threshold = 2 

If 70<UE≤100, Threshold = 3 

表 1 各 UE 得到的門檻值 

UE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門檻值 1 1 1 2 2 2 2 3 3 3 

最後，判斷是否達到最終模擬時間，完成一次

模擬，本文各實驗共模擬 50 次，每次 900 秒。

相較於其他方法，動態門檻值睡眠演算法減少

的相當程度的電量且得到的服務品質也是最

佳，因為在 UE 少的環境中只會開啟區域內有

UE 的天線，大多數的天線都低於門檻值，故

持續保持睡眠狀態。如表 2 為基於動態門檻值

天線睡眠虛擬碼。 

表 2 基於動態門檻值天線睡眠虛擬碼 

 1. Input: number_of_user_equipment, 

 2. number_of_threshold,  

 3. time_of_simulation_count  

 4. Initialization: sim_round = 1;  

 5. //sim_round = 1 to time  

 6. of simulation_cound 

 7. While sim_round <=  

 6. time_of_simulation_count 

 7. For A = 1 to number_of_user_equipment 

 8.  distance [A] ← dis(location [d],  

 9. eNodeB) 

10. End For 

11. Foreach A In distance [] // A = 1 to  

12. number_of_user_equipment 

13. If (distance [A] is minimal) 

14.  If (T >= threshold) 

15.   antenna_awake++ // Calculate 

16. QoS and awake energy 

17.  Else 

18.   antenna_sleep ++ // Calculate  

19. Drop UE and sleep energy 

20.  End If 

21. End If 

22. End Foreach 

24. End While 

25. Do UE_move 

26. Output: link_list 
 

4. 實驗結果 
本文主要目的除了提出睡眠模式排程演

算法，更重要的是在睡眠模式中研究如何有效

減少能量消耗並且維持服務品質，因為在實際

的通訊環境中不方便讓營運商模擬真正的關

閉基地台天線，因此研究計畫希望藉由建立模

擬系統以客觀的角度觀察天線進入睡眠狀態

時的服務品質。以 UE 與基地台的距離可得出

通道品質指標，當訊號品質很差為例，手機會

回報一個小的 CQI 引數(Index)，當基地台收到

一個小的 CQI Index 時，便知道手機的通道狀

況不佳，透過 CQI 的測量可以推測服務品質的

高低。在能量計算是定義每個天線處於開啟狀

態會消耗每秒 1 個單位，若是處於睡眠狀態會

消耗 0.1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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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不同睡眠模式下犧牲的 UE 分佈 

 

如圖四模擬結果所示，依時間睡眠的方法

和動態門檻值方法所犧牲的 UE 皆少於文獻[7]

的四個方法 US、CS-O、CS-P1 和 CS-P2，而

動態門檻值方法所犧牲的 UE 又比依時間睡眠

方法來的好。 

 

 
圖五:不同睡眠模式下 CQI 分佈 

  

圖五是在 UE 總數為 10~100 共十次的模

擬，經過每次 50 回合，每回合 900 秒模擬後，

平均各睡眠模式下的 CQI 分佈，可以明顯看出

動態門檻值方法所得到的 UE 個數相較之下得

到較多的個數，也就是相較之下得到比較好的

服務，且 CS-P1’得到的 CQI 數量僅次於動態門

檻值方法，我們設計的這兩種演算法比其他方

法更具優勢。 

 

 
圖六:依時間睡眠與動態門檻值的能量消耗 

 

如圖六所示，動態門檻值睡眠的另一個優勢

是消耗能量明顯比依時間睡眠方法少，動態門

檻值睡眠方法是讓蜂巢內數量到達門檻值才

會啟動天線，提供服務，若是範圍內使用者低

於門檻值則持續保持睡眠狀態。而依時間睡眠

方法是部分天線保持睡眠，部分天線持續保持

開啟，所以能量的需求仍然非常大量。 

 

5. 結論 
本篇論文在蜂巢式網路環境針對基地台

的睡眠排程方法改善效能，在減少能量消耗的

目的下也得到可以接受的服務品質。讓基地台

進入睡眠模式，減少溫室氣體的產生，這也是

綠色蜂巢網路的重要目標。 

模擬結果顯示我們使用動態門檻值睡眠

演算法的規則在睡眠排程方法節省了非常多

的基地台能量消耗及維持最佳的服務品質，改

良文獻[7]的方法設計出的 CS-P1’方法有效的

管理天線睡眠排程，得到很好的服務品質。動

態門檻值睡眠演算法隨著 UE 數目增加調整動

態睡眠模式，維持了大多數使用者的服務權

益，也讓基地台天線於使用者稀少或甚至沒有

使用者的空間處於睡眠狀態。未來研究可運用

此睡眠模擬系統於新的通訊系統上，討論更多

樣化的天線和更多變化的使用者行為，甚至更

具創意的睡眠模式。 

為了滿足人們對通訊的需求，增加投資成

本往往是捷徑，然而透過基地台睡眠模式建立

綠色蜂巢式網路，有效運用能量來確保使用者

的服務品質依舊是非常重要且值得研究的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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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rious disasters have been 

annually occurred in Japan. Particularly, in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that 

occurred on March 11, 2011, the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was seriously 

damaged over the wide area. Due to such 

situation, more resilient network 

infrastructure that does not stop under 

challenge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is 

required.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can flexibly deal with 

critical network connectivity.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we develop a dynamic 

allocation of server resourc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oad change on the system so that it is 

possible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the server 

and network resources in the disaster areas. 

Also, by introducing mobile cloud computing 

and DTN protocols, our system can share 

widely disaster information even if the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occurred in the 

area. 

 
Keywords—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Mobile Cloud Computing, System 

Virtualization, Delay Tolerant Networking, 

Load Balancing 

1. INTRODUCTION 

There are many disasters in Japan, such as 

earthquake, tsunami, typhoon due to its inherit 

geological condition. In particular,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caused huge damages on 

March 11, 2011 [9]. Many Information networks 

infrastructures were destroyed and their traffics 

were congested seriousl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anticipated large scale disasters such as 

Nankai Trough earthquake and Tokai earthquake, 

Web applications which confirm safety of 

victims and urge decision making on disaster 

situations have been developed. 

On the other h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which has expandability of computer 

resources is getting popular for various 

businesses because it is easy and efficient to 

introduce computing resources and their 

functions. Using cloud computing services,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can be carried out at a data center in a 

lump. Since the users do not need to introduce 

new servers for businesses physically, the 

operations and maintenance cost has been 

reduced greatly. Furthermore, by introducing 

virtual computing technology, users can run own 

private cloud computing. Thus, 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to use the cloud computing as Web 

services. 

So far we have made progressed the researches 

in disaster information sharing systems which 

consider mobile environment. In these systems, 

the network states are monitored at background. 

If the network accesses to Internet are difficult, 

then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is locally stored in 

mobile relay stations. After moving to the 

location where Internet environment can be 

established, the stored disaster information can be 

transmitted to the objective disaster information 

server. However, this system does not consider 

rapid load changes of the servers and networks. 

In addition, the servers and networks may be 

failed. Therefore, when large disasters occur, we 

need to cope with concentration of traffic loads in 

networks, server systems and their failures 

caused by disasters [10]. 

In this research, we introduce a mobile cloud 

computing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for large 

scale disasters which is able to keep continuous 

operations even if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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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table or disconnected. The computing 

resources can also be dynamically provided to 

different user groups such as local governments 

as required to maximize the physical resource 

utilization. Moreover, this system does not only 

provide data transmission by introducing DTN 

function but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also 

collects data more quickly and shares the service 

by introducing mobile cloud computing in some 

areas where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re 

unstable or disconnected. 

2. RELATED WORKS 

There are several researches concerned with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s. Some of the 

previous systems have been researched to cope 

with network environment with large delay and 

link disconnection which happens frequently in 

network environment [1]. In this system, data can 

be transmitted if the disaster server can connect 

to the network by monitoring the network state.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can be also shared with 

multiple servers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 such as 

some local governments. However, this system 

does not consider rapid traffic changes of 

networks and if the server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re down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sunami, those systems cannot be served. 

In the other previous system, disaster 

information can be visually shown on the display 

combined by GIS systems [2]. The users obtain 

what kind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is registered on 

the system by using various icons and figures. By 

operating ‘seek bar’ on the window, the 

registered disaster information can be displayed 

in temporal orders as replay operation on the 

video window. 

3. SYSTEM CONFIGURATION 

3.1. Proposed System Concept 

Figure 1 shows a network system of our 

proposed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There are 

two types of cloud computing which are called 

Global Disaster Cloud (GDC) and Local Disaster 

Cloud (LDC). 

GDC is a central cloud server located on 

Internet and integrates disaster information of 

LDC in local areas. LDC is a mobile cloud 

computing which is carried on a vehicle and 

circulated arou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es, 

evacuation places, community centers and public 

places where Temporary Servers (TSs) exit. TSs 

store local disaster information of those places by 

them immediately after a disaster occurs.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a disaster, when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ternet is available, 

those TS can share its disaster information with 

GDC directly. When TS cannot use Internet to 

communicate, the vehicles with LDC goes 

around the disaster areas and collects the local 

disaster information from TSs until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is recovered. 

Web-GIS
Server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Global Disaster 
Cloud(GDC)

Out of 
disaster area

GPS Satellite

Clients (PC)

Destroyed
base station

Base
Station

Stable network

Unstable network
(Disaster area, 

Intermountain area)

Clients (Mobile)

Local Disaster
Cloud(LDC)

ClientsTemporary
Server(TS)

Internet

 
Fig. 1 System Configuration 

3.2. Delay Tolerant Network 

Delay/Disruption Tolerant Network (DTN) 

[6][7] is defined as a protocol of communication 

which achieves reliable data transmission in 

critical network environment such as 

disconnected or intermittent connectivity of 

Internet by generating bundle layer which is 

located between Application and Presentation 

Layers. 

Transmissions of packets on unstable networks 

tend to take a long delay time and the network 

might be disconnected on the way where a node 

transmits packets to the destination. Therefore, a 

mechanism in which the packets are transmitted 

if network capability is enough to send and if 

network capability is not enough the packets are 

stored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is 

mechanism, we employ DTN to achieve Store 

and Forward functions in such environment.  

Here, two cases of network conditions 

including normal and challenged network 

condition are as follows. 

1)  In case of normal network condition: 

Figure 2 shows system behaviour in normal 

network condition where the network has 

capability to transmit data. In this case, GDC 

collects data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from 

Temporary Servers and stores it to the database 

server. Therefore, many people from the str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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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areas will access to the server to obtain 

disaster information. Moreover, the server 

resources of GDC are controlled depending on 

access rates from clients and traffic rates caused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virtual CPUs and 

memories dynamically. 

GDC

Clients

GDC

Load Balancing

Concentration
Of Access

 
Fig. 2 Operation in lack of Computer Resources 

2)  In case of challenged network condition:  

Figure 3 shows system behavior in challenged 

network condition where the network is unstable 

to connect to Internet. Different wireless network 

devices such as 3G/LTE, Wi-MAX, Wi-Fi and 

satellite networks are adopted to organize 

cognitive wireless networks. After disasters occur 

immediately, mobile LDC vehicles with one of 

the cognitive wireless networks perambulate 

around disaster areas and approach to each 

Temporary Server which preserves disaster 

information with each area such as disaster status 

information, resident safety information and so 

on. Then LDC receives those stored data from 

Temporary Servers by DTN protocols in the 

areas. After providing their information, all of the 

data in GDC and TS, LDC are synchronized to 

guarantee consistency of information. 

Connection by 
DTN protocol

Clients

GDC

LDC

Temporary 
Server

Temporary 
Server

 
Fig. 3 Challenged Networks Environment 

4. SYSTEM ARCHITECTURE 

Figure 4 shows architecture of our proposed 

system. By assigning the required number of 

Virtual Machines (VMs) to each cloud server,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will be provided 

even if it is under critical network connectivity. 

Each server is consisted of Monitoring Module 

(MM), Resource Management Module (RMM), 

VM Control Module (VMCM) and DTN 

Transport Module (DTM). MM monitors 

resource utilization rates of CPU and memories 

of VM and sends them to RMM. RMM controls 

VM resource assignments based on the rates and 

sends operation commands to VMCM such as 

Start, Stop, Addition and Reduction of VMs. 

DTM manages sending, receiving and storing 

data by DTN protocols.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Global Disaster Cloud(GDC)

Virtual Machines(VMs)

VM Controller

Resource
Manager

Monitoring

DTN Transportation

Internet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Temporary Server(TS)
/Local Disaster Cloud(LDC)

Virtual Machines(VMs)

DTN Transportation

Data channel                                        Data channel
for Cloud management                          for user  

Fig. 4 Flow of Increasing Server Resource 

Process 

5. ALGORITHM OF RESOURCE 

CONTROL 

Figure 5 shows a flow of server processes for 

resources addition [3][4][5]. Firstly,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rates of VMs are monitored by MM.  

Secondary, the numbers of clocks or CPUs 

resources and their clock frequency are 

controlled by referring to the utilization rates of 

CPU and memories. When the CPU utilization 

rate is more than X [%], then the CPU clock 

frequency is increased until U [GHz] or the 

number of CPU resources is increased. Also 

when CPU utilization rate is less than X [%] and 

memory utilization rate is more than Y [%], the 

volume of memory is increased until V [Mbytes]. 

Finally the process of load balancing for each 

resource is executed depending on the change of 

VM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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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Flow of Increasing Server Resource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 Figure 6 shows a flow of 

server processes for resource subtraction 

[3][4][5]. When both CPUs and memories are 

less than each Z [%] and W [%], then one of 

VMs is stopped. After that, the process to 

decrease the server resources is executed. Finally 

the function of load balancing is also added 

depending on changes of VM specification. 

 

Start

Loop

Monitoring

CPU utilization
less than Z %

RAM utilization
less than W %

Decreasing Server
Resource Process

Add Load Balancing
Rule

No

Yes

No

Yes

 
Fig. 6 Flow of Decreasing Server Resource 

Process 

6. PROTOTYPE SYSTEM 

6.1. Prototype System Configuration 

In order to verify usefulness of our proposed 

system, a prototype system is constructed to 

evaluate its func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Figure 7 shows a system configuration of the 

proposed prototype. In the prototype system,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s the whole cloud 

system and Host provides VM resources. As 

LDC function, mobile computers are suitable to 

carry them in vehicles.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specification of GDC, TS and LDC is 

shown in the TABLE 1. 

Router
(Private IP)

Internet

Local Disaster Cloud(LDC)

Temporary Server(TS)

Management
Server

Host

Management
Server

Host

Router
(Private IP)

Router
(Global IP)

Global Disaster Cloud
(GDC)

Management
Server

Host

Router
(Global IP)

 
Fig. 7 Prototype System 

 

TABLE 1 

Hardware Specification of Servers 
GDC, TS LDC

CPU

RAM

HDD

Intel(R) Core(TM) i3-3240 
Processor (3M Cache, 
3.40 GHz)

Intel(R) Core(TM) i7-
4712MQ Processor (6M 
Cache, 2.30 GHz)

4GB

500GB

16GB

1TB
 

6.2. CloudStack 

As cloud computing system environment, we 

applied CloudStack [8] which is one of open 

sources and provides 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to construct in publics or in private cloud 

computing systems such as Amazon EC2. 

CloudStack is used by many organizations 

because of its excellent GUI and easy operations. 

Since load balancers and firewall functions are 

installed as internal architecture, more functional 

expansions could be possible. In our system, the 

dynamic resource control function of VM which 

depends on the resource utilization rate is 

implemented using CloudStack API on Linux OS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hand, Figure 6 shows 

a flow of server processes for resource 

subtraction [3][4][5]. When both CPUs and 

memories are less than each Z [%] and W [%], 

then one of VMs is stopped. After that, the 

process to decrease the server resources is 

executed. Finally the function of load balancing 

is also added depending on changes of VM 

spe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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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ERFORMANCE EVALUATION 

We have already evaluated the algorithm of 

VMs for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s at a 

previous paper [11].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we 

ascertain reliability of data transmission in 

concerned with DTN protocols. As a DTN 

protocol, DTN2 is used [7]. In order to generate 

infrastructure in disasters, it is assumed that LDC, 

TS and GDC exist in disaster areas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o send data of 

disaster information. 7.1 shows as a series of the 

server flows which would be the case of network 

failure or the enable condition that we can use 

networks in disaster situations. In addition, we set 

environment for a preliminary experiment as 7.2. 

Finally, the quantity of data stored in each server 

is showed as 7.3. 

7.1. A series of flows in each server 

After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 the LDC 

server traverses the disaster area and transmits 

disaster information by relying from TS which is 

in a shelter to GDC. It is assumed that the 

network to Internet in the shelter is disconnected 

and the vehicle with LDC carries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from TS using DTN. As network 

conditions on traversing in the disaster areas, 

connection and disconnection periods are set. 

Figure 8 shows the traverse of LDC to TS and 

GDC.

GDC

LDC

TS

180(s)

180(s)

180(s)
180(s)

180(s)

60(s)

or

6th.3 minutes Disconnected
7th. Connected

1st. 1 minute Connected
2nd.3 minutes Disconnected
3rd.3 minutes Connected
4th.3 minutes Disconnected
5th.3 minutes Connected

Connection by 
DTN protocol

LDC

GDC

TS

 
Fig. 8 Perambulation of LDC between each 

server 

Firstly, the vehicle with LDC traverses in the 

disaster area and receives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on TS in the shelter using DTN for 60 sec. 

(“Connected”). Then, the vehicle releases from 

the shelter for 180 sec. (“Disconnected”). 

After that the vehicle comes back to the shelter 

and again receives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for 

180 sec. (“Connected”). In this procedure, 

“Connected” or “Disconnected” between the 

LDC and TS servers are repeated until the 6
th
 step 

in Figure 8 in this experiment. 

From the 7
th
 step, the LDC vehicle traverses to 

Headquarter where the Internet connection to the 

GDC can be available and transmits all of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from the LDC server to the 

GDC server. Thus, in the procedure form the 1st 

step through to the 7th step,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can be guaranteed even though 

the servers are in challenged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7.2. Environment for Preliminary 

Experiment 

In order to ascertain reliability of data 

transmission in our system, we use a prototype 

system as Fig. 9 follows.  
Alternative
Local Disaster Cloud(LDC)

Temporary Server(TS)

Management
Server

Host

Host

Router
(Private IP)

Global Disaster Cloud
(GDC)

Management
Server

Host

Router

Router
(Private IP)

 
Fig. 9 Environment for Preliminary 

Experiment 

Each server locates on local network 

environment. The vehicle of LDC traverses TS or 

GDC and collects the data files of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during 1
st
 to 7

th
 steps with wireless 

environment.  

Reliability of data transmission in DTN 

protocols differs depending on the distance 

between each server. Figure 10 shows 

communication areas where the data can be 

transmitted between LDC and TS. 

-40
(dBm)

-60
(dBm)

-80
(dBm) TS

1st

2nd

3rd

4th

5th

6th

LDC

 
Fig. 10 Transmission Area in TS 

At the area where signal strength is mor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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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dBm, it is assumed that the LDC vehicle can 

collect data from TS sufficiently and the network 

condition is enough to send data between each 

the server. Along with this, the LDC vehicle can 

get high throughput during it receives data.  

At the area where signal strength is between -

40dBm to -60dBm, however the LDC vehicle 

collects data depending on the network 

conditions, some data is not transmitted because 

of the conditions.  

Between -60dBm to -80dBm, the network 

connectivity is getting worse by approaching the 

outside. If the LDC vehicle goes over -80dBm, it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S at all. In these 

situations, such environment is made 

prospectively. 

Finally, the LDC vehicle transmits the 

collected data to GDC in the 7
th
 step. Figure 11 

shows the communication areas where data is 

transmitted between LDC and GDC. 

-40
(dBm)

-60
(dBm)

-80
(dBm)

LDC

GDC

7th

 
Fig. 11 Transmission Area in GDC 

    The LDC vehicle approaches to the GDC until 

can transmit the collected data to the GDC server 

without any interference on networks at the 7
th
 

step. Through these steps, all of the data can be 

transmitted from the TS server to the GDC server. 

The data is stored in the GDC server so that be 

provided to clients who obtain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7.3. Results in proposed preliminary 

experiment 

The results in the preliminary experiment are 

shown as Figure 12 to Figure 15. The data size of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to be transmitted 

between TS to the LDC vehicle and the GDC 

server is 1Mbyte on every 1 second. The buffer 

size of the DTN bundle layers on each server is 

large and enough to store the transmitted data. 

This means that the minimum network 

transmission speed requires 8 M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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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2 Data Quantity during 1

st
 to 5

th
 Step in TS 

 

Figure 12 shows the result of the variation in 

quantity of the transmitted data which are stored 

in the DTN buffer of TS. In the scenario of the 1
st
 

step, because the network condition between TS 

and LDC was “Connected”, the data on the DTN 

bundle layer in TS were immediately transmitted 

to the DTN buffer in LDC, the quantity of the 

data was 0 for this period. In the network area, 

the throughput value to transmit data from TS to 

LDC was 34.91 Mbps.  

During 60 to 240 sec. on the 2
nd

 step, because 

the network condition was “Disconnected”, the 

data in the TS were accumulated in the DTN 

buffer. 

During 240 to 420 sec. on the 3
rd

 step, 

although the network condition was “Connected”, 

the data were not transmitted for 50 seconds. This 

is due to the time delay of the restarting process 

transmission on DTN2 in which the source host 

took time to find the destination host. In addition, 

another reason except the redundancy of system 

configuration is the electric field strength. When 

the vehicle of LDC connected to the network on 

TS at the 3
rd

 step, the throughput value was 7 to 

12 Mbps at -80dBm. This means the network 

condition was intermittent because the condition 

needs more than 8 Mbps to send data. After the 

50 seconds, those stored data in the DTN buffer 

were sent to the LDC with the maximum 

throughput.  

During 420sec to 600sec. on the 4
th
 step, the 

same result was repeated as the 2
nd

 step. 

Finally, during 600sec to 780sec. on the 5
th
 

step, the same result was repeated as the 3
rd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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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3 Data Quantity of 1

st
 to 5

th
 Step in LDC 

 

Figure 13 also shows the variation in quantity 

of the received data from TS which are stored in 

the DTN buffer of LDC. 

During 0 sec to 60 sec. on the 1
st
 step, the data 

from TS were received and be accumulated 

increasingly in the DTN buffer of LDC. 

During 60 to 240 sec. on the 2
nd

 step, because 

the network condition was “Disconnected”, the 

data transmissions from TS were stopped and the 

accumulated data of 60 Mbytes were maintained.  

During 240 to 420 sec. on the 3
rd 

step, although 

the network condition was “Connected”, the data 

from the TS were not transmitted for 50 seconds. 

This is due to the same reason of TS as shown 

Figure 12. After 50 seconds, those stored data in 

DTN buffer were received from TS with the 

maximum throughput after 290 seconds. 

420sec to 600 sec. on the 4
th
 step, the same 

result was repeated as the 2
nd

 step and 600 sec to 

780 sec. on the 5
th
 step, the same result was 

repeated as the 3
rd

 step.  

After 780 seconds, when the iteration in the 5
th
 

step finished, the vehicle went out from the TS 

transmission area and went into the GDC 

transmission area at 960 seconds. In this 

transmission area, GDC could receive all of the 

accumulated data, 744 Mbytes from LDC with 

the throughput of more 1 Mbyte per second (8 

Mbps) as shown in Figure 14. 

Figure 15 shows the change of each data 

quantity of LDC at the 6
th
 step and the 7

th
 step. 

Along with Figure 14, each data quantity in the 

DTN buffer of LDC was decreasing 1MB per 

second. Therefore, these processes were 

completed at 1710 seconds. 

Thus, all of the data generated in TS could be 

uploaded to the GDC server via LDC even 

though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is disconnected 

in the dis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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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4 Data Quantity of 6

th
 to 7

th
 Step in G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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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5 Data Quantity of 6

th
 to 7

th
 Step in LDC 

 

Discussion 
In the preliminary experiment result, there is 

one issue. It is non-arrival of data from TS to 

LDC during the 1
st
 to 5

th
 step. Even though the 

network is changed to the enabled condition from 

the disabled condition, TS didn’t transmit data to 

LDC soon and stored it to own DTN buffer for 

40 to 50 seconds.  

 

Conclusion and Future Work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 mobile cloud 

disaster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can flexibly deal 

with critical network connectivity based on DTN. 

By providing this, disaster information collected 

will be provided for victims in the stricken areas 

after a disaster occurs immediately. 

In addition, to use DTN protocols means that 

data can be stored locally in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nd the data is automatically 

transmitted to servers in the area where recovered 

networks get available, eventually the data 

transmission can be attained on the any network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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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some future researches, we are going to 

implement and evaluate server resource control 

functions, data synchronization functions 

between cloud computing and reliable 

transmission functions in DTN with the 

transmission speed improved from TS to L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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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現今這個人人手持一機（相機、

手機）的年代，所能拍攝出的畫面愈來

愈細緻，拍攝技巧也越來越多樣化；但

因為手振、曝光種種因素影響下，常常

導致影像模糊或者失焦的問題產生，因

此，想要拍出心中所想要的影像，雖然

可以透過使用高規格相機，以及高超的

技巧解決，但此類相機並非人人所能負

擔得起。有鑑於這部分的考量因素，本

研究提出一個影像模糊機制，透過彩色

影像轉換成灰階影像，再經由卷積矩陣

調整模糊尺度，幫使用者找出最佳動態

拍攝影像，讓使用者不必以高規格相

機，依舊能得到一張與高規格相機效果

相差不遠的動態影像，亦可更容易達到

追焦攝影的成果，惟目前本研究僅就適

用的濾波器做探討，因此先以灰階圖呈

現。 

 

關鍵詞：動態模糊、卷積、追焦攝影。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ociety, everybody 

carries a hand-held machine (camera, cell 

phone), which can be taken the pictures 

more detailed, so there are much more 

photography’s technique than before. 

Owing to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there are usually causing image blur or 

defocus problems. Consequently, in order 

to take the picture what we want, we have 

to rely on high-standard camera and 

depend on superb technology. But these 

cameras are not affordable to the general 

people. Because of this reason, our 

research propose a mechanism.  We 

transform RGB image into gray image, 

and then adjust blurred scale by adjusting 

convolutional matrix to find the better 

image. So that user could obtain the 

image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picture 

taken by high-standard camera without 

the lots of work. Moreover, it can achieve 

the panning photography work muck 

easier by this method. However, we focus 

on the filters and present in gray image 

only. 

  

Key Word：Motion Blur, Convolution, 

Panning Photography. 

 

1. 前言 

    大千世界上，人們總是希望記錄日

常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多數人利用數位

相機、手持式裝置來拍照、攝影，根據

調查顯示，高達 82.5%的民眾擁有數位相

機[2]，這大大地顯示出數位相機的普及

度十分地高，而近年手持式裝置與數位

相機功能也具有 android 平台，因此促發

本研究提出以製造模糊背景來凸顯主題

的方式，來實現高攝影技術所呈現的追

焦攝影。 

    追焦攝影是利用相機的慢速快門來

模糊背景來凸顯主題，這方法和利用大

光圈模糊背景的目的相近，可是因為方

法不同，所產生的視覺效果也不同；大

光圈模糊的背景會呈現一靜態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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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追焦攝影所呈現的模糊是一種線狀的

模糊，給人一種動態感[3]，在此將他稱

作動態模糊[5]；追焦攝影是主題移動方

向與攝影師的鏡頭呈直線方向，也就是

朝攝影師接近或遠離，這樣的距離改變

會因為近大、遠小狀況使得主題畫面大

小產生變化，但是攝影師透過變焦鏡頭

的焦段改變，來使主題在畫面大小維持

固定，或是主題與攝影師間呈現平行移

動，攝影師透過鏡頭追蹤主題，在不必

改變焦距、焦段的狀況下，以稍慢的快

門拍攝，讓背景呈現流動的線條[3][13]。 

  由此可知，相機的使用者若想要拍

出心中理想的畫面，需要時間上的練習

與較高規格的攝影器材，才有可能達到

拍攝目的；雖然市面上的數位相機功能

越來越先進，但仍不是一般民眾所負擔

的起[12]，經調查所示，僅僅 20.9%的民

眾擁有此類相機；故本研究著重於利用

一般數位相機所拍攝的影像，結合影像

動態模糊技術[11]，能替使用者製造出追

焦攝影的效果，讓使用這不必花費高支

出，依舊能與利用高規格相機的拍攝效

果相符合。 

 

2. 相關文獻 

    近年來，在影像技術飛躍地快速發

展下，初階的數位相機已經無法滿足人

們的需求，越來越多高規格的相機、攝

影機陸續推出，包括類單眼數位相機、

可換鏡頭無反光鏡相機、數位單眼相機

種種等，已經不是單純地拍拍照、留影

的機器；而其中又分成許多種類，包括

照人像、照美食、照風景、生活隨拍與

防水之類的相機[6]，如此可以發現，市

面上的相機，可以說是應有盡有，用途

也五花八門。除此之外，人們對攝影的

效果也是要求越來越高，其中對於運動

中的物體所拍攝的追焦方式是喜好攝影

者所熱衷的其中一種，因此我們將利用

影像處理方式來建構自動化動態追焦效

果，以下是相關的影像處理方式。 

 

2.1 均值濾波器 

    所謂均值，就是指平均值的意思，

就是把以像素點為中心，把 3 乘 3 的範

圍作平均運算，再覆蓋至原來的像素

值；利用均值濾波器，可以將影像銳利

度做平滑處理，讓影像看起來較平淡

[8]。 

 

2.2 高斯濾波器 

    高斯濾波器為低通濾波器，是由高

斯機率分布函數變化而來，此濾波器十

分規律，不管怎麼旋轉都很對稱，非常

適合用於邊緣偵測[4][14]。 

 

2.3 卷積 

    卷積又稱迴旋積分，是分析數學中

一種重要的運算，假設𝑓(𝑥)及ℎ(𝑥)是兩

個可積函數，做積分，可以證明，關於

幾乎所有的實數𝑥，上述積分是存在的。

這樣，隨著𝑥的不同取值，這個積分就定

義了一個新函數𝑔(𝑥)，稱為函數𝑓與ℎ的

卷積，它的運算式為𝑔(𝑥) = 𝑓(𝑥) ∗

ℎ(𝑥)，此算式中，𝑔(𝑥)為本研究所產生

的模糊影像，𝑓(𝑥)為原始圖像，ℎ(𝑥)為

可調整的陣列[10]。 

 

3. 動態模糊 

    本研究實驗所採用的方法為利用陣

列進行卷積運算[10]，進而分析出適合影

像模糊的陣列尺寸大小；在這部分，如

果此陣列大小太大，會造成影像模糊過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861



(a)       (b)     (c)  (d) 

Figure 2:濾波器 (a)向上 (b)向右 

(c)向下 (d)向左 

剩，導致整張影像難以辨別；反之，若

此陣列尺寸太小，則會無法達到凸顯主

題的效果[7]；利用此技術，我們將其運

用在影像模糊的技術上，達到追蹤攝影

的效果，實驗流程如圖１所示： 

 

Figure 1: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3.1 前置處理 

    一開始本研究利用一彩色影像與

MATLAB 軟體操作此實驗，首先，利用

MATLAB 讀取此彩色影像，讀取後會發

現，此張影像為一三維度影像[9]，其分

別代表紅光層、綠光層及藍光層，以紅

綠藍的首字母簡稱 RGB，並以 0 到 255

呈現其亮度，0 是最暗，255 是最亮，將

這三色光疊合，可得到各種顏色，RGB

皆為 0 到 255，若 RGB 三層的內容值皆

為 0，疊合後即為白色，相反地，RGB

皆為 255，疊合後就是無光，呈現黑色，

而 RGB 若皆為相同數值，則呈現灰色，

由此可知，RGB 三數值若不同，則可以

呈現各式各樣的顏色。 

    於此，我們利用 MATLAB 函數，將

此三維影像轉換成二維的灰階影像，再

加以操作模糊運算。 

 

3.2 濾波器設置 

    現在作用於影像處理這領域可以讓

影像模糊的濾波器比比皆是，例如: 均值

濾波器與高斯濾波器，但是可能無法控

制模糊的方向與尺度；因此我們採用卷

積運算的模糊運算，倘若模糊的設定與

預先地不符合，我們能輕易地調整其內

容數值，以便重複地實驗出我們所需要

的成果。 

    在此，我們設置四種方向的濾波

器，分別以向上、向右、向下及向左，

而其濾波器的圖形分別為中間一白點，

分別向上、右、下及左延伸至邊緣，其

圖片如圖２所示： 

 

 

 

 

 

 

    此步驟可以依據影像中的主題調整

陣列大小，來決定模糊的尺度與方向。 

 

3.3 卷積運算 

    卷積可分為以下四步驟： 

（１）將核心的中心點放在輸入圖的某

個像素上。 

（２）與鄰近的像素乘上相對應的核心

細數後加總。 

（３）將計算結果放在輸出圖的中心點

像素上。 

（４）如此重複（１）到（３）的步

驟，直到整張圖運算完畢。 

 

3.4 影像調整 

    進行卷積運算後，所顯示出的影像

為一片空白，是因為卷積運算將所有像

素皆調整為大於 1，這時，須利用

MATLAB 中的 mat2gray()函數，將所有

像素值重新調整，將數值中最大者設成

1，最小者設成 0，再將所有數值等比例

調整為 0 到 1 之間的數，如此，所顯示

結果如圖 3：

前置處理 

影像調整 

濾波器設置 

卷積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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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這四張影像與濾波器之間的關

聯，都可以看出的確有上下左右的動態

模糊效果，由於老鷹飛行方向是左右所

以(c)與(e)的效果比較好。 

 

4. 結論 

    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可以接觸到

相機、手持式裝置的機會因而提高，因

此，多媒體影像技術也就跟著迅速發

展，但為了追求影像的清晰度，與凸顯

主題的效果，須利用高規格的攝影設備

來實現；本研究所探討與提出的方法，

是替使用者解決在影像拍攝時，常常需

要利用高規格攝影設備的問題，畢竟必

非人人皆擁有如此高級器材，讓人人皆

可利用一般相機，便能拍出凸顯主題、

追蹤攝影的相片。 

    本研究利用卷積的技術，製造出追

焦攝影的感覺，為達到更好的模糊線條

與追蹤效果，濾波器部分還需再加以設

定，而模糊後的影像，是張灰階影像，

如何上色也是未來需要探討研究的方向

之一，這可以用來增加影像的真實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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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製造業的個人資料保護 

 

 

摘要 

    本文探討個資法，在傳統產業要如何

處理，才能讓業者願意配合做好個人資料

保護工作。本文將一張表單視為一個資料

保護單元，利用量化概念，計算表單上各

項個人資料有關欄位項目成一個風險值數

據。業者就能依據每張表單的風險值數據

大小而做好資料保護的工作。 

關鍵字：個人資料保護法、隱私權、表單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 funding method in 

how to deal with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order to allow the industry to cooperate ac-

tively carry out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n 

this paper, a form will be treated as a data 

protection unit, using the quantization con-

cept with the use of weights,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n the items 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 importance of data into a form. The 

industry will be able to form the basis of the 

data size of each data protection and good 

work. 

 

Keywords: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Privacy, Form 

1. 前言 

  個人資料保護法政府已經推行一段時

間，政府機關、國營企業、與高科技產業

等，都陸續在推動。然而一些傳統產業的

業者，並不注重個人資料保護，認為賺錢

比較重要。政府沒有強制要求各行各業要

落實施行，所以很多業者都能拖就拖，所

以進度往往落後其它的產業。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各國有洩露

出各國猶太人資料給納粹德國，使得希特

勒得以大量屠殺猶太人。付出慘痛的代價

之後，歐洲人才注重個人資料的隱私保護，

對於種族、信仰加以規範[2]。歐盟最近改

革方案的兩大目標是建立保護執法行動更

為順暢。適用於 28 個會員國的歐盟新資料

保護法出爐[14]。所以政府應該要宣導更

多資訊，使全民知道個人資料保護的重要

性。 

  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在

2012年 10月 1日起正式施行，取代 1995

頒布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11]。20

15年新修正的個資法，擴大特種個資定義，

將病歷納入特種個資保護範圍，並因應需

要將舊法的「書面同意」規定改為「同意」，

明年可望施行[15]。但是實施幾年來效果

並沒有那順利，因為政府並沒有制定一套

規範標準，供各行各業使用。本文探討個

資法，在傳統產業要如何處理，才能讓業

者願意配合積極做好個人資料保護工作。 

2. 文獻探討 

根據 iThome 個資法大調查(上)因應

現況篇[13]的調查發現，只有 45.9%企業開

始執行個資法相關措施，企業自己預估，

平均還要6.3個月才能符合個資法的規定。

圖 1 顯示企業因應個資法的進度比率，完

成率可謂偏低。政府可能需要與業者溝通，

了解執行上困難點在哪裡，以便改善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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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個資法的處理進度。 

 

圖 1、企業因應個資法的進度 

雖然政府已經實施個資法，但不少企

業還沒開始因應，也有不少企業認為，個

資法的影響程度輕微，甚至有 5.3%企業評

估後認為沒有影響。金融業最重視個資法，

近 9成已經執行各項因應措施，而一般製

造業者的腳步最慢，如圖 2所示。 

 

圖 2、產業個資法因應進度 

2.1 個人資料保護法起源介紹 

1990 年 9月 3日，法務部著手研擬個

人資料保護之相關法律，並於 1991 年 9

月成立起草委員會及審議小組，草案經行

政院於 1993年 1月送請立法院審議，經總

統於 1995年 8月 11日公布施行，當時，

法律名稱訂爲《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

（下稱《舊法》）[9]。《舊法》立法總說提

到：「本草案立法係配合國家現代化之所需

並契合民主先進國家立法趨勢」，並參酌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揭示之保護個

人資料八大原則立法。 

法務部預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電腦處理個人資

料保護法修正草案已於民國 99 年 5 月 26

日經總統公布，並將名稱修正為「個人資

料保護法」(下稱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

院定之[11]。 

2.2 新舊個人資料保護法比較 

舊的「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與

新的「個人資料保護法」，兩者的差別在哪

呢?以表 1做說明[8]。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866



表 1. 新舊法比較 

2.3 穩私權 

隱私權一詞最早在 1890年「The Rig

ht to Privacy」論文中正式提出隱私權為

法律概念[1]，強調任何人有不受干擾之權

利，該文重點放在法律應保障個人隱私之

生活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因德國

政府以個人隱私與身家資料來迫害不同種

族，引發戰後歐洲對個人隱私保護議題的

重視，進而推動個人資料保護法制化。19

80 年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制訂

的《管理保護個人隱私及跨國界流通個人

資料指導綱領》，以及歐盟 1995 年頒訂之

《個人資料保護指令》，為保護個人資料建

構了法制意涵與遵循原則。亞太經濟合作

會議接續了OECD的保護個人資料的核心

價值，於 2004 年制定《APEC 隱私保護綱

領》，以平衡亞太地區各經濟體間資訊自由

流動與隱私保護[4,6]。 

 

2.4 評估與權重 

 在決策領域中，權重方法通常在方案

評估與選擇上扮演著主要角色。至今發展

的決策方法論中，已提出許多不同的權重

方法，而在使用這些規則與方法之前，應

認清決策問題的本質，選取恰當的權重方

法，以避免用既定的模式或方法去求解問

題[3]。 

    在[10]中，提到用AHP評估尺度的基

本劃分包括五項，即同等重要、稍重要、

頗重要、極重要及絕對重要等，並賦予1、

3、5、7、9的衡量値；另有四項介於五個

基本尺度之間，並賦予2、4、6、8的衡量

値。AHP在處理認知反應的評估得點時，

採取比例尺度的方式，作為權重的分數設

定參考。當我們設定值介於0~1之間時，數

值超出0~1時，實施正規化，才不會大於1

項目 電腦處裡個人資料保護法 個人資料保護法 

擴大適用對象 
公務機關 
八種非公務機關 
受指定的非公務機關 

公務機關新增行政法人 
刪除行業限制並增設自然人 
領域外對國人蒐集個資亦適用 

擴大保護範圍 
以電腦處理為限 
包括足資識別個人之資料 

不以電腦處理為限，包括直接、間接識別之
資料 

特種資料 無 
醫療、基因、性生活、犯罪前科，原則上不
得蒐集、處理或利用 

當事人權利 
得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更
正、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刪除個資 

修正用語 
增設權利行使的回覆期間 
增加拒絕行銷機制 

增設行為規範 公務機關的公告義務 
無論公務或非公務機關，於蒐集或處理時，
均須有特定目的，並具備特定要件，且均須
履行告知義務。明確化書面同意的範圍 

強化行政監督 
攜帶證明文件檢查，必要時得扣押 
非公務機關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明確得檢查之原因 
拒絕配合之必要強制 
得率資訊、電信或法律等專業人員陪同檢查
人員的保密義務 

損害賠償 
每人每件 2萬元~10 萬元 
同一原因事實上限 2千萬元 

每人每事件 500 元~2萬元 
同一原因事實上限 2億元 
團體訴訟的引進 

違法處罰 
罰金 4萬元~10萬元，徒刑最 3年以
下行政罰罰鍰 1 萬元~5 萬元 

罰金最高達 100 萬元，徒刑最高 5年以下行
政罰罰鍰 2萬元~50 萬元非公務機關代表人
連帶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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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小於0，影響權重值[5]。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與中部某傳統機械製造公司合

作，把所提出的方法應用在該公司的重要

表單上個人資料的保護，並用三個範例表

單：員工基本資料表單、採購基本資料表

單、和報價單與訂貨資料表單，加以說明

如何處理[16,17]。 

 

3.1 表單個人資料 

該公司有各種不同類型的資料表單，

上面記載的資料形形色色，有些是與個人

資料有關而有些則不是。有些表單上有很

多個人資料而有些則很少，如圖3-7所示。

圖 3-5的員工基本資料表單、旅行平安保

險表單、和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單上面，

個人資料項目比較多，例如：身分證字號、

姓名、生日、地址、電話、眷屬資料等，

多屬個人隱私資料應該要保護。而公司的

報價單、採購單，如圖 6-7所示，上有人

員簽核項目、地址、電話、聯絡人等個人

資料，雖然項目不多但也應該列入保護。

所以要評估每張表單就個人資料保護而言

是否重要，每個人主觀意識上的認定不

同。 

 

圖 3、員工基本資料表單 

 

圖 4、旅行平安保險表單 

 

圖 5、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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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報價表單 

 

圖 7、採購表單 

 

本研究採用量化方式，將每個與個人

資料有關的欄位，設定其評估值，最後加

總這些欄位評估值成為該表單的風險值。

然而每個欄位的評估值，在不同部門可能

有不同認定標準。為避免相同資料在不同

部門有不同的評估認定，每個部門可以針

對自己的評估標準，設定權重值來加權某

個欄位的評估值。當各個表單的風險值計

算出來後，根據其數值大小即可判斷其在

個人資料保護上的重要性。 

    整理分析該公司所有表單之後，我們

列出需要保護的個人資料項目，如圖 8 所

示。欄位的評估值我們將其分成五個評估

值，如圖 9 所示。權重值我們把它分成五

個等份，如圖 10 所示。以下三個例子，如

圖11-13所示，說明員工基本資料評估值、

採購基本資料評估值、和報價單與訂貨資

料評估值如何形成。 

 

圖 8、個人資料項目 

 

圖 9、評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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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權重值 

 

圖 11、員工基本資料評估值表單 

 

圖 12、採購基本資料評估值表單 

 

圖 13、報價單與訂貨資料評估值表單 

 

4 結論 

    本研究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需求，

以傳統機械製造業為例，開發一個量化的

個人資料重要性的方法，讓表單的風險評

估值容易計算，使傳統產業的老闆瞭解如

何實施個人資料保護法，幫助傳統產業接

軌政府推動政策，避免資料外洩，讓傷害

能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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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今第四代行動通訊技術(4G)的爆發性

成長，許多的應用紛紛地被提出，其中一項重

要的應用便是駕駛行為模式分析。透過分析在

移動載具上蒐集的資訊，針對駕駛者的駕駛行

為模式給予適當的建議，將可達成避免潛在風

險及節能駕駛等應用。本論文提出一套駕駛行

為分析之系統架構，以目前被廣泛裝置在移動

載具的標準診斷介面 OBD-II（On Board 

Diagnostic）為資料來源，使用資料探勘相關技

術來分析找出駕駛行為模式。更進一步地，我

們以節能駕駛為應用範例，根據駕駛行為模式

給予能達成節能目標之駕駛建議。最後，我們

以實際場域搜集到之資料進行分析呈現。 

關鍵詞：OBDII、資料探勘、駕駛行為模式、

節能駕駛。 

 

1 前言 
 

近年來，第四代通訊技術(4G)越來越普

及，相關的應用服務也越來越多，像是行動影

音服務、即時資訊系統…等。第四代行動通訊

技術無論在資料的傳輸速度、傳輸量、網路節

點連接的數量都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在這之

中，針對機器與機器之間(M2M, Machine to 

Machine)的通訊技術，或被稱為物聯網，目前

正被大量應用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同的

機器間藉由網路來交換資訊、分享計算資源，

讓生活更為便利，舉例來說：智慧網路冰箱、

智能開機的冷氣、移動載具網路的分析與應用

等。本論文主要關注移動載具網路的分析與應

用。 

在移動載具上，例如汽車、機車，原本就

搭載著許多的感測器用來監測各項數值，用來

掌握載具的狀況，甚至是近幾年十分盛行的單

車，也開始可以額外安裝許多檢測儀器。有些

比較先進的載具更搭配有自己的即時運算核

心來統合與計算整個載具的數據，同時提供保

護與維修協助，像是自動引導到車、緊急危險

迴避、故障狀況檢測…等功能。不過這些監測

的數據，例如：車輛行駛速度、引擎轉速、變

速箱狀態、車輛負重量…等，因為使用在載具

狀況即時判定上，取樣頻率非常高，在短時間

內產生十分龐大的資料，一般而言，載具沒有

足夠的儲存空間來記錄這些資料。然而，現在

可以透過車輛網路、物聯網、行動通訊網路…

等方式來將資料經由網路儲存到另外一地的

空間。研究人員就能針對這些資料加以分析。 

移動載具的感測資料分析的研究以發展有

相當長的時間，相關的主題與應用之多，不勝

枚舉。而本論文主要是探討在移動載具上使用

者的操作習慣或行為，其宗旨就是透過分析從

移動載具上的感測器蒐集而來的移動中載具

各種數值，可以找出移動載具的駕駛行為的模

式(driving pattern)。駕駛行為的模式的分析可

被應用在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方面，例如：車流

量的監控、安全駕駛、酒駕偵測、節能駕駛…

等。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的研究將會面臨以下這

些挑戰： 

 資料蒐集困難：為了蒐集資料，往往需要

在移動載具上額外加裝設備來提取或儲

存資料，所以必須要考慮到資料儲存問題

以及設備電池續航力。 

 資料標記困難：由於移動載具需要仰賴人

的操縱或駕駛，一邊操縱一邊標記資料對

於使用者或駕駛人來說增加某種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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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而事後回想往往流失真實性。 

 研究可應用性低：收集資料的環境往往是

被限制在某一特定實驗範圍內，例如一段

筆直的道路、一個封閉的賽道…等。即使

分析取得駕駛行為的模式也難以應用在

實際生活上。 

不過近幾年，移動載具標準診斷介面 

(On-board diagnostics, OBD)的普及，提供研究

駕駛行為樣式相關研究的資料來源。移動載具

標準診斷介面(OBD)的搭載主要是用在車輛故

障時，ODB 會先記錄車輛當下狀況並回饋的故

障碼，使得維修技師可以根據故障碼做出初步

的判斷，加速維修時間。另一方面，ODB 會記

錄車輛的排氣資訊，對於政府的環保相關單位

會是重要的資訊來源，被用來掌握車輛產生的

廢氣污染情形，所以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單位

會制定法規來規範 OBD 的裝設。目前常見的

OBD 標準為第二代 ODB，稱為 ODB-II。 

本論文提出一分析駕駛行為模式之系統架

構。使用 OBD-II 的資料，結合資料探勘之技

術，找出駕駛行為模式，並更進一步找出節能

駕駛的樣式。本論文所提出的駕駛行為模式分

析系統架構有以下優點： 

 OBD-II 裝置可搭配行動網路將資料傳輸

到遠端伺服器儲存。可以減少裝置必須要

有儲存空間的必要性。 

 使用資料探勘技術，例如：頻繁樣式探勘

(Frequent Pattern Mining)，讓使用者或駕

駛不需要動態標記，可以透過找到的樣式

歸納出使用者的駕駛行為模式。 

 資料來源為真實駕駛環境，本論文所收集

的資料皆來自現實生活中的駕駛行為，所

以分析的結果不會有難以應用的問題。 

本論文的組織架構如下。於第二章節回顧

相關文獻，並在第三章節中，詳細介紹我們所

提出的系統架構。接著，在第四章節則為統計

與分析收集的資料。最後，第六章節則是我們

的結論。 

 

2 文獻回顧 

 
本章節將針對 OBD-II 資料、駕駛行為模

式分析、節能駕駛行為模式分析三個部分依序

介紹相關文獻。 

 

2.1 OBD-II 資料分析之相關研究 

 
OBD-II 發展的目的是用來即時診斷車輛

狀況，加速維修人員的處理流程。而環保單位

也發現到 OBD-II 裝置可以應用在觀察廢氣排

放，監控空氣污染。但是，這些資料往往只有

在車輛進廠維修或保養時，才會由技術人員用

機器來讀取。相關感測記錄也因為設備限制沒

辦法一直儲存在車輛上。拜行動網路與儲存技

術的進步，這些資料得以透過無線網路的傳輸

進行遠端儲存，或是使用大容量的儲存設備倒

留下來。 

目前 OBD-II 裝置能夠在車輛上擷取到許

多資訊，見表 1。但由於各家車廠在標準上不

同，所以車輛提供的資料會有所差異。另外，

製造 OBD-II 裝置的廠商也會根據應用性開發

不同用途的裝置，例如：應用於檢測空氣污染

的裝置會提供較多有關車輛進氣排氣的數

值，以及引擎溫度…等。 

越來越多研究人員開始注意到 OBD-II 資

料。在 OBD-II 資料的分析研究上，主要有幾

個方向，像是用 OBD-II 資料來驗證相關研究

的正確性[20, 25, 26]，由於 OBD-II 資料是讀取

車輛的原本就有裝設的感測器，資料的正確度

極高。另外針對 OBD-II 資料找到車輛的零件

壽命、各項燃料消耗速率評估[2, 13, 14, 17, 21]

可以提供廠商在備用零件與行銷手法上來參

考。 

表 1、OBD-II 裝置上各項資料與單位 

資料屬性名稱 單位 

Vehicle speed km/h 

Engine rotations rpm 

Throttle position % 

Engine coolant temperature °C 

MAF air flow rate grams/sec 

Distance travelled km 

Engine fuel rate L/h 

Intake air temperature °C 

Battery voltage V 

Mess air pressure kPa 

Fuel level input % 

Absolute throttle % 

Calculated engine load value % 

 

2.2 駕駛行為模式分析之相關研究 

 

在移動載具的操作和使用會因為駕駛人或

操作者的不同，在行為上有所差異，例如車

速、超車、轉彎…等。研究學者很早就觀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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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到這點，對於駕駛行為模式的分析之研究，

起初研究的資料是透過安裝各種外部的感測

器，例如：攝影機、麥克風、胎壓計…等，來

收集資料[6, 10, 11]。最近，有研究學者使用智

慧型手機上的感測器來分析駕駛行為模式

[3]。這些分析都需要特別設置環境，或是將裝

置安在移動載具的特定位置，像是如果使用手

機來做為感測，必須放置在載具的重心上。此

外，使用攝影機或是手機都有洩漏個人隱私的

問題。也因此，從 ODB-II 資料中分析駕駛行

為樣式(driving pattern)上[4, 5, 8, 18, 23, 24, 27]

較為簡單，同時也可以減少個人隱私被侵犯的

疑慮。但也因為 OBD-II 的資料主要是記錄車

輛的狀態，並不知道操作者或使用者的動作，

所以如何從車輛狀態中得知駕駛目前的行

為，是此役研究最大的挑戰。 

 

2.3 節能駕駛行為模式分析之相關研究 

 

由於人類科技的高度發展，在石化資源上

的存量越來越少，研究學者開始專注於分析節

能駕駛(eco-driving)的樣式。目前已有許多研究

使用 OBD-II 裝置資料來找出節能駕駛或是省

油駕駛的駕駛行為樣式[1, 3, 12, 16, 19]。在

2008 年，Browne 學者[7]針對 ODB 資料分析欲

找出最有效率的油耗，可以提供駕駛在行駛上

作為參考，但在這個研究中尚未考慮到駕駛行

為樣式，僅僅只是統計計算結果。在這之後，

Boriboonsomsin 學者[5]等人，研究美國的駕駛

人行為提出了報告，針對節能駕駛給予駕駛人

建議，其研究方法只使用到能量消耗的計算，

並未使用資料探勘的技術。Araújo 學者[3]則提

出一套系統結合智慧型手機即時運算給予使

用者駕駛建議，同樣地，並未使用資料探勘

(data mining)的相關技術來分析駕駛行為樣式。 
 

3. 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系統架構 
 

本論文所提出的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系統

架構，各個模組的關係如圖 1，系統架構主要

有兩大模組，1)駕駛行為分析模組，在這個模

組，我們使用資料探勘的技術來找出使用者的

駕駛行為模式。2)基於駕駛行為模式之節能駕

駛建議，我們評估找到的駕駛行為模式，給予

不同的節能等級，透過這個等級，我們可以計

算出使用者在駕駛時的節能程度，並給予適當

的建議，改善耗能以達到節能駕駛。 

 

 

圖 1、模組架構圖 

 

在移動載具上，我們利用 OBD-II 裝置來

自動地記錄著移動載具的各項狀態，這些資訊

將當作分析資料來源。這些資料包含如：車輛

類型、新車/中古車(車輛年限)、駕駛者個人資

訊、GPS 等，這些資料都是以每秒來記錄，長

時間的累積已形成巨量資料的等級，所以分析

這些資料必須仰賴熟悉巨量資料分析的專業

人員，若能從其中獲得關連性，便能識別使用

者在移動載具上的駕駛行為模式，進一步提供

適當的操作建議，達到節能的目的。本計劃主

要核心將使用資料探勘技術針對 OBD-II 資料

探勘一系列駕駛行為模式(例如：轉彎、變換車

道、緊急煞車等)，並建立使用者的駕駛行為模

式資料庫，探討使用者的駕駛行為的相似性與

關連性，將可運用於各項駕駛建議上(例如：節

能駕駛、安全駕駛、省時駕駛…等)，以節能駕

駛為例。圖 2 為的我們所提出的分析系統架構

各模組詳細內部元件，我們將在下面的段落分

別針對架構中兩個模組的主要步驟加以概述。 

 

 

圖 2、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系統架構 

 

3.1 駕駛行為模式分析模組 

 

在駕駛行為分析模組，我們主要針對從車

載裝置中收集到的 OBD-II 資料進行分析。駕

駛行為模式分析模組主要進行特徵值建構

(Feature Construction)、模式探勘(Pattern Mining)

兩步驟，以下段落將分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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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特徵值建構(Feature Construction) 

 

在特徵值建構(Feature Construction)中，我

們將從 OBD-II 裝置中取得時間、移動載具時

速、引擎轉速、引擎空氣流量、引擎溫度、引

擎負載、油耗等各項記錄。此外，我們也會使

用 GPS 資料，多數的記錄為數值型資料。首

先，我們先使用移動視窗的方式，資料擷取特

徵值(例如：平均油耗、最大引擎溫度…等) ，

這些特徵值示利用統計方法所計算出來的，稱

為統計型特徵值(Statistical Features)。同時，我

們也會參考專家的意見，計算出特徵值，這類

型的特徵稱為專家知識特徵值(Expert Based 

Features)，最後我們會離散化特徵值，並將離

散化的資料結合成一份，進行探勘。 

 

3.1.2模式探勘(Pattern Mining) 

 

在樣式探勘部分，我們可以使用多種資料

探勘中的技術來找出資料的關連性。其中我們

會使用序列模式探勘，序列模式探勘技術已經

是一個發展成熟的技術，我們透過序列模式探

勘技術可以針對每個使用者找出自己的駕駛

行為模式。針對這些駕駛行為模式，我們可以

給予標記，例如：轉彎、怠速、急煞…等。另

外，我們也可以利用其他探勘技術，如時間序

列樣式探勘等。 

 

3.2 基於駕駛行為模式之節能駕駛建議 

 

首先，針對使用駕駛行為模式分析所找到

的樣式，評估每個樣式的節能程度，給予權

重。接著當蒐集新的使用者之 OBD-II 資料時，

我們會比對所有符合的駕駛行為模式，利用權

重計算出節能等級，給予適當的建議來達到節

能駕駛。 

 

4. 資料統計與分析 
 

在這章節，我們欲介紹在我們提出的分析

架構中所使用的資料，以及資料的統計資訊。 

在本論文中所使用的 OBD-II 資料是由資

策會所提供，行車總趟數約為 600 趟，其每趟

行車所包含的資料點數統計分布如圖 3，可以

觀察到，有大部分的行車都不到 50 筆資料，

表示使用者只是打開系統，並未實際開車。所

以我們去除偵測不到 GPS 資料的紀錄，剩下可

偵測到 GPS 的行車趟次為 155 趟，行車範圍在

大台北地區，可以得到的資訊如表 2。 

 

 
圖 3、資料分布統計 

 

表 2、本論文所使用裝置上各項資料與單位 

Feature Unit 

Vehicle speed km/h 

Engine rotations rpm 

Longitude and latitude  

Engine coolant temperature °C 

Time stamp sec 

MAF air flow rate grams/sec 

Engine fuel rate L/h 

Battery voltage V 

Mess air pressure kPa 

Calculated engine load value % 

 

5. 結論 
 

本論文提出一駕駛行為模式分析系統架

構，透過資料探勘技術分析 OBD-II 資料。分

析的架構只要包含兩個模組：駕駛行為模式分

析模組、基於駕駛行為模式之節能駕駛建議。

在此架構下，系統針對使用者的駕駛行為模式

分析，找到駕駛行為模式，給予相應的駕駛方

式建議，以期達到節能駕駛。在未來，我們將

實際實現我們所提出架，除了應用在節能駕駛

的領域，我們也考慮疲勞或危險駕駛偵測的相

關應用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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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身份保護之違法事件線上舉報系統 

 

 

 

摘要 

 
現今社會充斥不法行為，其中食安問題應

是最熱門的議題，例如：近幾年的毒牛奶、毒

麵粉、毒豆干、…等各種有毒食物案件層出不

窮，而剛被揭發的「毒油事件」更是震撼人心，

大多數人雖心有不滿與想正義的挺身向政府

單位舉發，但隨著社會的變遷，在充滿病態的

社會結構，到頭來人們常害怕因舉發不法事件

而影響自身安全，最後總是向現實低頭放棄舉

報的想法，在惡性循環下，不法事件始終得不

到有效的遏止，因此激勵我們設計一個適用於

各種違規、不法事件的舉報系統，以達成檢舉

人的隱私與安全獲得保障，可放心檢舉不法、

安心領獎勵金，又不濫用此系統之方便性，進

行謊報為害他人與擾亂承辦單位之行政。 

關鍵詞：自然人憑證、公鑰、私鑰、加密、傳

輸層安全協議(SSL)。 

 

Abstract 
 

Recently, social crime is rampant, and 

amongst all that come to focus is the issue about 

food security. In recent years, poisoned milk 

powder, poisoned flour and poisoned dried tofu 

are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xamples of such 

endless toxic food events. And the recent 

poisoned oil event was particularly shocking. 

Most people would want to come forward against 

such corrupted corporations and its product to 

send a message of anger to the government. But 

as social changes with its structure in an ill 

fashion, people started to be afraid of the 

consequences that might affect their own safety 

reporting the illegal activities. As a result, people 

tend to give up the fight against the misconduct 

of the corporations, and ending up with a vicious 

circle that the justice can never be upheld. In 

light of the situation, we are motivated to design 

a system that can process various reports of 

illegal activities, and ensure safety, security, 

anonymity and convenience of the user. The 

system is designed to be robust to abusive use, 

and is able to preclude false reports. 

Keywords: Citizen Digital Certificate, Public key, 

Private key, Encryption, Secure Sockets Layer 

(SSL). 

 

1. 前言  

現今社會犯罪不法行為氾濫，其中食安問

題是最熱門的議題，例如：近幾年的毒牛奶、

毒麵粉、毒豆干…各種有毒食物事件層出不

窮，尤其最近的「毒油事件」更是震撼人心，

大多數人雖心懷不滿想挺身舉發，但人們常害

怕因舉發不法事件而使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

威脅，最後總是向現實低頭並打消舉報的念

頭，只能視而不見讓不法行為持續存在，默默

承受為害，即使民眾有勇氣向相關單位舉發不

法，也常因外力介入而發生吃案或拖延審理，

讓案件石沉大海不了了之，在惡性循環下，不

法事件始終得不到有效的遏止。近期「毒油事

件」的檢舉人，先是被吃案，再者檢舉成功後

又受盡恐嚇，乃因檢舉獲得獎勵，又因高額獎

勵金曝光，再次受到各種不肖份子之覬覦與恐

嚇，凡此種種威脅勢力的壓迫，若非有毅志和

膽識過人早就放棄，讓為害者繼續存在與傷害

所有人。有鑑於近期的「黑油」影響眾人健康、

「違建」大火葬送許多無辜生命，讓我們深知

不能再縱容不法事件，更激勵我們設計一個適

用於各種違規以及不法事件之安全、有效的線

上舉報系統，達成如電子公文依法限期回覆與

處理之功效，使舉報流程更簡單、快速且安

全，讓檢舉人的隱私獲得充份保障，安心地檢

舉不法行為與領取獎勵金，此外，此系統可有

效防止惡意濫用系統進行謊報，為害他人與擾

亂承辦單位行政之情事發生。 

 

為了確保舉報者的安全，讓舉報者的身分

受到高度保護，此系統採用電子憑證驗證技

術，達成資料的完整性、私密性與不可偽造之

目標與保障，進行身份驗證與確認，透過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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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線上舉報作業流程，不但功效高且成本

低，對承辦人而言，無法得知舉報者的真實身

份，讓舉發者身分獲得完全保密，若屬於有獎

勵金之案件，一旦舉發成功，將可以透過多把

聯合確認舉發者身份的鑰匙，進行舉發者之身

份確認，而頒發應得的獎金給舉發者，透過此

多鑰匙聯合確認的機制，可防止單一人士即能

惡意查詢舉發者身份之風險，藉以提高舉報者

人身安全的保障，避免舉報者受到威脅，降低

不肖人士之犯罪動機，透過此系統之建置，可

望促進舉報人更勇於舉發不當行為，讓人人更

守法並促進眾人的生活品質。 

 

2. 方法 

我們設計的電子憑證身份認證線上舉報

平台預期可達成下列功能：避免因身份曝光人

身安全遭受威脅的情況、線上自動發放獎金給

舉報者，以保護舉報者身份與權益、線上舉發

視同電子公文處理可防止吃案情事。平台使用

分類為：舉報、承辦、上層審核。舉報人如果

要使用該平台進行舉報，必須先上平台進行帳

號註冊，註冊時會員必需持有電子憑證，在此

論文中，我們選擇採用內政部的自然人憑卡，

註冊時也將填寫銀行帳戶等個人資料，一旦完

成註冊即可登入系統進行舉發或其他作業，此

系統最大的特色是只會將舉報事件的內容傳

送給相關承辦單位，不會洩漏舉報者的身分。 

承辦單位收件後，進行查證，如果真的有

違規，系統將會向上呈報至共同持有金鑰成

員，進行二次確認，系統經過金鑰成員們確認

屬實後，系統將通知約定之金融單位自動匯撥

獎金至舉報者帳戶。 

系統因避免執法人員吃案或不偵辦，當承

辦單位判定承辦的違規事件為未屬實時，將會

自動通知上層審核端，由上層長官們再次審查

該事件是否重新偵辦。 

本節將一一介紹平台各部分的運作流程與

驗證機制，而文中所使用的相關符號及說明如

表 1 所示。 

 

 

 

 

表 1 符號表 

 

2.1 註冊流程與驗證機制 

使用者初次使用舉報平台必須先進行註

冊，其主要步驟說明如(1)~(4)，圖 1 為註冊流

程示意圖。 

 

(1) 使用者 Ui至舉報平台入口網站填寫資料，

並插入自然人憑證卡輸入 PIN 碼進行註

冊。 

 

(2) 將由自然人憑證驗證伺服器 ServerCA 對該

使用者自然人憑證卡進行驗證。 

 

(3) 自然人憑證驗證伺服器 ServerCA 傳送驗證

後的結果至舉報平台伺服器 ServerIN。 

 

(4) 當舉報平台伺服器 ServerIN 收到驗證的結

果，若是該憑證有效，舉報平台伺服器將

該使用者填寫的資料存放至資料庫，即可

完成註冊程序。 

符號 說明 

Ui 

平台使用者 i 可分為三類： 

舉報者(Informer) 

承辦人(Promoter)  

上司(Superior) 

Ii 舉報者(Informer) 

Pi 承辦人(Promoter) 

Si  上司(Superior) 

ServerIN 舉報平台伺服器 

ServerCA MOICA 憑證驗證伺服器 

Cash 金流平台(Cash Flow Platform) 

IDi 舉報系統之登入帳戶 

PWi 舉報系統之登入密碼 

E(x)  將 x 加密 

D(x) 將 x 解密 

Di 註冊資料(如: 匯款帳戶等) 

Salt 亂數 

ID_NO 自然人憑證卡所存身分證後四碼 

SNi 自然人憑證卡之序號 

X  Y 表示從 X 傳送訊息到 Y [5] 

MSCi 驗證自然人憑證之回傳資訊 

Bank_ACC 匯款帳戶 

OKi 上司回傳之事件確認回覆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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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步驟(1)~(4)將詳細說明註冊流程，而

使用者與伺服器之間的驗證機制如圖 2 所示。 

 

(1) Ui  ServerIN 

使用者 Ui首次使用系統時，必須先進行註

冊，填寫註冊相關基本資料(IDi, PWi, Di, 

SNi)，其中 IDi, PWi, Di, SNi分代表使用者

Ui 之帳號、密碼、個人資料、自然人憑證

卡序號，填寫完成後，會將所填寫的資料

IDi, PWi, Di, SNi 傳送至舉報平台伺服器

ServerIN進行下一步處理。 

 

(2) ServerIN  ServerCA  

ServerIN接收到 Ui傳送過來的 IDi, PWi, Di, 

SNi後，ServerIN會將其中的 SNi透過自然人

憑證管理中心伺服器 ServerCA 的 OSCP 服

務，驗證此 SNi憑證是否有效。 

     

(3) ServerCA  ServerIN  

ServerCA將驗證結果 MSCi回傳至 ServerIN。 

 

(4) ServerIN 

當 ServerIN 接收到自然人憑證驗證伺服器

ServerCA回傳的 MSCi 後，可據以判斷憑證

是否有效。若是憑證有效，則表示 Ui為合

法的使用者，ServerIN即會將使用者 Ui填寫

的 Di及 PWi加密並寫入資料庫。PWi加密

處理方式如公式(1)，使用 MD5 和 SHA 並

加入 Salt 增強密碼的強度；另外，會利用

公式(2)以 ServerIN的金鑰將使用者 Ui的 Di

加密。 

 
E(PWi||Salt) =MD5(SHA(Salt +PWi)) (1) 

 

E(Di)= MD5(Di)     (2) 

 

2.2 登入舉報流程與驗證機制 

(1)~(6)為舉報者Ui登入舉報平台進行舉報

之步驟，圖 3 則為舉報平台之登入及舉報運作

流程。 

 

(1) 於登入階段，使用者 Ui 至該平台輸入帳

號、密碼，由伺服器進行驗證是否為合法

的使用者。 

 

(2) 若帳號、密碼經舉報平台伺服器 ServerIN

驗證成功，舉報平台伺服器將透過自然人

憑證驗證伺服器 ServerCA 驗證該使用者 Ui

自然人憑證卡是否有效。 

 

(3) 自然人憑證驗證伺服器將驗證結果傳送至

ServerIN。 

 

(4) 當舉報平台伺服器收到 ServerCA 回傳的驗

證結果後，若是身分正確，ServerIN將允許

使用者登入系統進行後續作業。 

 

(5) 舉報者 Ii 即可進行舉報、查看歷史事件及

變更資料等相關作業。 

 

(6) 舉報平台伺服器會將舉報者所傳送過來的

資料存入資料庫中。 

 

 

 

智慧卡 

ServerCA 

1, 5 

ServerIN 
資料庫 

6 

2 3 

4 

圖 3 登入及舉報流程 

智慧卡 

ServerCA 

1 

ServerIN 
資料庫 

4 

3 2 

圖 1 註冊流程 

Ui ServerIN  ServerCA 

IDi, PWi, Di, SNi SNi 

MSCi 

E(PWi||Salt) 

E(Di) 

圖 2 註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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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步驟(1)~(4)，將詳細說明使用者登入

平台之身分驗證機制，其運作如圖 4 所示。 

 

(1) Ui  ServerIN 

當舉報平台伺服器收到 Ui 傳送輸入的 IDi

和 PWi，會將使用者 Ui的 PWi使用系統的

金鑰以加密公式 E(PWi||Salt)進行加密，接

著將加密後的 IDi及PWi與存放於資料庫的

資料進行比對，若是相符，ServerIN將要求

Ui 插入自然人憑證卡，並透過自然人憑證

驗證伺服器 ServerCA驗證 Ui憑證。 

接著會驗證 PIN 碼是否正確，若正確，則

透過 MOICA 所提供的 LDAP 協定取得使

用者 Ui卡片裡的 SNi [3]。 

 

(2) ServerIN  ServerCA 

ServerIN將取得的 SNi，透過 OSCP 驗證該

憑證有效性。 

 

(3) ServerCA  ServerIN 

經 ServerCA驗證 Ui身分後，如果為合法的

使用者，則將 Ui 的憑證資訊 MSCi 傳送至

ServerIN，若 ServerIN 收到此人身分合法的

驗證結果，則會將先前透過 LDAP 取得的

身份證後四碼(ID_NO)與資料庫所存放的

資料進行比對，若比對成功，才可允許登

入系統[2] [6]。 

 

(4) ServerIN  Ui 

ServerIN比對後若是帳號身份相符，則可允

許使用者 Ui登入系統。 

 

2.3 舉報事件審核流程 

經 ServerIN 確認舉報者 Ii 身分後，即可填

寫違規事件，當事件填寫完畢送出，ServerIN

只傳送該事件內容及相關文件至 ServerIN 並通

知承辦人 Pi，並不會傳送 Ii身分相關資料，由

於 ServerIN 先前已對該使用者的自然人憑證卡

及身分進行認證，故可確定其為合法使用者。 

 

當 Pi收到違規案件，Pi可依照審核結果來判定

發放獎金或濫用系統與否。 

2.4 獎金審核及發放流程與驗證機制 

 

獎金審核及發放流程如圖 5 所示，下面步

驟(1)~(7)，將詳細說明其運作流程。 

 

(1) 若經承辦人 Pi調查後，確認該案件之調查

結果屬實且為有獎金的獎勵案，接下來將

進行獎金發放審核，承辦人只需按下【獎

金發放審核】按鈕，即可將審核事件送給

上層審核者，此後即進入審核流程。 

 

(2) 舉報平台伺服器 ServerIN 將通知上司 Si 們

進行獎金核發確認。 

 

(3) 在審查完畢後，若所有上司 Si 們確認案件

應予以核發獎金，只需按下【確認】按鈕

即可核准獎金發放作業。 

 

(4) 當舉報平台伺服器收到所有上司核准獎金

發放確認訊息後，ServerIN將通知金流平台

Cash 進行匯款。 

 

(5) 金流平台匯款完成後會通知舉報平台伺服

器已完成匯款。 

智慧卡 

7 

ServerIN 
資料庫 

1 

4 5 

6 

圖 5 獎金審核及發放流程 

匯款 

2 

3 

IDi, PWi 

SNi 

MSCi 

Checks if 

IDi 

E(PWi||Salt) 

{ID_NO, SNi} 

插入 Smart Card 

True 

Ui ServerIN  ServerCA 

圖 4 登入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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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舉報平台伺服器收穫金流平台匯款完成

通知後，將通知承辦人 Pi已完成匯款並標

示結案。 

 

(7) 舉報平台伺服器發送 E-MAIL 通知舉報者

Ii已獲的獎金。 

 

以下步驟(1)~(2)為所有上司{S1, S2, …, Si}

審核案件獎金核發之流程，其驗證機制如圖 6

所示。步驟(3)~ (5)則為系統發放獎金的流程，

圖 7 為其驗證機制。 

 

(1) ServerIN  Si 

當 ServerIN 收到 Pi 調查結果需核發獎金

後，ServerIN將傳送該案件至 Si再次確認。 

 

(2) Si  ServerIN 

若 ServerIN 收到 OK1，則表示 S1 已確認過

案件，當 ServerIN收到{OK1, OK2, …, OKi}

表示{S1, S2, …, Si}已確認過該案件，此時

ServerIN將啟動獎金發放機制。 

 

(3) ServerIN  Cash 

ServerIN 將使用系統金鑰，利用公式 D(Di)

解 密 得 到 舉 報 者 Ii 的 匯 款 帳 號

Bank_ACC，ServerIN 將 Bank_ACC 及舉報

獎勵金額傳送至金流平台Cash進行匯款作

業。 

 

(4) Cash  ServerIN 

金流平台匯款完成後，將傳送回覆訊息通

知 ServerIN匯款完成，並修改該案件之處理

狀態為已匯款完成並結案。 

 

(5) ServerIN  Ii 

ServerIN將會發送 E-MAIL 通知舉報者 Ii獎

勵金已匯入其帳戶。 

 

 

 

 

2.5 濫用系統之判定與懲罰 

以下將介紹上司們如何再次確認承辦人

員初步判定為濫用案件是否真的歸為濫用案

件處置，其程序如圖 8 所示，步驟說明如下： 

 

(1) 經由承辦人 Pi查詢後，若認定該案件為濫

用系統，即可按下【濫用系統審核】按鈕，

將重新審核通知送至舉報平台伺服器

ServerIN 由上司們再進一步審核。 

 

(2) 伺服器 ServerIN將通知上司{S1, S2, …, Si}，

再次進行確認該案件是否為濫用事件。 

 

(3) 上司{S1, S2, …, Si}將根據所認定的結果，選

擇按下【濫用系統】或【重新偵辦】中的

一個按鈕回報再次確認的結果。 

 

(4) 當舉報平台伺服器收到任一位上司 Si 按下

【重新偵辦】的按鈕，表示案件必須重新

調查，ServerIN將重新指派該案件給新的承

辦人員。 

 

(5) 當舉報平台伺服器收到所有上司{S1, S2, …, 

Si}按下【濫用系統】的按鈕，伺服器將暫

停該用戶繼續使用系統一段指定的時間或

永久停權。 

 

Ii 

E-Mai

l 

{Bank_ACC，獎金金額} 

Cash 

 

D(Bank_ACC) 

匯款完成通知 

ServerIN 

圖 7 獎金發放驗證機制 

{OK1, OK2, , OKi} 

S1 

S2 

. 

. 

Si 

ServerIN Si 

Check 

{OK1, OK2, …, OKi} 

圖 6 獎金審核驗證機制 

智慧卡 

5 1 

2 

4 

3 

ServerIN 

圖 8 濫用系統判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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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將進一步說明濫用系統之判定流

程，首先這個程序，先由所有上司{S1, S2, …, Si}

再次審核該事件，如果 Si 判定此事件為濫用，

Si 將按下【濫用系統】按鈕，即會回傳 OKi至

ServerIN，若是認為該事件有疑慮必須重查，則

按下【重新偵辦】按鈕，將傳送 NOi至 ServerIN，

以下步驟 1~2 將說明當舉報平台伺服器

(ServerIN)收到 Si 結果後的處理機制。 

 

Si  ServerIN : 

ServerIN收到所有上司回傳之審核結果若為

{OK1, OK2, …, OKi}，表示所有上司{S1, S2, …, 

Si}均已判定該舉報為濫用事件，ServerIN 會自

動停用該帳號，濫用系統之驗證如圖 9 所示。 

 

反之，當 ServerIN收到{S1, S2, …, Si}，只要

有任一位上司 i 傳送 NOi，則表示該案件需重

新偵辦，此時 ServerIN 會將該事件重新指派給

另一位 Pi重查以防吃案或誤判，圖 10 顯示重

新偵辦之驗證。 

 

 
 

 
 

3. 系統安全分析 

以下將分析隱匿舉報平台所符合資訊安

全的特點: 首先舉報平台伺服器 ServerIN 與各

個單位在網路通訊上，採用 SSL(Secure Sockets 

Layer)傳輸層安全協議，將可以達到資料傳輸

的機密性 (Confidentiality)和完整性 (Integrity) 

[8]。 

註冊及登入階段，舉報平台伺服器除了對

使用者輸入的身份及密碼進行確認外，為了確

保使用者身分的合法性，此系統結合自然人憑

證卡，透過公信第三方驗證伺服器 ServerCA再

次驗證該使用者身分，因而達到雙重驗證。在

資 訊 安 全 上 將 符 合 身 份 的 鑑 別 性

(Authentication)、不可否認性(Undeniability)及

資料的完整性[1]。  

 

另外在登入該平台通行密碼的安全上，採

用 MD5 及 SHA。使用 MD5 主要理由為借重

其效率及普遍性，能有效率驗證資料完整[4]。

SHA 的選用則是因其單向雜湊的特性，使得訊

息難以逆推，可有效預防暴力破解。此外，更

在通行密碼上加上雜訊(salt)，由插入片段可大

幅降低使用者密碼外洩造成的風險[7]。 

 

4. 結論 

由於氾濫的犯罪行為在社會上經常出現，

人們常為了自身安全不敢舉發不法，縱容不法

行為不斷發生。為解決此問題，在本論文中，

我們提出以電子憑證作為身份識別之具有人

身隱匿、安全保護及負責功能的違法舉報系

統，提供大眾舉報違規事件之新管道，有效且

迅速地向政府單位通報，以期最短的時間內予

以處理與回覆，解決了人心的恐懼，不再害怕

受到威脅，使民眾們可以放心的使用舉報系統

達成全民共同打擊不法之目的。本論文所提出

的系統，為結合自然人憑證卡，搭配現有的加

解密技術，透過既有之具公信的第三方進行必

要之認證，不僅可驗證舉報者身分的真實性，

避免使用假人頭帳戶之問題，又可避免身份曝

光受報負威脅，亦可確保名眾舉報及領獎金過

程完全隱私。透過此簡單易用且安全的線上舉

報系統，可讓全民放心地監督不法行為，使全

民的生活品質得以受到保護與提昇。 

 

 

 

 

停用 Ii帳戶 

{OK1, OK2, …, OKi} 

S1 

S2 

. 

. 

Si 

Si ServerIN Ii 

圖 9 濫用系統之驗證 

指派新的承辦人 

{OK1, NO2,, …, OKi} 

S1 

S2 

. 

. 

Si 

Si ServerIN Pi 

圖 10 重新偵辦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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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out a smartphones application 

of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loc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change by these 

introduction and a kind of effect had on a civic 

life based on some examples. In addition, I 

mention the problem that occurred because of 

introduction of the smartphone application. 

And about the way of the application as th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that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is conscious. 

That may be for th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that limited to a smartphone user when th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release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phone application when is wide for a 

citizen, and think widely at a point of view for 

smartphones report. I do it with a smart 

personal device, and deepen a study about the 

future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 citize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through these 

investigations. 

 
Keywords —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 AR 

technology,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open data 

utilization 

 

1. BACKGROUND 

By the rapid spread of smart devices1)  and a 

variety of services that utilize th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is operating also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activation. In particular by developing 

application software that leverage features such 

as smart phones unique AR, not a few cases that 

are connected to the regional activation call the 

big topic. The efforts and effectiveness of smart 

devices for application software in the individual 

at the regional activation, Chiba city, 

Nagareyama city, and Kanagawa Prefecture 

Hakone-machi, take advantage of the initiatives 

that using a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technology in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ceed 

with logical for that challenge. By the rapid 

spread of smart phones, a variety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that leverag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is operating. Such as the Figure 1, 

an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s for smart devices 

that are provided and opera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are 

opening the API and providing for smart device's 

applications with platform of up to quite a few. 

For example, if you search on the keyword 

“tourist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platform 

“iTunes” for ios 2) with 118 hits can be seen. In 

addition, application platform “GooglePlay!”for 

AndroidOS 3) over 90hits, when you search by 

keyword on the “garbage separation” can be seen. 

 

Table 1. 

Local governments production or 

classification of applications for smart devices 

that provide. 

type  Content  
Tourism  Regional tourism information 

and introduction,  

map information and display, 

navigation, etc.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Garbage classification, disaster 

evacuation informati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local 

communities, etc.  
Entertainment Game in the motif region, AR4) 

application with Yuru-

Chara(original local character) 

etc.  
 

Review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its features 

to these classifications. For example, “Tokotoko 

map” of Tokorozawa city, Saitama Prefecture as 

a tourist-based applications, and the like 

“Welcamome” standard regional tourism 

information and introduction applications, such 

as in Sasebo city, Nagasaki Prefecture, Hirado-

Seikai area. In addition, Okayama Pref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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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ashiki aesthetic area, Okayama Culture zone 

voice tourist guide application “Oto-navi” by 

which are utilized mainly in, AR seen to overlap 

the restored image and reality of the landscape of 

Naniwa-no-miya of Osaka City application which 

became a hot topic in a combination of “AR 

Naniwa no miya” apps and tourist information by 

utilizing the capabilities of smart devices unique. 

 “Tokimeki Gamagori” of Gamagori city original 

application have a game for girls. In addition, 

rather than develop their own applications, 

installs the “Junaio Augmented Reality Browser”, 

by reading the QR code, Tamba-city the Air Tags 

showing a tourist destination in the image that is 

captured by the smart device is displayed such 

efforts also like. The tourist related application as 

a wide variety, the topic of the user's expansion 

in a variety of ways, thereby improving the 

convenience. 

On the other h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based applications, There is much application about 

the refuge instruction at the time of the disaster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garbage. These application's 

interface is calmer than Tourism applications. In 

addition, it's like as a feature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based applications, the majority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based applications are to 

provide living information such as classification of 

the garbage and escape routes from disaster, etc. 

the fact that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ype” 

application is les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ype”, in this case, it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residents are involved in the initiative in the 

management of applications as an information 

provider, not only as a user of the application. 

That cited as a typical example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pplication, it will be in the Chiba 

City “Chibarepo” 5). The problem against Chiba 

City through an application, citizens of the place 

you want to request an improvement. Such as 

repair of the road to government of Chiba photos 

and status, the position information by GPS6). 

Chiba City that information utilized to solve 

problems and it is a mechanism that causes a 

specific action. Large municipalities facing the 

the city limits is pointed out surface that 

government service is not prudent meticulously 

from conventionally. It have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to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residents of 

the municipality. It is possible to create a 

mechanism to suck the challenges residents 

outgoing, administrative of to promote the 

correspondence, and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lso a groundbreaking case that 

was able to minimize the unnecessary movement. 

Finally, it is an entertainment application. It is 

difficult to produce applications specific to 

Entertainment when local governments to 

develop applications is mainl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simulation game that you can 

experience the cultivation of Arita mandarin of 

Wakayama Prefecture Arida city specializing in 

tourism and specialty products PR realistic “AR-

ARIDA” would be characteristic. This 

application, the character “Arida-kun” that loose 

of Arita mandarin orange, to match the comedian 

“Harisenbon” a force is “Arita mandarin orange 

ambassador”, is a realistic experience simulation 

game to grow oranges Arita, specialties of the 

region the “Arita mandarin orange” is has 

become an application that specializes in that you 

PR. Therefore, the entertainment element is was 

what was in the news as a local government 

applications that came out in front. 

Thus, in various aspects the application to 

expand the municipality, it is clear that it has a 

role to support their activities. However, that 

cited as challenges in these applications it will be 

reality of its utilization. For example, although it 

is “AR-ARIDA”, the number of downloads has 

surpassed 100,000 in conjunction ios and 

AndroidOS, but number of the gift campaign in 

application has remained at 100 cases/ month. 

This application downloads itself has been 

expanded, the number of users who use the 

constant is an indication that the large change is 

not observed. In other words, there is inadequate 

surface in the actual condition of the utiliz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2. CONTENTION 

2.1. POSITION OF SMART DEVICES FOR 

APPLICATIONS AS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In aggressively expanded use of smart devices 

for applications. And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re 

showing a change with this phenomenon. Also 

still many citizens on the other hand does not 

have a smart device, such as a smartphone. 

Digital divide due to lack of digital literacy is 

happening. Fig. 2 is a transition of household 

ownership rate of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rminal, including the smartphone in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2013 Communications Usage Trend Survey”. 

Household ownership rate of smartphone as you 

can also see this is growing rapidly, still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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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phones and PHS, which is said to feature 

phones present a certain number. And in 

particular look at the age group of smart phone 

penetration rate in Fig. 3, but has completed a 

scheme that “the mobile communication terminal 

as smartphone” in young people, is high 

percentage of still feature phones when it comes 

to the elderly. As for the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as seen in Figure 4, many of the elderly 

is a tendency that utilize “PC alone.” Therefore, 

Internet usage penetration of smart devices dull 

even compared to a PC in this age group, further 

from the reality that has continued the use of 

traditional feature phones. From this, there is an 

information divide for the use of the smart device. 

Also, th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at their own 

will, dull smartphone penetration in the elderly 

with participating consciousness in government 

as citizens, elderly person needing service obtains 

a disadvantage. It is because elderly persons do 

not use the smart device. Once regarded as the 

provision of social value to pursue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of social policy “equally” (Takekawa, 

1984) should be applied, for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provided in th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a case based 

on. 

 

Fig 2. 

Changes in household ownership rate of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rminal 

 
※1 in the “mobile phone・PHS”, until the end of 

the year 2012 from the 2009 year-end 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 were also including in 

research, including as an internal number for 

2010 since the end of the year smartphone. 

Incidentally, the prevalence of Excluding the 

smartphone is 76.5%.  

※2 “smartphone” is reprinted in the “mobile 

phone・PHS”. 

Source: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2013 “Communications Usage 

Trend Survey” (To revision) 

 

 

Fig 3. 

Age group smartphone ownership 

 

 
 

Sourc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Survey on the Use time and 

information behavior of the 2013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Fig4. 

Age group Internet connection terminal type 

(n = 43,404) 

 

 
 

Sourc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processing the “2014 

Communications Usage Trend Survey” 

2.2.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AND 

LOCAL REVITALIZATION MEASURES 

Including th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but 

the progress of various techniques using ICT is 

clear, for that progress, the side to take advantage 

of interest, namely local governments and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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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s, the people of position to promote 

regional activation have the advanced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However, those are questions. 

Fig5,”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CT use 

in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in 2013, the 

region with ICT human resources is less than half 

of local governments. Among them, in advancing 

to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the property and the 

area of the utilization human resources ICT, 

human resources to be able to devise a business 

that utilize ICT,” “business of leader human 

resources ICT, and led the entire team, 

negotiation presentation, in advancing the 

business of the entire coordination capable 

human resources, human resources ICT 

specification can understand ICT, the creation of 

specifications for IT vendors and, three kinds of 

human resources “that can evaluate the content 

and estimate of the proposal lack of human 

resources I shows the high score. These human 

resources, it is likely to act a driving force role in 

regional activation, Kimura (2015) 7) and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regional development human development 

Handbook” (2013) 8) ,and the talent to need to 

have of “The person of regional activation” 

advocated by them.  

Thus, in the human resources responsible for 

local revitalization is depleted absolutely, 

regional plan and activation must be performed. 

When viewed in this side, specific measures to be 

deployed in the field of local activation, 

particularly in measures that are specific to ICT, 

how do be able to attain to the realization if 

downdraft in reality, any such efforts and about 

what can be better leads to success, it will be 

considered based on the specific case. 

 

Fig5. 

ICT human resources of local governments 

outside also in the area, including excess or 

deficiency status (n = 845) 
 

 

Sourc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CT use in the region.” 

 

3. RESEARCH 

3.1. Position of smart devices for 

applications as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The position of th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as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those are 

positioned related as civil service we will 

continue to reveal. And when the government to 

deploy th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what was 

conscious.  To research those, I went to interview 

to the two cases in Chiba city and Nagareyama 

city. 

The cited as common feature of these two 

municipalities is leadership, there is the 

environment where the leadership of the mayor is 

easy to be shown. In the case of Chiba city, at 

that time the whole country the youngest mayor 

in 2009. That was elected in Chiba city's mayor 

in 31-year-old youngest as major cities are 

working on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Chiba city 

is a result of our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infrastructure, which was 

triggered by promoted to the major cities in 1992, 

municipal bond balance is increased, since 2009, 

and the like that the redemption has peaked, city 

finances were faced with a critical situation.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s well as issuing a 

“de-financial crisis Declaration” in October 2009, 

and formulated the “fiscal consolidation plan” in 

March 2010, to come recommended a variety of 

efforts to fiscal consolidation Get off, 

“restoration judgment ratio” was less than a 

prospect. In addition, it reach the standard that 

the country established. On the other hand, Izaki 

Yoshiharu is mayor of Nagareyama city is from 

marketing research industry, by aggressive city 

sales and marketing activities, population growth 

with a focus “new family” is the child-rearing 

generation, it has cited the results 9), such as the 

age shift success. 

And, it can be said in other common to the two 

cities, these came to use the ICT well after they took 

office as the mayor. Both chiefs also have work 

experience in the IT companies, personal IT 

literacy and the like make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using the SNS in the personal 

account is also high. Also, the dropping of these 

experiences in municipal, have in common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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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they have contributed to municipal 

improvement cycle. 

From these points, it is possible to see the 

approach to the smart device of two city, the 

purpose, the meaning is made clear, and it was 

decided to continue to verify the effects.  

 

3.1.1. Chiba “Chibarepo” 
Efforts of “Chibarepo” that are deployed in the 

Chiba city, I was hearing at the Chiba citizen 

division citizen autonomy Department. 

 

3.1.1.1. Outline and purpose of 

“Chibarepo” 
The “Chibarepo”, dedica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asked to 

report in such as position information and photos 

and videos failure of various public infrastructure 

that generates the town’s issue from the citizen 

reporter in the city , that the mechanism linking 

the issue to the rational, effective solution.   

 

3.1.1.2. Resolve issues about 
Report of citizen reporter will be published on 

a dedicated WEB, issue is visualized. As a result, 

it is possible to share the issues between “citizens 

and citizens” or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Issues that cannot be solved unless the 

government, are divided into such issues that can 

be resolved by force of citizens, while publishing 

the correspondence situation to roles, it is a 

mechanism to tackle the resolution 

 

3.1.1.3. For a change of citizenship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 began to think that trying to improve the city's 

living environment,” “dangerous places, such as 

when walking and shopping has become or no 

care so”, “I live participation and co-creation 

consciousness, such as began to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fix the city in their power “has come out. 

 

3.1.1.4. About sight of the goals of 

“Chibarepo” 
“Chibarepo”, is visualization and sharing of 

regional issues, is aimed at the realization of new 

communication of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For 

solve possible issues in the power of citizens, it is 

possible to ge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know-how 

and skill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so far to 

supporter activities. Asked to register a number 

of residents to “Chibarepo”, feel free to want to 

participate in urban development. 

3.1.1.5. For that it has turned into a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Chiba city chose th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in terms of smartphone penetration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Such as the point of 

defective information because possible specified 

by the locational inform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GPS, there is advantage that it is possible to 

report without address. For users who do not 

possess the smart device, even report has become 

a possible contribution from the PC's official 

website (http://chibarepo.force.com/). 

 

In the case of “Chibarepo”, urged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s an application for the 

autonomous efforts by citizens, the greater the 

range that is also left to the citizens for utilization. 

In other words, such as promoting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to rebuild standing on the 

side of the citizens at the same time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it can be said to “future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In the case of Chiba city, 

become a point rather than traditional 

departments to accept the called “complaint,” 

“opinion,” “demand” of the led, that encourage 

citizen autonomy promotion department at the 

center of efforts, citizens as seen in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form of “new developments”, 

“expansion of services” as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capture a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the way of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by the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s. 

 

3.1.2. Nagareyama city “Open data Trial 

Apps CONTEST” 

Then, it is done in Nagareyama city respect 

efforts of “open data 11) Trial application contest”, 

I was hearing in Nagareyama city hall 

comprehensive policy section Administrative 

Reform Promotion Division IT Promotion 

Section. 

 

3.1.2.1. Outline and purpose of “Open 

data Trial Apps CONTEST “ 
And recruiting widely proposed WEB 

application of plan for smartphone and tablet-PC 

in Nagareyama city, by publishing and 

exploitation at the Web site, it leads to improved 

convenience of the citizens, and together 

transparency of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of 

the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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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For an open-data initiatives 
“Open data, it is still a new concept in Japan, 

very important and is coming. Spread in the 

future society,” they started efforts from October 

2012 in a top-down of the mayor called. Because 

it was focused on public information since then, 

there is the idea that is the public actively data of 

government also open data. To open data is a 

direct link to a special page from the top page of 

the official site, has posted its list. 

 

3.1.2.3. Citizen participation for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electronic government 

open data strategy”, to efforts open data, ensuring 

transparency of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promotion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e activation of the 

economy are expected. However, here in the 

conditions of use of data are set loosely. 

Therefore, in the aspect that measure the effects 

of open data, to the user data data-owner 

(Nagareyama city) is not obliged to like get 

permission, data is, to whom, it is difficult how to 

figure out what's being utilization accurately. 

Moreover, recently it looks like are used words 

often called “open data”,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concept of open data is difficult to say that 

properly permeate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go 

further spread. Therefore, further promote the use 

of open data, for the purpose of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and utilizing the open data 

They have held the app contest to compete the 

proposal of application. 

 

3.1.2.4. For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cooperation consciousness 
Code for NAGAREYAMA 12) ,they are data 

collection and mapping is first step, and second 

step it provides data for public. Although not 

represented in the term “open data”, the activities 

in which the concept of open data is correctly 

expressed has been performed, and the like as 

efforts citizen onset of open data. Also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data operation and disclosure 

future, they will aim to cooperate with civil. 

In the case of Nagareyama city, application 

contest is present as part of the commitment to 

the city's open data. The application contest, 

ideas department and programming department is 

set, that it consider the utilization of the data, 

even if not make the application was to allow 

applicants if there is an idea that can be deployed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to the government they 

have secured the equality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Future topics will administrative various ideas 

obtained through this contest is “how equality 

Can you feedback” is a challenge to citizens. 

 

3.2.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and local 

revitalization measures 
Next, we will consider the case that utilizes AR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of Kanagawa 

Prefecture Hakone town. Hakone town gather 

many tourists as Japan's leading tourist 

destination, but they had a problem, such as the 

gap of between on-season and off-season, young 

tourist are decreasing, etc. To these issues, it is 

efforts aimed at the resolution by the “animation 

content” and “technology”. 

 

3.2.1. AR Overview 
AR that do not actually exist information in 

real space refers to a technique of displaying on 

the screen of the smart devices. For example, it is 

possible to display markings or images do not 

exist in real space, th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f the real world, such as tags showing the 

information on the screen. That may be 

mentioned as an advantage of this AR is below 2 

points. 

 

・Through a smart device and the media tools, it 

is possible by giving the digital information in 

the real world, that it is not going to practice the 

reality is visualized. 

・Thus for layering the information to match the 

real space, the information intuitively that easily 

communicated to users. 

 

In addition, recognition system also has 3types, 

there is a feature in each. 

 

(1) Location information type AR 

It is shall be displaying information linked to 

the position 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such as 

GPS or wi-fi. In an environment that can use the 

user GPS The advantage anywhere there may be 

mentioned points are capable of using AR, 

whereas, since the information would depend on 

the GPS accuracy, cannot be used indoors, 

positional accuracy there are also disadvantages, 

such as bad. 

 

(2) Image recognition type AR 

Using techniques such as image recognition 

and spatial perception of AR, displaying 

information by recognizing and analyzing the 

actual environment. This image recognition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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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even larger (a 

marker type marker-less type). 

 

 

(2) -1 marker type 

It recognizes the graphic code of fixed shapes 

called marker is added to the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not in the real world on the screen. 

The advantages of the marker type, for displaying 

starting from the marker, a high accuracy, such as 

the display position. Have been published a 

library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that can be 

readily available can be mentioned in terms of 

such relatively easy to approach.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disadvantages, such as the design 

of the marker is limited. 

 

(2) -2 marker-less type 

Rather than shapes fixed form, recognizes the 

object or space to be real in the actual 

environment as an image, it is added to the 

supplemental information not in the real world on 

the screen. The merits and including but may that 

may not conform to a specific format, such as a 

marker type, the graphics and images to be 

substituted for the marker is of little features and 

disadvantages may not be recognized is increased 

is there. 

 

3.2.2 Case study: Kanagawa Prefecture 

Hakone town “Hakone hokan-keikaku AR 

stamp rally” 

 

3.2.2.1. Overview 
From December 1, 2014 until March 31, 2015, 

at a particular point centered on the tourist spot of 

Kanagawa Prefecture Hakone town, inbound 

tourism character of “Neon Genesis Evangelion” 

13) on the screen of the smart device appears 

implementation to attract event “Hakone hokan-

keikaku AR stamp rally”, as the AR stamp rally 

is the largest scale of efforts the world. During 

the period, checkpoint of stamp rally of 100 sites 

or more, the installation spot AR content appears 

more than 50 places, in the AR emergence spot 

reproduce the AR content that displays characters 

of Evangelion on the smart device. Thus, the 

participants surround AR appearance spots along 

the track that is provided, it is possible to 

encounter characters have a shape that migration 

is born for the purpose of AR reproduction. 

 

 

 

3.2.2.2. Used technology 
AR spot information and the AR content of 

“ Hakone hokan-keikaku AR stamp rally” is 

provided by the application “Furatto-annai” of 

SOFTBANK MOBILE Corp. (iOS, Android 

version). The Tour of the course which is 

provided in the application, when it reaches the 

occurrence spot of the AR content, and the form 

in which AR content is displayed on the screen to 

reflect the landscape camera over smart devices 

have installed application. This we have to hav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 spatial information” 

in the “Hakone hokan-keikaku AR stamp rally”. 

This technique is intended to reproduce the 

information consisting of position information 

and the data which it tied in a smart device, it is 

almost synonymous with the information 

reproduction techniques discuss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1) location information type AR”. In 

addition, weather, weather, time, place, it is also 

a feature of this effort experimental AR 

recognition technology, such as displaying the 

AR contents vary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such direction is 

introduced. 
 

3.2.2.3. Affiliate 
Principal efforts are generally Foundation 

Hakone town tourism association. In addition, 

each tourism organizations related to the Hakone 

are cooperating. In addition, local governments 

(Kanagawa Prefecture, Hakone town) and the 

loc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also 

organizations, large-scale accommodation Resort 

facility operating companies and railway 

companies, these are backing up. AR technology 

provided by SOFTBANK Group, Ltd. Ground 

Works in characters copyright management is 

cooperation. 

 

3.2.2.4. Preparative initiatives point of 
This action is superior in the following points 

“Don’t depend on a past success experience”, 

“Don’t depend on the power of contents” and 

“Don’t depend on an advanced technology”. The 

operation team enhanced the game elements, and 

focused on gimmicks making for involving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tamp rally itself, rather than a mere 

stamp rally, incorporating elements to 

competition with a score to stamp rally, it have 

implemented such as a photo contest. In addition, 

it is by adding a Gamification elements such as 

“rare point” to score defined by behavior of the 

participants, such as early morning of st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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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 and photography. Furthermore with 

social media(Facebook and LINE), by adding a 

mechanism for prompting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is aiming to review effe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individuals. In addition, 

making the best advantage is the planning that 

was assembled in digital technology, stamps and 

AR is such as to add while watching the reac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are flexibly management. 

The actual migration tourism course be 

touched in “Hakone town Tourism Association” 

carefully selected, Hakon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ourses(5routes), and museum tours and public 

transport courses(6routes) are prepared. Duration 

of each course assumed half day, that is allowed 

to exit the entire course by day and short travel is 

difficult, with tricks like even if additional nights 

and repeat want to participate, Hakone which do 

not rely only on the content form that was placed 

in the charm has been taken. 

“Hakone town Tourism Association” and 

Evangelion joint efforts is not the first time, 2009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emiere of “Evangelio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year, displaying the 

location that became the work of “Rebuild 

Hakone complement map”. This effort initially 

was prepared 4000 parts, 3days left, its a big 

track record. In addition 2010 “No.3 New Tokyo 

City movie screening” is 1400 peoples/2days 

attended, the same year in the Lawson 

Sengokubara store is renamed as “Lawson No. 3 

the New Tokyo City store”, there is a great 

response, such as a large traffic jam occurs, it has 

become the initiatives on which was fully aware 

that there is an impact in terms of local 

revitalization as a “Hakone town Tourism 

Association”. Year in Hakone, while visiting 

tourists 20,000,000 people, the young people 

uptake has been the issue, side to expect the 

bottom-up of new customers and tourism off-

season by attracting customers by this 

Evangelion is strong contents. 

 
Table 2. 

Hakone-machi Tourism Association and the efforts 

of the “Evangelion” 

 
year  Content  effect  
2009  
  

Rebuild  
Hakone 

complement 

map  

4,000 parts  

2010  No. 3 New 

Tokyo City 

Screening  

1,400 persons / 2 days  

2010  Lawson No. 3 

New Tokyo City 

shop  

3,500 people / day visit  

2010  Limited Edition 

“Hakone 

completion 

maps” 

distribution  

  

2011  Hakone 

complement 

map stamp  
Rally  

  

2012  Hakone 

complement 

map stamp  
Rally  

  

2012  Hakone 

supplement 

accommodation 

offer  

  

2014  Hakone 

supplement plan 

AR stamp Larry 

Photo Contest  

The period extended by 

popular demand  

 

4. Discussion 
Chiba City initiatives that utilize smart devices 

and applications is a citizen collaborative efforts, 

smart device unique GPS such as the ability in 

that it leverages, will be pioneering and ideal case. 

However also, this success led to with two 

important points that cannot overlook.No.1, that 

is a test efforts. “Sales Force” in the municipality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the use case of, on the 

relationship you are working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ales force, Inc., that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also have become the 

majority in the sales force's embracing it would 

include. In addition, considerably less expensive 

in the Chiba city’s cost even this effort by the 

fact that making a test case to also being 

suppressed point is. Also No.2, this initiative as a 

goal is, spread in a way to involve the industry in 

the region,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The company 

which establishes the head office in Chiba was 

such as Aeon Retail Co., Ltd. and Chiba Bank is 

in the city “Chibarepo” cooperation, “the 

promotion of reporter registration of such 

employee” “report implementation” “around 

offices and shops problem-solving  help” 

“promoting and cooperation to promote 

activities”, the result 3,000 people more than the 

reporter and 1,400 reports that can ensure the 

review of the report becomes an issue. Because, 

Chiba city is more than 70 million people, 

registrant in its 3,000reporters that has rem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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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n, its 3,000 reporters 

1,400reports only reviews about it is that it is not 

collected. For some of this number,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perform a comparison with similar 

efforts achievements in the future of other 

municipalities. 

In addition, the case of Chiba, as the middle of 

the efforts of the sales force, Inc. is a reality is is 

quit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in terms of cost, etc., 

as long as it is if measures which were carried out 

over the cost of the regular 3,000 people special 

supporters and 1,400reports for the number of 

reviews, would require verification of the part, 

such as cost-effectiveness. 

For Nagareyama city efforts are development 

of a smart device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type of 

different shapes and Chiba city, which conducted 

as a part of the open data initiatives. Costs related 

to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in 

terms of cost is not suffering at all, it is possible 

to continue to disclose the required data as a 

municipality, in terms of being able enrichment 

of the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ntent, very 

good measures. However, that local governments 

is limited data, to open available data should be 

open, naturally that she can limit the scope of the 

creation by the ,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applications and content, such as 

Chiba city there is a concern that that would born 

hurdle. 

Then, “Hakone town Tourism Association” 

and Evangelion joint efforts of the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 by using it to have a breadth and 

mobility to the movement of the local 

revitalization, it will be said that the successful 

case. This is a strange large factor of matching 

that it is rare content and Hakone itself is 

“Evangelion” world. In addition, without having 

to rely completely on the content power, and it 

was provided with various tricks of digital 

content that can be enjoyed by participants eyes, 

it was kneaded in thorough and polite and 

strategies of media publicity-conscious social 

media planning tied continually regional and 

content with a point, it believed to influence 

larger in terms of continuity of information 

continued to the sending of the same quality. This 

can be seen from the case, AR technology enters 

into the individual devices, directing the user 

experience, have succeeded in linking the region 

and their naturally strong. It is a very effective 

technology as a device for the charm of the 

region. 

However, smart devices, on the other hand for 

application downloads and utilization of is 

progressing bipolarization. Under these harsh 

environment, local governments and community 

groups over the large amount of budget is 

released creating the app, it is operating. What is 

needed for such organizations is that where to 

draw the line of success. Unlike measures of 

local revitalization of until now, such as the use 

the number of downloads as application, be 

aware of the terms of cost-effectiveness, which is 

supported by the reality of the numbers, and 

regional scene that we must make the measures is 

the face. 

In addition, it would be necessary collateral of 

the “equality” of as a service provided by the 

local governments and public organizations.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if the user is able to 

enjoy the service if they have a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However, either it would be one for 

the user who does not possess the device itself, It 

does not deploy the same services that can be 

admitted when viewed from the nature of its 

efforts entity. When assuming every user, rather 

than the expansion of only th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s, the creation of pc site and mobile 

site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service providing 

become important. 

 

5. Conclusion 
Such a smart device for initiatives tourism 

promotion and regional referral utilizing 

application has been actively carried out, but 

taking the point that “not a validation of cost-

effectiveness as an application for a smart 

device” as an issue in these efforts. 

First point is the cost for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s. 

Production cost is to back-calculated from the 

contents and functions of the smart device for 

application, when it is estimated the production 

cost of the estimate, the application, such as those 

listed above at least 1OS per 3,000,000JP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necessary production cost. In 

addition, OS in the form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version up, if you went evolving operation, 

approximately 1,000,000 - 2,000,000 that is 

estimated that renovation and operation cost are 

applied. For example, AR Naniwa-no-miya, 

iPhone or iPad was intended for iOS if you look 

at updating history, the past 10 have been carried 

out about once a version up, when the estimate 

from the contents of these versions up 2012 May 

about up to now in 3years 15,000,000JPY have 

invested. In addition, AndroidOS even, almost 

the same number of version-up has been made, 

the cost of the total 1,500,000JPY,2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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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00JPY can be assumed to reach 

approximately. 

Then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 of AR 

Naniwa-no-miya for Android, it have been 

installed in the terminal. Google Play according 

to 1,000-5,000 has become the installation. If 

5,000 as there was a review of the installation, 

AndroidOS in one unit price per installed 

3,000JPY. The 3,000JPY, tourist attraction and 

PR will need to continue to discuss terms of 

whether reasonable when viewed like in terms of 

the cost-effectiveness and purpose. 

In addition, the application for production 

deployment of municipal application 's tend to be 

the focus that take advantage of the data held by 

the public agency, but in fact the data has anyone, 

anyone can be a donor. Therefore, the appropriate 

device- UI considering and use providing method, 

while with a view to going to be or should be 

addressed how can I continue to expand as 

equally capable of providing administrative 

services, 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side 

of the citizens, information we continue to also 

take advantage of study. In addition, part of the 

term open data is intended, or “data that they had 

made (including the data of government to 

properly operate disclosure) everyone will be 

able to freely use” be understood,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for its utilization is, how also should 

continue to cooperate, It is necessary to proceed 

with the investigation. 

 

ACKNOWLEDGMENT 

1) Of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erminal, not 

only a mere calculation processing, multi-

functional terminal that can be used for any 

application. Smartphone generic name of and 

tablet devices. 

2) http://www.apple.com/jp/itunes/ 

3) https://play.google.com/store 

4)Augmented Reality, the actual scenery, terrain, 

such as the sense, refers to a technology to add 

further information using the program. 

5) Abbreviation of Chiba citizen cooperation 

report demonstration experiment 

6)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bbreviation of, 

artificial Where is or exactly indexing system on 

their own by using the satellite earth. 

7)  Now, in the region, part individually optimize 

such as “total optimization”, “value co-creation”, 

produced by auditors have been required to be 

made.  (① information sharing field development 

as its sought specific capacity, ② roles (division 

of labor), ③ business imagination, ④ business 

inherited power, and cited ⑤ business building 

force.) 

8) All you need is a leader for regional activation, 

・Passion and belief that “you want to 

improve the region,”   

・Pull out the various opinions of local 

residents, that you put together . “  

9)Basic Resident Register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2005 years and 2011 in the year, the 

population is one ten thousand two thousand 

people increase. Largest volume zone, “60 ~ 

64”year-old from the “35 ~ 39” is shifted to the 

age “, families with children is the inflow from 

area and fixing it can be seen. 

10) Chiba mayor Twitter   

https://twitter.com/kumagai_chiba 

Nagareyama mayor Twitter   

https://twitter.com/izakiyoshiharu 

11) Possible to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data that is 

used only in the tissue or the industry such as in 

society. The following as its purpose and 

significance 3 countries are listed as “electronic 

government open data strategy,” the point. 

①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and reliability 

Promotion  

②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Efficiency of activ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③ economy, as requirements for said “open 

data” in the form that matches with such meaning 

and purpose 

(1)In a suitable data format to machine-readable, 

(2)Secondary use was published in the usage 

rules available data 

<http://www.soumu.go.jp/menu_seisaku/ictsei

saku/ictriyou/opendata/opendata01.html> (last 

access: 2015 / 10 / 20) 

12) Through community management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consider the ideas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region,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public services with the help of 

technology support to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at work for the purpose of in Nagareyama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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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通訊軟體 LINE 的安全設計探討 
 

 
 

摘要 
 
    行動即時通訊軟體在現今社會當中，已經

成為忙碌生活當中溝通與資訊交換的最重要

媒介，過往有許多針對此一現象的研究。因為

行動即時通訊軟體的普及與便利性、廣泛性，

許多原先透過電話、簡訊甚至電子郵件進行冒

用、詐騙、甚至社交工程的不法行為紛紛轉移

到這個全新且廣泛被使用的通訊機制上。面對

不斷升高的資安風險，行動即時通訊軟體供應

商也不斷透過版本更新，增進安全控制來防

護，本研究以最具指標意義的行動即時通訊軟

體軟體 LINE 作為研究的標的，研究並分類其

安全控制措施，探討設計的有效性，希望能提

供使用者在使用行動即時通訊軟體時對於自

身安全防護的實質參考。 
 

關鍵詞：安全控制、資訊安全、風險 
 
Abstract 
 

The mobile instant message (MIM) software 
has become the most important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means 
at nowadays.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about this 
phenomenon in the past. Because of the 
popularity, convenience and extensiveness of 
MIM, many wrongful or illegal fraud behavior 
such as phone call, messages, and social engineer 
attack all move on to this brand new and widely 
used platform. Faced with the rapid rising risk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the MIM software provider 
also increase its security controls for protection 
through software update continuously. In this paer, 
we are trying to survey and classify the security 
controls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MIM – LINE, and 
give users some substantive references about 
security issues when using MIM. 

 

Keywords: Security Controls, Information 
Security, Risk 

 
1. 前言 

 
    本文探討當外在資安風險增加與即時通

訊軟體不斷改進安全控管機制的情況下，將安

全控制措施進行分類研究，探討這些安全性的

設定所能夠防護的範圍，如敏感性資料的揭

露、網路詐騙的防範、線上交易的安全防護等

等，期望能提昇使用者對於安全設定的認知，

進而找出適當的方式以有效降低經由即時通

訊軟體所造成的資安事件的風險。 
 

2. 研究背景與動機 
 

2.1 即時通訊軟體 
 

    即時通訊軟體  (Instant Messaging, IM)是
一個即時的訊息傳遞系統，兩人或多人透過網

際網路的鏈結，使用文字、語音、圖片、檔案、

或視訊進行交流。即時通訊軟體不同與傳統的

電子郵件，它的會話交談是即時進行的，進行

對話的雙方，就好比是面對面的交談一樣，也

因為這樣的即時特性，即時通訊軟體對我們的

工作、生活以及其他的各種層面，產生了重大

的改變。 
    即時通訊軟體最早是出現在個人電腦上，

由於其便利性、即時性，受到歡迎的即時通訊

軟 體 非 常 的 多 ， 包 含 了 Windows Live 
Messenger (MSN)、AOL、Skype、Whatsapp、
Yahoo! Messenger、QQ、WeChat、LINE、Jabber
等等，所有的即時通訊軟體都來自於芬蘭

Jarkko Oikarinen 於 1988 年所設計的 IRC 
(Internet Relay Chat) 軟體的啟發，原先 IRC 設

計的初衷是希望使用者在閱讀電子布告欄文

章的同時也能即時的建立群組討論與談，軟體

應用持續創新演變至今，除了群組討論的功能

外，即時通訊軟體更注重人與人之間一對一的

即時交談。 

何煒華  秦裕國 
東吳大學資訊管理系

副教授 
 東吳大學資訊管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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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即時通訊軟體當中，ICQ 是最早被

發表的，ICQ 取其英文發音的諧音 I Seek You
為名，其作者為四名以色列青年，並且在剛發

表短短半年的期間就擁有了超過 85 萬的註冊

用戶，即時通訊軟體所帶來的便利性以及對大

眾的吸引程度可見一斑。[38] 
 
2.2 行動即時通訊軟體 
 
    隨著網際網路與行動裝置的日益普及，伴

隨著後 PC 時代的來臨，在 2010 年以後，個人

電腦的市場佔有率在整個消費性電子市場中

逐漸的下降，取而代之的是更便於攜帶的行動

裝置，於此同時，即時通訊軟體的主要運作平

台重心也隨之轉移，我們稱之為行動即時通訊

軟體(Mobile Instant Message, MIM)。在所有的

行動即時通訊軟體當中，2011 年 6 月在日本所

推出的 LINE 即時通訊軟體，支援了包含行動

裝置以及個人電腦在內的九種作業系統[27]，
並在日本以及東南亞地區發展快速。在台灣，

更被喻為是市場上最受矚目的智慧型手機應

用程式之一，2013 年 1 月 LINE 的使用人數正

式突破一億人大關，截至 2014 年 10 月，LINE
於全球更擁有了超過 5 億 6 千萬註冊使用者，

其中包含約 1 億 7 千萬活躍使用者，在這當中，

有 1700 萬的活躍使用者來於自台灣[38]。 
    也因為 LINE 在台灣非常受到歡迎，許多

的傳統的詐欺行為，例如電話詐欺、信件、簡

訊詐欺等等，也紛紛轉移陣地來到這個幾乎所

有人都普遍使用的即時通訊軟體上面，在這個

情況下，使用者在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時對資訊

安全的認知以及軟體所提供的安全防護機制

就顯得更為重要。 
 
2.3 行動即時通訊軟體相關議題 

 
    行動即時通訊軟體因為普及率高、使用率

高，它對於我們的生活，產生了重大的改變，

而行動通訊軟體以行動裝置作為主要的載具，

必須搭配不間斷的網路服務進行交談，截至

2014 年八月為止，台灣的行動上網(3G+4G)已
經超過 988 萬用戶數，對比過去所做的統計資

料顯示，上網人口中，使用行動上網的人口比

率，從 2012 年的 26％成長到了 2014 年八月的

47％，在這麼普及的行動網路與行動即時通訊

軟體使用率下，許多學者紛紛提出了許多有關

行動即時通訊軟體行為議題的研究項目，包含

研究中高齡使用者對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偏

好[7]，以及對即時通訊軟體滿意度的相關研究

[9]，更有大量的研究是圍繞在行動即時通訊軟

體的使用者忠誠度相關議題上[40]或是探討影

響消費者採用何種行動通訊軟體的決策因素

及使用意圖[11][15][16]，更有一些研究是透過

Stafford 等人於 2010 所進行的科技依賴研究作

為基礎[35]，探討社會互動、情感因素、以及大

眾對即時通訊軟體的依賴來自於哪些因素，研

究結果顯示，使用者使用行動即時通訊時會產

生人、樂趣、訊息與工作四方面的依賴，並且

增進使用者在朋友、同事及家人三方面的歸屬

感[12]。 
    在這當中，在日本、台灣、以及東南亞地

區最為普及的行動通訊軟體 LINE，因為行動

網路的快速發展與普及，加上 LINE 的許多創

新設計，例如貼圖訊息、貼圖付費機制、結合

遊戲與行動通訊軟體本身等等，讓 LINE 迅速

的席捲了整個東亞市場，許多學者也探討了這

些創新設計對於使用者使用意圖的影響

[2][17]，然而這些針對消費者選擇使用行動通

訊軟體的意圖或趨勢的探討與研究雖然很多，

但是針對資訊安全相關議題的文章卻非常稀

少。 
    由於網路的蓬勃發展，透過網路進行詐

騙、入侵、竊取資料的案例時有所聞；2013 年

7 月，位於日本渋谷號稱擁有最安全伺服器的

LINE，遭到台灣北科大學生透過系統漏洞入侵

竊取了 169 萬筆使用者資料，內容包含了旗下

NAVER 入口網站各項服務的會員帳號、電子

郵件信箱、Hash 加密的密碼與帳號暱稱，有關

單位花費了好幾個月的時間才追查出駭客的

身分並且修補漏洞[25]；2014年6月，雖然LINE
官方方在三發出聲明表示 LINE 的通訊過程均

透過 RSA 2048 位元的加密，韓國、台灣以及

泰國政府[23][36][37]曾表示已有能力攔截用

戶的對話紀錄；詐騙集團利用流行的 Line 即時

通訊軟體，以傳訊息「裝熟」或「恫嚇」方式，

讓人點選其附上的連結網址，一連結就被植入

並啟動木馬程式，利用被害人名義使用小額付

款功能；警政署統計 2014 年一月到九月，電腦

網路犯罪案件高達一萬五千三百一十七件，比

去年同期多七千二百九十三件，增加百分之九

十。其中 LINE 帳號被盜用登錄報警次數一千

七百七十八件、透過 LINE 進行詐騙代買點數

等犯罪一千八百二十件。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科

技研發科科長邱紹洲表示，2014 年 LINE 詐騙

案件暴增，主要是因 LINE 電腦版可透過電子

郵件及臉書帳號登入，不少個人電腦上的木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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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會從鍵盤上盜取用戶帳號、密碼，臉書和

LINE 一起「失守」。 
 
2.4 LINE 
 
    在為數眾多的即時通訊軟體，具有指標性

質的 LINE 能夠在短時間內擁有大量的註冊使

用者，很大一部分的原因，除了使用者對即時

通訊的需求以外，更多的使用者是因為 LINE
成功導入整合各項的應用程式、遊戲的加值服

務與可使用代幣購買表情貼圖。截至 2015 年

12 月為止，LINE 已經發表了除了即時通訊軟

體本身以外的 16 種應用程式與 14 款遊戲[27]，
這些周邊的應用程式不但支援了主要的行動

裝置平台，而且其內容所包含的範圍非常廣

泛，例如常用工具、製作賀卡、攝錄影、影像

處理、防毒防駭、來電與簡訊過濾、以及線上

諮詢服務等等。此外，更有為數眾多的虛擬商

品可以由 LINE 本身的的線上商店 LINE 
STORE 進行購買，使用者可以選擇使用 LINE
所提供的支付工具 LINE PAY，透過綁定信用

卡資料、預先儲值、接受好友轉帳進行虛擬商

品的購買。LINE 的附屬遊戲部分更是充分的

結合了 LINE 通訊軟體的特性，透過遊戲，線

上呼朋引伴結合虛擬人物與贈送代幣，讓越來

越多的使用者受到吸引，願意註冊使用 LINE。 
     根據 ARO 的一項統計報表[圖 1]指出，

在 2012 年 11 月到 2013 年 1 月，與美國行動

流量監控先驅 Arbitron 公司合作，經過 500 多

位智慧型手機用戶的同意，在其智慧型手機中

安裝應用程式，藉以偵測使用行為，取得包含

使用時間、內容、方式、應用程式、網路瀏覽、

手機作業系統、通信業者分佈等資訊。無論以

月或是週為單位來看，LINE 都是到達率最高

的應用程式 APP[18]，在這當中，有 80.6%的使

用者至少每週會使用 LINE 一次，而排名第二

的則是 Facebook，每週到達率達到 72.5%。 
 

 
圖 1：行動裝置 APP 到達率比較圖 

資料來源：ARO Mobile Audience eXplorer 
[18] 

 
    此外月到達率前十名之行動裝置 APP 中，

有四項均為「訊息」類別，顯示使用者對訊息

傳遞功能非常重視。因此，LINE 也很積極的擴

增即時通訊軟體的使用範疇，使用者除了可以

傳遞文字、圖片訊息外，更可以透過中繼主機，

不必考慮對方使用的裝置平台，即時的與聯絡

人進行視訊或是語音通話。LINE 的功能強大，

涉及的範圍也很廣泛，對於裝置的權限要求也

因為各項應用各有不同，在此情況之下，隱私

以及安全性的相關議題就有必要受到更多的

重視。 
    截至 2015 年 9 月為止，目前全球透過通

訊軟體 LINE 傳送與接收的訊息次數，高達 170
億次，並且根據尼爾森最新的「LINE 使用行為

研究與市場觀察」報告當中發現，97%的通訊

軟體使用者都有使用 LINE，其中更高達 88%
是每天都使用的重度族群[30]。然而伴隨著使

用者不斷攀升，使用量不斷提高的同時，外部

的風險也正不斷的升高，雖然各大行動通訊軟

體業者不斷的透過程式更新，提昇了安全設定

的等級，加強了安全控管的作為，但有心人士、

駭客、詐騙集團等等，均不會輕易放過這個為

數眾多的使用者集合。 
 

3. 文獻探討 
 
3.1 即時通訊軟體 

 
    即時通訊軟體(Instant Messenger, IM),在最

早的時候，只是運用於軍方的無線電通訊系

統，廣泛的使用在各種緊急情況的處理，當網

際網路興起之後，BBS 交談成為許多人用來溝

通聯絡的方式之一。  1988 年芬蘭 Jarkko 
Oikarinen 建立了一個基於網際網路的聊天站，

稱之為 IRC (Internet Relay Chat)系統，使用者

可以即時的針對文章進行討論，即時的文字通

訊從此廣受歡迎。  
    隸屬於 Mirabilis 公司的四位二十多歲以

色列工程師，在 1996 年 11 月共同開發了 名
為 ICQ 的一套軟體，並且開放大眾免費下載使

用，開展了即時通訊軟體的世界[18]。許多即時

通訊軟體，包括 LINE、WeChat、ICQ、Facebook 
Messenger 、 MSN Messenger 、 Yahoo! 
Messenger、Skype、Miranda IM、QIP 和 Trillian 
等[5]，就在這樣的風潮下誕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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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即時通訊服務 
 

    網際網路工程任務小組 (The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 IETF)成立了名為即時

傳訊與定位協定的工作小組(Instant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 Working Group, IMPP 
WG)以能完成共通的即時傳訊與定位協定

(Instant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 , 
IMPP)[6]為目標，並且提出即時通訊服務標準

規範 RFC 2778，制定了： 
(1) 即時訊息服務(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2) 現狀資訊服務(Presence Service) 
 
3.3 即時通訊協定 

 
    網際網路工程任務小組當初所提出的即

時傳訊與定位協定 (IMPP, Instant Messaging 
and Presence Protocol)成為目前所有主流即時

通訊協定 SIMPLE 以及 XMPP 所參考的主要

架構。 
    網際網路工程任務小組於 2002 年提出了

一個名為 SIMPLE (SIP for Instant Messaging 
and Presence Leveraging Extensions) 的 
RFC3428 標準，主要是以 SIP(Session Initiation 
Protocol)為基礎的即時通訊協定，其中 SIP 本

身主要用途為溝通、管理與停止媒體對話程

序，對話程序是由傳送特定資料的通訊協定來

加 以 完 成 ， 例 如 RTP(Real-time Transport 
Protocol , 即時傳輸協定)，建立多媒體對話的

通道後，隨即利用 SDP(Session Description 
Protocol)此一會議描述協定來完成兩端交換對

話資訊的功能。當溝通協調完成之後，可利用

RTP 來傳送多媒體(例如視訊、語音)封包，非

常適合用來發展多媒體通訊的即時服務[6]。 
 
3.4 即時通訊軟體面臨的資安威脅 
    即時通訊軟體最主要面臨的資安威脅就

是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傳遞的詐騙簡訊連結，這

些詐騙的連結，經過使用者點擊後可能會在使

用者的手機中植入惡意程式，對使用者造成危

害。 
    近年來，簡訊詐騙的情況有逐漸攀升的趨

勢，台灣手機用戶的受害情況相當驚人。根據

趨勢科技的觀察，台灣近期詐騙簡訊網址氾

濫，光這一個月內就成功騙取了近 89 萬次的

點擊數，且最高紀錄一天內就出現 10 筆簡訊

惡意網址! [20] 
 
 

 
圖 2 透過簡訊傳送的詐騙連結 
資料來源：趨勢科技新聞[20] 

 
    這些詐騙簡訊內的網址[圖 2]，會嘗試安裝

惡意程式到受害者手機內，除了透過私下替受

害者註冊小額付款騙取金錢之外，還有可能會

竊取受害者手機內的通訊錄、通話紀錄甚至個

人資料，導致受害者親友通通淪陷，成為有心

人士下一波再次詐騙金錢或竊取資料的對

象！ 
    趨勢科技同時也發現，近期流行的詐騙簡

訊內容，其手法與變形過程大致如下[20]： 
 
 裝熟假冒好友，佯裝手機不見或是猜猜我

是誰，要求「代收驗證碼」，騙取被害人

的個資後，冒名購買物品或是遊戲點數

卡，造成被害者的金錢損失。 
 偽造「快遞通知單」或「宅急便」，要求

點擊網址以「簽收電子憑證」，點擊後，

若手機位開啟任何防護措施，會自動安裝

應用程式 APK，造成金錢損失。 
 謊稱您正申請「網路支付水電費 OOOO

元，若懷疑被冒用可查看憑證」，要求點

擊網址，安裝 APK 後造成金錢損失。 
 目前最新的詐騙內容則是「網拍取貨」，

內容為：「OOO 先生，你的 OO 網拍商

品 已 經 送 達 門 市 ， 寄 件 代 碼 
http://goo.gl/uq****」，要求點擊網址，同

樣是自動安裝 APK 後造成金錢損失 
 更甚者，更有結合時事，例如風災捐款，

搶救某某候選人等等詐騙手法。 

 
    此外，若使用者安裝的 LINE 通訊軟體並

未定時更新，也很可能會受到透過圖片夾帶病

毒檔案方式的攻擊，攻擊者選定已知 ID 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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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後，傳送夾帶惡意程式的圖片給對方，當對

方開啟圖片閱讀時，惡意程式就成功的植入了

被害人的手機當中。 
    刑事局統計民國 103 年 1 至 4 月共發生

497 件手機簡訊詐騙事件、財損金額高達 315
萬 293 元，凸顯出手機資安意識的重要。手機

用戶應儘速建立正確資安觀念，除了對不明簡

訊內容應提高警覺、多方確認是否安全後再點

擊之外，更應立即安裝手機安全防護軟體。 
    此外，若由非官方認可或是認證的渠道下

載安裝的通訊軟體，或手機內的行動即時通訊

軟體遭到惡意的置換、竄改，亟有可能在看似

正常的通訊軟體當中潛藏著伺機監控、竊取、

竄改資料的木馬程式或是惡意軟體。 
 
3.5 行動裝置平台面臨的資安威脅 

 
    行動即時通訊軟體因為運行在行動裝置

上，所以帶來了更即時與便利的服務，使用者

間彼此的溝通也更加的快速，但是在便利快捷

的同時，裝置平台本身卻有可能成為駭客覬覦

的攻擊目標。 
    知名資安廠商 Cryptography Research 與

McAfee 於 2012/4 發布研究結果指出， Apple 
iOS，存有難以修補的安全弱點[4]。研究結果顯

示，手機作業系統所使用的加密傳輸機制是可

以被破解的，這對仰賴網路通訊完成訊息交換

機制的即時通訊軟體來說，實在是必須要密切

提 防 與 加 強 安 全 控 管 的 重 要 議 題 。

Cryptography Research 在實際展示時，側錄手

機所傳輸的網路購物、網路銀行以及登入企業

VPN 之封包後，破解加密機制並分析封包內

容，取得封包內所含之信用卡卡號、銀行及公

司帳號密碼等機敏資訊並成功登入。 

 
圖 3 近年來行動裝置的成長與惡意程式的增

長趨勢圖 
資料來源：趨勢科技新聞[21] 

 
    Cryptography Research 的專家表示，被側

錄的手機並沒有經過特殊設定，純粹就是一般

正常使用狀況。另外，手機被側錄時，使用者

也不會發覺手機傳輸有任何異狀。McAfee 研究

結果則是針對 Apple iOS，展示數種能由遠端入

侵使用 Apple iOS 作業系統的 iPad 與 iPhone 之
方法。 
    McAfee 專家展由遠端取得裝置控制權後，

可啟動裝置麥克風錄下裝置附近的對話、竊取

裝置金鑰、帳號密碼及裝置上機敏資訊如通訊

錄、通話紀錄、電子郵件及簡訊內容等[35]。
McAfee 專家同樣也表示，裝置被入侵後，使用

者不會發覺裝置有任何異狀。雖然專家們均表

示，目前尚未聽聞有駭客利用所展示的手法實

際入侵行動裝置，但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行動裝置已成為目前駭客研究下手的頭

號目標 [4]。根據國際數據資訊有限公司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 , IDC)的估計，可

存取網際網路之行動裝置將於 2013 年突破十

億。除了各路業者積極爭取商機外，駭客更是

覬覦這塊大餅，欲從中獲取龐大不法利益。 
    行動裝置作業系統廠商應儘速修改及強

化作業系統安全，讓全球未來能有安全的行動

裝置使用空間。儘管大部分的行動裝置之持有

與使用係歸私人所擁有，很少有多人共用一台

行動裝置之情形，但這也未必表示行動裝置是

可信任的。另外，部分使用者會進行行動裝置

的越獄(Jailbreaking)這行為會繞過行動裝置內

建的安全防護機制，而給了惡意軟體很好的機

會。 
    而根據 IDC 調查報告 顯示 ， 2012 年全

球手機出貨總量將達到近 18 億支，高於 2011 
年的 17 億 支 ，且預計在 2016 年 之前，出

貨至通路的手機 數量 將達到 23 億[21]。IDC 
亦 預測 未來五年中， Android 仍將是出貨量

最高的智慧手機作業系統，而其市占率會在今

年達到頂峰。 
    趨勢科技行銷總監  Myla Pilao 表示： 
「 隨著 Android 裝置 越來越普及， Android 
平台也就常成為歹徒的犯罪工具。 Android 應
用程式流通模式的開放性讓該平台成為最熱

門的攻擊目標，我們相信這類攻擊事件的數量

今年仍會攀升。事實上，我們偵測到針對行動

裝置的惡意程式已在短短一個月中增加一倍，

比我們之前所預估的還要多。RuFraud9 和 
DroidDreamLight10 這 兩 個 惡 名 昭 彰 的 
Android 變種惡意程式，讓數百萬名用戶的資

料外洩和金錢損失。」詳如圖 3。 
    此外，趨勢科技也公布十大惡意程式排

行，其中近年來大行其道的偽應用程式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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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登第一；接著依序為資料竊取軟體(21%)、廣

告軟體(18%)、高價服務濫用(14%)、遠端控制

木馬程式 Rooter/RAT (13%) 和惡意下載軟體 
(4%) [21]。 
    除了前述這些大行其道的惡意程式當中，

有些合法的應用程式竟然是因為使用了不安

全有漏洞的開發工具、開發函式庫，以致於開

發的產品全部都成為了駭客下手的目標，在

2015 年 11 月的一份報導指出，使用百度 SDK 
Moplus 所開發的 1 萬 4 千款應用程式，全部都

因為 SDK 當中存在了不該有且無需身分認證

的後門，讓駭客只需要掃描網路上的 IP 就能輕

易的選定目標進行攻擊[29]。此外，在 Apple 
iOS 上，因為中國開發者在不知情下使用遭駭

客竄改含有 XcodeGhost 惡意程式的蘋果開發

工具 Xcode，導致許多知名且合法經過審核的

app 受到感染，使用者的資料很可能已經經過

此管道外洩[39]，估計有上億的裝置受到影響。 
    依照此研究成果，使用官方認可且經過審

核機制上架的 APP 應用程式，都可能存在著資

訊安全的風險，若使用者安裝各種行動即時通

訊軟體，卻沒有從官方認證、認可的平台下載

安裝，其所帶來的風險相對來說是非常高的，

一時的疏忽，卻可能讓個人的機密資料外洩。 
    此外，利用個人裝置存取公司資料的情況

越來越普遍，但 IT 管理單位卻無法有效控管

這些裝置，在沒有安全機制的防護下，若隨意

安裝了來路不明的應用程式，很可能會造成個

人資料的外洩，更嚴重的，還可能導致整個組

織的重要、機密資訊曝光，此類事件更是每天

不斷的在發生當中。 
    在這當中，對行動裝置的威脅主要是來自

於木馬程式和蠕蟲，這類型的程式主要目的就

是希望透過用戶作為散佈自身的媒介。有些間

諜程式，可以暗自記錄電話號碼和對話，如此

一來，隱私不但受到侵犯，還會面臨身分可能

被盜竊的風險，更有可能因此造成公司機密資

料外洩，危及組織的智慧財產權與利益。 
    在外部的資安風險不斷升高的同時，行動

裝置作業系統實在有需要建立一套更加安全

的機制以保障各項需要保護的內容能夠維持

裝 置 的 機 密 性 (Confidentiality) 、 完 整 性

(Integrity)及可用性(Availability)： 
 機密性–確保傳輸與儲存之資料無法被

未授權人士存取。 
 完整性–偵測傳輸與儲存之資料是否有

任何有意或無意的變更。 

 可用性–確保使用者可透過行動裝置存

取所需的資源。 
    為了滿足以上的資安要求，除了裝置平台

與即時通訊軟體所內建的防護機制，使用者需

要更多的資安保護措施與安全教育訓練，一部

分資安防護功能是行動裝置本身內建，另一部

分是需要透過額外附加的控制措施，兩者互相

搭配，輔以實施不斷加強改進的安全教育訓

練，才能有效降低資訊安全事件所可能造成危

害的風險。 
 
3.6 即時通訊軟體 LINE 各版本的安全改

進措施 
 

    面對前述日益升高的資安風險，LINE 也持

續的做出許多攸關安全性議題的改進，就過去

一個年度的版本異動來說，與安全性有關的改

進主要有以下幾個項目(資料來源：LINE 官方

部落格版本更新訊息[28])： 
 

表 1 LINE 各版本安全性更新表 
日期 版本 更新項目 

2014.05.02 4.3.0  提供用戶更加

嚴密的身分認

證步驟 
 日後在更換智

慧手機、重新

安裝 LINE 等

情況下，除了

原本的「電子

郵 件 帳 號 密

碼」外，用戶可

以透過「換機

密碼」讓您的

帳戶更安全 
2014.07.01 4.5.0  特別針對完成

Facebook 帳號

認證的用戶，

追加了必要的

使 用 設 定 項

目，以強化用

戶使用安全 
 已設定完電話

號碼或換機密

碼的用戶，則

無需進行本追

加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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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傳送限時

訊息的「限時

聊天」功能 
2014.10.10 4.7.1  改善多人聊天

室「聊天群組」

的安全隱私相

關功能，加強

檢舉功能 
2014.12.17 4.8.0  新增了交易服

務 「 LINE 
Pay」，以及裝

置儲存空間不

足時顯示提醒

2015.01.06 4.9.0  聊天室的功能

內新增「對話

紀錄」的搜尋

項目 
2015.03.10 5.0.3  針對 2015 年 2

月 日 本

JPCERT/CCJP
CERT 
Coordination 
Center(JPCER
T/CC) 及情報

處理推進機構

(IPA) 所 提 出

的安全疑慮，

本版本防止惡

意的攻擊者，

設置無線網路

並開放給他人

使用，以中間

人 攻 擊 (man-
in-the-middle 
attack)，造成

用戶連線至該

網路時可能發

生的聊天內容

或好友名單等

資料就有可能

被惡意攻擊者

取得或更改。

2015.08.25 5.3.0  Letter 
Sealing 進 階

加密功能，採

用  End-To-
End 
encryption(E2

EE)技術保護

對話隱私 
 完 整 刪 除

(True Delete)，
用戶所刪除的

訊息，將無法

再透過本人、

任何手機使用

者或第三方還

原，這項功能

將徹底避免手

機上已被刪除

的對話紀錄被

他人還原、使

用，此功能也

可以跨平台使

用。 
資料來源：LINE 官方部落格，版本更新公告

訊息[28] 
 
    由表 1 可知，LINE 在最近一年的版本異

動中，大幅的加入安全性改善的相關設定與控

制措施，雖然過去也曾有過安全即時通訊系統

之設計與實作方面的研究，研究主要提到訊息

交換應該透過加密保護機制進行，並透過三方

驗證金鑰為基礎，設計一套安全的即時通訊協

定，並且研究也分析了相關的網路攻擊手法

[13]，但是在這一年即時通訊軟體大幅改善安

全控管措施以後，卻沒有更多的研究來探討這

樣的改變，因此，本文嘗試探討當外部的資安

風險不斷的提昇與即時通訊軟體也做出新增

相對應的安全控管措施時，透過將這些安全控

制的措施進行分類與研究，並將安全措施的分

類結果作為使用者在使用行動即時通訊軟體

時對自身安全防護的實質參考。 
 
4. 即時通訊軟體 LINE 的安全控制分

類整理與防護目的 
 
    依照安全設定的性質，經過分類與整理，

LINE 的相關安全控制措施可以分為以下幾個

大類，包含登入設定、換機密碼與帳號綁定、

隱私設定、訊息管理與版本更新，各項控管措

施均可由 LINE 設定中的相對應位置進行設

定，詳細功能描述與建議事項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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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登入設定 
 

 不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 
    減少因為安裝即時通訊軟體於其他裝置，

如電腦、平板等等，因為其他裝置相對較為容

易遭到惡意攻擊或入侵、被植入鍵盤輸入側錄

程式、中毒等，以致帳號密碼外流。可自：其

他→設定→我的帳號→允許自其他裝置登入 
進行功能的開啟或關閉。 
    本設定可以針對手機以外的裝置，做出登

入限制與控管，使用者可以設定關閉除了手機

以外裝置的登入權限，讓其他裝置，如電腦、

平板等，即使掌握了使用者的帳號與密碼，也

無法進行登入，目的是希望減少與降低因為其

他裝置遭受到惡意程式的攻擊、注入、或是側

錄輸入指令的方式以致於帳號密碼外洩的風

險，再者，也能在使用者察覺帳號密碼遭到外

洩時，設定關閉此項功能，讓資訊被竊取的可

能性大幅降低。 
 

 使用行動條碼登入： 
    電腦或平板登入時，需要使用手機掃描電

腦端畫面顯示的行動條碼 QRCode 進行登入，

設定此一措施，可以防止電腦或平板端遭到植

入鍵盤側錄程式導致輸入密碼被側錄的可能

性。設定方式為，電腦端：登入時選擇使用行

動條碼登入，手機端：其他→加入好友→掃描

行動條碼後登入。 
    若因為各種原因，而必須開啟其他裝置，

如電腦、平板的登入權限時，可以設定必須使

用行動條碼進行登入，如此一來，當在其他裝

置登入時，電腦或平板會顯示一組行動條碼，

使用者需使用手機開啟 LINE 後，選擇其他→

個人資料→行動條碼→掃描行動條碼，成功掃

描後方可登入。讓在其他裝置的登入時，減少

被側錄帳號密碼的風險以及確認操作登入行

為的使用者就是手機的持有者。 
 
 變更密碼： 
    重新設定 LINE 的登入密碼，定時或週期

性的更新 LINE 的登入密碼，可防止有心人士，

透過各種方式破解密碼對於安全造成的危害。

設定變更密碼的方式為：其他→設定→我的帳

號→設定電子郵件→帳號變更密碼 。 
    透過重新設定密碼，更換登入時使用的驗

證密碼，若採取定時更新密碼，更可以降低因

為密碼遭到側錄、窺視或被猜測而導致個人隱

私外洩的可能性。此外，若因故忘記了登入密

碼，也需要透過此功能當中的忘記密碼功能，

讓系統傳送變更密碼的連結至所綁定的電子

郵件帳號中，以進行密碼的回復。 
 

 登入裝置管理： 
    對目前登入的本人帳號進行控管，對於可

能已經遭到盜用的帳號來說，本設定可於帳號

密碼外洩或被盜用時，強制登出不被認可的裝

置，並即時更改密碼，防止資料進一步的外洩。

設定的方式為：其他→設定→我的帳號→登入

中的裝置→強制登出不被認可的裝置。 
    由於 LINE 支援了各種平台，所以為了有

效管理登入中的裝置，需要有一定的策略，目

前 LINE 已經可以運作在屬於行動裝置的多數

平台上，包含了 Android、iPhone、BlackBerry、
Windows Phone、Nokia Asha、以及 Firefox OS，
此外，也支援了 PC 平台的 Windows 7/8/10、
OSX、iPad 上，更支援了 Chrome OS 或以

Chorme 瀏覽器的應用程式型式開啟，在這麼多

的平台、系統、架構支援下[26]，LINE 很明確

的限制了，除了行動裝置外，其他的裝置同時

只能有一個進行登入，使用 Chrome 應用程式

登入者，則不在此限。於是有效控管登入中的

裝置就變得非常重要，透過本設定，可以讓使

用者掌握目前登入的裝置是否為自己認可的

裝置，若為非認可的裝置，也能即時將其登出，

並且修改密碼，重新取回帳號的主控權。 
 

4.2 換機密碼 
 

 設定換機密碼： 
    換機密碼主要是用來設定驗證身分的一

組密碼，為防止 LINE 帳號遭到盜用，用戶可

設定四位數換機密碼，換機密碼預設為電話號

碼的末四碼，在手機更換之後，登入 LINE 需

輸入所設定之換機密碼，可有效防止帳號密碼

遭竊時所可能造成的損失，延緩對方取得帳號

主控權的時間，讓使用者得以藉由前述的裝置

管理進行相關的措施，取回自己的帳號，避免

隱私資料進一步的外流。本設定可於：其他→

設定→換機密碼 進行設定。 
    設定換機密碼，在原本的帳號密碼之外，

加上的第二層密碼，以保障及確認使用者使用

不同手機登入時，為使用者本人，減少因為帳

號密碼因為各種原因被竊取時，竊取者冒用使

用者帳號密碼登入所發生的隱私危害，研究顯

示，正確設定換機密碼，將可減少 90%因為帳

號密碼外洩所帶來的風險[32]。此外，若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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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帳號同時綁定 e-mail 與手機號碼，並設

定「換機密碼」，就能在更換手機或重新安裝

LINE 的 app 時，無痛轉移好友名單以及付費

購買之貼圖與代幣(不包括訊息紀錄)[3]。 
 

4.3 隱私設定 
 

 不允許利用 ID 加入好友： 
    開啟或取消透過 ID 搜尋被加入好友，改

採行動條碼或近距離搖一搖方式進行好友加

入。或於加入好友時才開啟本設定，加入後取

消本設定，避免被機器人程式或是有心人士鎖

定，搜索 ID 後加入好友進行攻擊。本設定可

於：其他→設定→隱私設定→允許利用 ID 加

入好友 或 其他→設定→我的帳號→允許利

用 ID 加入好友 進行設定。 
    設定開啟或關閉其他使用者，使用 ID 搜

尋方式，搜尋並將您加入好友的功能，由於許

多人的 ID 無論是 eMail、Facebook 或是 Blog
都會習慣使用一樣的帳號，所以當有心人士想

要針對您作為目標進行攻擊或詐騙時，往往都

透過這種方式，由網站資訊中得知您的 ID 後，

在至 LINE 中搜尋 ID 後加您為好友。若設定為

不允許，將可避免 ID 透過此方式被搜尋並加

入好友，帶來無謂的困擾。 
    建議需要新增好友時，改採行動條碼或雙

方面對面近距離搖一搖方式進行好友加入。或

於加入好友時才開啟本設定，加入後取消本設

定。 
 

 不自動加入好友： 
    開啟或取消自動透過通訊錄上的聯絡人

加入其他人為好友，防止加入未預期的聯絡人

為好友，造成不必要的困擾或危害，本設定可

於：加入好友→右上方設定→自動加入好友 
進行設定。 
    建議取消自動將手機通訊錄的好友加入

LINE 的好友名單，防止未預期的新增不該新

增的聯絡人為好友。 
 

 不允許被加入好友： 
    若其他用戶的通訊錄有您的電話號碼，您

會被自動加入該用戶的 LINE 好友名單內，開

啟本設定後，將不允許其他用戶透過新增手機

聯絡名單方式自動將自己加入對方好友名單

中，設定方式為：加入好友→右上方設定→允

許被加入好友。 

    若開啟本設定，則若其他用戶的通訊錄有

您的電話號碼，您可能會被自動加入該用戶的

LINE 好友名單內。建議不允許其他用戶透過

新增手機聯絡名單方式自動將自己加入對方

好友名單中。 
 

 密碼鎖定： 
    設定後，於手機端設定開啟 LINE 必須輸

入密碼，若忘記密碼，需重新安裝 LINE，但所

有對話紀錄將被刪除，可有效防止手機在未鎖

定或遭到未經授權的使用時，對方可隨意瀏覽

對話紀錄、調整各項設定的風險，本設定可於：

其他→設定→隱私設定→密碼鎖定(選取後，設

定四位數鎖定密碼)後生效。 
    若開啟本設定，則若其他用戶的通訊錄有

您的電話號碼，您可能會被自動加入該用戶的

LINE 好友名單內。建議不允許其他用戶透過

新增手機聯絡名單方式自動將自己加入對方

好友名單中。 
 

4.4 訊息管理 
 

 阻擋訊息： 
    設定阻擋非好友傳遞來的訊息，可防止陌

生人隨意傳送有害的連結、圖片、詐騙訊息等。

本設定可於：其他→設定→隱私設定→阻擋訊

息 中設定。 
    建議設定為自動阻擋非好友所傳遞的訊

息，防止有心人士嘗試傳送有害的、釣魚的連

結、圖片、詐騙訊息，降低誤點、誤觸、上當

或被詐騙的可能性。 
 

 封鎖好友 
    對於疑似被盜用帳號亂發有害連結、圖片

或其他原因需要暫時停止互動的好友，可先行

封鎖，至好友帳號回復，不再亂發有害訊息為

止。可於：其他→設定→好友→封鎖名單中進

行管理。 
    對於可能遭到帳號冒用、盜用而傳送有害

連結、圖片、詐騙訊息的好友，建議將其進行

暫時性的封鎖，至好友狀態正常或取回帳號主

控權為止。降低誤點、誤觸、上當或被詐騙的

可能性。 
 

 定期清理： 
    定期清理轉存於 Keep 的暫存訊息，透過

定期清理可能存放機密資訊的 Keep 內容，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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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機密資訊外流的可能性。本操作可於：其他

→設定→Keep→全部刪除 進行之。 
    建議應該定期清理轉存於 Keep 的機密訊

息、暫存訊息、及相關資訊。降低手機遺失或

帳號密碼遭竊或是冒用，機密訊息外流的風

險。 
 

 訊息保護： 
    開啟訊息保護(Letter Sealing)，使用點對點

加密技術(End-to-End Encryption, E2EE)來增強

文字訊息與所在位置資訊的保護，讓除了對話

雙方外的第三方無法解密。但此功能僅限同時

開啟此功能的好友有效。設定的方式為：其他

→設定→聊天。語音通話→Letter Sealing 
    建議每位使用者都應該開啟使用點對點

加密技術(End-to-End Encryption, E2EE)來增強

文字訊息與所在位置資訊的保護，透過只存放

於交談雙方而非伺服器端的金鑰對往來的訊

息加解密，讓除了對話的第三方無法解密，但

此功能僅限同時開啟此功能的好友有效。本設

定目前支援平台包含了 Android 、 iOS 、

Windows、Mac OSX 等等。 
 

 刪除訊息： 
    完全刪除訊息，無法回復(True Delete)，設

定完全刪除以後，任何方式的回復作為，將無

法將已經刪除的對話訊息回復。設定的方式

為：其他→設定→語音通話→刪除聊天內容 
    使用 True Delete 完全刪除訊息，無法使用

任何方法回復。相較於以往的對話資料刪除只

是註記 SQLite 資料庫中存放的對話資訊為已

刪除，而並未真正刪除資料，若需要真正刪除

資料有三種作法，覆寫、加密、或是消磁[28]。 
    True Delete 刪除資料時，除了刪除紀錄

外，還會將原先存放資訊的實體，本項防護措

施，自更新版本後，預設即是使用 True Delete 
進行刪除，建議每位使用者都應該將程式版本

更新，以避免紀錄遭到竊取並衍生相關資訊安

全的風險。 
 

 限時聊天： 
    限時自動刪除聊天對話的內容，限制所傳

遞訊息的顯現時間，時間終了，訊息自動消失。

設定的方式為：聊天室窗中，點左上角對方使

用者的名稱後，選擇限時聊天。 
    傳送交談訊息時，指定閱讀訊息的時間限

制，限時訊息的接收方點選限時訊息後，開始

計時，可成為原先需要手動刪除敏感或機密訊

息的替代方案。但本設定仍然無法限制對方透

過截圖、拍照方式保留限時聊天的對話內容，

只能確保欲於事後進行刪除的對話資料，能正

確的被刪除，建議使用此功能時，應適當評估

可能的風險，謹慎使用。 
 

4.5 版本更新 
 

 檢查版本與設定自動更新： 
    設定自動在 LINE 有最新版本發表時進行

更新，為避免舊版本的 LINE 可能包含了潛在

的危機，需設定自動更新至最新版本或時常檢

查目前版本是否為最新。設定自動更新的方式

為：Play Store→設定→自動更新應用程式，版

本檢查： 其他→設定→關於 LINE(使用版本、

最新版本) 
    透過應用程式更新，解決程式當中已知的

漏洞、缺陷。或加強對已知攻擊的手法做出防

護作為，例如，2015 年 2 月，日本電腦緊急應

變 中 心 (JPCERT/CC, Japan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Coordination Center)
及情報處理推進機構 IPA 通報：舊版 LINE 有

安全疑慮，當用戶使用非可信賴業者提供的

Wi-Fi 網路，隨意連線惡意第三者設立的 Wi-Fi
服務，可能受到中間人攻擊(man-in-the-middle 
attack)，曝露資安風險。LINE 於接到通報後，

立即著手相關程式加強、更新、反制的作為，

並於 3 月針對兩大行動裝置平台，分別釋出了

更新的修正程式，目前尚未傳出任何災情。 
    建議所有使用者都應該透過官方認可的

應用程式下載渠道，設定應用程式為自動更

新，以降低外在資安風險可能的影響。 
 

5. 結論與未來展望 
 

    本研究透過將研究標的行動即時通訊軟

體 LINE 的安全控制措施依照性質進行分類整

理，並提出實際設定時的建議，希望能在詐騙

手法層出不窮、帳號冒用盜用時有所聞、外部

資安風險急遽升高的同時，能對使用者在使用

行動即時通訊軟體，在安全性的設定上提供更

進一步的參考，以增加個人資訊的防護，降低

可能的風險。 
    展望未來，研究或可近一步透過問卷調

查，將目前的分類項目結合問卷題項，評估使

用者的安全意識與認知或是對行動即時通訊

安全設定的熟悉程度，了解一般使用者在各個

系統平台上使用即時通訊軟體時，是否會注意

到資安風險的相關議題，探討外部持續升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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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風險對使用者使用即時通訊軟體影響，並

希望藉以找到適當的方式能有效降低經由即

時通訊軟體所造成的資安事件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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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金融控股公司漸漸邁向多角化經營的

方向，企業版圖可以橫跨保險業、銀行業、票

券金融業、證券業、信託業，以及所有與金融

相關或非相關的產業等。國泰金控成立於 2001

年 12 月 31 日。旗下以國泰人壽為主要子公司，

其據點覆蓋率與有效契約市場為國內名列前茅

的金融控股公司，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和國

泰世紀產物保險兩大子公司，除此之外，國泰

金控除了銀行、保險業外，還跨足證券、不動

產與非不動產及轉投資事業等，是國內金控公

司的龍頭，本文欲分析國泰金控公司近五年多

角化經營的成效，探討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

營的程度對於公司利潤以及經營安全指標之影

響， 研究發現國泰金控多角化經營之程度與公

司的報酬率與經營安全之標皆呈正相關。 

關鍵字:多角化經營績效、金融控股公司。 

 

  

 

 

 

 

 

 

Abstract 

   
  Taiwan'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a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diversification; enterprise territory has been 

extended to insurance, banking, bills finance, 

securities, trust industry, as well as all relevant 

 financial and non- related industries. Cathay 

Financial Holding was established in December 

31, 2001, and Cathay Life Insurance is the main 

subsidiary of it. Its stronghold and effective 

contrast markets are in the front rank of all the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in Taiwan. Cathay 

United Bank and Cathay Century Insurance are 

Cathay Financial Holding’s subsidiaries as well. 

Cathay Financial Holdings, the leading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in Taiwan, steps into not only 

banking and insurances but also securities, real 

estate, non- real estate, and reinvestment 

business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performance of Cathay Financial Holding’s 

diversification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discussing 

about how will its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the 

company's profits and operation safety index. 

According to this research, the degree of Cathay 

Financial Holding’s diversification has positive 

relativity to its ROI and operation safe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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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e holding company. 

 

1. 前言 

 

  多角化經營是金融控股公司為了尋求獲利及

營業收入成長的一項重要手法。專家對於事業

多角化經營有其不同的看法，但可以整理出兩

項重點:1.適宜的多角化經營可以擴展金融控

股公司的事業領域、為金融控股公司帶來良好

的績效並能分散公司經營的風險 2.不適切的多

角化經營則會使金融控股公司獲利虧損，甚至

可能會使金融控股公司面臨生存危機。 

  國泰金控成立於 2001 年 12 月 31 日。旗下以

國泰人壽為主要子公司，其據點覆蓋率與有效

契約市場為國內名列前茅的金融控股公司，另

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和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兩大

子公司，除此之外，國泰金控除了銀行、保險

業外，還跨足證券、不動產與非不動產及轉投

資事業等，欲了解國內連續幾年名列前茅的金

控公司-國泰金控-多角化經營之成效，本研究

目的為探討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程度與

公司利潤以及經營風險之相關性。 

 

2. 文獻探討 

 

多角化的定義 

 

  不同研究學者，對於多角化(diversification)

的定義不盡相同(傅文樺，2001)，大致上可以

歸納出幾項差別，以分類的詳細程度來說可以

分為進入新的產業、產品線、產品、或市場。

多角化經營則是指公司從事多角化的活動，因

此金融控股公司多角化經營應是指公司經營兩

種以上的商品或商品市場，或是公司跨足兩個

以上的行業或產業經營。Gort(1962)認為多角化

公司企業之產品服務於不同市場的數目。Gort

對於多角化的定義為一項新的產品進入新市場

的概念，且產品間的替代彈性低。Chandler(1962)

認為多角化的定義是開發新產品。Berry(1975)

將多角化視為企業跨足的產業、產品數目增

加。Ansoff(1965)以新產品進入新市場為多角化

的代表，並且強調產品必須與市場組合，而不

是單純產品量增加，更重視綜合效益的產出。

Kamien and Schweartz(1975)認為多角化是被歸

類為某一產業的公司卻生產出其他不同產業之

產品的程度。Booz,Allen&Hamilton 則認為多角

化是企業之公司延伸其事業的基礎(林民頤，

2010)，並達到增進企業成長且降低企業風險的

方法，包刮了投入非直接支援現有經營競爭力

的投資；推出新產品或新服務、開發新的客戶

區或新地理市場等的投資方式；藉由公司內部

的發展、合資、併購或授權的方式來達成目標。

Ramanujam 及 Varadarjan 定義多角化是企業或

公司以內部發展或併購的方式來進行的產品活

動，且造成內部管理結構、流程以及組織系統

的變化。上述這兩組學者對於多角化的定義不

以投入新的市場或新產業來做直接的評斷，而

是以多角化的動機(如何增進組織的成長並且

能降低組織風險)、模式(組織內部的發展、購

併、合資或式授權)以及特性(使組織管理結

構、內部系統以及其他組織管理流程的改變等

面向來定義企業或公司多角化的程度。綜合以

上不同學者對於多角化的定義(林民頤，

2010)，可以歸納出專家學者對於多角化有相同

看法的地方:多角化是企業或公司投入一項新

的產品、新的市場或是新的產業的過程，多角

化會使企業或公司組織管理結構、系統或是管

理的流程有所改變，對企業或公司管理上來說

是一項挑戰。   

  Ramanujam & Varadarjan 及Booz等人以多角

化的特性、動機等面向表達對多角化經營的共

同認知，但若欲進一步進行研究探析、明確區

分實體企業或公司的經營方式是否為多角化，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909



則需使用Ansoff或 Berry等人對於多角化的定

義，並搭配企業投入不同產業或營業商品等市

場活動加以詳細區分、認定。 

    

多角化的方式與方向 

 

  多 數 的 企 業 公 司 是 以 企 業 內 部 發 展

(Internal Business Development) 和併購兩

種方式來完成多角化的經營。企業進行多角化

行動時，可以善用企業原有的資源擴展內部的

發展，讓企業的內部發展更完善；而併購外部

企業公司則是另一種較為迅速的多角化經營。 

  Ghatterjee Wemerfelt(1991)根據資源基礎

理論說明了企業公司多角化方式之差異。假使

企業公司有剩餘的無形資產或物質時，該企業

公司則會進行相關多角化的活動；若是企業公

司內部資金過剩，企業公司則會採取與企業非

相關的多角化行動。多角化經營的方式分類眾

多，以下列出 Jauch and Glueck(1988)和 Roberts 

and Berry(1985)提出的多角化分類方式。黃營

杉(民 88)指出三種多角化經營方式的優缺點，

分別敘述整理如下(傅文樺，2001)，以下先列

出多角化經營的優點。 

(1)垂直多角化:企業公司自行生產其所需的資

源或自行處理企業公司的產出活動。以下是垂

直多角化經營可獲得之利益。 

   a.建立進入性障礙:垂直整合經營可以

第一手取得關鍵性的資源及取得更多通

路，提升企業公司在競爭者間的競爭力。           

   b.提升專用資產的投資:專門設計來進

行特定的專用資產，其能運用在其它地方的

機率較低，但是這些特定的專用資產卻可以

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以及使產品更具差異

化，進而能提高產品的售價。垂直整合能確

保生產過程中上下游廠商較不願意配合的

專用資產投資，因此大部分都會在企業公司

裡進行生產與投資，能盡情發揮其好處與本

領。 

   c.保護企業公司之產品品質:企業公司為了

確保其上游供應商能提供合乎品質的原物料，

及必須確保合乎表準的售後服務，而實施垂直

多角化的行動。  

    d.改善排程問題:企業公司在垂直整合的

組織時對於時間較近的生產階段會進行早期的

規劃、協調與安排，這能提升企業公司的策略

性優勢。公司安排生產流程的能力因為垂直整

合而得到改善，能使企業公司在面對突發性狀

況時有更佳的應變能力，或使公司的產品能提

早進入市場。以下列出多角化經營的缺點。  

   a.生產成本劣勢:企業公司上游供應部門因

沒有競爭的壓力，可能不會控制好成本，甚至

可能會為了自身的績效與利益而訂出更高的轉

撥價格，這會使下游產品的售價也跟著提升。  

   b.技術改變問題:當企業公司的生產技術變

動太大時，可能會顯得使垂直整合時使用的技

術過時，或是只能繼續使用舊的技術來生產舊

產品，降低其競爭力。  

   c.產品市場需求的不確定性:企業公司的垂

直整合在穩定的市場需求下，可以使生產流程

的安排及成本控制良好；反之，在市場需求不

穩定或是難預測時，則會產生極大的風險，而

必須自行承擔風險。 

(2)水平多角化:企業公司正在執行的活動可以

連結在一起，或是彼此間的擁有共同的價值

鏈，這些共通性通常來自於製造、行銷或技術

上的關係。 水平多角化主要可帶來以下利益: 

a.企業公司能力的轉移:水平多角可以將

企業公司現有的能力(如:原物料管理、製造技

術、行銷管理、研發技術等)轉移至其他相關的

事業，進而創造新的價值。(綜效論)  

    b.擴大經濟範疇:水平多角化經營能使兩

個或兩個以上的企業公司單位共享許多資源

(如:製造設施、配銷通路、廣告活動、研發技

術等)，可以讓企業公司降低每一個產品領域的

成本。(綜效論)水平多角化可能會產生缺點是

各個共享資源的產品線之間的資源較難以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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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分配平均，反而提高內部的協調成本。     

(3)複合多角化:企業公司進入一個新的事業領

域，而且該領域是和企業公司現有的事業沒有

直接相關性的。以下為複合多角化的主要利益。   

   a.降低企業公司的營運風險:利用不同產品

有不同的生命週期來降低企業公司營業收入的

不穩定，降低企業公司的破產風險。  

   b.提升財務綜合效益:複合式多角化能擴大

企業公司的營業額度以及現金流量，以便能取

得更高的負債額度。  

   c.能直接進入獲利率較高的企業公司產品

項目。   

  複合多角化經營最主要的缺點在於企業公司

建立了這樣的投資組合，企業的股東其實也能

私下自行買入不同公司的股票，並不需要再透

過企業公司的經理人。 

  企業公司多角化經營使用的方法眾多，可依

企業公司投入資源的多寡來進行劃分，企業公

司投入資源的程度會使其承受不同的獲利率與

風險。 

 

多角化程度的衡量與績效指標 

 

  企業公司多角化經營的完善可以提升企業公

司的財務綜效，降低企業公司資金成本及投資

組合的風險，並使企業公司股東權益價值上

升；反之，金控公司非利息收入的增加通常也

會伴隨著較高的風險，金控公司的利益可能受

到非利息收入的影響而產生波動，因此金控公

司的多角化經營不一定會為公司帶來比較高的

報酬。 

  學者 Acharya al.(2006)認為多角化對企業公

司績效的影響，須將其企業公司所承擔的風險

程度納入考量，因此本研究以平均季資產報酬

率(Return on Assets,ROA)與平均季淨值報酬率

(Return on Equity,ROE)兩項指標當作衡量國泰

金控公司經營報酬利潤之基礎，接著再利用

Stiroh(2004)、Stiroh and Rumble(2006)與

Chiorazzo et al.(2008)將風險納入考量調整報

酬率，並以 Sharpe rations 指數進行報酬率標

準差之計算，可以得到經過風險調整後的報酬

率 及 。而在金控公司風險衡量

方面，本研究採用 Goyeau and Tarazi(1992)提出

的風險指標 ZP-score( )，當作衡量金控

公司破產機率的指標(邱美菁、許永明、陳寧

馨，2011)。當 的值愈高，表示金控公

司的資產安全性愈高、破產機率愈低，金控公

司的經營風險也相對較低，因此 又可稱

為安全指標。對於金控公司經營收入多角化之

衡量，本研究則是採用 Stiroh and Rumble(2006)

的衡量方法，以赫氏指數(Herfindahl-Hirschmani 

Index， )衡量金控公司收入多角化

的程度，Herfindahl 指數的值域在 0~1 之間，可

以用百分比呈現企業公司多角化的程度，以上

定義之數學式將在變數說明章節裡詳細介紹。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討國內金控公司龍頭-國

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績效，參考相關文獻所

提供的資訊以及結合本研究之目的，研擬出以

下兩項研究假說: 

 一、國泰金控公司經營收入多角化對公司利潤

有顯著影響。 

 二、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對公司經營風險

分散有顯著影響。 

 

3. 分析對象 

 

  本研究欲探究分析國泰金控多角化經營的成

效，資料蒐集的來源為國泰金控財務季報與年

報、元大證券以及台灣經濟新報等，整理相關

資料進行國泰金控近五年來(99年~103年)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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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經營的方向與績效分析。 

 

國泰金控簡介 

 

  國泰金融控股公司成立於 200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資本額約為新台幣一千二百五十億

元，國泰金融控股公司結合了壽險、銀行、產

險、證券與資產管理等不同的金融服務機構，

建置了多樣化的金融服務平台，旗下以國泰人

壽為主要子公司，另有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和國

泰世紀產物保險兩大子公司，除此之外，國泰

金控還跨足了不動產與非不動產及轉投資事業

等，目前國泰金控的成員包含國泰人壽、國泰

世華銀行、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國泰綜合證券、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國泰創業投資等股份有險

公司，全台灣有 876 處的營業據點，服務了約

1200 萬的客戶。國泰金控未來將持續尋找適合

的合作夥伴，強化經營的綜合效益，並秉持著

「穩健、守法、信賴、不浮誇」的企業論理文

化，整合擴大集團內各公司的商品與服務，透

過全國綿密的服務據點與遍佈海內外優秀的行

銷團隊，滿足各地客戶的差異化需求，實踐永

續經營的經營理念，並致力發展為亞太地區最

佳金融機構。國泰金控公司為金融控股公司

業，主要業務為管理投資及被投資事業，其公

司組織、業務範圍及營業比重如下:  

表 1 國泰金控業務營業比重 

103 年度收益 金額(仟元) 比

重

(%) 

 

 

 

權

益

法

認

列

國泰人壽保

險(股)公司 

31,742,031 62 

國泰世華商

業銀行(股)

公司 

17,651,135 35 

國泰世紀產

物保險(股)

公司 

831,880 1 

之

投

資

收

益 

國泰綜合證

券(股)公司 

357,269 1 

國泰創業投

資(股)公司 

254,682 1 

國泰投資信

託(股)公司 

345,730 1 

國泰康利資

產管理有限

公司 

5,458 - 

小計 51,177,269 101 

其他收益 986,929 2 

其他費用及損失 1,360,304 3 

淨收益合計 50,803,894 100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 103 年度年報 

 

國泰金控公司子公司介紹與業務內容 

 

(1)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62 年

10 月，1964 年 11 月股票正式上市，資產規模

達美金 1,484.5 元，資產規模與市占率皆為同

產業介的第一，在本國建國百年時榮獲經濟部

「台灣百大品牌」之榮耀，且連續五屆獲得「台

灣保險卓越獎」之肯定，深獲國內外專業機構

及國人一致的肯定。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是人壽保險業，所進行的業務是銷售人身保

險及其他 相關之業務。 

 表 2 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營業比重 

業務類別 比重(%) 

人壽保險 60 

投資型保險 25 

健康險 12 

傷害險 2 

年金險 1 

合計 100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 103 年度年報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912



(2)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創立於1975年 5月 20日，

營業迄今已有 39年之餘，公司資本額約新台幣

671 億元。國內目前有 165 家分行，海外有 10

家分行，5家代表人辦事處。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深耕海外市場，2000 年與越南工商銀行合資成

立世越銀行(Indovina Bank)，在越南的據點達

36 處，是當地服務據點最多的台資銀行；在柬

埔寨部分，本行則 100%收購柬埔寨 CUBC 銀行，

有總行、5家分行及 10家簡易型分行，共有 16

個據點，海外營運佈點持續延伸。本行在東南

亞地區之佈局領先同業，並且持續提升其競爭

力，為邁向國際化建立穩固的基礎。國泰世華

商銀提供國內外企業金融、財富管理、消費金

融(含信用卡)及產壽險與證券共同行銷等金融

服務，且在全台各地設有 1,900 餘台自動提款

機，並提供便利又快速的行動銀行及網路銀行

等自動化金流管道。國泰世華商銀主要的業務

內容包含信託、財富管理、消費金融、企業金

融、國際金融、電子金融、投資及金融商品銷

售等業務。  

 表 3 國泰世華商銀營業比重 

業務類別 比重(%) 

企金業務 34 

消金業務 28 

投資及其他業務 20 

財富管理業務 18 

合計 100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 103年度年報 

(3)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3

年，在 2002 年時加入國泰金控，透過集團資源

的整合，提供給客戶更完善的金融服務，在 2007

年時成為台灣第二大產物保險公司，且不斷的

向外擴展經營版圖、迅速佈點，在 2008 年及

2010 年時分別成立了大陸及越南子公司。國泰

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在國內與國外皆獲

得了幾項殊榮的獎項，且連續兩年獲得英國知

名的財金媒體雜誌-World Finance 之專業評審

團評為台灣最佳產險公司。本公司屬於財產保

險業，主要經營各種財產保險(包含車、火、水、

工程、健康、傷害、其他險)的銷售及相關的業

務。 

表 4國泰世紀產險公司營業比重 

業務類別 比重(%) 

車險 62 

火險 15 

水險 4 

工程險 3 

其他險 16 

合計 100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 103 年度年報 

(4)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是國泰金控的成

員之一，本公司的業務範圍涵蓋經濟、承辦銷

售、自營、及衍生性金融商品等相關業務。目

前公司的資本額約 1.49 億美元，員工總人數約

為 542 人，營業據點包含總公司、10家分公司

及 23 家設立在分行的證券共同行銷辦公處。

2015 年致力於各項業務的推動，全力發展與集

團子公司間共同行銷的業務活動，並建置多元

化的商品供應平台、全面發展數位證券服務，

研發各種服務軟體滿足客製化需求。在金融商

品業務方面，更擴大了權證規模及加強其行銷

活動，提高交易量；在自營與承銷方面，策略

性的開發市場的廣度、結合集團的資源，並極

力爭取指標性的案件以及海外的優質企業回台

上市，發展兩岸三地多元的業務商機，提高公

司的投資報酬率。公司主要營業內容包含:1.承

銷有價證券 2.在集中交易市場自行買賣有價證

券3.在集中交易市場受託買賣有價證券4.在其

營業處所自行買賣有價證券 5.在其營業處所受

託買賣有價證券6.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7.有

價證券借貸8.有價證券之股務事項代理業務9.

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業務 10.財富管理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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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12.兼營期貨業務13.

其它經主管機關核准辦理之證券相關業務。 

 表 5 國泰綜合證券公司營業比重 

業務類別 比重(%) 

經紀業務 47 

自營業務 45 

承銷業務 8 

合計 100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 103年度年報 

(5)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0

年 2 月，目前公司的資本額約為 5億美元，員

工的人數約 260 人，營業據點分別有台北總公

司以及新竹、台中、高雄分公司。主要的業務

內容包含證券投資信託業務、全權委託投資業

務、證券投資顧問業務、期貨信託業務以及其

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的業務。總資產

管理規模約為美金 135.7 億元，為業界之冠，

包含公私募基金、期信基金等。 

 表 6 國泰證券投資信託公司營業比重 

業務類別 比重(%) 

管理費收入-共同

基金 

75.62 

管理費收入-全權

委託 

23.51 

管理費收入-期信

基金 

0.39 

銷售費收入 0.37 

管理費收入-私募

基金 

0.11 

合計 100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 103年度年報  

(6)國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屬於創業投資事

業，主要業務為投資還未上市櫃且具有發展潛

力的公司，協助被投資之公司發展，以便創造

出最高的投資收益。 

 表 7 國泰創投公司營業收入 

營業收入之項目 比重(%) 

管理顧問 3 

證券出售及投資 97 

合計 100 

 資料來源:國泰金控 103 年度年報 

 

 4.變數說明 

 

  本研究採用固定追蹤國泰金控近年公司經營

成長趨勢，結合多角化衡量指標，探討多角化

經營是否對於國泰金控公司利潤與分散風險有

顯著之影響。參考學者 Acharya al.(2006)認為

企業公司多角化經營績效必須將其所承擔的風

險程度納入考量，以平均季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s,ROA)與平均季淨值報酬率(Return on 

Equity,ROE)兩項指標當作衡量國泰金控公司經

營報酬利潤之基礎，接著再利用 Stiroh(2004)、

Stiroh and Rumble(2006)與 Chiorazzo et 

al.(2008)將風險納入考量調整報酬率，以

Sharpe rations 指數進行報酬率標準差之計算，

得到了經過風險調整後的報酬率 及

，以下為其之定義: 

   …………….. ○1  

    …………... ○2  

  ( 為 的標準差， 為 的

標準差)。 

  在金控公司風險衡量方面，本研究採用

Goyeau and Tarazi(1992)提出的風險指標

ZP-score( )，其定義如下: 

  =( +E/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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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為總淨值佔總資產的比率)。 

  對於金控公司經營收入多角化之衡量，採用

Stiroh and Rumble(2006)以赫氏指數

(Herfindahl-Hirschmani Index， )衡

量金控公司收入多角化的程度，以下為其數學

式: 

DIV=1-HHI 

    = …………○4  

 (其中 為淨利息收入占金控公司淨收入

的比率， 為非淨利息收入占金控公司淨

收入的比率，數學式如下:) 

       ….………….○5  

      ….………….○6  

  由○4式可得知，假使金控公司的收入來源愈

分散，HHI 值愈低，DIV 值會愈高。因此，當 NET

與 NON 皆在大於 0的情況下，DIV 的值將介於 0

與 0.5 之間。若 DIV 的值逾趨近於 0.5，表示金

控公司的收入愈趨近於完全多角化；反之，若

DIV 的值愈趨近於 0，則表示金控公司的收入是

集中的、業務經營是偏向專業化的。 

 

5.分析模型 

 

  本研究設計的研究假說有二，一是國泰金控

公司多角化經營對於公司經營績效有顯著影

響，實證模型分析如下: 

 = DIV + ….………….○7  

 = DIV + ….………….○8  

  上述二式為金融控股公司多角化程度對企業

公司資產報酬率與淨值報酬率的影響，當係數

、  > 0 時，代表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程

度與公司的資產報酬率、淨值報酬率呈現正相

關；反之，若係數 、  < 0，則表示金控公

司多角化經營的程度與金控公司的資產報酬

率、淨值報酬率呈現負相關。其中 為風

險調整後的資產報酬率， 為風險調整後

的淨值報酬率，DIV 為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程

度。在這裡鍵入方程式。 

  本研究設計的第二個假說是國泰金控公司多

角化經營對於公司經營分散風險有顯著影響，

實證模型分析如下: 

 = DIV + ….………….○9  

  由○9式可以得知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程度與

金控公司經營風險指標的關係，當係數 >0 

時，代表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程度與公司的

經營風險之分散呈現正相關；反之，若係數

<0，則表示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程度與金

控公司的經營風險之分散呈現負相關。其中

為金控公司的風險指標(安全指數)，DIV

為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程度。 

 

6.實證結果 

 

  本章節主要是針對變數模型設計進行實證結

果之分析與探討，以下將由圖表呈現國泰金控

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程度與公司資產、淨值報酬

率及公司經營安全指標之關係。 

 
圖 1 多角化經營程度與風險調整資產報酬率關

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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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 1可觀察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

程度與公司風險調整後之資產報酬率的關係，

在上圖方程式 y=1.9076x+1.0806 裡，y項為國

泰金控公司近五年(99年~103年)的平均季風險

調整後之資產報酬率，x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

經營之程度，x項前面的係數為 1.9076，1.9076 

>0，由此可知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程度

與公司的平均季風險調整後之資產報酬率呈現

正相關。 

 
圖 2 多角化經營程度與風險調整淨值報酬率關

係圖 

  由圖 2可觀察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

程度與公司風險調整後之淨值報酬率的關係，

在上圖方程式 y=4.5934x-0.5076 裡，y項為國

泰金控公司近五年(99年~103年)的平均季風險

調整後之淨值報酬率，x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

經營的程度，x項前面的係數為 4.5934，4.5934 

>0，由此可知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程度

與公司的平均季風險調整後之淨值報酬率呈現

正相關。 

 

圖 3 非淨利息收入與風險調整資產報酬率關係

圖 

  由圖 3可觀察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程

度-非淨利息收入與公司的風險調整後之資產

報酬率的關係，在上圖方程式

y=1.2979x+0.8546 裡，y項為國泰金控公司近

五年(99年~103年)的平均季風險調整後之資產

報酬率，x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之程度-

非淨利息收入，x項前面的係數為 1.2979，

1.2979 >0，由此可知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

程度-非淨利息收入與公司的平均季風險調整

後之資產報酬率呈現正相關。 

 

圖 4 非淨利息收入與風險調整淨值報酬率關係

圖 

  由圖 4可觀察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程

度-非淨利息收入與公司風險調整後之淨值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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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率的關係，在上圖方程式 y=0.131x+1.1468

裡，y項為國泰金控公司近五年(99 年~103 年)

的平均季風險調整後之淨值報酬率，x為國泰金

控公司多角化經營之程度-非淨利息收入，x項

前面的係數為 0.131， 0.131>0，由此可知國泰

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程度-非淨利息收入與公

司的平均季風險調整後之淨值報酬率呈現正相

關。 

 

圖 5 多角化經營與公司經營安全指標關係圖 

  由圖 5可觀察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程

度與公司經營安全指標的關係，在上圖方程式

y=7.4064x+113.7 裡，y項為國泰金控公司近五

年(99 年~103 年)的平均安全指標，x為國泰金

控公司多角化經營之程度，x項前面的係數為

7.4064， 7.4064>0，由此可知國泰金控公司多

角化經營程度與公司經營安全指標呈現正相

關。 

 

圖 6 非淨利息收入與公司經營安全指標關係圖 

  由圖 6可觀察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程

度-非淨利息收入與公司經營安全指標的關

係，在上圖方程式 y=125.21x+24.596 裡，y項

為國泰金控公司近五年(99年~103年)的平均安

全指標，x為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之程度，

x項前面的係數為 125.21， 125.21>0，由此可

知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程度-非淨利息收

入與公司經營安全指標呈現正相關。 

 

7.研究發現與結論 

 

  綜合上層圖表對於國泰金控公司資產、淨值

報酬率以及安全指標分析之說明，可以發現國

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之程度對於公司的資產

報酬率、淨值報酬率以及經營風險之分散皆確

實有正相關的影響；國泰金控多角化經營也確

實提高了公司的績效，然而美中不足的地方是

解釋力並不高，推測影響公司績效的因素除了

多角化經營外，尚有其他在本研究中未發現的

因素，由於時間的限制，本研究未能更精確的

找出影響國泰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的相關要

素，未來欲進一步分析金控公司的多角化經營

之成效，須考慮更多可能影響金控公司經營成

效的變數，也須將金控公司多角化經營時可能

遭遇的各種風險列入考量，如此才能更精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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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出金控公司在多角化經營下的成效與風

險。 

  在大環境競爭激烈的情況下，各個金控公司

必須有更適合其公司的經營策略來因應現代的

經濟環境。國泰金控以為股東、顧客及員工創

造最大價值為永續經營的理念，不斷求進步，

國泰金控公司將持續進行的發展策略將著重在

三大面向 1.經營第三獲利之成長引擎-打造資

產管理事業 2.極力拓展東南亞地區業務版圖範

圍 3.深耕大陸市場、提升兩岸金流之商機。藉

由此發展策略強化市場競爭力，進而晉升為亞

太地區最佳金融機構。 

  

8.參考文獻 

 

﹝1﹞ 余易明，1998，集團企業多角化價值 

       與融資優勢之時間趨勢研究，中央大 

       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 沈中華、張雲翔，2002。金融機構跨

業經營及轉投資之利潤與風險：全球

實證分析，經濟論文，第三十卷第三

期，275-310。 

﹝3﹞ 林盟堡，2010，台灣金控公司事業多

角化與經營績效之探討，台北大學經

濟所碩士論文。 

﹝4﹞ 林民頤，2010，遠東集團多角化經營

策略與績效分析，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科技管理組碩士論文。 

﹝5﹞ 邱美菁、許永明、陳寧馨，2011，台

灣銀行業多角化經營對績效的影響，

商略學報，第三卷第三期， 155-174。 

﹝6﹞ 國泰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國泰金控公

司年度報告書，2010-2014。 

﹝7﹞ 傅文樺，2001，多角化對我國企業經

營績效之影響，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

理所碩士論文。 

﹝8﹞ 廖壽聰，2007，國泰金綜合績效，朝

陽科技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論文。 

﹝9﹞ Chiorazzo,V.,Milani,C. and 

Salvini, F.,2008.Income 

Diversification and Bank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talian 

Banks, Journal of Financial 

Services Research, 33(3), 181-203. 

﹝10﹞ Stiroh, K. J. and Rumble, A., 2006. 

The Dark Side of  Diversification: 

The Case of U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8), 2131-2161.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918



基於離散小波轉換聚焦測量的三維影像融合 

 

 

 

摘要 

 
本研究以離散小波分解的聚焦測量(focus 

measure)方法為基礎，計算在相同視野但不同

焦距下多張影像的聚焦變化。由於每張影像都

是以固定間隔焦距拍攝，所以只要針對視野的

每一個部分找出最佳焦距影像，便能得知該部

分視野的高度，進而建立該視野的三維模型。

實驗中我們以幾種不同的物件，分別取像成

型，並且與實際多角度拍攝作為效率比較，另

外我們也使用 SMLFM 作為聚焦測量建立三為

模型證實離散小波轉換聚焦測量更適合三維

影像融合。 

關鍵詞：離散小波分解、三維影像融合、焦距

量測。 

 

1. 前言 
 

電腦視覺技術中的影像融合是一項很重要

的技術。它能夠提高在各種應用領域的效能，

例如物件辨識和影像分割等。此外，影像融合

技術可以讓幾張影像的訊息有互補的作用，改

善可見度和解析度，並且強化特徵訊息，提高

分析正確性，同時在檢測與識別物體時降低錯

誤率[1]。目前，影像融合已經成功的應用在許

多方面，例如在醫療診斷，遙感探測，多焦距

的 CCD 和軍事用途[2、3、4、5]。而三維影像

融合則主要是建立二維影像的三維模型，在電

腦斷層影像與核磁共振影像上，影像融合與三

維重建是很重要的關鍵。近年來，有不少學者

在影像融合相關方面之研究提出了各種解決

的方法，Li [6]利用離散小波轉換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DWT)作為基礎的影像融

合方法，將對焦區不同的影像以 DWT 做轉

換，轉換後會得到四種頻帶低頻、低高頻、高

低頻、高頻，來做計算，將兩張影像的相對應

係數值做比較，再選出最大的係數值進行融

合。離散餘弦轉換(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

DCT) [7]，將不同對焦區的影像空間域經由運

算後轉換成頻率域。Unser 以離散小波轉換作

為基礎提出了進階的離散小波框架轉換

(Discrete Wavelet Frame Transform ，

DWFT)[8]，將經過 DWT 轉換後會得到的子帶

(sub-band) 影像大小會與原始影像相同。

Huang[9]提到一個以計算影像邊緣銳利度為主

的方法 Energy of Laplacian (EOL)，是以鄰近四

個點的差異為主要的依據，其它鄰近的四個點

為輔，來計算主要點周圍的平滑程度，值越大

則表示它的平滑程度越小。離散小波轉換聚焦

測 量 (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Focus 

Measure，DWTFM)，是利用 DWT 轉換後的係

數，進行聚焦測量，取得最佳聚焦點影像之

後，再合成一張清晰的影像。 

使用基於小波變換的影像融合方法，必需

考慮能夠在沒有損失資訊的狀況下將輸入的

影像做處理。以前的研究曾使用計算比較簡單 

的方法來結合小波係數，像是權重法，選擇最

大值甚至做線性及非線性分析。Hong Zhang, 

Lei Liu 和 Nan Lin[10]提出了一個新的醫學影

像融合方法，使用小波係數的基礎上去分析影

像能量。Huaixin Chen 提出了以主成分分析法

為 基 礎 的 影 像 融 合 方 法 [11] 。 Nikolaos 

Mitianoudis 和 TaniaStathaki 使用獨立分量分

析，發展另一種不同的方法[12]。而最近的研

究有些基於分割影像的做法，例如 Yingjie 

Zhang 和 Liling Ge[13]提出的方法是先區分

物件，然後判斷各物件的優先次序。利用這些

區域的各種特徵來做計算，以確定其中的圖片

哪些特徵需要融合到影像之中。這些研究改進

了原有的方法，可以考慮根據影像的特徵，針

對不足訊息的來源影像做分割，發展出更有智

慧的融合規則。 

本論文的無論是空間領域或是頻率領域，

當中最重要的部份，就是用來測量影像的聚焦

測量方法，一個影像融合系統的結果良好與

否，這部份佔了相當大的因素，所以近年來有

許多的聚焦測量方法被提出來。Subbarao et 

al.[14][15]提出一個利用灰階影像的變異數

(Variance)當作聚焦測量方法，將每一點的值和

整張影像的平均值相減，如果得到的值越接近

蘇庭億 戴紹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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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表示該點的值和影像的平均值接近，有可

能是較平滑的部份，反之代表該點和平均值差

異大，可能是影像中比較清楚的地方。Eltoukhy 

and Kavusi[16]和 Miao and Wang[17]藉由計算

影像梯度的能量(Energy of Image Gradients; 

EOG)來當作影像融合的聚焦測量方法，藉此得

知影像的變化程。 

Wei[18]提到一個以計算影像邊緣銳利度

為主的方法 Energy of Laplacian (EOL)，這個方

法以鄰近四個點的差異為主，其它四個點為

輔，計算主要點周圍的平滑程度，值越大則平

滑程度越小；另外作者還提到另一個方法

Tenenbaum’s algorithm (Tenenbaum)，這個方

法主要是利用 Sobel 運算子分別取得 x 軸及 y

軸兩個不同方向的梯度傾斜幅度，以此得知該

區域中的影像變化。Nayar and Nakagawa[19]

在研究 Laplacian 公式時，意外發現 x 軸的方向

及 y 軸的方向如果呈現相反的話，往往會有相

互抵消的情形，因此提出了 Sum Modified 

Laplacian focus measure(SMLFM)方法。Li [20]

利用離散小波轉換(Discrete Wavelet Transform; 

DWT)為基礎的影像融合方法，先將多傳感器

所取得的多焦距影像以 DWT 做轉換，再以轉

換後的四種頻帶做計算，將多張影像的每個相

對應位置的值做比較，以選出各自最大值的方

式進行融合。 John [21]以雙樹複小波轉換

(Dual-tree Complex Wavelet Transform ; 

DT-CWT)將影像做轉換，然後以區域計算的方

式先建立一個區域地圖(region map)，進行區域

對區域的比較，再以比較的結果進行影像融

合。 

我們這篇論文是針對相同視野但不同焦距

下多張影像，進行融合來產生三維的模型，可

以適用在很多方面，例如體積估量或者三維建

模等。本文的章節簡介如下：在第 1 節我們介

紹一些重要的相關研究。第 2 節中，提出三維

影像融合的方法。在第 3 節我們有一些實驗的

範例。最後，第 4 節為結論。 

 

2. 研究方法 
 

2.1 離散小波轉換聚焦測量(DWTFM) 

 

如果選擇測量焦距的影像部分越小，則三

維模型越精細，所以如果使用 SMLFM 之類的

焦距量測，會因為檢視部分太小，很容易受到

雜訊干擾，造成錯誤的判斷，因此我們選擇

DWTFM 來做為焦距量測的方法，他在小波轉

換的過程中，由於母波的長度較長，例如 DB4

就長達 9 的像素，所以它的焦距量測範圍寬很

多，得到結果也會比較穩定。 

影像經過 DWT 轉換後會得到 BLH、BHL、

BHH及 BLL等四個頻帶，其中 BLH及 BHL為次高

頻，BHH 為高頻，而 BLL 為低頻，因為清晰影

像的部份，在高頻及次高頻的值會較高，低頻

的值會相對較低，而模糊影像的部份，在高頻

及次高頻的值會較高，低頻的值會較低，公式

如下： 

 
 
 jiFM

jiFM
jiFM

L

H

,

,
,   (1) 

     222
,,,),( jiBjiBjiBjiFM HHHLLHH   (2) 

   2,, jiBjiFM LLL   (3) 

其中公式(2)FMH代表高頻部份的焦距度量，公

式(3)FML代表低頻部分的焦距度量，而(1)則將

兩者相除取得其比例，如果低頻係數很高，而

高頻係數很低，則 FM 會變低，若相對低於其

他同範圍但是不同焦距的影像，則表示聚焦比

較差。 

 

2.2 三維影像融合方法 

 

所以在連續拍攝了 N 張相同視野但不同

焦距下的影像{Ii：for I=1 to N}，每張影像的焦

距是固定間隔，如果取得每張影像的相同位置

的像素{pxyi：x,y 是該點座標，i=1 to N}，並且

計 算 其  ， 則 令 第 k 張 影 像 其

FMxyk=MAX({FMxyi：for i=1 to N})，則第 k 張

的焦距所訂的高度，就是該點的實際位置，當

決定出影像中的 k 值，就可以將 N 張影像融合

出一個立體的三維模型。然而在實際測試時，

計算單點的 FM 非常容易受到單一雜訊的影

響，所以我們修改了 FMxyi 的計算方式，以

FMxyiw來取代，FMxyiw=Average(FMx`y`i)，FMx`y`i 

是 p x`y`i的 FM，而 px`y`i是在視窗 w 內的像素，

w 是以 pxyi為中心大小為 mm 的視窗。因為不

太可能單點最佳焦距和其所有鄰居有很大差

異，所以如此做法將周圍的聚焦列入考慮，可

以避免雜訊干擾，取得更穩定的結果。 

然而最適合的焦距點並不具備單一性，圖

一是擷取每張影像的同一個座標的 FMxyi，可

以發現從影像編號 73 到 93 都有著差不多但極

高的 FM 值，如果單單取最高值應該會造成很

不穩定的情形，因為任何一個雜訊就可能造成

極高值位置的變換。但是在觀察多組數據之

後，我們發現雖然極高值位置不穩定，但是最

適焦距的範圍的位置是固定的，所以我們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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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焦距的方式就修改成以最適範圍的中點

位置作為最佳焦距，下面是選擇最佳焦距的演

算法：  

表 1 OPT-Focus 演算法虛擬碼 

ALGORITHM:OPT-Focus 

INPUT:{ FMxyiw：for I =1 to N}, xa, ya, T1, T2, 

T3 

OUTPUT:k 

1. Let stage=start 
2. Let count=0 

3. For i=1 to N 

a. Switch (stage) 

b. Case start: 

i. If FMxyiw>T1 then 

ii.    count=count+1 

iii. Else 

iv.    count=0 

v. If count>T2 then 

vi.    stage=up 

vii.    count=0 

viii.    range1=i 

c. Case up:  

i. If FMxyiw<T3 then 

ii.    count=count+1 

iii. Else 

iv.    count=0 

v. If count>T2 then 

vi.    stage=down 

vii.    range2=i 

d. Case down: 

i. output k=(range1+range2)/2 
END 

以下是我們的三維影像融合演算法，其中 fl 是

每張影像焦距間隔的實際高度： 

表 2 3D-image-Fusion 演算法虛擬碼 

ALGORITHM:3D-image-Fusion 

INPUT: {Ii：for I=1 to N}, w, fl 

OUTPUT:F //fused 3D model 

1. calculate FMxyi from Ii 
2. for every (x,y) in I  

a. finding FMxyiw 

b. select optimal FMxyiw by OPT-Focus 

for all Ii as FMxykw  

c. put k*fl into F(x,y)  
3. reshape F as output  
END 

 

 

圖 1 每張影像的同一座標的 FMxyi，X 軸為影

像編號，Y 軸為 FMxyi。 

 

3. 實驗結果 
 

3.1 實驗設備 

 

實驗影像以彩色變焦相機 The Imaging 

source DFK Z30GP031 進行拍攝，個人電腦

(Inter Core Quad i7-4510U CPU，4GB RAM)進

行實作，並利用 Matlab(版本 2012a)所提供之

影像處理工具為基礎撰寫方法。相機焦距設定

為 1 至 300 點，當焦距越小，使離鏡頭越近的

則成像越明顯，當焦距越大時，使離頭越遠的

則明顯，其間距每兩點取一張，圖片大小為

1024*768，共 150 張。 

 

3.2 實驗流程 

 

第一部份預先計算所有影像的聚焦量測：

先把全部的原始影像轉成灰階圖，因為灰階圖

只有單一數值比較好處理，先把全部的灰階圖

做 DWTFM 處理，再依圖片順序把 DWTFM 處

理後獲得的數值繪製波形，再從波形中，找出

最佳成像的範圍。 

第二部份找出最適合的 W：把灰階圖切不

同的視窗大小，再做 DWTFM 處理，再依圖片

順序把 DWTFM 處理後獲得的數值繪製波

形，再從波形中，定義出最佳成像的範圍且與

全圖的波形的範圍比較，找出符合在全圖波形

的範圍且最小的視窗大小。 

第三部份計算最後的聚焦量測值產生三維

模型：針對每一個點根據前一步驟所得到的視

窗大小，計算出最後聚焦量測值，再找出最佳

聚焦值的影像，融合出三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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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實驗流程圖。 

 

3.3 實驗結果與討論 

 

  
a b 

圖 3 windows size 比較。 

圖 3(a)是 windows size 為 10*10，圖 3(b)是

windows size 為 50*50。 

 

 

 

 

 

 

 

 
a 

 
b 

 
c 

 
d 

圖 4 第一組實驗。 

圖 4(a)是物體在相機拍攝時的照片，圖 4(b)

是鏡頭由上往下拍時的照片，圖 4(c)是融合的

結果，圖 4(d)為 SML方法融合的結果。 

 

  
a b 

 
c 

 
d 

圖 5 第二組實驗。 

圖 5(a)是物體在相機拍攝時的照片，圖 5(b)

是鏡頭由上往下拍時的照片，圖 5(c)是融合的

結果，圖 5(d)為 SML方法融合的結果。 

 

實驗是使用積木排成不同形狀來做測試，共三

組實驗組，第一組是用三個積木排成的 L形，

第二組是用四個積木排成的 L形，第三組是用

四個積木排成的凸形；依第一組實驗結果，依

圖 4所示，兩個融合結果皆趨近物體的形狀，

但此方法的融合結果比 SML的融合結果更為完

整，如圖 4(c、d)；依第二組實驗結果與第一

組實驗結果，此方法的融合結果比 SML融合結

果的三維圖更為接近物體的形狀，圖 4(c、d)、

圖 5(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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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 

 

本篇論文目的在於利用三維影像融合的

技術，使物體可透過二維的平面圖融合成三維

的立體模型，基於離散小波轉換的頻率域影像

融合聚焦測量方法，利用離散小波轉換每個頻

帶代表的不同意義，計算出清晰的區域及的區

域，藉此融合多張同位置但不同焦距的影像，

將多張影像的所有聚焦清楚部分焦距產生一

個三維影像模型，實驗結果證實方法可行，且

DWTFM 確實適合以焦距為基礎的三維影像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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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特殊標識及 JavaScript 達成 HTML 標籤減量化

之設計 

 

 

 

摘要 

 
隨著網路與資訊的快速發展，上網已成為

人們的生活習慣，而其中又以瀏覽網頁為主，

本研究讓網頁撰寫方面簡單易讀與維護更方

便，以及提升網站曝光度且製做高效能的網

站，已成為資訊技術發展的重點之一。本篇說

明應用特殊標識及 JavaScript 達成 HTML 標籤

減量化之設計，需要在區域標籤定義特殊標

識，再透過 JavaScript 模組剖析具有特定

ClassName 的區域標籤，將內容取出在判斷特

殊標識轉換 HTML 標籤格式之後塞回原內

容。本設計可以讓 Google 搜尋引擎仍能有效搜

尋到網頁內容，以增加網站的曝光度，此外

HTML 標籤減量化和減少網路傳輸的流量，讓

用戶在使用上的得到更大的便利。 

 

關鍵詞：特殊標識、JavaScript、ClassName。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information, The Internet has 

become a people's living habits, but which 

went browsing the web-based, This study 

allows web writing easier to read and more 

convenient aspects and maintenance, And 

enhance website visibility and making 

high-performance website,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ke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is explanation a design for 

reducing HTML tags by using special labels 

and JavaScript, Needs in region label 

definition special marking, Pass through the 

JavaScript mold train analysis to have the 

specific ClassName area label, The content 

take out in judgment  special identification 

conversion HTML tags format plug back to 

the content. This design allows the google 

search engine is able to effectively search the 

contents of the website has increased the 

exposure of the Website, Also HTML tag 

minimization and reducing network traffic 

transmission, allowing users greater 

convenience in use. 

 
Keywords: Special signs、JavaScript、

ClassName. 

 

1. 前言 
一般來說，近幾年來開發客戶端 Web 應用

程式越來越熱門軟體行業，因為他們不需要在

客戶端設備中的任何安裝，他們是獨立的平

台，以及最新的瀏覽器提供了更多的功能和更

好的性能。前端網站有各種設計方式，但以目

前傳統網頁原始碼都包含許多各種不同HTML 

標籤，例如<p>、<ul>標籤等，若一位維護人員

在網站維護期間需要更新或修改網站的內

容，但是內容與 HTML 標籤夾雜在一起，因

此維護可能增加複雜度與維護成本，假設內容

和網頁程式碼分開來撰寫，讓開發者使用起來

簡單易讀，目前有幾種方式處理：第一種，使

用傳統網頁，如果一個網站的內容都存儲於一

個資料庫，並且根據請求來顯示頁面，在這種

情況下，網站所提供的內容基本上是基於模板

形式；第二種，利用 AJAX 技術來實施，透過

伺服器存取 XML 或 JSON 資料回傳資料來顯

示網頁內容[1]，這種方式跟第一種方式部份類

同，網站只有提供基本模板形式，但是這兩種

方式都有同樣的缺點，對於這種方式最大問題

Google 搜尋引擎無法有效搜尋到使用者所需

要資料，這樣網站整體內容曝光度會大幅減低

失去網站的意義，此外相同模板的網頁需要更

動在維護上相當麻煩。 

本創作應用特殊標識及 JavaScript 達成

HTML 標籤減量化之設計，主要改善先前技術

的部分缺點; 其一，要維持 Google 搜尋引擎仁

能有效搜尋到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內容，這樣一

來提昇網站的曝光度;其二，此方法可以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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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ML標籤減量化並且縮短網站製作與維護的

時間，因為替換網頁格式需要區域標籤定義特

定 ClassName 和特殊標識，再透過 JavaScript

模組搜尋具有特定的 ClassName 的區域標籤抽

取原內容，則直接依照特殊標識替換 HTML 格

式之後塞回原內容;其三，如果要修改相同的網

頁格式不需要大費周章每個網頁，只要修改

JavaScript 模組就可以套用每個網頁，進而提供

使用者擁有更好的服務。 

2. 文獻探討 
以下將對針以前以及目前還有在用到的技

術與 JavaScript技術，以及相關技術做介紹。 

 

2.1 HTML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不

僅目前最廣泛使用的網路的標籤語言，但也主

要語言構成和描述的網頁檔案。到目前為止，

被 HTML 元素所標記的網頁內容包括 <img>、 

<title>、 <p>、 <div>、 <picture>標籤，

這些元素構成了網站的基本架構。[8] 

 

2.2 搜索引擎 

搜尋引擎工作方式主要可分為三種分別是

全文搜尋引擎（Full Text Search Engine）、垂直

搜尋引擎（Vertical Search Engine）和元搜尋引

擎（Meta Search Engine）。[6]本研究主要是利

用全文搜尋引擎特性，全文搜尋引擎是名副其

實的搜尋引擎，具代表性的有 Google、百度。

[9] 

 

2.3 JavaScript 技術（ECMAScript） 

JavaScript 程式是開發網頁應用最關鍵的

核心技術，JavaScript 通常建構在 HTML 文件

之中，JavaScript 雖然是一種物件導向語言，但

是更精確的說，JavaScript 事實上是一種原型

導向的語言，其中每個物件的 _prototype 欄位

都可以指向他的原型，然後用來 clone (自體繁

殖) 出新的物件，您可以用 function 型態宣告

一個物件，如此該物件就自動具有建構函數

了，這種做法是非常簡單、奇特、但卻非常靈

活的方法。[3] 

JavaScript可以透過DOM API取的網頁中

所 有 元 件 ， 這 包 含 HTML 元 件 (HTML 

Element) 、視窗物件(Window object)和網頁的

頁面物件(Document object) 。如圖 2.1 就是

DOM 物件是分層結構: 

 

 
圖 2.1 一些重要物件的簡易分層結構[10] 

 

本 研 究 有 使 用 document 的

getElementsByClassName()的方法[7]，故名思

議就是根據 Class 名獲取元素集合，但是

getElementsByClassName 不兼容較低版本的瀏

覽器，例如，IE8 等。 

HTML5.0 的草案提出之後，JavaScript 更

受到高度的重視，由於 HTML5 的強大功能，

讓大家對 JavaScript 的發展充滿了信心，很多

人認為 JavaScript 將會是繼 C 語言之後最重

要的程式語言。[2][5] 

 

2.4 先前技術-AJAX 技術 

AJAX(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是用於提升 Web 伺服器與客戶端之間

的交互性 2.0時代的重要途徑。[4]傳統網頁使

用方式，使用者填寫表單完成發送請求處理，

當送出表單會向 Web 伺服器傳送一個請求，在

由 Web 伺服器取得使用者所需要的文件內容

或資料庫，Web 伺服器處理完成後回應給瀏覽

器處理程序完成後在顯示給使用者看。這不同

於傳統 Web 處理方式，AJAX 是一種不需要重

新整理網頁，透過 JavaScript 來與伺服器交換

資料、更新網頁內容的技術。[1]如果網站有基

本架構其他分頁是沒有內容，必須透過 AJAX

技術去請求伺服器，然後伺服器存取 XML 或

JSON 資料再將新的資料傳送給瀏覽器處理完

成顯示給使用者看，這樣原本一堆資料配合的

Tag 就會很龐大，此外在電腦因為同時大量的

網頁傳輸，而造成電腦的效能降低。Google 搜

尋引擎可能找不到使用者需要網頁或資料，因

為原本網站只有一些基本架構但是其他分頁

大部分相同的模板，必須仰賴 AJAX 技術去存

取資料，然而會大幅減少網站曝光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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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Web 與 AJAX 運作示意圖[10] 

 

3. 設計構想 
在本章節中會介紹本研究系統架構，以及

如何建構出減量化 HTML 標籤的網頁，並且透

過 JavaScript 模組的方式如何產生 HTML 標籤

格式。 
 

3.1 系統架構 

為了能方便讓使用者能夠快速開發網頁，

因此我們提出一種新的網頁設計概念，以簡單

的方式就能讓使用者了解如何撰寫網頁以及

後續網頁維護方便性，此外本系統架構目前使

用 Chrome 瀏覽器確定可以正常執行，但是其

他瀏覽器版本太低版本未必能正常運作，瀏覽

器版本太低不是目前考慮的範圍。 

如圖 3.1 是本研究中應用特殊標識轉換

HTML 運作方式之架構圖，使用者在瀏覽器輸

入 URL，瀏覽器會發送命令(command)訊息到

web server，而伺服器端會依照請求的事件回應

給客戶端，此時瀏覽器載入網頁原始碼程序

後，需要重新定義網頁格式必須透過 JavaScript

模組搜尋具有特定區域標籤的 ClassName，此

特定區域標籤資料提取出來，依照區域標籤內

定義不同的特殊標識轉換不同 HTML 標籤格

式之後轉換好的 HTML 標籤會重新注入該區

域標籤，呈現替換完成頁面。 

 
圖 3.1 特殊標識轉換 HTML 運作方式 

 

如圖3.2所示在設計網頁時必須要定義區

域標籤的 class 名稱，每個區域標籤內可以運用

不同特殊標識來替代 HTML 標籤，因為使用者

需要自行定義特殊標識以及搭配 JavaScript

模組替換成有有效 HTML，之後運用特殊標識在

來添加上所需要的內容後，這樣就可以簡化程

式碼達成 HTML 標籤減量化， 除此之外後續

若要維護網頁內容時大大提升效率。 

網頁加載後必須重新定義網頁格式以

JavaScript模組分析網頁原始碼，這部分使利

用 document 的 getElementsByClassName()的方

法，搜尋具有特定義的 ClassName 屬性，然後

JavaScript 模組的程序會依照命名規則有不

一樣處理方式，再把內容依序取出暫存起來，

逐步把每個區域標籤元件作刪除動作，然後重

新依照 ClassName 以及特殊標識轉換出該

HTML DOM 元件注入至網頁中顯示。 

 

 
圖 3.2 特殊標識轉換 HTML 標籤架構圖 

 

4. 實作 
本章節主要說明如何應用特殊標識及

JavaScript 達成 HTML 標籤減量化之設計，希

望藉此方便讓使用者操作流程，並加速日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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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速度，進而說明傳統網頁與本設計方式的

差異。 

4.1 HTML 實作內容 

首先，若需要維護一般網站的某個網頁內

容加上 HTML 標籤就複雜性提高且維護起來

不方便，本實作要讓網頁 HTML 減量化。 

第一步先規劃網頁版面與盡量讓架構統

一，簡化撰寫 HTML 標籤。 

第二步則是網頁原始碼<body>標籤的區

塊內依照使用者需求自行定義一個或多個區

域標籤，然後必須將每個區域標籤的 class 命名

名稱，若不同的區域標籤出處理方式一樣，保

持具有相同 class 名稱。 

第三步在區域標籤內原本是使用 HTML

標籤語法來設定需要的功能，像是列表(Lists)

其中一種<ul>標籤，一般是從開始標籤到結束

標籤之間內容，但是這樣撰寫實在太繁瑣了，

本設計利用取代 HTML 標籤這樣可以達成

HTML 標籤減量化，例如，=====ul 特殊標識

(可自行定義)來取代<ul>標籤之後再加上所需

要的內容，以下圖示就是運用各種特殊標識範

例: 

 
圖 4.1 特殊標識範例 

 

4.2 JavaScript 實作內容 

首先，在網頁載入時透過 window.onload

函式會先執行 JavaScript 模組主要讓原本網

頁內容重新定義網頁版面的樣貌，然後會執行

此程序中的方法如下: 

 

 
圖 4.1 解析具有特定 ClassName 

 

此程序透過文件物件模型(DOM)在網頁的區域

標籤搜尋具有特定 ClassName再把每個資料先

暫存在 targets屬性，然後開始處理暫存區域

標籤的內容會先從第 0個開始刪除網頁該內容

元件，如圖 4.2以下程式碼:  

 

 
圖 4.2 移除元件 

接下來轉換過程中會判斷不同特殊標識，並且

要有不同對應方式去作轉換 HTML 標籤，至於

這部分程式碼可以依照自行需求修改不同替

換 HTML標籤格式，如圖 4.3 以下程式碼: 

 

 
圖 4.3 特殊標識轉換 HTML 標籤 

之後再把轉換好的 HTML 標籤重新注入到該網

頁中的區域標籤，全部的特殊標識轉換完成後

藉而呈現完整的畫面給使用者看。 

 

5. 結論 
本研究中，藉由 HTML5 與 JavaScript 一

些相關功能提出一種網頁設計的概念，並且利

用全文搜尋引擎特性。充分展現使用新的開發

方式目標是為了建構出有效提高網站曝光

度，因為對於經營者來說網站的曝光度等於是

虛擬門面，並且應用特殊標識有效達到 HTML

標籤減量化，簡化撰寫網頁程式碼將會是未來

重要走向之一，除此之外網頁有一部份程式由

瀏覽器端執行，減輕伺服器負擔與減少網路傳

輸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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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限制驗證次數之匿名驗證系統 

 
 

摘要 
 

在雲端服務、電子商務情境中，使用者的

身分隱私已成為一個重要議題，在一些網路情

境下，使用者並不想洩漏真實身分。例如在網

站上購買商品，或者是使用 E-Tag 支付高速公

路的通行費，都不想被別人、服務供應者識別

自己的真實身份，以避免消費內容或行蹤被窺

探 

本論文參考 Kerberos 協定，提出可以由使

用者自行產生權證，同時也限制使用者可以通

過驗證次數之匿名驗證。本方法可應用在車載

網路，智慧電網，電子商務等。達到使用者負

擔輕量化，並兼顧伺服器管理效率。 

關鍵詞：匿名驗證，身分驗證，權證，Kerberos
協定。 
 

Abstract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cloud services, 
user privac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n anonymous 
authentication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Kerberos protocol. The scheme can be used in 
the context such as VANETs, smart grid and 
E-commerce. 
Keywords: Anonymous Authentication,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Token-Based Authentication, 
Kerberos Protocol. 
 
 
1. 前言 

 
隨著雲端運算服務的普及，透過網路可以

使用軟體、平台、系統服務等，例如 Amazon 
EC2、AWS 提供的 IaaS、PaaS 架構，或是 SaaS
如 PC-cillin 的雲端掃毒服務、Spotify 的音樂串

流服務。我們可以透過線上付費刷卡的機制，

藉以「租用」一些昂貴的設備一段時間，或是

在有限的期間，使用軟體、串流的服務，皆是

有別於以往軟體銷售採取的「買斷」機制。這

樣的模式將會越來越盛行，因為租用較買斷提

供更好的售後服務、更好的維護與升級。 
然而，直接付費給服務供應商的機制存在

一些問題，如付費者「使用者身分隱私」洩漏，

另外對於軟體服務使用存在著「計費公平性」

問題…即不論使用者掃毒幾次、聽多少音樂，

明明消耗的資源不同，卻必須付一樣的錢。這

樣人人使用服務吃到飽的機制，勢必造成資源

上的浪費，各種可能之原因造成的負面影響如，

因為使用者付給 KKBOX 一個月新台幣 300 元，

於是使用者的消費者心理，則是不論有沒有真

的想要聽音樂都一直播放音樂，始終將串流服

務開啟；倘若每位使用者都佔用資源，則會造

成伺服器的負擔繁重。這使我們必須採用一個

較為公平、合理的計費模式，使用者使用了多

少服務，供應商就收多少錢。 
而在使用智慧卡付款的機制下，即使是不

記名的卡片、電子零錢包，亦無法完全顧及使

用者的隱私，在不可連結性的部分，一旦使用

者使用同一張卡片兩次以上，商家即可知道這

些記錄來自於相同使用者，使得消費者的購物

隱私洩漏，當今資料探勘使用氾濫，使用者未

明確授權商家蒐集購買紀錄，於是商家可因為

商業考量，窺視購物記錄分析每位使用者的消

費習慣，對使用者極為不友善。而在一些更為

嚴格的匿名驗證，需保證使用者身份不可被揭

露之情境，如電子投票[1]。 
本論文對於使用者對服務供應商隱藏身份、

服務供應商控制使用者通過驗證次數等目的，

而設計出一套可行的方法，即可計算驗證次數

之匿名驗證。在常見的匿名驗證，通過驗證者

得到憑證(Certificate)或是權證(Token)，藉由驗

證者(Verifier)替身分合法性背書，而伺服器可

以有效地管控權證的有效性、被驗證者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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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次數；一旦服務伺服器和使用者發生消費

糾紛時，本系統可以有條件的揭露使用者的真

實身份。 

在付費的匿名驗證情境，如車載網路、E-
Tag 等情境下，使用者都不希望洩漏自己的真

實身份，但使用者必須為送出的訊息負責。中

國學者 Xiaoyan Zhu 等人[2]提出可應用在車載

隨意網路的隱私保留驗證方法。 
另外應用於智慧電網中，電力公司必須對

使用者收取電費，可以合理得知用戶用電情形。

但是使用者不希望幾點幾分正在用電，其用電

的特徵可能洩漏正在使用的家電情況。所以將

整個智慧電表分為兩部分，即時用電資訊屬於

敏感資料必須匿名，且授權電力公司可以對這

樣的資訊進行分析，好作為發電的依據。

Efthymiou 等學者針對了這樣的情境提出解套

方案[3]，將電表內設置 HFID 和 LFID，分別用

來處理不同的資料流，以假名的方法達到匿名

是一種簡單的方法。 
本論文的組成主要分成四個主要的部份。

在第二章，我們對於相關研究做簡要的介紹；

第三章則為本論文提出之可限制驗證次數之

匿名驗證方法；第四章則針對本論文的安全性

進行分析，並和其他方法比較；第五章為本論

文之結論。 
 

2. 預備知識與相關研究 
本章節對於相關研究以及所需要使用到的預

備知識作簡要的介紹。 
 
2.1 非對稱式密碼系統 
 

本論文使用非對稱金鑰系統實作，並可以

考慮使用者之不同裝置運算能力，決定使用的

密碼系統簽章、加密。因此，在裝置擁有較佳

的運算能力時，則採用橢圓曲線密碼系統；相

反地，我們假設在物聯網情境下，嵌入式裝置

所較適用 RSA 或是 ElGamal 的加密、簽章系

統。 
故本論文在透過非對稱式金鑰加密、簽章

的情境下，採用 ElGamal 的方式產生公私鑰配

對，其流程為，傳送者 A 對接收者 B，由 A 先

挑選一個大質數𝑝𝑝，並在𝑍𝑍𝑝𝑝∗中任取𝑝𝑝的一個原根

𝑔𝑔當作底數，並在𝑍𝑍𝑝𝑝−1中任取一數𝑘𝑘作為指數。

其中，𝑘𝑘為 A 的私鑰、𝑦𝑦則為對應之公鑰，並公

開{𝑦𝑦,𝑔𝑔,𝑝𝑝}等參數。 
𝑦𝑦＝ 𝑔𝑔𝑘𝑘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𝑝𝑝 

 

對於這種方法的安全性則是建構在分解離

散對數是困難的。而在簽章的階段，傳送者

A 任選一個和𝑝𝑝 − 1互質的數𝑟𝑟，對先前取用的

原根𝑔𝑔作指數運算後模𝑝𝑝，計算出𝑎𝑎如下。 
 

𝑎𝑎 = 𝑔𝑔𝑟𝑟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𝑝𝑝 
 
並且採用 Yi Mu 等學者提出對於 ElGamal

簽章的修改[1]，計算出𝑠𝑠，和𝑎𝑎組合成為整個

簽章。 
𝑠𝑠 = 𝑘𝑘−1(𝑚𝑚𝑎𝑎 − 𝑟𝑟)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𝑝𝑝 − 1) 

 
因此當接收者 B 收到 A 所簽署的訊息

時，其驗證式如下，當等式成立時，則簽章

為有效的。 
 

𝑦𝑦𝑎𝑎𝑎𝑎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𝑝𝑝 =? 𝑔𝑔𝑚𝑚𝑎𝑎 𝑚𝑚𝑚𝑚𝑚𝑚 𝑝𝑝 
 

2.2 匿名驗證  
 

關於匿名驗證的實作，由 Lindell 等人所提

出的兩個方法[4]。第一個方法，在驗證伺服器

存有所有合法使用者的公鑰。驗證伺服器在驗

證的時候產生一個訊息𝑀𝑀，使用所有合法使用

者的金鑰加密此訊息，產生了和可通過驗證使

用者數量相同之密文，並將這些密文回送給每

一個被驗證者。倘若被驗證者可在這些密文中

解開其中一個，表示該使用者具有可通過驗證

使用者集合中的私鑰，雖然不知他的真實身分，

但是可以相信他是合法使用者的一員。 
當合法使用者解開了對應於自己的密文，

此使用者仍需以其他合法使用者的公鑰加密

自己解開的訊息𝑀𝑀𝑖𝑖後，為了避免伺服器藉著傳

送不同內容的訊息藉以追蹤使用者身分，因此

使用其他合法使用者的公鑰再次加密此訊息，

從密文的集合中尋找是否有相同密文，以避免

驗證伺服器不誠實。 
 

𝐸𝐸𝑛𝑛𝑛𝑛𝑟𝑟𝑦𝑦𝑝𝑝𝑛𝑛𝑝𝑝𝑘𝑘𝑗𝑗(𝑀𝑀𝑖𝑖) ＝? 𝐶𝐶𝐶𝐶𝑝𝑝ℎ𝑒𝑒𝑟𝑟𝑗𝑗 
 
第二個方法，則是可註銷的匿名驗證方法，

本情境建立在透過可信第三方為使用者身分

合法性背書，但使用者不對提供服務的伺服器

洩漏身分，因而採取智慧卡輔助運算，使用具

法律效力之智慧卡如自然人憑證…須避免非

法使用者變造公鑰，和先前方法類似機制，唯

當使用者解開密文、得到明文後，必須再次以

其公鑰加密訊息，此時為驗證此使用者使用公

鑰是否和憑證管理中心(Certificat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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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 CA)管理的一樣，於是 CA 要求使用者變

造𝑀𝑀𝑖𝑖中，指定 bit 數量成為𝑀𝑀𝑖𝑖
′，使用者再加密，

回傳密文作驗證。 
 
2.3 Kerberos 協定 
 

Kerberos 協定，是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學

者所研發制定，其名源自希臘神話中 Hades 的
一隻三頭護衛神犬，協定中包含了三個主要的

角色：使用者、驗證伺服器、服務伺服器。[5] 
在此架構下的使用者，在使用服務前必須

先進行身分的驗證，流程主要包含了六個部分，

以下說明詳細驗證流程。 

 
圖 1 Kerberos 架構 [5] 

 
(1) 使用者向驗證伺服器提出身分驗證請

求，僅向驗證伺服器送出 ID。 
(2) 驗證伺服器查詢該使用者的 ID是否存

在。若存在，則回送兩個訊息：通訊金

鑰 (Session Key)和票卷伺服器票卷

(Ticket Granting Ticket，TGT)。通訊金

鑰用以加密使用者和票卷伺服器

(Ticket Granting Server)的連線；而 TGT
由 TGS 的金鑰加密而產生，內含

Session Key、使用者 ID、使用者網路

位置、TGT 時效等內容；使用者不能

自行解開 TGT。 
(3) 使用者向 TGS 送出前一階段所獲得的

TGT 和欲使用服務伺服器 ID 及以

Session Key 加密含用戶 ID、時戳之訊

息，該訊息稱作認證符(Authenticator)。 
(4) 當票卷伺服器(TGS)收到票卷伺服器

票卷(TGT)後，先從 KDC 資料庫中確

認使用者請求服務伺服器是否存；並

解開票卷伺服器票卷(TGT)，因此得到

使用者和票卷伺服器連線使用之連線

金鑰，TGS 再使用此連線金鑰解開驗

證符 (Authenticator)，和伺服器票卷

(TGT)內的使用者 ID 比較，以避免重

送攻擊。完成驗證兩訊息內容後，票卷

伺服器回送票卷給使用者 (Service 
Ticket)、使用者和服務伺服器連線金鑰

(Client/Server Session Key)。使用者收

到透過服務伺服器金鑰所加密之票卷

(Ticket)，其內含使用者/服務伺服器的

連線金鑰(Client/Server Session Key)、
用戶 ID、網路位置、有效期。 

(5) 當使用者欲使用服務伺服器資源時，

使用者對其送出票卷。 
(6) 透過使用者傳來的票卷訊息，決定回

覆使用者內容。 
 

3. 可計算驗證次數之匿名驗證 
 

在此章節中，我們將本論文環境設定在類

似 Kerberos 架構下，於是我們可以大致將整個

方法切割成四個階段：(1)初始階段/權證產生階

段(2)身份驗證階段(3)重新產生權證階段(4)身
份揭露階段。 

在初始階段，由一個公正第三方伺服器負

責收費、並分配使用者用以產生權證之「種子

變數」，由使用者自行產生權證。身份驗證階段，

使用者無須向服務伺服器表明身份但必須證

明自己是合法使用者的過程；重新產生權證階

段，則是當使用者欲再次付費購買權證的議題；

而身份揭露階段，為預留之方法，以解決爭議。 
 

 
圖 2 本系統架構圖 

 
 
3.1 初始階段 
 

本階段為初始階段(Initialize Phase)，亦為

權證產生階段(Token Generation Phase)。情境為

當使用者𝑈𝑈𝑖𝑖付費，成功購買了 n 次驗證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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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TTP 為該使用者產生亂數r𝑢𝑢𝑢𝑢𝑟𝑟，TTP 對 r𝑢𝑢𝑢𝑢𝑟𝑟 
簽章成為s𝑢𝑢𝑖𝑖𝑢𝑢後傳送給使用者，作為使用者和

TTP 產生權證的變數。 
 

𝑠𝑠𝑢𝑢𝑖𝑖𝑢𝑢 = 𝑆𝑆𝐶𝐶𝑔𝑔𝑛𝑛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𝑢𝑢𝑘𝑘(𝑟𝑟𝑢𝑢𝑢𝑢𝑟𝑟) 
 

 
圖 3 初始化階段—產生使用者變數 

 
此時當使用者和 TTP 都具有對應的權證產生

種子 s，取其和權證計數連結後，由雜湊函式

製作出，如下方運算式所表示，因此使用者和

TTP 都可以自行計算出每一個 Token 的值如下 
 
𝐻𝐻𝑇𝑇𝑇𝑇𝑘𝑘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𝑠𝑠𝑢𝑢𝑖𝑖𝑢𝑢 ∥ 𝑟𝑟𝑚𝑚𝑟𝑟𝑛𝑛𝑚𝑚𝑢𝑢𝑢𝑢𝑟𝑟 ) ＝ 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𝑢𝑢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𝑇𝑇𝑢𝑢𝑇𝑇𝑢𝑢 

 
𝐻𝐻𝑇𝑇𝑇𝑇𝑘𝑘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𝑠𝑠𝑢𝑢𝑖𝑖𝑢𝑢 ∥ 1 ) ＝ 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𝑢𝑢𝑢𝑢𝑟𝑟−1 
𝐻𝐻𝑇𝑇𝑇𝑇𝑘𝑘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𝑠𝑠𝑢𝑢𝑖𝑖𝑢𝑢 ∥ 2 ) ＝ 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𝑢𝑢𝑢𝑢𝑟𝑟−2 

… 
𝐻𝐻𝑇𝑇𝑇𝑇𝑘𝑘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𝑠𝑠𝑢𝑢𝑖𝑖𝑢𝑢 ∥ 𝑛𝑛 ) ＝ 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𝑢𝑢𝑢𝑢𝑟𝑟−𝑇𝑇 

 
一些較不安全的作法，是直接把這些權證

擺放到服務伺服器中。一旦權證外流，任何持

有權證者皆可持該權證通過驗證。另外，使用

者購買 n 個權證，全部放在 TTP 中，除了耗用

空間，亦具有安全性的問題。所以最理想的方

法，是由在本架構下負責收費的 TTP，基於安

全性考量、節省空間等好處，只儲存使用者的

ID、使用者所購買的權證(Token)數量𝑘𝑘、使用

者的種子𝑠𝑠𝑢𝑢𝑖𝑖𝑢𝑢。紀錄 𝑠𝑠𝑢𝑢𝑖𝑖𝑢𝑢 是因為考量揭露使用

者身份的需求；否則，每當使用者購買權證時，

應視為不同的使用者，並使用不同的種子變數。 
並且避免將產生出來的權證儲存在 TTP，

TTP 僅需在有需求的時候可以自行推算出權證。

因此，TTP 將每一個被產生出的權證，透過(1)
單向雜湊函式，將權證運算成為不可反推出身

分、彼此間亦無連結性之憑據(Credential)後，

再儲存至服務伺服器中。或者是經由(2)由 TTP
的公鑰加密這些權證，得到僅 TTP 私鑰可解開

的憑據後，再儲存到服務伺服器中。 
 

𝐻𝐻𝐶𝐶𝑟𝑟𝑇𝑇𝑢𝑢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𝑠𝑠𝑢𝑢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𝑇𝑇𝑢𝑢𝑇𝑇𝑢𝑢 ) ＝  𝐶𝐶𝑟𝑟𝑒𝑒𝑚𝑚𝑒𝑒𝑛𝑛𝑛𝑛𝐶𝐶𝑎𝑎𝐶𝐶𝑖𝑖 
or 

𝐸𝐸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𝑝𝑝𝑘𝑘( 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𝑠𝑠𝑢𝑢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𝑇𝑇𝑢𝑢𝑇𝑇𝑢𝑢  ) ＝  𝐶𝐶𝑟𝑟𝑒𝑒𝑚𝑚𝑒𝑒𝑛𝑛𝑛𝑛𝐶𝐶𝑎𝑎𝐶𝐶𝑖𝑖 

 
 

𝑆𝑆𝐸𝐸𝑆𝑆𝑆𝑆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𝑆𝑆𝑆𝑆( 𝐶𝐶𝑟𝑟𝑒𝑒𝑚𝑚𝑒𝑒𝑛𝑛𝑛𝑛𝐶𝐶𝑎𝑎𝐶𝐶𝑖𝑖 ) 
 
 

3.2 身份驗證階段 
 

在驗證階段(Authentication Phase)，為某一

使用者𝑟𝑟𝑠𝑠𝑒𝑒𝑟𝑟𝑖𝑖向服務伺服器(Service Server)發出

請求，並向該伺服器送出權證（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而當

服務伺服器收到此權證後，(1)將其做單向雜湊

轉換為憑據（𝐶𝐶𝑟𝑟𝑒𝑒𝑚𝑚𝑒𝑒𝑛𝑛𝑛𝑛𝐶𝐶𝑎𝑎𝐶𝐶），並在服務伺服器中

找尋是否先前存入權證是否有相同的值，一旦

找尋到相同的值，則表示使用者通過驗證，且

因透過傳送憑據驗證的手段，是一個簡單且容

易限制使用者的驗證次數方法。 
 

𝑆𝑆𝐸𝐸𝑆𝑆𝑆𝑆𝐶𝐶𝑙𝑙𝑖𝑖𝑇𝑇𝑇𝑇𝑙𝑙→𝑆𝑆𝑆𝑆� 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𝑗𝑗 � 
 
𝐻𝐻𝐶𝐶𝑟𝑟𝑇𝑇𝑢𝑢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𝑠𝑠𝑗𝑗 �＝? 𝐶𝐶𝑟𝑟𝑒𝑒𝑚𝑚𝑒𝑒𝑛𝑛𝑛𝑛𝐶𝐶𝑎𝑎𝐶𝐶𝑢𝑢𝑙𝑙𝑇𝑇𝑟𝑟𝑇𝑇𝑢𝑢 

 
當在服務伺服器中，找到相同的憑據，使用

者即通過驗證，而服務伺服器(1)必須刪除此驗

證過的憑據、此方法不存在揭露身份功能；或

是採取(2)較為嚴謹的方法，將當前的時間戳記

(timestamp)、此驗證過的憑據記錄下來…往後

如果發生爭議時，則可由此紀錄得知。 
 
3.3 重新產生權證階段 
 

當某使用者所持有的權證即將用罄時，繼

續採用先前的種子變數產生的權證。所以使用

者必須重新向 TTP 付費購買後續 m 次權證，

TTP 因為持有該用戶的種子變數𝑠𝑠𝑢𝑢𝑢𝑢𝑟𝑟，因此可

以產生後續權證( round : k+1~k+m )，權證產生

方法如前一小節敘述。唯這次 TTP 無須使用者

重新計算種子變數𝑠𝑠𝑢𝑢𝑢𝑢𝑟𝑟，TTP 僅需更新該使用

者的種子計數𝑘𝑘，此計數除了是物流座位下一

次續購權證時的起始位置計算，也確保某使用

者權證之最大數量 
 

𝑘𝑘′ = 𝑘𝑘 + 𝑚𝑚 
 
但是如果某使用者更換 ID 使用本系統，

自然是無法避免掉 TTP 為其重新產生種子變

數、變數傳送、𝑠𝑠𝑢𝑢𝑢𝑢𝑟𝑟 及 𝑘𝑘𝑢𝑢𝑢𝑢𝑟𝑟 額外儲存的成本。 
 
3.4 揭露身分階段 
 

在付費情境下，可能存在消費糾紛，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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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伺服器和使用者發生糾紛時，服務伺服器

有權利揭露使用者的真實身份。本系統之揭露

身份方法。當某惡意使用者要求服務伺服器資

源時，該惡意使用者對服務伺服器送出不當持

有之權證(可能是竊取他人權證盜用，或者是變

造的權證)。因此在前述初始階段，憑據若是透

過 TTP 公鑰加密而產生，則可以在本階段還原

回權證，因為 TTP 本身存有所有使用者的種子

變數，故在執行加密演算法 𝑛𝑛 × 𝑘𝑘 次的時間內

可以找到該權證的擁有者 ID。 
 

𝑆𝑆𝑇𝑇𝑇𝑇𝑇𝑇−𝑢𝑢𝑘𝑘( 𝐶𝐶𝑟𝑟𝑒𝑒𝑚𝑚𝑒𝑒𝑛𝑛𝑛𝑛𝐶𝐶𝑎𝑎𝐶𝐶𝑖𝑖 ) ＝  𝑇𝑇𝑚𝑚𝑘𝑘𝑒𝑒𝑛𝑛𝑠𝑠𝑢𝑢𝑢𝑢𝑟𝑟−𝑟𝑟𝑇𝑇𝑢𝑢𝑇𝑇𝑢𝑢 
 

3.5 交換權證階段 
 

本階段之方法用於避免好奇的 TTP 追蹤

某個特定使用者的權證是否已經被使用。根據

本章所提及之初始階段，任何權證都是可以由

TTP 對每個不同使用者所產生的特定種子產生，

所以一個好奇的 TTP 因為具有服務伺服器的

資料庫寫入的權限，因此可以去試探該憑證的

存留與否。雖然 TTP 知道每個權證是對應到哪

個使用者的，但是對服務伺服器來說，因為不

知道種子的關係，所以無法區別不同權證之間

的來源是否出自同一個使用者。在這樣的條件

下，當使用者 A 向使用者 B 提出權證交換的情

況下，A 和 B 必須同時向服務伺服器確認對方

是否具有合法可通過驗證的權證。一旦服務伺

服器確認雙方皆各持有一個合法的權證後，則

將存於服務伺服器中的這兩個權證刪除。並由

服務伺服器各回送一個「重新取得一次權證」

的許可訊息，該訊息中記錄流水號碼，並由服

務伺服器簽章後，再以 TTP 公鑰加密之。 
 

𝑆𝑆𝐸𝐸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𝑆→𝐶𝐶𝑙𝑙𝑖𝑖𝑇𝑇𝑇𝑇𝑙𝑙( 𝐸𝐸𝑛𝑛𝑛𝑛𝑇𝑇𝑇𝑇𝑇𝑇( 𝑆𝑆𝐶𝐶𝑔𝑔𝑛𝑛𝑆𝑆𝑆𝑆( 𝑠𝑠𝑒𝑒𝑟𝑟𝐶𝐶𝑎𝑎𝐶𝐶 ) ) ) 
 
使用者可以持本訊息，向 TTP 要求一個新

的權證。 
 

 
圖 4 使用者交換權證階段 

 

 
4. 分析 

 
本章節針對安全性和效能兩大層面，與相

關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做比較。在安全性分析的

章節，我們考慮相關研究的特點，列舉出可能

被攻擊的方法，並提出對於本論文提出方法之

安全性證明。而在效能性分析上，也與不同架

構之匿名驗證評比。 
 
4.1 安全性分析 
 

在安全性分析的章節，我們首先證明本方

法的正確性，即證明本方法所採用的單向雜湊

和非對稱式金鑰密碼系統的正確性。匿名驗證

須兼顧匿名性及不可連結性。匿名性表示不洩

漏真實身份；不可連結性則是攻擊者無法得知

相異的連線或身份驗證是來自同一使用者。 
(1) 破解雜湊函式： 

而單向雜湊的正確性則必須證明不容

易「發生碰撞」，證明「不容易」是非

常困難的。故先前於 2004 年時，中國

學者張小雲發表的文章指出，對於

MD4、MD5、HAVAL-128 及 RIPEMD
的碰撞探討[6]，故在雜湊的挑選上應

避免使用一些有疑慮的方法。[7] 
(2) 匿名性與不可連結性： 

針對匿名性的分析，因使用者將唯一

能夠代表身份的變數 s 通過單向雜

湊函式運算，所以在該雜湊演算法未

被破解之前，本論文所提出的方法所

產生的憑據是無法被 TTP 以外之成員

逆推回去。 
針對不可連結性的分析，因為使用者

使用本系統付費後，「批次」地將憑據

存入服務伺服器時，伺服器可以直接

推測這些憑據是有關連性的，所以在

傳送上應避免一次的傳送僅含一個或

是少數的使用者憑據；或基於安全考

量，累計到一定的數量的憑據再和其

他使用者的憑據混和傳送。 
(3) 重送攻擊： 

本系統所採取權證式匿名驗證系統，

在驗證通過後，刪除系統上先前存放

的權證雜湊值，所以當使用者持相同

的權證再次向伺服器請求驗證時，無

法再度通過，因此可抵禦重送攻擊。 
(4) 服務伺服器遭入侵： 

本系統所提出的架構著重在收費、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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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權證之伺服器本身，故對於採納本

驗證機制之服務伺服器本身之安全性

無法直接予以補強，因此假設無誤伺

服器存在被入侵的風險。因本論文在

第三章所描述之初始化階段，TTP 放

置於服務伺服器中的權證雖已經被單

向雜湊式轉換，故攻擊者無法竊取可

以通過驗證的權證。但攻擊者可能取

得服務伺服器的寫入權限，因此將偽

造的權證植入，導致持有偽造權證者

可以通過驗證。所以服務伺服器中所

存的權證必須由 TTP 簽章，避免偽造

攻擊者植入偽造的簽章。 
(5) Semi-Trusted TTP： 

就使用者角度而言，若非一次性、不記

名的系統，而是在一個需要註冊付費

的系統，使用者的身分被記錄在 TTP
端，有可能被揭露身分。而 TTP 被視

為是好奇、欲窺探使用者隱私的。使用

者若不希望自己的付費資訊、購買服

務等行為被記錄、追蹤，必須避免洩漏

自己的真實身分給 TTP，如此，在付費

的過程中必須避免洩漏自己的信用卡

卡號、避免註冊帳號等行為。本論文提

出一個新穎的方式以避免自己的真實

身分被追蹤，此方法即是透過實作權

證交換的機制，即可避免。 
 

 
4.2 效能分析 
 

在效能分析上，我們將論文所提出的方法，

針對「憑證產生」、耗用「儲存資源」、「資料傳

送」等方面，和相關研究做效能比較。 
(1) Hash 和 Hash Chain 比較： 

我們不考慮採用 Hash Chain 的理由有

幾個，特別是在效能的方面。在 Kemal 
Bicakci 等學者所提出的方法[8]，雖然

達到了可以限制Hash長度可以實現我

們用來產生特定數量權證的目的，但

是我們的方法更適合套用在物聯網的

情境。因為若是我們的系統採用 Hash 
Chain 產生權證，每個權證都是互相關

聯的，也就是一次性的就把所有權證

做出來放著，又或者為了產生下一次

的權證而必須保留先前的權證。 
本方法的最大好處，是不需透過 Hash 
Chain，只需擁有種子變數以及合法授

權之權證編號，即可以產生想要的、特

定次序的權證，此外，還可以將本權證

送給別人使用。我們不怕別人用這個

權證推敲出其他的有效權證。 
(2) Kerberos 和 X.509 比較： 

由 A. Moralis 等學者提出的文章[9]，
可以直接看到，在實務應用層面上比

較 Kerberos 和 X.509 系統產生權證。

其中，採用 Kerberos 的驗證架構所產

生出的權證效率較採用 X.509 的權證

高出 28%，應用在網路情境上，以

Kerberos 為優。 
另外在 Marvin A. Sirbu 等學者提出的

方法[10]，該系統在 Kerberos 的架構下

實作分散式驗證，但該系統驗證憑證

方式仍需透過 Kerberos-Server 向 Key 
Distribution Center 取得金鑰。 

(6) 變色龍雜湊 
與 Song Guo 等學者採用變色龍雜湊達

隱私保留的方法[11]，應用在車載網路

的架構上，每次取權證都驗證身份(驗
證車載裝置的合法性)。這樣的架構，

使用者/車載裝置向 CA 洩漏身分、對

RSU 匿名完成一次驗證後，必須一次

拿很多個權證回來存，因為權證非由

車輛自己產生，故耗用儲存空間且提

高通訊成本。 
 

5. 結論 
 
現今的網路幾乎無所不及，幾乎任何裝置

及物品皆可透過連上網路的方式被使用者使

用。當透過網路取得資源，除了付費問題外，

如何保護使用者的身份隱私也是安全議題的

重要考量。本論文貢獻，不僅讓使用者不洩漏

身分即可存取資源外，最大的貢獻是提出了一

套可以控制使用者通過驗證次數的匿名驗證。

系統的設計情境，適用於收費環境，保護使用

者在網路情境下取用資源時的真實身份。 
本方法用於物聯網的使用情境，使用者僅

須保存很少的資訊，即可產生很多次可通過驗

證的權證，在輕量化的運算方面，也適用於計

算能力不高的連網裝置如付費租用腳踏車，以

RFID 搭配動態權證使用[12]，達到對使用者身

份隱私更友善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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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ODS 資料運用 

 

 

 

 

摘要 

 

為了解營運狀況與決策分析，企業主

利用 ERP 的資料來產生各式各樣的報表。

若干資訊系統例如資料倉儲系統、線上分

析處理系統等，都能夠滿足管理者對資訊

取得的需求。但是建置這些系統無論成本

或是時間都相當多，對中小企業而言是緩

不濟急又負擔不起。本研究利用資料複寫

(Data replica)和觸發程序(Trigger)，建置一

個可營運的資料儲藏所(Operational Data 

Store, ODS)，很快就可以讓企業管理者快

速取得所需要的資訊。 

 

關鍵詞：ODS、資料複寫、觸發程序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operating 

conditions and decision analysis, business 

owners take advantage of ERP data to 

generate a variety of reports. Some 

information systems such as data storage 

systems, 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 

systems, are able to meet the demand for 

information made by the manager. But build 

these systems, whether or time costs are 

considerable, for SMEs is being slow and 

unaffordable. In this study, data replication 

and trigger procedures, data storage by 

(Operational Data Store, ODS) build an 

operations quickly so that business managers 

can quickly obtain the required information. 

Keywords: ODS, Data replica, Trigger 

 

1. 前言 

 

企業資訊的取得有三個方式。第一是

從 ERP 系統上取得，大都是屬於 OLTP 的

內容，包括進出貨統計、出貨單據、傳票、

生產資料或是分析性的報表。但這類型報

表的生成是利用最底層的交易資料表產

生，並不適合執行長時間的交易分析。第

二是從 OLTP 的交易性資料中取得資訊，

經過彙總整理之後產生的彙總資料表，可

以再進一步做分析而得到有用的資訊。大

都經過一段期間的整理，才能產生各類型

的彙總資料表。這取決於企業對這些資料

表的需求迫切性，彙總資料表產生後，企

業的資訊人員會依據管理者的需求撰寫不

同的報表，使用這些資料表進行分析。但

是這些報表仍屬於傳統類別的分析報表，

以銷售分析為主，對於高階管理者在決策

分析上雖有幫助，但終究屬於傳統條列式

分析報表。 

第三是藉由資料倉儲裝置來產生資

訊。先將各種不同型態的來源資料經過提

取、轉換、和匯入步驟，存放至資料倉儲

伺服器，再用商業智慧軟體產生報表或查

詢結果。此類型資訊的查詢與報表的功能

可以同時存在，是一個相當方便的解決方

案，但是需要相當多的時間及高昂成本。

如果建置一個可營運的資料儲藏所

(Operational Data Store，ODS)，將資料彙

總，一樣可滿足管理者需求，但時間少成

本低。所以本研究提出以資料複寫和觸發

程序這兩種技術[7][8]，建立一個提供即時

資訊的 ODS，以提供管理者做到報表控管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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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文獻 

 

2.1 資料複寫 

 

資料複寫有兩個優點。 

(a)改善並提高應用系統的延展性和可用

性，一方面把複寫資料當備份，另一方

面將複寫資料利用轉換程序來產生其他

新的資料表加以利用。 

(b)將不同類型資料，透過資料複寫，把資

料存放在同一個資料庫中。 

以下說明資料複寫概念，資料複寫的架構

中有三種角色，即發行者(Publisher)、散發

者(Distributor)、和訂閱者(Subscriber)，如

圖 1 所示。這三種角色的功能說明如下[1]。 

(1) Publisher：資料複本的發行者，是資料

來源者，簡單說就是出版者的角色。其

功能是維護來源資料以及確保發行集

的資料可以使用。 

(2) Distributor：負責資料發佈、傳送到各

個訂閱者的伺服器上。其功能為散佈系

統資料、儲存散發歷程紀錄的資料。 

(3) Subscriber：從發行者那裡取得所需資

料。訂閱方式有發行訂閱及提取訂閱兩

種。前者就是由發行者主動傳送發行資

料給訂閱者。後者則是依提取者的時程

要求，來提取發行資料。 

 

 

圖 1、複寫服務的架構圖 

 

複寫資料內容有兩種： 

(a)發行項：發行者所發行的資料內容，包

括特定資料表的資料，檢視表、觸發程序。 

(b)發行集：一個以上的發行項所構成的集

合。發行集是複寫的基本單位，也是訂閱

的基本單位。 

圖 2 描述複寫拓樸架構，說明資料伺服器

與資料副本之間的關聯性，伺服器之間資

料流動方式的邏輯。還有數項複寫處理(代

理程式)負責發行者與訂閱者之間的資料

移動與複製。 

 

 
圖 2、複寫拓樸 

 

再來說明如何在伺服器上設定複寫功

能及發行資料。然後設定散發者，並建立、

啟用訂閱者。最後將資料同步，即可依照

所設定的方式進行資料複寫的工作。在建

立複寫之前必須在資料庫資料夾底下，建

立名為複寫資料的資料夾並設定使用者權

限及安全性設定。然後按照下列步驟設定

複寫相關資訊。 

(1) 設定散發者：主要是設定散發者的機

器、並設定快照集資料夾，並設定散發

資料庫的名稱、檔案的資料夾。 

(2) 建立發行集：可以透過新增發行集精

靈，選擇欲發行之資料庫並選擇發行集

的模式(例如交易式發行集)，同時設定

快照集代理程式排程，然後給予發行集

名稱即可。 

(3) 設定資料集的訂閱工作：透過新增訂閱

精靈，選擇欲訂閱之發行集名稱，並選

擇複寫傳送方式的基礎，例如發送訂閱

或提取訂閱。在此要設定訂閱者及訂閱

的資料庫，並設定合併式代理程式安全

性及將訂閱的排程同步即可完成。 

(4) 驗證：資料複寫經過上述步驟後，最重

要的是驗證上述步驟是否正確。透過資

料庫複寫下的選項「啟動複寫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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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步驟是否正確。 

在[6]提到複寫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

從一個資料伺服器複寫資料到另一個資料

伺服器，二是在資料伺服器和用戶端之間

做資料的複寫。前者是用來支援下列五點

的需求： 

(1) 改善資料延展性或可用性 

(2) 建立資料倉儲和產生報表 

(3) 整合多個站台資料 

(4) 整合異質性資料庫的資料 

(5) 卸載批次處裡等。 

後者則是應用在下列三點的需求： 

(1) 企業與行動使用者交換資料 

(2) 消費者零售店面 POS 應用程式的資料

複寫模式 

(3) 整合多個站台資料。 

同時建議使用者在選定複寫模型時，必須

要考慮資料發行者、散發者、及訂閱者資

料庫的規劃。複寫模型不外乎是點對點、

中央發行者、中央發行者與遠端散發者、

中央訂閱者及發行訂閱者等幾種關係。 

在[3]中探討如何將量販店分支機構銷

售資料同步到總公司。即使網路中斷，各

分店亦可正常作業，並於網路恢復時，再

將資料傳回總公司。執行複寫之前應仔細

規劃以提高資料的一致性，降低網路頻寬

需求以避免日後處理異常狀況的工作。設

計複寫機制時要注意下列各點。 

(1)複寫資料是否需要更新或由誰來更新。 

(2)關於一致性、自主權、與延遲時間的資

料散發需求。 

(3)複寫環境包含商務使用者、技術基礎建

設、網路與安全性的特性。 

(4)複寫方式與複寫選項。 

(5)複寫拓樸及其如何搭配何種複寫型別的

方式。 

同時作者也認為複寫機制可以支援日益增

加的分散性、移動性的可攜式營運方式，

且可共享跨異質性平台及資料庫的資訊。 

在[4]中提到資料複寫技術是一種高效

率、安全又簡單的資料共享方法。對於分

散式的異質資料庫系統，提供資訊整合的

方法。原始資料修改後，透過及時複寫手

法可以使副本資料和正本一致。該研究強

調有效率的資訊同步分享平台，是全球運

籌管理重要的成功因素。本文認為這也是

企業整合資源必需考量的重要因素，而且

本研究將朝向多個站台資料整合的實作。 

許、雷兩人在論文[2][3][4][5]中提到資

料複寫機制的應用，值得企業在資料管理

時參考，其重點描述如下。以商品的配銷

管理為案例，提出運籌管理的各項服務。

以資料庫複寫技術為核心達成資料共享，

並連接企業營運總部與經銷商之間的資

料。資料複寫可以協助分散式交易得到以

下幾點好處。 

(1)允許多個站台保持相同資料的副本。 

(2)使用者可以在網路離線時處理資料複

本，然後在網路連線後，將異動資料傳送

出去。 

(3)使用複寫資料作為備份，在伺服器故障

時提供複本資料。 

(4)各銷售據點可選擇不同的複寫方式、不

同的同步頻率、不同的網路架構，使連線

成本降到最低。 

 

2.2 觸發程序 

 

觸發程序[15]是當包含有觸發程序的

資料表中發生異動的指令時，就啟動在這

個資料表中的預存程序，亦即針對特定的

資料表在發生異動的指令動作時，指定固

定執行一連串的程式。在[16]一書中提到，

觸發程序有下列幾項的優點： 

(1)利用 Trigger 做資料表的異動紀錄。 

(2)可以維持各種整合限制條件。 

(3)一般使用者感覺不到指令程序被執行，

透過此可以簡化使用者的某部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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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分散式資料庫上，由於資料可能被重

複儲存在不同的資料庫站台上，可以透過

觸發程序以維持個站台的資料一致性。 

(5)觸發程序可以用來加總欄位值得總數，

或是可以透過其計算出某一個欄位之值，

使之可以即時且正確。 

(6)可以簡化管理的程序，例如增加一筆出

貨單內容時，此時透過觸發程序可以對該

出貨單產品的存量，執行扣除的動作指令。 

 

2.3 商業智慧 

 

 1989 年首次出現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這個名詞[9]，Moss[17]認為商

業智慧不是一個產品，也不是一個系統，

是個蒐集並整合交易性資料，然後透過決

策支援應用工具， 讓企業容易存取商業資

訊的架構。根據 1996 年 Greene 為商業智

慧所下的定義：「商業智慧是將與企業運作

有關的重要性資訊蒐集整理，用來管理目

前和將來的商業運作環境的一個過程」

[14]。在[11]中提到知識管理必須藉由商業

智慧及協同技術才可以獲得效益，並提出

知識管理的組成架構為營運系統，資料倉

儲，商業智慧應用部分如圖 3 所示，並指

出商業智慧是一個複雜的階段而且不是一

蹴可成的。 

 

圖 3. 商業智慧框架圖。 

 

 針對商業智慧的實做，本研究是採用

類似於圖 4 [18]的方式。資料來源端可能有

Excel、ORACLE、或是 ERP 資料，經過

ETL (SSIS) 建立資料倉儲，再進一步透過

SSAS 的功能，建立商業智慧的 OLAP，最

後使用不同的前端工具軟體來展現資料，

提供管理經營者需求的分析資料。 

 
圖 4. MS SQL 商業智慧架構圖。 

 

在[10]中提到經營管理者的決策一般

可分為長期決策與短期決策兩種。資料倉

儲因為有儲存大量歷史資料與彙總資料，

適合提供長期決策用的分析資料。相反地

短期決策的需求則需要近期的、最新的、

詳細的交易資料，所以 ODS 的概念與架

構，比較適合支援短期決策的需求。ODS

的基本概念與資料倉儲相似，以主題導

向、整合的、揮發性、現階段、和細部資

料為主要儲存對象，這些資料經過進一步

的彙整即可載入資料倉儲。ODS 與 DW 有

三點不同。 

1. 作業資料儲存庫中的資料具有揮發

性，亦即資料是可以被異動的，可以執

行新增、修改、刪除等操作。 

2. 作業資料儲存庫所儲存的為最新的資

料，任何應用程式觸發的資料異動都會

更新至作業資料儲存庫，其更新的頻率

甚至可以是每次交易完成即更新一次。 

3. 作業資料儲存庫中的資料是詳細的交

易資料，而不是彙總的資料，假如作業

資料儲存庫中含有彙總資料，則必須是

動態彙總資料，亦即每完成一筆交易，

必須重新計算彙總資料。 

由上述可以知道ODS是儲存到目前為止最

新的資料，以支援管理者進行不同層次的

決策分析，ODS 相較於 DW 是較小型的架

構，但其基本導入概念是相同的，仍需整

合不同的資料來源，執行 ETL 的程序將資

料導入 ODS。 

在[11]中提到 ODS 具有部分 DW 的主

題導向及整合特性，但是 ODS 仍舊可以在

作業環境中維持它的即時性，也就是資料

可以隨時被異動。對企業而言，應該只有

一個集中的ODS來達成該企業所需要的資

料整合。該文也指出 ODS 是屬於第三正規

化的型態資料庫，並帶出 Inmon 對 ODS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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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定義:「具有主題導向的、整合性的、

時間變動性的、即時性的資料儲存庫」

[19]。ODS 資料變動的頻率可分為三級。

第一級是交易檔產生交易時，及時的異動

資料。第二級是資料每隔 2~4 小時會被匯

入 ODS 資料庫。第三級是以日(24 小時)為

期間將資料彙總轉入 ODS 資料庫。ODS

資料也可將已經整理好的資料，轉入企業

的資料倉儲資料庫中做更進一步的應用。 

 

3. 研究方法 

 
處理方法分為三個階段描述如下。第

一階段：從 ERP 資料庫將資料複製至 BI

資料庫中。亦即當銷售資料發生異動後，

立刻透過觸發程序產生 ERP 銷售分析表。

同時針對銷售客戶產品等資料做 ETL 程

序，將銷售資料表變成單一筆紀錄的資料

表。以 ERP 資料庫主機為發行者及散發

者，對 BI 資料庫進行散發資料的動作，而

BI 資料庫也將被設定為訂閱者的角色，並

以發行訂閱作為此次的訂閱模式，資料複

寫的模式設定為交易式複寫。同理也將客

戶及產品資料發生異動時，將資料複寫至

BI 資料庫主機之客戶及產品基本資料。 

第二階段：規劃彈性報表的設定功

能。報表的設定及管理最主要重點是在設

定報表代號種類、傳入的參數條件、報表

列印時的模板、報表所需要的另類參數、

報表產生模板時需要傳入的標題欄位說明

設定、設定該報表下拉時的報表代號及所

需要傳遞的參數、和最後該報表可使用的

人員代號。 

 第三階段：設計報表查詢資料模組功

能。資料查詢及設計功能說明步驟如下： 

1. 選擇報表大類。 

2. 選擇該報表大類之可用之報表代號。 

3. 依據設定報表查詢參數，輸入查詢範圍。 

4. 依據報表代號之 SQL 語法，配合顯示第

一層報表，並在此功能上設計往下展開

及往上合併，若不選擇展開角度時，以

往下展開之第一筆資料代替。 

5. 最後設計列印按鈕選項，將此資料依設

定之可選擇模板，彈出選擇可以列印之

報表格式。 

 

4. 實做與測試 

 
為驗證所提方法可行，選擇一家中等

規模的食品企業合作，導入方法實做與測

試。這個企業總部位於台北，在台中、高

雄、南投設有分支機構，所有的分支機構

以網路連接，構成一個 VPN 網路。實驗結

果顯示，以觸發程序做為資料 ETL 的轉換

程式至第三正規化資料表，確定可行且結

果正確無誤。搭配資料複寫方法將資料複

製至另一個資料庫主機，是一種簡單快速

又安全的做法，且不需要特別撰寫程式，

可以達到即時的轉換資料。不必透過以預

存程序搭配資料庫排程功能，定時將資料

移轉至另一個資料庫主機及時又方便。 

 

5. 結論 

 
本研究以觸發程序搭配資料複寫機

制，將資料移轉至另一個主機。利用資料

庫本身的安全機制，不僅免去撰寫程式所

帶來的不便，同時透過以預存程序搭配資

料庫排程功能，定時將資料移轉至另一個

主機所帶來的資料不即時性的困擾。需求

的設備成本低廉，增設資料庫主機成本也

不高，但卻可以建立廉價的 ODS，及時提

供企業管理者所需要的資料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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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OpenCV於 Android照相應用 

 

摘要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蓬勃發展，各式的 App不斷

推陳出新，使用者藉由智慧型手機及搭配其照

相 App即可拍出各式不同效果的照片，使生活

上的樂趣大大提升。本研究利用 OpenCV開發

照相的 App，提供使用者即時的影像處理如增

加影像亮度、過濾顏色等，藉由即時處理而非

後製來達到隨修隨拍的效果。於拍照後更能藉

由WiFi或行動網路連結到後端Web Server或

Facebook 上，上傳照片並進行儲存和分享照

片。此論文除了討論 OpenCV的發展，也進一

步強化照相 App發展的成果。此外本論文亦提

供照片瀏覽網頁服務。App實作的部分畫面，

能有效展現出 OpenCV在 Android的應用。 

關鍵字：OpenCV、Android、Camera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martphone, 

mobile Apps are advancing daily. Users can 

create their  enjoyments by taking amazing 

pictures from smartphone camera with the related 

Apps.. This research is focused on developing a 

Camera application using OpenCV on Android. 

The App has the functions of real-time image 

processing, for examples, light increment and 

color filtration functions. Users can use the 

func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picturing, not after 

picturing, when they take a picture.After taking a 

picture, users can upload the photos to a 

particular website or Facebook for sharing by 

wireless connection. Besides the descriptions of 

how to apply OpenCV into the App, this paper 

also advances the development of camera 

applications. In additions, a website is proposed 

to supply users with browsing photos by web 

browsers. Parts of screen captures of the App are 

presented in the paper to appear the advantages 

of OpenCV on Android Apps. 

Keywords: OpenCV、Android、Camera 

 

 

1. 前言 
現今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已是十分普遍，

智慧型手機已具備多鏡頭，並搭配廠商製作的

簡易的照相 App，因此智慧型手機即可成為拍

照或者錄影設備。基於照相 App的流行，本論

文發展以 OpenCV[4]為基礎的 Android 照相

App，除了對影像做處理，拍照時能進行影像

的追蹤等功能。在拍照後本研究使用 Android

的 HttpURLConnection[6]與已架設好的 Web 

Server 做連線，提供使用者將拍完後的照片上

傳到Web Server的空間，同時Web Server也提

供使用者連線並觀看其所上傳的圖片或照片。 

OpenCV其全名為 Open Source Computer 

Vision Library，由 Intel於 1999年所發起並開

發的電腦視覺函式庫，早期 OpenCV以推進機

器視覺之研究以及提供共同的基礎 Library 使

程式碼的閱讀能夠更簡易等為目標。其 1.0 的

版本於 2006年時釋出，於 2009年釋出OpenCV 

2.0，每約半年的時間便會釋出新的正式版本，

而目前 OpenCV已正式釋出 3.0版本。OpenCV

目前提供許多影像處理的 APIs 供開發者使

用，藉由使用各個 APIs 裡面提供的函式可處

理包括人機互動、圖像分割、人臉辨識、物體

識別等問題。目前在作業系統上面的支援也十

分廣泛，可以在包括Windows、Linux、Android

以及 iOS等等平台上執行。 

在 2011年，正是智慧型手機開始起飛的時

刻，各個手機廠商無不積極的開發相關的手

機，當時手上拿的手機，其內建的照相 App上

除了基礎的照相功能外，並沒有什麼其他特殊

的功能，不過隨著時間以及硬體的進步，各式

的照相 App 相繼出現，如 Cymera[7]以及

Camera360[8]等等，在 2012年，其除了有基本

的拍照功能外也提供照片後製的功能，而隨著

功能的增加，其使用也更加的多樣化。而後

Camera360 除了提供後製外，也提供了即時的

影像處理，許多的照相 App著手開發相關的影

像處理。Camera360 於最近更加入了雲端的系

統，讓使用者能夠拍照並選擇將照片存入由

Camera360 所提供的雲端，藉由將照片存放在

雲端上使用者可以不需要將許多的照片、圖片

等放置於自身的裝置上，造成存放空間的浪

費。在手機的硬體部分，照相手機第一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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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 2000 年由夏普所製造的 J-SH04，開啟了

照相手機的時代，而在 2004 年左右，當時照

相手機的畫素多為 30萬畫素到 200萬畫素。 

而後以三星公司開發的手機為例子，其在

2011年所開發製造的 Galaxy S2搭載了 8百萬

畫素相機，2013年所開發製造的 Galaxy S4搭

載 1千 3百萬畫素相機，隨時間及硬體技術的

成熟，手機的相機持續的在成長，藉由高畫素

相機搭配照相 App 所拍出來的畫面也就更加

的清楚、動人。 

本論文的組織架構如下所述。在第二節介

紹一些與 OpenCV相關的應用及開發。而第三

節說明及介紹與本研究相關的 OpenCV APIs

及 App的相關設計。而在第四節的部分則介紹

本研究所實作的案例，並討論相關的實作內

容。最後在第五節做整個研究的結論以及未來

可能持續進行的方向。 

 

2. 相關應用 
目前 App商店中已有許多照相應用，以下將

介紹六個主要相關的應用。 

Guardian Angel[1]是一款使用 OpenCV所開發

的嬰兒照顧的智慧型手機軟體，提供的服務包

括環境噪音偵測、嬰兒趴睡偵測、空床偵測等

等。藉由一支智慧型手機置於旁並與家長手上

的智慧型手機做連線，當發生狀況時即告知家

長，其中嬰兒趴睡偵測利用 OpenCV的圓形辨

識來判斷偵測到的圓形中膚色所占比例多寡

來判斷是否趴睡，當偵測到趴睡狀況時便會以

電話鈴聲來通報。而空床偵測則是防止嬰兒從

床上離開，以 OpenCV的圓形辨識及人臉偵測

來判別嬰兒是否仍在床上，若不在偵測範圍內

即會發出通知，讓使用的家長能獲的訊息得知

小孩可能在危險中。 

 利用 Android 智慧型手機遙控 NXT 樂高

機器人。Android 手機加上 OpenCV 的影像辨

識功能，讓 NXT 樂高機器人也可以具備 ”視

覺”，進行簡單的自主判斷。例如追逐光源，且

能夠依照光現的強弱來改變速度、記算和目標

物之間的距離，在快碰撞至目標物時，能夠自

行停止，改變方向，還有分辨物體的顏色及形

狀等。隨著程式複雜度的提升，機器人所能做

的事情也越來越多，甚至像俄羅斯方塊這種難

度較高的計算，它也能輕鬆達成。  

 人臉識別功能。利用 OpenCV技術來鑑別

人的臉部特徵，應用包含門禁系統、攝像監視

系統、網路應用、學生考勤系統等。此技術已

經廣泛使用，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大家對

於行動裝置的安全問題也日益重視，開始有人

把 OpenCV臉部識別技術轉移到手機上，透過

每個人外觀上的特徵來分辨使用者是否為此

手機的所有者，增加安全上的保障。  

 手勢識別功能。目前 Android系統人機交

互方式是以屏幕觸控為主，比起之前只能透過

物理按鍵來操控手機，觸屏明顯方便了不少，

但是使用者和行動裝置之間仍然有距離，

OpenCV 手勢識別技術讓使用者不需要觸碰螢

幕，只要用手勢，想往上就往上，想往下就往

下，移動也能用手直接捏取物鍵，這個技術的

轉移更加的拉近人機之間的距離。 

 王煜紘[2]以 Android 系統為平台，藉由

OpenCV 提供的邊緣偵測演算法，針對彎道與

直線車道進行辨識，計算出道路中間導引線，

開發出行車駕駛輔助系統，駕駛者能夠藉由此

系統，隨時注意到自己目前的駕駛狀況，降低

危險發生的可能性。 

 多旋翼機目前多用於影像監控及蒐集，尚

俊宏[3]藉由搭配 Android系統的智慧型手機作

為酬載，並且在手機中加入 OpenCV做影像即

時辨識以及影像目標追蹤，透過 WiFi 將即時

影像回傳到地面的 Android 裝置上，透過地面

上的裝置可自行觸控螢幕選擇欲做追蹤的對

象。並藉由每張回傳的影像，即時辨識目標在

螢幕上的位置，同時地對旋翼機下達飛行命

令，使目標能夠保持在畫面的中心。 

 

3. 系統設計    
OpenCV是一個主要以 C以及 C++所撰寫

的 Library，而目前 OpenCV也支援了包括 Java

以及 Python。其提供許多與影像處理相關的模

組，包括 core、imgproc、highgui、calib3d、

features2d 等等，而本研究主要應用到其中的

core以及 imgproc的類別部分，實作在 Android

上。 

 

3.1. 資料型態與 Camera應用 

使用 OpenCV時，必須先了解 OpenCV的

基本資料型態。Mat是 OpenCV Library所提供

的資料型態，其為一個多維矩陣的陣列。本研

究主要使用Mat儲存相關的影像，而研究中的

影像多以 RGBA格式來進行儲存。 

OpenCV 在使用 Android 裝置的 Camera

上，提供了相關的方法給開發者使用，其中

CameraBridgeViewBase 繼承自 Android 的

SurfaceView，其主要實作的部分為 Camera 與

OpenCV Library之間的互動。也就是控制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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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amera 以及相關的處理。由於繼承自

SurfaceView，與 Android 開啟 Camera 相同地

也必須覆寫其 onPause、onDestory等 Class，與

Android開啟 Camera不同的在於，除了覆寫上

述的 Class 外，還必須覆寫的 Class 包括有，

(1)onCameraFrame()-主要用於Camera Frame的

資料傳輸，(2)onCameraViewStarted()-用於開啟

相 關 的 Camera View 時 調 用 ， 和

(3)onCameraViewStopped()-關閉 Cameara View

時調用。 

 

3.2. Core類別 

OpenCV的 core模組主要提供基本的資料

結構，而影像便是儲存於這些資料結構中、陣

列的處裡、影像的明亮以及像素處理、檔案格

式的轉換處理等等。其中提供了包括Mat陣列

的切割以及合併、計算Mat陣列之間的最小值

或者最大值、Mat 陣列內的數值重新分配等

等。Core類別裡面的方法包括了: 

(1)Core.split(Mat src, List<Mat> dst)-將 src的資

料進行分割後存於 dst中(2) Core.min(Mat src1, 

Mat src2, Mat dst):計算比較 src1及 src2每個元

素的最小值，結果儲存於dst中(3)Core.max(Mat 

src1, Mat src2, Mat dst):計算比較 src1及 src2每

個元素的最大值，結果儲存於 dst 中

(4)Core.merge(List<Mat> src, Mat dst):將 List的

資 料 做 合 併 後 存 至 dst 中
(5)Core.addWeighted(Mat src1, double alpha,    

Mat src2, double beta, double gamma, Mat dst):

重新分配目標的各個數值間的比例。

(src1*alpha)+(src2*beta)+gamma，將其值存於

dst中。(6)Core.bitwise_not(Mat src, Mat dst):計

算 src 內每個位元值，將其作倒置後，其結果

存於 dst 中。(7)Core.multiply(Mat src1, Mat 

src2,Mat dst, double scale):將 src1與 src2做矩陣

的相乘，後將其值存於 dst中。 

 

3.3. Imgproc類別 

OpenCV的 imgproc(image processing)顧名思義

就是主要做影像處裡的模組，其提供包括幾何

影像的轉換(影像的縮放及翻轉等)、影像的濾

波器、影像結構的分析、物件追蹤、特徵偵測

等等。其中包括影像的色彩空間轉換、卷積

(convolution)應用、高斯模糊、重新調整影像大

小 等 等 。 類 別 裡 面 的 方 法 包 括

了:(1)Imgproc.cvtColor():轉換影像的色彩空間

如 RGB 轉 換 成 GRAY 等 等 。

(2)Imgproc.filter2D():應用數學的卷積矩陣，將

開發者設定好的相關 kernel 效果套用到目標

上。(3)Imgproc.resize():對影像的大小做重新的

調整。 

 

3.4. 設計理念 

一般使用者在使用照相 App時，拍照是最

為重要的，本研究因此將拍照按鈕首要擺於

menu 上，使用者可以在開啟 App 時便能清楚

了解何處可以進行拍照。而使用者在使用 App

時也會搭配一些不同的效果來進行拍照，這些

效果的按鈕一般來說使用者是不希望擺在畫

面中的，故本研究將其隱藏於 menu 中的"…"

按鈕中，當使用者希望使用不同的效果時，藉

由點選"…"按鈕便能彈跳出各式效果的選項供

使用者點選。而在拍完照後，提供使用者拍照

後的相關功能。使用者在進行後製時是不需要

去注意影像變動的，故設計將所有功能一字排

開，使其可以在 menu 上一覽本研究提供的功

能。 

使用者在開啟本研究的App後可以在拍照

的同時進行影像處理，在拍完照後使用者可自

行選擇是否刪除此照片或選擇裝置內的其他

照片，若使用者想要另外儲存在裝置外，本研

究也提供上傳至Web Server的功能，其流程如

圖 1(a)。Web Server藉由簡單的註冊登入，使

用者便能將照片上傳至 Server 上，同時 Web 

Server 也提供相簿的功能，使用者可以在登入

Server 後上傳電腦或者裝置上的照片或圖片以

及觀看自己上傳的照片等，使用者也能透過分

享功能將相簿分享到自己的 FaceBook 上供好

友觀賞，其流程如圖 1(b)。 

 

 

 

 

 

 

 

 

 

 

 

 

 

 

  (a)照相 app流程圖   (b)網頁相簿流程圖 

圖 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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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照相 App畫面 

4. 實作案例 
本研究使用 Eclipse 將 OpenCV 應用到

Android的 App上對影像做處理，由於 Android

本身並不支援 OpenCV，需先於網路上下載

OpevCV4Android SDK，在開發環境及 Android

相關專案的設定部分也必須做處理，OpenCV

的程式才可寫於 Android的程式內。 

由於 OpenCV主要是由 C以及 C++撰寫，

而開發者若需要使用到C或C++來撰寫相關程

式 則 Eclipse 上 需 要 另 外 安 裝 Android 

NDK(Android Native Development Kit)並在系

統的環境變數上新增 Android NDK 路徑才能

對 C與 C++的相關程式做編譯動作。完成後將

前面所提到的 OpenCV SDK 資料夾 import 到

Eclipse中，其內容包括一些 OpenCV應用的範

例以及必要的 OpenCV Library。完成上述步驟

後於建置的專案內容中 Properties的 Library部

分加入方才 import 到 Eclipse 的 OpenCV 

Library。 

 

4.1 於 Android專案使用 OpenCV與利用

OpenCV開啟 Camera 

 完成相關的環境設置後，在使用 OpenCV

之前須在專案中撰寫 BaseLoaderCallback 去實

作 LoaderCallbackInterface，由於要在 Android

上執行 OpenCV需要有其相關的 App(OpenCV 

Manager)，若裝置上沒有此部分則會要求使用

者下載安裝 OpenCV Manager。 

而 OpenCVLoader 的部分則是做同步 OpenCV

的動作。 

 

 

 

 

 

 

 

 

 

 

 

圖 3 BaseLoaderCallback 與 OpenCVLoader 

 

與其他 Android 照相 App 相同的，要在

Android 裝置上使用 Camera 必須在專案的

AndroidManifest.xml 檔案的中寫上可以使用

Camera 裝置的權限，而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在

Android上使用 OpenCV開啟 Camera。 

本研究開啟Camera的部分以實作OpenCV 

Library 所提供的 CameraBridgeViewBase 來呈

現。在專案的MainActivity需 implements其底

下的 CvCameraViewListener2或其他與 

Camera相關的 OpenCV Interface。 

 

4.2 使用 OpenCV過濾影像色彩 

在知道如何使用 OpenCV 來開啟 Camera

後。本研究藉由使用 OpenCV 的 Core.spilt 

Function 對獲取到 Camera 的相關影像的 Mat

做分割，而藉由分割此 Mat 出來的各個

Channel(分割原先的 RGBA)成單一 Channel做

調整便能使影像產生色彩的變化，之後再藉由

Core.merge將做完調整的Channels合併到研究

最後要呈現到畫面上的Ma中。 

以將 Camera 的影像從彩色調整為灰階畫

面為例，先藉由前面提到的 Core.spilt 做分割

Channel，由一個型態為 Mat的 ArrayList去存

放各個 Channel的值(RGBA)。後使用 ArrayList

提供的 get function將其中一個Channel(研究中

取得的為 Green,綠色)的值設定給一個 Mat 型

態的變數。利用 ArrayList 提供的 set function

將其值設定給另外兩個 Channels，此時三原色

RGB 的 Channels 都設定成同樣的資料後，將

其做合併動作。(此處不須對 A,透明度的部分

做修改)。其呈現的畫面就如同一般常見的灰階

畫面的效果，畫面中所有的物體皆為黑色與白

色間的顏色所組成。 

 

 

 

 

 

 

 

圖 4 彩色轉灰階部分程式 

 

與轉灰階相同地，藉由 ArrayList取得 RGB個

別的 Channel，並且使用 Core.min最小化某個

顏色如綠色(G)，其結果便顯示綠色的部分被過

濾而呈現黑色的狀態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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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過濾綠色對照圖 

 

而使用 Core.max 最大化某個顏色如綠色(G)，

其結果則與 Core.min 不同的是其最大化的顏

色的對比色受影響而被過濾掉，以本研究為

例，綠色的對比顏色為品紅色，其為藍色與紅

色的混合。於最大化綠色後，品紅色即被過濾

掉形成白色，而紅色與藍色則間接地受到影響

分別形成與綠色混合時的顏色，青色與黃色。 

本研究除了使用上述最大化及最小化外，

也使用 Core.addWeighted調整其中兩種顏色之

間的數值分配，將結果套用回原本的三原色

上，藉由數值分配的變動便能改變影像的相關

配色，研究以將紅色以及藍色做重新分配為例

子，藉由 Core.addWeighted將其比例改成紅藍

各半後，結果分別套用到藍色及紅色上。其結

果便呈現藍色與紅色被修改成藍色與紅色混

合的顏色，品紅。而間接受到影像地，與綠色

混合部分的顏色則呈現淡青色。 

 

4.3 使用 OpenCV調整曲線與應用卷積進

行影像處理 

本研究利用曲線的內插函數調整影像的曲

線，不過由於 OpenCV本身並不支援這類的函

數，不過慶幸的是 Apache Commons Math 

Library有提供，藉由將其 Library的.jar檔放入

專案的 libs中便可利用之。先建立一個建構值

其參數為 8個 double陣列所組成，藉此帶入包

括 RGBA 的輸入及輸出數值。而 Apache 

Commons Math Library 中主要使用到的
Function包括 UnivariateFunction、SplineInterpolator

及 LinearInterpolator，藉此建立相關的內插函

數，再藉由 Mat 的 create 及 Core.LUT 建立查

找表，藉由填入不同的數值便可改變查找表的

數據，以此改變影像的曲線數值。 

圖 6(a) 建立一個 Class，其應用於建立相

關的內插函數，由於研究可能輸入多個或一個

數據，故先判斷其帶入的 double陣列中元素個

數來決定建立線性或樣條的內插函數。 

 

 

 

 

 

 

 

 

 

 

 

圖 6 (a) 建立相關的內插函數 

圖 6(b)藉由使用圖 6(a)所建立的相關內插

函數，產生曲線的查找表。 

 

 

 

 

 

 

 

 

 

 

圖 6 (b) 影像曲線調整部分 code 

完成上述便可開始使用測試，建立繼承自

此 class 的另外一個 class，後其內容即為利用

方才提到的建構值得部分，以將影像曲線調整

到類似於復古的畫面為例： 

 

 

 

 

 

 

 

 

 

 

 

圖 7 (a)復古模式相關數值 

 

 

 

 

 

 

 

圖 7 (b)復古模式畫面 

藉由類似於復古模式的修改方式，另外建

立了調整包括整體影像的明亮度、對比度、以

及陰影等等的效果。 

 

本研究藉由 Mat 建立相關的 Kernel 效果

(參考 wiki)，利用 Imgproc.filter2D將此效果套

用到研究的影像上，這邊須注意，此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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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增加白色的效果於黑色的部分，而這並非研

究所要的，故藉由 Core.bitwise_not 做反轉動

作，藉此將效果改變成增加黑色的效果於白色

的部分。 

 

 

 

 

 

 

圖 8(a) Kernel相關數值 

 

 

 

 

 

 

 

 

 

 

圖 8(b) 銳化後畫面 

 

4.4 使用HttpURLConnection上傳照片與

應用 JQuery製作滑動相簿 

而在拍完照後，本研究也提供上傳功能，

藉由 HttpURLConnection進行與 WebServer間

的資料傳遞，首先透過使用者輸入帳號密碼後

先行傳送到 Server 端進行基本的會員認證機

制，認證成功後以 intent.getStringExtra 獲取拍

照 後 取 得的 照 片 路徑 ， 使用 URL 的

openConnection開啟與 Server端的連線，同時

設定一些相關的 input、output 設定，後使用

DataOutputStream 進行檔案的寫入，同時藉由

Server 回傳的相關資訊，顯示不同的資訊給使

用者知道傳送的狀況如：傳送成功、網路狀況

確認、上傳失敗等等。 

本研究使用 woothemes所提供的滑動插件

使每張圖片的切換可以產生滑動效果，從其網

站中取得 jquery.flexslider-min 後，將其放入

Web Server的資料夾中，後藉由 JavaScript的

Function 讀取相關的檔案並做其動畫相關的設

定。使用者可以藉由滑鼠點選或者使用鍵盤的

向左向右鍵來滑動切換圖片 

 

 

 

 

 

 

 

 

 

 

圖 9 相簿主頁面 

5. 結論 
本研究使用 OpenCV及 Apache Commons 

Math Library 開發一套簡易照相 App，使用者

藉由此 App可隨時享受拍照樂趣，使用不同的

即時影像處理，拍出獨一無二的照片。除了拍

照外，使用者也可使用其行動網路將照片上傳

至Web Server，Web Server除了供使用者上傳

外也包含播放照片及將相簿分享至臉書的功

能。未來研究將使用 OpenCV對 App做相關的

影像處理更新，提供更多不同的即時影像處理

使 App 具有更多元的功能，新增如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物件辨識、人臉辨識等。

另外於Web Server端除了提供使用者上傳外，

新增供使用者觀看其上傳的照片同時也能從

Server 上將自己的照片下載到裝置上，達到雲

端相簿的功能。於此同時隨著時間的前進，

OpenCV正持續的在進行更新，本 App未來也

會持續地跟隨其腳步，提供使用者更多樣化的

即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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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交班資訊系統導入對護理工作績效及 

滿意度之影響 

 

摘要 

 
隨醫療資訊化的發達，醫療機構期望透過

資訊科技降低人員工作負荷，利用資訊系統進

行交班是目前極力推廣的方式之一，過去研究

顯示交班資訊化在持續性、完整性、照護品質

及縮短護理工時的效益較傳統口頭模式佳，故

本研究將探討交班資訊系統導入對護理工作

績效及滿意度之影響。 

本研究取樣對象為南部某區域醫院，有效

問卷 253 份，研究構面包括：任務特性、科技

特性、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科技

適配度、使用者滿意度與工作績效。 

經研究發現，任務特性正向影響科技適配

度，資訊品質、系統品質與服務品質正向影響

使用者滿意度，科技適配度及使用者滿意度正

向影響工作績效；科技適配度、使用者滿意度

與工作績效解釋力分別為 76.2%、78.6%與

76.8%，具有代表性。 

關鍵詞：護理人員、交班、科技適配度、使用

者滿意度、工作績效。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job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affs 

on the import of shift report system. With the 

advance of medic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ospitals expect to reduce staff workload by 

using information systems on shift change. 

Previous studies had shown that a shift report 

system improves continuity, integrity, quality of 

care and also provides nurses shorter working 

hours. 

This study collected samples from a 

southern regional hospital in Taiwan, 253 valid 

questionnaires in total. This research can be 

divided into facets: task characteristics,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formation quality, 

system quality, service quality, technology 

adaptation, user satisfac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task characteristics 

positively influences technology adaptation, 

information quality, system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all positively influence user satisfaction, 

technology adaptation and user satisfaction both 

positively influence job performance.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echnology adaptation, user 

satisfaction and job performance are 76.2%, 

78.6% and 76.8% respectively. 

Keywords: nurses, shift, technology adaptation, 

user satisfaction, job performance.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醫療不良事件常發生於醫事人員間訊息傳

遞缺失，交班對護理人員而言是臨床照護的重

要部分，其目的是保有持續性照護過程，藉由

交班工作提供病人重要訊息及相關照護指

引，交班內容的完整性除了會影響病人照護連

續性及與醫療團隊的溝通外，嚴重時甚至會引

發醫療糾紛及造成病人安全問題(方莉、明勇、

游文瓊，民 95；吳莒瑛、黃靜儀、劉文琪，民

99)。 

醫療資訊化發展至今，電腦交班是目前極

力推廣的方式，且研究顯示護理交班資訊化在

持續性、完整性、照護品質及縮短護理工時的

效益較傳統模式佳，2001年出版之 Crossing the 

Quality Chasm 書籍中也建議，醫療機構可藉由

架構資訊系統，以標準化方式進行病人資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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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班來降低錯誤；然而多數醫院礙於軟硬體設

備限制，現階段仍以交班單配合口頭交班為主

(陳碧蓮、盧小玨、王曼蒂、尤秀慧，民 97)。 

為了促進交班溝通之完整性並提升效率，

許多醫院在近年導入 ISBAR 交班系統，期許藉

此來提升交班完整率，且透過規律的交班內

容，促使交班一致化，並避免在交班時間因認

知不同而重複交班等情形。然而，目前各護理

同仁對交班系統的評價皆持有不同的觀點及

看法，有的同仁認同規律交班的好，有的卻認

為繁瑣且增加交班困難度，因此，交班系統的

建立對臨床工作同仁的效益尚未形成定論。 

研究曾指出，在推動新科技過程中有 30%

的失敗是非科技因素造成(Short, Frischer, & 

Bashford, 2004)，對技術的抗拒是失敗的原因

之一(Bostrom, 1997)，而人員的接受度是推動

資訊科技成功與否的重要決定因素之一(Wu, 

Wang, & Lin, 2007)。 

本研究鑑於醫院中許多系統的導入並未真

正進行事前及事後評估，且大多只是配合醫院

政策便進行導入，僅僅屬於政策及行為改變，

對線上人員而言，無法預期是否有幫助。於此

同時，醫院積極導入電子資訊系統已經是目前

醫護行政之發展趨勢，但對於導入電子資訊系

統的前置評估及事後影響，如工作績效增減、

人員對系統的使用便利性、適用性、滿意程度

卻鮮少探討，即使有，也止於醫院內資訊部門

進行的簡單效益評估，對於資訊系統與對護理

相關影響及績效等無深切的探討，因此對導入

電子系統的幫助也沒有辦法真正凸顯。 

故本研究將應用「任務科技適配模式結合

資訊系統成功模式」為基礎，結合使用人員之

工作及任務特性、科技特性、資訊系統服務品

質、系統適配程度、系統滿意度、產生之工作

績效進行分析，與以往研究不同的點在於本研

究將各項因素整合，避免以往只有分析單一面

向所產生的單一結果，以協助醫院高階經營者

以及醫療資訊系統開發者，瞭解第一線「使用

者」對系統開發者及醫院經營管理階層實施的

「交班資訊系統」，所產生之觀點、使用適配

度與使用效益，並提供系統修訂或功能補強之

參考。期望能協助醫療經營者導入一套更能增

進臨床服務效率、提昇醫療品質與保障病人安

全的交班資訊系統，並增加護理人員使用系統

的便利性，降低因系統產生的問題。 

 

1.2 研究目的與問題 

 

目前護理人員多依其醫療機構與科別特性

不同而自行設計交班內容與工具，最常見不外

乎記憶性口述、護理相關紀錄單與手寫條例式

交班單(Pothier, Monteiro, Mooktiar, & Shaw, 

2005)，但不論何種交班工具仍有遺漏的問題。

為了避免交班遺漏及改變手寫交班的問題，本

研究將從系統使用者的觀點，納入「任務科技

適配模式結合資訊系統成功模式」的內容針對

樣本醫院之「交班資訊系統」了解護理工作之

現狀，以及電子交班系統對提升護理工作是否

有顯著影響，作為日後醫療院所建置與修正系

統之參考。 

故本研究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瞭解醫院目前交班資訊系統的使用成效。 

二、瞭解交班資訊系統對護理人員工作效率之

提升。 

三、瞭解交班資訊系統對護理人員使用者滿意

度之現況。 

本研究欲探討之問題如下： 

一、探討使用者的任務特性、科技特性是否影

響交班系統的科技適配度？ 

二、探討任務特性、科技特性之間適配程度是

否影響工作績效？ 

三、探討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是否

影響使用者滿意度？ 

四、探討交班系統使用者滿意度是否影響工作

績效？ 

 

2. 文獻探討 
 

2.1 護理交班 

 

住院病人的持續照護必須藉由正確、完整

的資料溝通與傳遞才得以達成，傳遞的資訊中

包括病人的基本資料、照護內容、結果與其成

效，所以收集的相關資訊必須經過組織化的管

理，才容易透過溝通，正確的讓其他健康照護

成員清楚或接續照護(Riesenberg, Leitzch, & 

Cunningham, 2010)。交班為護理人員每日起始

與結束工作的重要活動，美國 JCI 於 2006 年將

交班定義為將病人的資料藉由前後一致的溝

通，由一位健康照護者交給另一位健康照護者

的過程，過程中傳達病人的現況以利於持續性

照護，交班者摘要班內病人狀況，以供醫療人

員討論病人的治療及評值的機會醫療處置、給

予的照護活動和評值，做為下一班人員臨床決

策判斷的依據，以及規劃照護的優先順序和計

畫，故交班亦為病人照護訊息和方向的指引

(Kerr, 2002；Philpin, 2006；McMahon, 1990；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950



Williams, 1998)。 

有效的交班不僅可節省護理人員在工作中

對相關活動的重新評估，使得接班人員可以立

刻接手開始工作，更可以促進病人需求的立即

提供，以減少剛接班後病人的抱怨、進而確保

病人的權益，如果缺乏良好的交班有可能使接

班者延誤開始照顧病人的時間約一至二小時

(Hansten, 2003)，進而影響護理照護品質。張嘉

娟、江靜儀、黃錦鳳與江健婷(民 87)也指出護

理人員交班內容常發生與病情不符情形，交班

耗時甚鉅，因交班而延遲 20 至 30 分鐘下班的

狀況時時可見。 

分析國內近 10 年護理交班專案發現(方莉

等人，民 95；汪素敏、鄭美玉，民 89；周碧

琴等人，民 86；張嘉娟等人，民 87；張玉霞、

張瑞燕，民 96；陳秀蓮等人，民 91)，護理交

班多以口頭配合書面(護理治療單、護理記錄

單、交班單)，然而病人紀錄不一致的發生率，

平均達 30%，基於成本及安全性問題的考量，

設計以電腦自動交班系統建議整合病人資

料，如過去病史、特殊預防事件交班，以減少

交班訊息交換的缺失(Strople & Ottani,2006)。 

利用自動串連交班資料至各系統，可提供

照護者訊息的完整性，但最擔心的問題就是資

訊的正確性，錯誤的訊息可能從前一系統串連

過來，故發展行動化床邊交班系統，目的是達

到文獻建議，將病人納入交班之溝通與確認，

當問題需要被釐清時，可以透過現場確認討論

更新資料 (Kaufman, Roberts, Merrill, Lai, & 

Bakken,2006)，使資訊科技和實際的病人照護

串連在一起。 

一個好的交班需兼顧交班完整性、後續照

護一致性、發生非預期事件的比率(陳欣伶等

人，民 102)，可以知道要做好一個交班工作並

不容易，因此醫界開始發展各種管理手法來提

升交班品質，例如 ISBAR 交班機制/系統、

TRM(團隊資源管理)團隊改善、品管圈等。 

交班不只可以運用在單一單位內，亦可運

用在不同單位、不同對象的交班，例如使用跨

團隊交班改善方案，針對醫師、護理師、藥師、

營養師、呼吸治療師、物理治療師進行的共同

交班改善制度，藉由跨團隊手法，有效的使交

班一致性與交班滿意度從 50%提升至 100%，

將原本的零跨團隊交班經驗提升至 95%，進而

增加團隊合作風氣從原本的 71%提升至 95%，

同時也精進了醫院內工作成員對 TRM 及

ISBAR 的認識，從 7%提升至 80%(徐宛蒂、李

君儀，民 103)，從以上文獻可以發現，好的交

班模式不只可以提升醫護人員的職場工作結

果，甚至可以替醫院達到實質上的成本效益。 

 

2.2 行動護理資訊系統 

 
推行護理資訊系統是醫療院所積極發展推

動之政策，期許能簡化護理人員工作流程、提

供決策以及提升護理服務品質與照護品質。而

由於無線傳輸技術的快速發展，帶動行動醫療

新局面，為了減少護理人力的浪費、在執行醫

療處置時獲得即時資訊並增進從事照護工作

時之便利性，醫院導入無線化資訊科技來增進

護理資訊系統的行動性(Mobility)。 

行 動 護 理 資 訊 系 統 (Mobile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顧名思義是應用資訊科技

提供護理照護的便利性，主要是於病房中建構

無線網路傳輸環境，將護理資訊系統行動化，

協助護理人員的照護準備與資料輸入等作業

從護理站推進到病床旁，來達成護理作業即時

化、精確化及無紙化，亦為護理作業環境帶來

新的革命(Choi et.al, 2004)。在發展過程中，運

用各種易於攜帶的資訊設備，例如個人數位助

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 PDA)、筆記型電

腦(Notebook)及平板電腦(Panel PC)等產品(方

麗萍，民 94)。 

臨床護理工作不僅只有資料輸入及輸出，

還有病人的檢查、給藥和照護，在考慮臨床實

務的可行性下，目前病房的行動護理系統大多

採用配置電腦的行動護理車，使資訊設備與護

理用品便於移動，減少護理人員疲於奔命在護

理站及病人單位之間，使得護理作業更有效率

(曾旭民、詹碧端、姜靜穎，民 98)。而護理人

員對使用行動護理系統之評價，根據

McDowell、Dillon and Lending(2008)利用科技

接受模式進行之研究結果指出，護理人員對可

用性(Usefulness)之感受會對資訊系統的品質

效益(Quality Benefits)有顯著影響，另外護理人

員認為系統容易使用(Ease of Use)會影響可用

性和紀錄精確性(Accuracy)。 

對於交班系統而言，Jefferies, Johnson and 

Nicholls(2011)的研究強調臨床交接資料應更

全面反映病人的問題，書面交班限制了關於病

人的資訊。Poletick and Holly(2010)也建議可藉

由資訊系統交班增加靈活性，而 McMurray 

(2010)指出，藉由資訊交班可以減少紙張及加

強護理交接連貫性。 

關於電子交班之內容及過程，研究發現

87%的護理人員可以在 30 分鐘內完成 77%或

更多的交班作業(Kisti et al., 2012)。電子 S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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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數*平均佔床率 

上班時數*每日平均上班護理人數 

 

可以改進工作流程，減少花在寫作和獲取交接

訊息的時間 (Paul, Marry, Leuren, James, & 

Megrill, 2014)。 

另外，因臨床照護是複雜且多團隊合作之

工作，藉由跨專業人員間相互溝通和合作，才

能幫助瞭解及促進病人治療結果，相青琪等人

(2013)指出透過資訊系統傳遞病人訊息，能減

少人為因素遺漏重要交班事項而引發錯誤事

件，增加交班完整性達到有效溝通之病人安

全，因此，建置資訊分享管理系統，透過自動

化健康資訊科技和電子化行動交班系統，能降

低醫療照護團隊間因為溝通不足造成之醫療

錯誤機會(National Academy Press, 2001)。 

 

2.3 交班時間與護理時數 

 
護理巧妙地運用三班交接的方式提供持續

性的照護，由時間面向來看，理應追求縮短交

班時間，但在有限的交班時間中，提供有效的

訊息，讓照護、專業和品質能兼顧，實難取捨；

如何在時間和專業間獲得平衡，有效的縮短交

班時間並促進交班所附帶的價值，這是臨床照

護的藝術，尚待進一步的調查。 

交班時間因照護的病人數與單位屬性而有

所不同，Benson, Rippin-Sisler, Jabuscb and 

Keast(2007)調查每位護理人員交班時間為

15-45 分鐘，Strople and Ottani(2006)所提的交

班時間則為 10-61 分鐘不等。國內加護病房每

位病人交班時間需 5 分鐘(汪素敏、鄭美玉，民

89；張嘉娟等人，民 87)，一般病房每位病人

需 1 分鐘(周碧琴等人，民 86)；內科病房三班

交接中，以大夜和白班的交接所需時間最長，

約 22.8 分鐘，白班與小夜最短，約 12.1 分鐘(王

淑蓉等人，民 96)。 

護理時數是指護理人員投入直接護理、間

接護理和相關護理時數之總和，於 2000 年開

始，美國護理學會將安全和品質之研究重點放

在護理人員部分，研究發現，適當的護理時數

是影響病人安全之重要因子。Yang(2003)發表

護理人力和工作量影響品質和護理照護品質

乃是以病人照護結果為主要分析重點，顯示病

人照護結果和護理人力呈現正相關，若護理時

數充足，可以增加相關病人照護結果指標之品

質。為瞭解目前護理執業環境之困境，改善護

理人員工作環境、維護民眾就醫權利、醫療品

質及病人安全，自 102 年 2 月開始將「護理時

數合理」納入醫院評鑑基準，以確認病人照護

品質，故專家開始研擬不同護理時數之計算，

以 推 估 合 宜 之 人 力 （ Minnesota Nurse 

Association , 2007）。其定義如下： 

一、概念性定義：每一位病人每日平均可以獲

得之護理人員照護時數。 

二、操作性定義：護理時數越高，表示照護病

人人數少，可花費在病人身上時間多，本文引

用國內醫院評鑑之單位護理時數算法如下： 

 

護理時數= 

 

2.4 任務-科技適配理論 

 
Goodhue and Thompson(1995)定義任務/科

技適配度(Task-Technology Fit, TTF)為某一科

技提供的特性與支援能配適某一任務的需

求。在 TTF 的架構中包括前因：工作、科技

及個人特質、TTF 本身及個人績效，這個理論

主要的概念是認為這些前因會影響 TTF，而

TTF 則進一步影響其個人績效。 

資訊系統使用績效的研究分為「以使用觀

點」與「任務-科技適配」兩大主流。Goodhue 

and Thompson (1995)結合「使用者態度與信念

可以預測使用行為」與「任務-科技適配度可以

預測績效表現」，提出科技-績效循環鏈模型

(Technology-to-Performance Chain, TPC)，亦即

日後的任務-科技適配理論，其理論架構如圖 1

所示。模型中的「使用」，依據 Goodhue (1995)

的定義就是在完成任務方面會運用此一科技

的行為，模型中最後一部分是「績效表現」，

包括提昇效率、增進效能和工作品質，此理論

進一步將資訊科技與個人之間結合在一起，讓

使用者更有效的使用資訊系統。 

圖 1 任務-科技適配理論                   

資料來源：Goodhue & Thompson (1995) 

 

任務特性 

科技特性 

個人特質 

科技任務

適配度 

使用前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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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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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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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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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hue (1995) 認為當有高的任務-科技

適配度時，除了使用率可有效提昇，更能直接

影響績效的提昇，也說明了在使用率提昇的需

求下，任務-科技適配度的提高會同時產生更佳

的績效表現。任務-科技適配度理論強調，資訊

科技會正向影響個人績效、科技必需被使用者

使用和科技與任務間必需有良好的適配度，才

會顯示良好的績效。任務－科技配適模式中各

主要構念定義如下 (Goodhue & Thompson, 

1995; Goodhue, 1995; Goodhue, 1998)： 

一、任務特性(Task Characteristics)：泛指個人

使用資訊科技處理工作由輸入至輸出過程中

的一切活動。 

二、科技特性(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包

含軟體、硬體、資料表徵與支援使用者的服務

等。 

三、任務-科技配適度(Task-Technology Fit)：是

一相互符合的指標，包括了衡量任務需求、個

人態度與科技的機制等相關前因，乃至影響任

務-科技配適的程度。 

四、使用(Utilization)：認為任務－科技配適度

會影響使用程度，而使用程度會進一步影響工

作績效。 

五、績效(Performance Impacts)：其意義包括提

昇效率、增進效能和工作品質。 

近二十年來，有許多研究以任務-科技適配

度為基礎，在不同資訊科技環境下，從事資訊

系統持續使用或評估資訊系統的使用績效，包

含知識管理(Kuo & Lee, 2011; Lin & Huang, 

2008)、電子書  (D’Ambra, Wilson, & Akter, 

2013)、電子化學習(Larsen & Sorebo, 2009; Lin, 

2012; McGill & Klobas, 2003)、線上拍賣(Chang, 

2010)、資料探勘工具的持續使用(Huang, Wu & 

Chou, 2013)，我們也將 TTF 放入本研究模型

以瞭解導入交班資訊系統對護理工作績效與

滿意度之影響。 

 

2.5 資訊系統成功模型 

 
資訊系統的學者試著尋找影響資訊系統成

功的因素，DeLone and McLean (1992)完整的檢

視不同資訊系統的成功衡量，而提出六個資訊

系統成功模式的構面，其中包含系統品質

(system quality) 、 資 訊 品 質 (information 

quality) 、 使 用 (use) 、 使 用 者 滿 意 (user 

satisfaction) 、個人影響(individual impact) 和

組織影響(organizational impact)，如圖 2 所示。 

 

 

圖 2 資訊系統成功模式 

資料來源：DeLone & McLean (1992) 

 
經過這十幾年間眾多學者的驗證及補

強，DeLone and McLean 於 2003 年更新原本的

成功模式，同意 Pitt, Watson and Kavan(1995)

和 Seddon(1997)的看法，將服務品質的概念加

入原模型中，並將個人影響與組織影響合併稱

為淨利益(Net Benefit)，並且認為在使用之前加

進使用意願(Intention to Use)較為適宜，因為使

用意願是一種態度，而使用則是一種行為。因

此修正後的模式改以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

務品質、系統使用情況、使用者滿意度及淨利

益等六個評估指標來衡量資訊系統的成功。 

DeLone and McLean 同時認為系統品質

與資訊品質會影響系統使用與使用者滿意

度，其系統使用的程度會正面或負面影響使用

者滿意度，而系統使用與使用者滿意度會對個

人造成影響，間接對組織造成影響(蔡文詰，民

94)，資訊系統成功模式構面之說明詳述如下： 

一、系統品質(System Quality)：對資訊系統本

身的評估，可以衡量資訊系統本身的品質，包

含反應時間、操作容易性、修正系統錯誤的能

力、符合使用者的需求、容易使用、容易學、

功能有用性、正確性、彈性、整合性、效率等。 

二、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對資訊系

統輸出的評估，可以衡量資訊系統輸出內容的

品質，包括輸出資料的正確性、完整性、清晰

性、流通性、適時性、重要性、相關性、有用

性、可瞭解性、精簡性、充足性、可靠性、客

觀性等。 

三、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服務供應者必

須提供整體的服務，不管這種服務支援是否由

資訊系統部門或新的公司單位提供，其衡量指

標源自於 SERVQUAL 量表(PZB, 1988)，衡量

因素有保證性(assurance)、有形性(tangibles)、

可靠性 (reliability)、情感 (empathy)、回應性

(responsiveness)。 

四、系統使用(User)：對資訊系統使用情形，

系
統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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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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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衡量項目包括使用頻率、使用時間及使用自

願性。 

五、使用者滿意度(User Satisfaction)：使用者

滿意度是使用者對資訊系統的使用反應，衡量

項目為系統介面滿意度、軟體滿意度、硬體滿

意度及提供決策滿意度等。 

六、個人影響(Individual Impact)：資訊系統對

個人影響項目包括快速擷取有用的資訊、提高

個人工作績效、問題解決能力、個人生產力、

創意提升、個人權力、個人影響力、知識獲取

與分享、節省工作時間、認識現代化軟體、增

加決策品質及提升個人的影響力。 

七、組織影響(Organizational Impact)：資訊系

統對組織影響項目包括降低成本、提高生產

力、提高競爭優勢、提高目標達成、提高獲利

率、改善溝通績效、提高快速反應能力、市場

新契機的發現、促進企業再造工程、配合企業

策略、提高與外部的策略關係、提升組織工作

效率、提升服務績效、改善組織形象、節省人

力及降低組織營運成本等。 

 
圖 3 更新之資訊系統成功模式 

資料來源：DeLone & McLean (2003) 

 

許多學者認為使用者認為資訊系統會影響

其使用成效，而且大多以使用者滿意度做為評

量指標；護理人員是交班資訊系統的主要使用

者，對交班資訊系統的滿意與否，將是該資訊

系統成功與否的關鍵要素。 

 

2.6 使用者滿意度 

 
自 Cardozo(1965)引進滿意度(satisfaction)

的概念到行銷學領域之後，便有很多學者開始

研究，並提出各種解釋。Engel, Balckwall and 

Miniard(1986)認為滿意度是消費者使用產品

後，評估產品績效與購買前預估之間的一致

性，當達到一致時，消費者會感到滿意；反之，

消費者會產生不滿意的感覺。 

滿意度會因不同學者研究不同的主題而有

不同的定義，滿意或不滿意的程度來自於使用

者主觀的態度與知覺。因此，本研究認為滿意

度是護理人員使用交班資訊系統後所帶來的

正面感受程度。 

使用者滿意度(User Satisfaction, US)的概

念最早由 Cyert and March 於 1963 年在「公司

的行為理論」一書中提出，他們認為：一套資

訊系統若能符合使用者需求，使用者滿意度將

會提高；反之，若未能提供使用者所需的服

務，則滿意度將降低。Powers and Dickson(1973)

在研究影響管理資訊系統成功的元素中指

出，使用者滿意度是資訊系統成功的最關鍵因

素。Evans(1976)也認為當使用者滿意度低於某

種程度時，將不再繼續使用該資訊系統。 

    Pitt, Watson and Kavan(1995) 和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8) 以

SERVQUAL 量表評估資訊系統的服務品質，

得到的結論為：服務品質會影響使用與使用者

滿意度。Roldan and Millan(2000)也發現資訊品

質、系統品質與使用者滿意度是有相關的。由

資訊系統成功模式的變項來看，使用者使用資

訊科技工具的態度與滿意度之間確實相關，使

用者是否願意再度使用某項事物，滿意度是評

估的一個重要因素。故本研究將使用者滿意度

定義為「護理人員使用交班資訊系統符合其需

求之程度」。 

 

2.7 績效 

 
Gray and Smeltzer(1993)以管理學的激勵

理論來看，提出績效(performance)是指一個員

工完成一項工作。Byars and Rue(1994)將績效

定義為：員工工作實現的程度，可以藉此來衡

量員工目前工作的表現情況。Robbins(2001)指

出績效是對特定目標達成程度的衡量，也是企

業營運的重要指標。Brouthers(2002)則認為績

效指的是管理者對於其職務上的各項工作目

標之達成程度。 

ㄧ般在組織行為的研究中，績效指的是個

人、團體及組織的效率 (Efficiency)、效能

(Effectiveness)與效力(Efficacy)三方綜合的表

現(張佑崇，民 96)，然而組織所關心的莫過於

員工的工作績效，因此，Borman and Motowidlo 

(1993)將工作績效定義為：「所有與組織目標有

關的行為，且此行為可依個體對組織目標貢獻

程度的高低予以測量。」並認為工作績效係指

ㄧ個人的工作貢獻之價值、工作之品質或數

量，簡言之，即是員工的生產力。 

綜合以上學者觀點可知工作績效是組織衡

量員工表現的結果，本研究對工作績效的定義

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 

服務品質 使用者滿意度 

使用意願 使用 

淨
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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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員工在一定時間內，對組織任務投入個人

努力並與組織其他成員互動，符合組織期望，

完成工作的數量及工作貢獻的價值及品質。 

 

2.8 護理工作績效及工作滿意度之影響因

素 

隨著就醫人數以及工作內容增加，再加上

願意投入護理工作的人員日漸減少，導致現今

的護理環境形成病人多、工作多、人力少的困

境，留在醫院服務的護理人員，相對工作壓力

上升，進而產生工作績效下降，甚至常醞釀離

職潮。職場環境對在職人員來說，是非常重要

的問題，有研究即指出，主管對護理人員的回

饋及工作壓力，與護理人員的錯誤率及績效率

呈現負相關，亦即壓力越小，績效率越高(Peng, 

Tseng, & Lee, 2011)，因此如何創建一個好的工

作環境或好的配套工具，對護理人員及護理工

作而言，相對具有重要性。 

在職場中，影響護理人員能否達到工作績

效的要素中，除了職場壓力以外，工作滿意度

亦是一大重要因素，而影響滿意度的要素中，

包含職場及團隊的氣氛、個人的自主性、工作

地點是否為醫院，以上均是較顯著的影響因子

(Asegid, Belachew, & Yimam, 2014)。改由正向

的角度來說，若能提供完整的護理工作制度、

充足人力以及良好的醫護人員關係，便能增加

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Lee, Kim, Kang, Yoon, & 

Kim, 2014)。而增加工作滿意度的同時，也能

增加工作動力，有研究即指出工作滿意度與工

作動力具有正相關性，且受到工作負荷量、組

織管理制度及聯繫制度、工作負擔影響，好的

工作滿意度與工作動力，能降低員工離職風險

(Bonenberger, Aikins, Akweongo, & Wyss, 

2014)。同樣的結果也在其他研究中發現，工作

滿意度與組織承諾達顯著正相關，而組織承諾

與離職意願達顯著負相關(趙明玲、刑鴻君、陳

靜香、張淑敏，民 99)。 

現在的護理工作需負擔許多非護理專業以

外的附加作業，導致許多護理人員之工作滿意

度也下降，如對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的某項研

究即發現，護理人員滿意度得分最低的項目即

為參與臨床工作以外的事務 (李佳倫、吳鈴

珠、馮明珠，民 102)。有研究主張工作績效與

工作滿意度呈現正向影響(楊建昌、廖又生、楊

紅玉、廖茂宏、邱淑芬，民 100)，有的則主張

護理人員的組織承諾、工作滿意度、組織行為

與工作績效呈現正相關(Chu & Hsu, 2011)，亦

即當護理人員對工作內容越滿意，其績效程度

越高。另外，「工作勞累」幾乎已成目前所有

人對護理工作的初步認知，如何塑造正向的護

理工作環境，已成為護理界的重要議題，因為

不良的工作環境，易造成護理人力短缺、工作

滿意度不佳、低生產力及不安全的病人照顧(李

秀花、周汎澔，民 100)。 

從以上文獻，我們可以發現職場滿意度對

職場績效是非常有影響力的，那麼護理人員的

職場滿意度又受哪些因素影響？過去有眾多

研究針對類似議題進行探討，例如研究發現護

理人員的自主性與工作滿意度呈現正相關 (吳

玲珠等人，民 103)，對護理人員來說，最大的

壓力來源來自於短時間內遽增病人量、輪班交

班延長工作時數、缺乏病人照護的技能及決定

自主權、面對無法控制的危害暴露、病人或同

事間溝通不良(林瑜雯、莊子萱、劉曦宸、陳韻

柔、陳富莉，民 100)，除了屬於病人照護及工

作時數的原因之外，有時也會跟同時上班的對

象有關係，例如同組上班的人員均為資淺的同

仁，導致發生問題時沒有資深同仁可以協助解

決，也會使護理人員產生工作負荷提高及滿意

度降低的問題(莊孟蓉、顏妙芬，民 101)。壓力

往往會產生負面情緒，於此同時，也有學者發

現護理人員的情緒與工作滿意度呈現正相關

(朱正一，民 102)。 

換句話說，若情緒越差，相對的滿意度也

會越差。甚至對照顧病人的表現也會變差，針

對護理人員滿意度與病人照護品質的研究即

發現，護理人員工作滿意度與病人照護品質具

有正向相關，且若護理人員充足時，會令門診

病患在就診時感到受尊重的感覺，原因來自服

務品質較高，而住院病人則反應當護理人員較

充足的時段，能讓他們感受到有較好的照護

(Kvist, Voutilainen, Mantynen, & Vehvilanen- 

Julkunen, 2014)，若我們從醫療品質的角度來看

待工作負荷、工作滿意度這兩方面的問題時，

也可從部分研究發現，當護病比較高時，其工

作負荷增加，相對病患的滿意度下降，兩者呈

現負相關(黃維珍、顏妙芬，民 101)，是故一個

不好的工作滿意環境，並非僅僅只是影響護理

人員而已，連帶的也影響著被照護的病人。在

這樣情況下，若造成顧客關係不好，相對的也

會反過來再影響護理人員的工作滿意度，形成

惡性循環。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套用任務-科技適配理論及資訊系

統成功模式針對交班資訊系統導入對護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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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績效及滿意度之影響進行探討。根據文獻探

討綜合各學者的相關研究，提出本研究架構及

研究假說，以及研究變數之操作性定義，並針

對研究實施流程進行說明。 

 

3.1 研究架構 

 
任務-科技適配理論及資訊系統成功模式皆

是在探討資訊科技的使用與使用者績效之關

係，任務-科技適配理論主要強調任務-科技適

配度對使用績效之影響，資訊系統成功模式則

強調資訊系統品質對使用者滿意度與績效之

影響，本研究整合以上兩個理論架構來探討交

班資訊系統對於護理工作績效與滿意度的影

響。如圖 4 所示，採用任務特性、科技特性分

析影響任務-科技配適度及工作績效的自變

項，另外也探討資訊品質、系統品質與服務品

質對於使用者的滿意度之影響，進而影響工作

績效。 
 

 
圖 4 本研究架構 

 

3.2 研究假說 

 
本研究經相關文獻推導出研究架構，如圖 4

所示，並提出研究假說，以下將針對研究架構

之各構面的關係發展本研究假說。 

Goodhue(1995)指出當科技功能性增加時，則

任務-科技配適度將會增加。Dishaw and Strong 

(1999)的研究中也發現任務特性與科技特性會

直接影響任務科技適配度。任務-科技適配度模

式已被廣泛應用在不同的資訊系統環境中，Lin 

and Huang(2008)整合任務-科技適配度與社會

認知理論，來驗證使用知識管理的意圖，其研

究發現任務特性與知識管理系統，會正向影響

任務-科技適配度。 

McGill and Klobas(2009)發現任務技術匹配

對學習系統的使用有正向影響。Yen et al.(2010)

也將任務-科技適配度與科技接受模式整合在

一起，以探討組織中使用無線裝置的意圖，研

究結果顯示，任務特性與科技特性是任務-科技

適配度的重要前因。任務-科技配適度模式中，

任務特性、科技特性及個人特性可以預測任務

-科技配適度 (Goodhue & Thompson, 1995; 

Goodhue, 1995; Montazemi, 1988; Goodhue et 

al., 2000)。故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1：交班資訊系統的任務特性會正向影響任務

-科技配適度。 

H2：交班資訊系統的科技特性會正向影響任務

-科技配適度。 

DeLone and McLean(2003)之研究中指出

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使

用者滿意度。Bharati and Chandhury(2004)以網

際網路為基礎的決策支援系統為例，經由實證

分析結果發現，資訊品質與系統品質是影響使

用者之滿意度的重要因素。過去在行銷與資訊

管理領域有很多研究也證實系統品質與資訊

品質是滿意的前因 (Teas & Agarwal, 2000; 

Wang, 2007)。 

此外，林秀芬與林姒美(民 95)的研究得

知，三個品質構面皆會影響網路商店顧客滿意

度，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資訊品質，其次則是

系統品質與服務品質。Kim et al.(2008)在應用

服務提供系統方面，使用者對於應用服務提供

系統的系統品質、資訊品質與服務品質評估越

高，則會提昇自身對於應用服務提供系統的滿

意程度。故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3：資訊品質會正向影響使用者滿意度。 

H4：系統品質會正向影響使用者滿意度。 

H5：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使用者滿意度。 

Chen, Mitchell and Hunsinger(2012)研究指

出任務-科技適配度對使用者滿意度之間的關

係是重要的，任務-科技適配度會影響使用者的

滿意度。許多研究證實，當科技能支援其任務

且有良好的適配度時，科技可以提高個人的績

效(Kuo & Lee, 2011; Lin, 2012)。再者，科技與

任務有好的適配度會直接且顯著的影響使用

者使用科技的滿意度(Jarupathirun & Zahedi, 

2007; Lin, 2012)。Lin and Wang(2011)也提出一

研究架構，以探討使用電子化學習的持續使用

意圖，其研究結果證實，適配會直接影響滿意

度與績效，滿意度是績效的前因。 

Goodhue, Klein and March(2000)認為績效

表現會同時受到任務-科技適配度及使用行為

的影響。當任務-科技配適度高時，除了會使得

使用率上昇，更會使績效提昇，此意味著只要

任務-科技適配度提高，就會產生較佳的績效表

現。過去的研究也發現，任務科技配適度越高

不僅有助於協助個人完成任務所需作業，也會

任務特性 

科技特性 

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 

服務品質 

任務科技

適配度 

使用者

滿意度 

工
作
績
效 

H1 

H2 

H3 

H4 

H5 

H6 

H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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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個人對決策的滿意度、品質與效率。在

DeLone and McLean(2003)之研究中指出資訊

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會正向影響使用者

滿意度，進而使用者滿意度也會正向影響績

效。故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6：任務-科技配適度會正向影響護理人員的

工作績效。 

H7：護理人員使用交班資訊系統對交班滿意度

提升會正向影響工作績效。 

 

3.3 研究操作型定義與衡量 

 
本研究依任務科技適配理論結合資訊系統

成功模式提出共 8 個變數，每個變數主要參考

相關文獻中信度與效度良好的量表，針對本研

究之需要加以修改，本研究之變數及其操作型

定義如下表所示。 

 

表 1 研究變數與操作型定義 

研究 

變數 
操作型定義 參考文獻 

任務 

特性 

護理人員照護床數、交

班時間、任務複雜性會

對影響使用交班資訊

系統特性加以探討。 

Goodhue 

and 

Thompson 

(1995) 

科技 

特性 

護理人員對於平均每

人分配到的電腦數

量、操作訓練服務影響

程度。 

Goodhue 

and 

Thompson 

(1995) 

資訊 

品質 

指交班資訊系統的流

暢程度。 

DeLone 

and 

McLean 

(2003) 

系統 

品質 

指交班資訊系統運作

的快速性。 

DeLone 

and 

McLean 

(2003) 

服務 

品質 

交班資訊系統使用者

使用系統故障維修支

援是否快速有效服務

程度。 

DeLone 

and 

McLean 

(2003) 

任務 

科技 

適配

度 

交班系統是否容易使

用會影響使用者使用

完成工作任務程度。 

Goodhue 

and 

Thompson 

(1995) 

使用

者滿

意度 

護理人員對於交班資

訊系統提升交班滿意

程度整體評價。 

DeLone 

and 

McLean 

(2003) 

工作 

績效 

使用交班資訊系統能

夠減少交班時間、縮短

下班延長時間、縮短下

班時間延長率、交班錯

誤率。 

DeLone 

and 

McLean 

(2003) 

 

3.4 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研究對象為醫院

護理人員，針對實際使用過交班資訊系統進行

紙本問卷發放，問卷內容參考國內外相關問卷

設計方式，在不影響原本語意的情況下，依據

本研究情境將問項修飾成較淺顯易懂的文句。 

本研究問卷採用李克特(Likert)五點尺度

量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主要分成

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受測者的基本資料，包

括「性別」、「年齡」、「教育程度」、「從事護理

工作年資」、「工作單位」、「交班系統是否為院

內資訊開發」等六個問題，第二部分為各變數

的衡量，其變數的順序依據為「任務特性」、「科

技特性」、「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

質」、「科技適配度」、「使用者滿意度」及「工

作績效」等八個變數所組成。 

 

3.5 研究對象與調查方式 

 
本研究對象為醫院之護理人員，地點為南

部某區域醫院，護理人員數約為 320 人，以紙

本問卷進行發放，並於問卷第一頁說明研究目

的，取得受訪者簽名同意始得進行。預計發放

280 份問卷，採無記名勾選方式，受測者依個

人感受勾選一項最符合受測者認同之選項。 

問卷收案期間為該醫院導入電子交班系統

期間，實際發放時間於民國 104 年 10 月 1 日

至 104 年 10 月 30 日。為了方便進行問卷的發

放及回收，問卷將統一提供給各病房護理長，

並註明有使用過護理交班系統的使用者進行

填寫，因此為了確保回收問卷之品質，研究者

會將回收之問卷進行分類及檢視，刪除與本研

究不符之問卷。另為了提高問卷回收率及增強

受訪者填寫問卷之意願，本研究將提供禮券針

對完整填寫之有效問卷進行抽獎以表達感謝

之意。 

 

4. 資料分析結果 

 

4.1 樣本基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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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共計發放 280份問卷，總計回收 260

份，回收率 92.86%，其中扣除無效問卷 7 份，

實際有效問卷數為 253 份，有效回收率為

90.36%，回收狀況良好。 

首先針對樣本的基本資料以  SPSS 20.0 

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分析，基本資料包含「性

別」、「年齡」、「教育程度」、「工作年資」、「工

作單位」、「服務年資」、「交班系統是否為院內

資訊室開發」等七項。 

如表 2 所示，回收樣本中女性占了全部，

次數為 253，這與醫療院所護理人員目前以女

性為重相近，由此看來，本研究抽樣之樣本能

適切反映真實母體人口分佈的情況。 

表 2 樣本性別分析 

性別 次數 百分比(%) 

女性 253 100 

總和 253 100 

 樣本年齡層方面，如表 3 所示，以 31 至

35 歲年齡層的人口最多，占總樣本的 47.8%，

其次為 26 至 30 歲年齡層的人口，占總樣本的

19.0%，再次之是 36 至 40 歲年齡層的人口，

占總樣本的 14.2%。 

表 3 樣本年齡分析 

年齡 次數 百分比(%) 

25 歲以下 34 13.4 

26~30 歲 48 19.0 

31~35 歲 121 47.8 

36~40 歲 36 14.2 

41~45 歲 10 4.0 

46~50 歲 4 1.6 

總和 253 100.0 

 

職稱方面，如表 4 所示，以護理師的人口

最多，占總樣本的 77.1%，其次為護士的人口，

占總樣本的 11.5%，再次之是護理長的人口，

占總樣本的 5.1%。 

表 4 樣本職稱分析 

職稱 次數 百分比(%) 

護士 29 11.5 

護理師 195 77.1 

護理組長 9 3.6 

副護理長 7 2.8 

護理長 13 5.1 

總和 253 100.0 

 

工作年資方面，如表 5 所示，以 2~3 年的

人口最多，占總樣本的 58.1%，其次為 5 年以

上的人口，占總樣本的 22.1%，再次之是 1 年

以內的人口，占總樣本的 11.5%。 

表 5 樣本工作年資分析 

職稱 次數 百分比(%) 

1 年以內 29 11.5 

2~3 年 147 58.1 

4~5 年 21 8.3 

6 年以上 56 22.1 

總和 253 100.0 

 

 工作單位方面，如表 6 所示，以外科病房

的人口最多，占總樣本的 30.4%，其次為綜合

科科病房的人口，占總樣本的 17.0%，再次之

是內科病房病房的人口，占總樣本的 16.6%。 

表 6 樣本工作單位分析 

職稱 次數 百分比(%) 

內科病房 42 16.6 

外科病房 77 30.4 

加護病房 39 15.4 

小兒科病房 23 9.1 

婦產科病房 29 11.5 

綜合科病房 43 17.0 

總和 253 100.0% 

 

4.2 信度與效度分析 

 

4.2.1 信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意指衡量各變數的可靠

程度，主要用以評估變數中諸多衡量項目之一

致性或穩定性的程度，由於本研究未對受測者

進行重複測試，因此在此僅探討內部一致性。

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值作為衡量問卷信度的

指標，若 Cronbach’s α 值大於 0.7，則代表測量

結果具有高信度，大於 0.8 則表示信度最佳，

介於 0.35 至 0.7 間則表示中信度，若低於 0.35

則代表低信度，應予以拒絕(Chin & Newsted, 

1999)，並參考 Fornell and Larcker (1981)之建

議，若組合信度有達到 0.6 以上的標準值，則

表示各構面內部具有高度一致性。 

    本研究利用 SPSS 20.0 對 253 份有效樣本

進行信度分析，各構面信度及組合信度皆達 0.7

以上的高信度水準，具有良好的研究信度，如

表 7 所示，而「科技特性」為敘述性統計，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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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進行信度分析。 

表 7 研究構面之信度指標 

構面 Cronbach’s α 組合信度 

任務特性 0.785 0.881 

資訊品質 0.746 0.873 

系統品質 0.754 0.868 

服務品質 0.856 0.866 

科技適配度 0.703 0.870 

使用者滿意度 0.774 0.881 

績效 0.778 0.939 

 

4.2.2 效度分析 

 
效度(Validity)是指測驗或衡量，期望能夠

測出研究者所欲衡量之事物的程度，換言之，

也就是一份問卷的問項的量測結果是否可以

正確的呈現出研究概念的程度。本研究之收斂

效度整理如下，從表 8 中可以看出本研究各構

面之平均變異萃取量皆大於建議值之 0.5，而

各問項之因素負荷量也都大於 0.7 以上，顯示

本研究問卷具有良好的收斂效度。 

表 8 收斂效度分析表 

構面 
量測 

變項 
因素負荷量 AVE 

任務

特性 

MP1 0.756 

0.641 

MP2 0.761 

MP3 0.798 

MP4 0.772 

資訊

品質 

CQ1 0.751 

0.723 

CQ2 0.789 

CQ3 0.823 

CQ4 0.801 

CQ5 0.742 

CQ6 0.811 

系統

品質 

SQ1 0.809 

0.767 

SQ2 0.821 

SQ3 0.851 

SQ4 0.831 

SQ5 0.791 

SQ6 0.842 

SQ7 0.795 

服務

品質 

EQ1 0.769 

0.739 EQ2 0.773 

EQ3 0.801 

EQ4 0.781 

EQ5 0.771 

科技

適配

度 

TM1 0.767 

0.756 

TM2 0.779 

TM3 0.788 

TM4 0.811 

TM5 0.791 

使用

者滿

意度 

US1 0.788 

0.746 

US2 0.791 

US3 0.811 

US4 0.801 

US5 0.777 

US6 0.809 

績效 

PF1 0.744 

0.731 

PF2 0.754 

PF3 0.745 

PF4 0.802 

PF5 0.772 

PF6 0.772 

PF7 0.799 

PF8 0.812 

PF9 0.761 

PF10 0.753 

PF11 0.765 

 

下表為區別效度分析表，由此表可觀察

到，各構面的平均變異萃取量平方根均大於該

構面與其他構面之相關係數，因此可得知本研

究各構面具有良好之區別效度。 

表 9 區別效度分析表 

 MP CQ SQ EQ TM US PF 

MP 0.801       

CQ 0.731 0.850      

SQ 0.671 0.561 0.876     

EQ 0.681 0.592 0.609 0.860    

TM 0.744 0.688 0.671 0.699 0.869   

US 0.687 0.702 0.653 0.691 0.799 0.864  

PF 0.63 0.706 0.644 0.704 0.781 0.701 0.855 

 

4.3 樣本資料之構面平均數分析 

 

4.3.1 任務特性中照顧床數 

 

以樣本數 253 筆分析，可發現每位護理人

員負責 10 床為最多，占了 51.0%，16 床以上

為 0%，Webster (1999)研究指出，當每位護理

人員照顧床數大於 16 床以上，將會嚴重影響

到交班品質及交班時間，因此，在本研究中每

位護理人員照顧床數皆未超過 16 床以上，代

表著工作份量仍是可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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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樣本任務特性中照顧床數分析 

照顧床數 次數 百分比(%) 

10 床 129 51.0 

11~15 床 124 49.0 

16 床以上 0 0 

總和 253 100.0 

 

4.3.2 任務特性中交班時間 

 

以樣本數 253 筆分析，可發現每位護理人

員任務特性中交班時間，20 分鐘以內為 0%；1

小時以上也是 0%，較多交班時間會耗掉 21~30

分鐘，與 Benson, Rippin-Sisler, Jabuscb and 

Keast (2007)的研究，每位護理人員交班時間為

15-45 分鐘相符合。 

表 11 樣本任務特性中交班時間分析 

交班時間 次數 百分比(%) 

20 分鐘以內 0 0 

21~30 分鐘 91 36.9 

31~40 分鐘 85 33.6 

41~1 小時 77 30.4 

1 小時以上 0 0 

總和 253 100.0 

 

4.3.3 科技特性中登錄使用權 

 

以樣本數 253 筆分析，可發現科技特性中

登錄使用權，共有性占了 81.4%，登錄使用權

為個人，僅占了 13.0%，可發現交接班登錄權

限仍是以共用性為主。 

表 12 樣本科技特性中登錄使用權分析 

登錄使用權 次數 百分比(%) 

共用 206 81.4 

個人 33 13.0 

均有 14 5.5 

總和 253 100.0 

 

4.3.4 科技特性中電腦歸屬 

 

以樣本數 253 筆分析，可發現使用之電腦

性質，工作車占了 52.2%，根據張梅芳、李亭

亭與林寬佳(民 102)的研究指出，醫院執行工作

車進行交接班，能夠讓醫護人員能脫離固定式

電腦之作業限制，提供更完整的資訊利於交接

班，與本研究相符合。 

表 13 樣本科技特性中電腦歸屬分析 

我所使用的電腦 次數 百分比(%) 

工作車 132 52.2 

護理站工作電腦 121 47.8 

總和 253 100.0 

 

4.3.5 科技特性中系統操作訓練次數 

 

以樣本數 253 筆分析，可發現科技特性中

系統操作訓練次數，以不定期進行操作訓練占

了最大比率，為 70.8%，此項結果也可解讀為，

除了護理人員每天進行交接班時會使用電腦

系統而熟練於操作，但隨著醫療院所提升衛生

品質，電腦系統可能會再額外增加視窗或功

能，當增加視窗或功能時，可視實際狀況進行

系統操作訓練。 

表 14 樣本科技特性中系統操作訓練次數分析 

系統操作訓

練次數 
次數 百分比(%) 

一個月一次 0 0 

兩個月一次 6 2.4 

半年一次 68 26.9 

不定期 179 70.8 

其他 0 0 

總和 253 100.0 

 

4.3.6 科技特性中每人平均訓練課程次數 

 
以樣本數 253 筆分析，可發現科技特性中

科技特性中每位平均訓練課程次數為 1 次占了

64.8%，如下表所示，此項教育訓練的次數略

顯得不足。 

 

表 15 樣本科技特性中每位平均訓練課程次數

分析 

每人平均訓

練課程次數 
次數 百分比(%) 

1 次 164 64.8 

2 次 65 25.7 

3 次 17 6.7 

其他 7 2.8 

總和 253 100.0 

 

4.3.7 績效中交班時間縮短 

 
以樣本數 253 筆分析，可發現績效中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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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縮短，以縮短交班時間 6~10 分鐘占了

52.2%；縮短交班時間 1~5 分鐘占了 29.6%，與

楊式辰等人(民 100)及 Kisti et al.(2012)的研究

顯示，當導入交班資訊系統時，交班時間至少

會有 87%護理人員可以在 30 分鐘內完成交

班，甚至可在 4.47 分鐘便完成交班相符合。 

表 16 樣本績效中交班時間縮短分析 

交班時間縮短 次數 百分比(%) 

沒縮短 42 16.6 

1~5 分鐘 75 29.6 

6~10 分鐘 132 52.2 

10~15 分鐘 4 1.6 

15 分鐘以上 0 0 

總和 253 100.0 

 

4.3.8 績效中加班縮短比率增加為每週 

 
以樣本數 253 筆分析，可發現績效中加班

縮短比率，以縮短加班比率 2 次占了 40.3%，

本研究結果可符合 DeLone and McLean (2003)

的研究，當導入交班資訊系統於護理交班流

程，可減少護理人員加班比率。 

表 17 樣本績效中加班縮短比率分析 

加班縮短比率增

加為每週 
次數 百分比(%) 

沒縮短 34 13.4 

1 次 97 38.3 

2 次 102 40.3 

3 次 20 7.9 

4 次以上 0 0 

總和 253 100.0 

 

4.3.9 績效中交班錯誤率降低 

 

以樣本數 253 筆分析，可發現績效中交班

錯誤率降低，有效程度為 94.9%遠大於沒差別

的 5.1%，由此可知，當導入交班資訊系統於護

理人員時，具有其效益性，與 Ashurst(2010)的

研究指出，正確完整醫療訊息傳遞是減少醫療

不良事件重要的方法，醫療機構可藉由架構資

訊系統降低交班錯誤率的產生。 

表 18 樣本績效中交班錯誤率降低分析 

交班錯誤率降低 次數 百分比(%) 

沒差別 13 5.1 

1 次 126 49.8 

2 次 86 34.0 

3 次 28 11.1 

4 次以上 0 0 

總和 253 100.0 

 

4.4 結構模型分析 

 

4.4.1 路徑分析與假說檢定 

 

本研究利用統計軟體SPSS20.0對253份有

效樣本檢定路徑係數，並利用回歸分析及變異

數分析進行檢定，檢定結果及說明如下。  

圖 5 本研究架構之檢定結果 

 

一、假說 1(H1) 

檢定結果:支持 

說明:假說 1 的 β=0.872，t-value 為 28.218，

p-value<0.001，已達顯著標準，表示兩變數彼

此之間具有顯著性正向相關，由此可知，護理

人員使用資訊科技從輸入至輸出的最後結

果，會直接或間接影響特定系統特徵或使用資

訊系統的成效，代表著導入交班資訊系統之任

務特性提高時，會增加護理人員科技適配度。

本研究結果符合 Yen et al.(2010)研究結果，當

整合任務特性與科技適配度時，任務特性會是

科技適配度的重要前因。 

二、假說 2(H2) 

任務科技

適配度 

使用者

滿意度 

H1β=0.872*** 

H2a β=0.072 

H2bβ=-0.019 

H2c β=0.077 

H2d β=0.032 
 

H3β=0.887*** 
 

H4 β=0.851*** 
 

H5 β=0.795*** 
 

任務特性 

科技特性 

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 

服務品質 

工
作
績
效 

註：*** p<0.001 
 
註：           顯著          不顯著 
 

H6β=0.234*** 

H7 β=0.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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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定結果:不支持 

    說明:假說 H2a β=0.072，t-value 為 1.073，

p-value 為 0.284>0.05；H2b β=-0.019，t-value

為-0.295，p-value 為 0.768>0.05；H2c β=0.077，

t-value 為 1.105，p-value 為 0.270>0.05；H2d 

β=0.032 ， t-value 為 0.498 ， p-value 為

0.619>0.05，表示兩變數彼此之間不具有顯著

關係，可能原因為本研究受測人員中，只參加

1 次訓練課程者占了 64.8%，有可能導致介面

上操作仍不熟練造成未能產生顯著性影響。 

三、假說 3(H3) 

    檢定結果:支持 

    說明:假說 3 的 β=0.887，t-value 為 30.377，

p-value<0.001，已達顯著標準，表示兩變數彼

此之間具有顯著性正向相關，代表著導入交班

資訊系統之資訊品質提高時，會增加護理人員

使用者滿意度，而以資訊系統評估項目，包含

了病人的病歷正確性、完整性以及可提供醫護

人員有用性的資訊進一步診斷及治療。本研究

結果符合Olsen (2002)及Bharati and Chandhury 

(2004)所提出，資訊系統的資訊品質與系統品

質將會直接影響使用者滿意度的論點。 

四、假說 4(H4) 

    檢定結果:支持 

    說明:假說 4 的 β=0.851，t-value 為 25.645，

p-value<0.001，已達顯著標準，表示兩變數彼

此之間具有顯著性正向相關，代表著導入交班

資訊系統之系統品質提高時，會增加護理人員

使用者滿意度，尤其是回饋時間、操作方便性

及可讓護理人員容易學習。本研究結果符合

Lin and Wang(2012)的研究，使用者對於系統品

質評估越高，則會提昇自身對於滿意程度。 

五、假說 5(H5) 

    檢定結果:支持 

    說明:假說 5 的 β=0.795，t-value 為 20.739，

p-value<0.001，已達顯著標準，表示兩變數彼

此之間具有顯著性正向相關，代表著導入交班

資訊系統之服務品質提高時，會增加護理人員

使用者滿意度，因此，資訊系統服務品質是決

策支援系統成功之重要影響因素。本研究結果

符合 Kim et al.(2008)之研究，當使用者對於應

用服務提供系統的服務品質評估越高，則會提

昇自身對於應用服務提供系統的使用者滿意

程度。 

六、假說 6(H6) 

    檢定結果:支持 

    說明:假說 6 的 β=0.234，t-value 為 3.806，

p-value<0.001，已達顯著標準，表示兩變數彼

此之間具有顯著性正向相關，本研究結果也說

明資訊科技與個人結合在一起，讓使用者更能

有效的達到科技適配度，對績效表現勢必有所

幫助，當交班資訊系統能被護理人員接受，將

會提升交班資訊系統之科技配適度，進而影響

護理人員工作績效。本研究結果符合 Goodhue 

et al.(2000)所提出的論點，當科技配適度提高

時，除了會使得使用率上昇，更會直接影響工

作績效的提昇。 

七、假說 7(H7) 

    檢定結果:支持 

    說明:假說 7 的 β=0.245，t-value 為 4.000，

p-value<0.001，已達顯著標準，表示兩變數彼

此之間具有顯著性正向相關，這也說明醫療院

所依賴資訊科技程度日漸增加，各病科為了提

昇工作績效，在資訊系統導入交班工作，仍需

以護理人員滿意為優先考量，重視護理人員使

用的感受，才能發揮交班資訊系統的功效。本

研究結果符合 DeLone and McLean (2003)的研

究中指出，使用者滿意度會對工作者在工作時

正向影響績效。 

 

4.4.2 模型預測力檢定 

 
本研究利用統計軟體 SmartPLS3.2進行模

型預測力分析，PLS 透過 R2 來檢測研究模型

的預測程度，而 R2 乃是獨立變數對依變數之

間解釋變異量，當 R2 越大時，代表著研究模

型的解釋能力及預測能力會越高。根據檢定結

果顯示，本研究構面之科技適配度解釋力為

76.2%；使用者滿意度解釋力為 78.6%；績效解

釋力為 76.8%，具有代表性。 

表 19 模型預測力檢定 

構面 R2 

科技適配度 0.762 

使用者滿意度 0.786 

績效 0.768 

 

5. 結論與建議 

 

5.1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是為探討交班資訊系統導入對

護理工作績效及滿意度的研究，本研究總共提

出七個研究假說，根據研究結果，除了假說 2

未成立外，其餘六個假說均成立，以下將根據

實證的結果進行整理闡述，並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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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科技適配度 

 
 從任務特性對科技適配度的各項實證研

究中，可觀察出任務特性對科技適配度有正向

的影響性，與黃意文(民 99)所提出當科技與任

務達到有效的搭配，即能產生事半功倍之效

果，因此任務特性與對科技適配度具有顯著影

響。 

    從科技特性對科技適配度的各項實證研

究中，本研究科技特性卻未能有顯著影響，最

主要原因為護理人員對於平均每人分配到的

電腦數量、操作訓練服務影響程度造成影響。 

 

5.1.2 使用者滿意 

 

本研究以資訊品質、系統品質及服務品質

對使用者滿意度進行分析，可發現三者均有正

向影響性，與林森照(民 103)及 Roldan and 

Millan (2000)所提出的研究結果相同，當提高

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的各項品質，

能讓護理人員產生高度的滿意度，讓護理人員

更容易接受交班資訊系統的導入。 

 

5.1.3 工作績效 

 
本研究以科技適配度與使用者滿意度對導

入交班系統工作績效分析，發現具有正向影響

性，與李秀花(民 100)、顏芳慧等人(民 100)、

Asegid et al. (2014)及 Bonenberger et al. (2014)

的研究結果相同，交班資訊系統的導入，可縮

短交班時間及減少交班錯誤，對於整體照護團

隊工作關係也會有明顯提升，對於病人照顧，

可提升彼此間照護病人的能力，因此可有效提

高工作績效。 

 

5.2 研究貢獻 

 
在學術方面，本研究以科技適配度及使用

者滿意相關理論作為探討工作績效之前因變

數，並結合任務特性、科技特性、資訊品質、

系統品質及服務品質之觀點提出研究模型，以

較全面性之觀點來探討交班資訊系統導入對

護理工作的影響性，可做為後進研究之參考。 

另外，近年來隨著智慧型行動裝置的發展

以及軟體商持續開發 APP，許多政府單位、民

間企業思考如何能將工作透過智慧型行動裝

置或是更適合自己單位的資訊系統以便增加

工作績效，然而醫療院所導入各項新的系統，

必須從操作者的面向來探討，才能知道此資訊

系統的優劣，因此本研究期能給研究者一個不

同的思考方向。 

在實務方面，為降低護理人員加班次數以

及加速完成交班，醫療院所已導入交班資訊系

所於院內，在以往的研究中，雖然提出品管

圈、團隊資源管理藉此改善交班過長的問題，

然而這些的研究都僅是單一單位，可能不適合

全面探討各病科，本研究是以較全面的觀點來

研究，由本研究結果可以得知，提升任務特

性、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科技適

配度與使用者滿意，可以有效提升交班績效，

可以做為未來醫療院所推動或修改交班資訊

系統導入計畫之參考。 

 

5.3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雖已力求嚴謹，

冀望能夠提供一個比較準確也可信的研究結

果，但受限於某些因素仍存有研究上的限制，

在此，本研究將針對各項研究限制分別敘述。 

一、研究變數無法列舉 

本研究以任務特性、科技特性、資訊品

質、系統品質及服務品質為自變項；科技適配

度及使用者滿意度既是自變項也是依變項；績

效則為依變項，作為探討交班資訊系統導入之

研究，然而根據以往許多學者的研究，可能影

響交班工作績效的變數還有很多，本研究礙於

研究者的能力、時間及成本等因素，無法針對

所有可能的因素加以分析探討，為本研究之研

究變數限制。 

二、衡量工具限制 

本研究問卷之問項均是參考國內外相關

文獻，當情境有所改變時可能無法反映出實際

想表達的問題，並經專家學者修訂，雖均符合

信效度之要求，但仍可能存在部分問題，例如

目前使用交班資訊系統主要仍以各病科的交

班資訊軟硬體為工具，無法與其它交班資訊工

具相比較，僅能從已有的交班資訊系統作為研

究，為本研究衡量工具上的限制 

三、研究樣本限制 

本研究因時間、成本及研究者能力等因素

無法對母體進行普查或隨機抽樣，雖然以南部

一間區域性醫院作為代表，但仍有不足之處，

可能會因為醫療院所的屬性不同而產生變

異，為本研究樣本上的限制。 

四、橫斷面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以橫斷面的研究方式，在某一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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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點來進行調查而取得資料，但隨著時間的發

展，護理人員可能會受到任務特性、科技特

性、資訊品質、系統品質及服務品質等各種因

素的影響，對交班資訊系統產生不同的看法，

為本研究橫斷面研究上的限制。 

 

5.4 未來研究方向 

 
一、擴充研究模式 

本研究以任務特性、科技特性、資訊品

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科技適配度、使用

者滿意度及績效作為變項，但仍有許多變數或

理論可以用以探討交班資訊系統導入的成

效，因此建議未來研究者可以從國內外，對於

醫療院所進行交班文獻的研究中，抽絲剝繭尋

找更多影響交班資訊系統的因素來加入未來

的研究中。  

二、研究方法的改變 

本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及取樣對象為

護理人員，建議未來研究可改以質性研究，並

以深入訪談方式進行，訪談對象以資管人員，

或是負責撰寫或管理交班資訊系統，從受訪過

程中，了解每個病科對於交班資訊的要求，以

及是否有窒礙難行的問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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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停車場管理系統 

 

 

摘要 

 
現今生活品質提升，汽車數量逐年增加，

為了減少停車場所需要人力資源，並提升安全

性，停車場就能發揮很大的效用。路邊停車格

的安全性較為不足，許多人放棄路邊停車格的

便利性，而選擇停車場內的安全性。本專題結

合所學過資料庫系統、嵌入式系統(七段顯示

器、超音波感應、LED 燈顯示、光敏電阻)，

以及車牌辨識系統的技術。為了能夠減少停車

場所需要的人力資源，並且能有效的提高安全

性，因此本專題研究出了一套「智慧型停車場

管理系統」。 

 

關鍵詞：資料庫系統、嵌入式系統、車牌辨識

系統、智慧型停車場管理系統 

 

Abstract 
 

Quality of life today has been promoted, the 

number of cars increases every year. 

Parking space is not safety as much as 

parking lot, so many people giving up the 

convenience of parking space, and choose 

parking lot for safety. If we can reduced the 

human resources of parking lot, while improve 

security effectively, parking lot will be able to 

play a very great role. Therefore, we invent 

Intelligent Parking Management System, it is 

combine with Data Base System、Embedded 

system (Seven-segment display 、 Ultrasonic 

Analog Sensors、LED displays、Photoresistor) 

and license plate identity system. 

Keywords: Embedded system, Data Base System, 

Intelligent Parking Management System 

 

1. 前言 
 

隨著科技的進步，以及人口逐漸增加，路

面上的汽機車數量跟著不斷地提高，但因為台

灣的地形地狹人稠，無法隨之增加許多停車

位，造成停車位有供不應求的狀況發生，另外

停車資訊及人力的需求日增，此時若能提供智

慧型自動停車場之設計可提供車位之外，還能

提高安全性，又能減少人力。 

 

2. 系統介紹 
 

首先進入本停車場時，IP Camera 會對車子

進行車牌辨識，確認辨識成功後，會把進場資

料傳至資料庫，此時閘門打開，為了避免車輛

連續進入，在閘門後面設置超音波感測器，當

車輛通過後閘門會立即關閉，進入停車場內，

為了避免找不到車位的困境，停車場設置了

LED 指示燈，減少車主尋找車位的時間。在安

全性方面，進入停車格後利用光敏電阻啟動防

盜裝置，若防盜裝置未解除設定，車輛遭到移

動，停車場內的警報則會響起，並會利用手機

APP 通知車主。計費方面，我們使用由 Eclipse

內的 Android 程式開發系統，車主登入後，即

可查詢到停車時間，不會因為幾秒鐘而損失一

個小時的停車費，另外，此 APP 的主要功能為

解除防盜裝置，利用 APP 控制防盜裝置，把安

全性提升到最高。 

 

2.1 整體架構  
 

圖 2.1-1 智慧型停車場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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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端有一個資料庫，用來儲存所有子系統

的功能，七段顯示器的功能是顯示空位，車牌

辨識系統，是由 IPCAM 辨識車牌，並記錄進

出場的時間，超音波閘門裝置能控管車輛的進

出，避免一次同時多輛車子進入，LED 燈裝置

能指引車輛到指定的空位，光敏電阻裝置在車

輛停好時，會自動啟動防盜裝置，要移動車輛

前，須由手機 APP 或至管理室取消防盜裝置。 

 

 

 
圖 2.1-2 智慧型停車場流程圖 

 

首先七段顯示器會對外顯示空位，當車輛

進入車道時，車牌辨識系統會對車牌進行辨

識，辨識成功後，確認資料傳至資料庫之後，

會先記錄進場時間，之後閘門將會開啟，超音

波感應車輛通過後，在將閘門關起，此時 LED

燈會指示車位，車子順利停入後，光敏電阻防

盜裝置將會啟動，此時 LED 燈將會關閉。 

要移開車輛前，需先使用手機 APP 或至管

理室取消安全裝置，剩餘出場方式與進入大致

相同。 

 

 
圖 2.1-3 智慧型停車場示意圖 

 

利用網際網路來查詢停車場的現況，將所

有資料存在資料庫裡，這是一個完整的管理系

統，另外我使用 Arduino 的 MEGA 板，以控制

LED、七段顯示器、超英波感測器、光敏電阻，

車牌辨識是使用 IPCAM 拍攝，畫面經過處理

將資料傳至後端資料庫，透過內部網路連結至

含有車牌辨識資訊的資料庫，使管理室和手機

app 同時能透過內部網路得知停車時間、停車

位置…等資訊，方便停車場管理，也方便使用

者查詢。 

 

 
圖 2.1-4 智慧型停車場系統平面圖 

 

這是此系統的平面圖，實際上我們做了一

個模型， 總共車位有 13 個，下方為入口，上

方的為出口，紅色的部分目前是超音波感測器

及閘門，黃色的部分為光敏電阻防盜的部分。 

 

2.2 子系統流程圖 

 

 
圖 2.2-1 七段顯示器流程圖 

 

為了讓車主能夠確切知道停車場剩餘車

位數量，此系統在停車場外加入了兩顆共陰極

七段顯示器，當車輛進入，超音波閘門開啟

時，則七段顯示器減一；反之，當車輛出場，

超音波閘門開啟時，則七段顯示器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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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2 車牌辨識流程圖 

 
為了讓每位車主都能知道自己停車的正

確時間，此系統在閘門前設置 IP Camera，辨

識成功後能把資料傳回資料庫，車主都能在手

機 APP得知這些時間資訊。 

 

 
圖 2.2-3 超音波閘門流程圖 

 

為了避免一次有多輛車進出入停車場的

情況發生，此系統在閘門上加入超音波來偵

測，當車輛進入，IP Camera 辨識車牌並將資

訊傳回資料庫，閘門開啟，超音波偵測到車輛

通過，則閘門方可放下；反之，當車輛出場後

超音波偵測到車輛通過，則閘門方可放下。 

 
圖 2.2-4 LED 流程圖 

 

為了讓每位車主都能清楚知道自己的車

位，此系統在車道上添加紅、黃、綠 LED指引

燈，每個車輛在閘門開啟後指引燈即會亮起，

車主只需要沿著指示走即可到達指定的車位。 

 
圖 2.2-5 光敏電阻流程圖 

 

為了預防車子被偷竊，此系統在每個停車

格內使用光敏電阻，當車子進入停車格時，用

手機啟動防盜裝置，在車主移出車輛前，先把

防盜裝置關閉，如果車輛移走且防盜裝置沒有

取消，則警報器響起，防盜裝置會回傳 APP通

知車主，車主再取消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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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主要元件介紹 

 
3.1 D-Link 友訊 DCS-930L Wireless N 無

線網路攝影機 

 

 
圖 3.1 DCS-930L & DIR-612Wireless N 

 

如圖 3.1本身能透過網際網路遠端監看居

家或辦公室即時影像，具備 1.0Lux 低照度監

視鏡頭、4 倍數位影像變焦，內建 802.11n 無

線網路模組內建麥克風，採用 M-JPEG 影像壓

縮格式具備移動偵測機制，異常影像可透過郵

件警告通知，可下載 iPhone 應用程式隨時行

動監看，提供 mydlink線上監視平台服務，管

理監看容易，具備管理者/使用者帳號安全保

護，支援 UPnP®網路協定，具備 WPS WiFi快速

安全連線按鍵，具備迷你的外觀設計以及內建

Wireless N 無線網路模組，可以在家中或辦公

室建置安全監看的網路攝影機。採用隱藏式無

線網路天線，方便您將攝影機架設再您家中任

何的角落。當家中架設 DCS-930L網路攝影機，

還可以遠端隨時隨地使用電腦或 iPhone 手機

透過網際網路即時觀看家中即時影像。 

 

3.2 Arduino MEGA 2560 R3 
 

 
圖 3.2 Arduino MEGA 2560 R3 

 

Arduino MEGA2560 R3：可以在原有的版

本上進行優化，品質及功能與原版完全兼容，

並且解決了傳統 2560 板子於 win7 和 win8 系

統不兼容及不穩定的狀況。主控晶片採用

ATMEGA2560-16AU，但替換了 ATMEGA16U2的 USB

晶片，改採平價版的 USB晶片。 

 

3.3 Android 系統 

 
圖 3.2 Android 

 

是一個以 Linux為基礎的開放原始碼行動

作業系統，主要用於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由 Google 成立的 Open Handset Alliance

（OHA，開放手機聯盟）持續領導與開發中。

目前 Google 發布 Android 的最新正式版本為

Android 6.0「Marshmallow」。 

內置 SQLite 小型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來負責存儲資料。Android 作業系統支援所有

的網路制式，包括 GSM/EDGE、IDEN、CDMA、

TD-SCDMA 、EV-DO、UMTS、Bluetooth、Wi-Fi、

LTE、NFC 和 WiMAX，支援多語言，Android 作

業系統中內建的網頁瀏覽器基於 WebKit 核

心，並且採用了 Chrome V8 引擎。Android 作

業系統中的應用程式大部分都是由 Java 編寫

的，由於 Android 中並不自帶 Java 虛擬機，

因此無法直接執行 Java 程式。不過 Android

平台上提供了多個 Java 虛擬機供用戶下載使

用，安裝了 Java 虛擬機的 Android 系統可以

執行 Java_ME 的程式。Android 支援原生的多

點觸控，在最初的 HTC Hero 智慧型手機上即

有這個功能。Android 作業系統支援用戶使用

本機充當「無線路由器」，並且將本機的網路

共享給其他智慧型手機，其他機器只需要通過

WiFi尋找到共享的無線熱點，就可以上網。而

在 Android 2.2之前的作業系統則需要通過第

三方應用或者其他定製版系統來實現這個功

能。從 Android 4.0 開始，Android 作業系統

便支援截圖功能，該功能允許用戶直接抓取智

慧型手機螢幕上的任何畫面，用戶還可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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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功能對截圖進行處理，還可以通過藍牙

/E-mail/微博/共享等方式發送給其他用戶或

者上傳到網路上，也可以拷貝到電腦中。 

 

4 實驗結果 
 

圖 4-1 為智慧型停車場實體圖， 總共車位

有 13 個，下方為入口，上方的為出口，分別

有七段顯示器、超音波感測器、閘門、LED 指

示以及光敏電阻防盜的部分。 

 
圖 4-1 智慧型停車場系統實體圖 

 

 
圖 4-2 七段顯示器實體圖 

 

利用 Arduino來控制七段顯示器裝置，以

便於計算出停車場剩餘車位。 

  

 
圖 4-3 超音波感測閘門實體圖 

 

超音波閘門裝置，由於本專題車牌辨識尚

未完成，所以目前閘門的開關都是由超音波感

測控制車輛的進出管理系統。 

 

 
圖 4-4 LED 指引燈實體圖 

 

LED 指引燈，會依照系統所指定的停車

位，分別利用不同顏色，由此功能指引車子迅

速抵達對應的車位。 

 

 
圖 4-5 光敏實體圖 

 

光敏電阻裝置在車輛停好時，會自動啟動

防盜裝置，要移動車輛前，須由手機 APP或至

管理室取消防盜裝置。 

 

5.結論 
 

經過許多測試，本專題研究出不同以往傳

統停車場的模式，重獲改以下各點： 

1.LED 燈指引系統：透過指示燈讓車主不需花

費太多時間在尋找車位。 

2.車牌辨識系統：運用車牌辨識方便系統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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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時間。 

3.超音波偵測系統：利用超音波偵測避免一次

有多輛車進出入停車場的情況發生。 

4.光敏電阻防盜系統：利用光敏電阻的特性，

預防車子遭偷竊。 

此專題結合許多子系統，達到智慧型停車

場的需求。在製作的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經

由詢問老師、找尋相關文獻參考、到圖書館查

找資料及參考老師們的意見努力改進錯誤、彌

補不足的地方，也了解到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

不是遇到多少問題，而是遇到問題該如何解

決，讓所知甚少的我們，深感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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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代科技蓬勃發展，機械化的製造，機械

化的服務已經在我們生活中隨處可見，但是現

代人的生活壓力也是水漲船高，卻沒有見到甚

麼科技是直接對應人的心情，可以直接抒發或

是與之產生共鳴，幫助人們排解心中壓力，音

樂是最能直接反映人的心情，抒發人的感受的

一項道具，所以我們想將人工智慧與音樂做結

合幫助人們不只是外在更是包含內在的心靈。

為了提供使用者一個可以符合使用者情緒的

音樂軟體，本研究提出了一個以使用者情緒為

改編基礎的樂曲改編系統，透過本系統讓音樂

加入新的改動，使音樂不只侷限於原創的曲調 

。僅需要簡單的操作，便可將樂曲改編成符合

使用者情緒的音樂，達到音樂舒壓之目的同時

也達成音樂多元化的目標。 

 

關鍵詞：音樂、情緒、改編 

 

Abstract 
 
This study furnishes a system, revising the 

music on the basis of the sentiment of the user, 

which modifies the music in order that it won't 

be restricted to the original tone.  

With simple implementation, we can 

transform this music into another version fitting 

the emotion of the user for the purpose of stress 

relief and diversification of music. 

 
Keywords: music, emotion, recompose  
 

1. 前言 
 

近年來隨著電腦的速度提升，網路的頻寬

加大，人工智慧在各個範疇中都有很大的進展，

讓電腦更加聰明並且具有學習能力，將會逐漸

地成為在各個領域中嶄露頭角的一環，這將是

勢必的趨勢。 

音樂與技術結合的成品在現代來說越來越

多，像是南科研究生發表的智慧型自動吉他伴

奏系統之實現[7]將類神經網路搭配音樂，所

寫出的智慧型吉他伴奏、淡江大學提出的應用

調和搜尋演算法於結構最佳化之研究[1]利用

調和搜尋演算法搭配音樂，將樂團演奏的音樂

調和成最佳的樂章、利用基因演算法搭配編曲，

撰寫出精彩的音樂，這些都已經是現有非常出

色的研究。 

本研究將朝這個方向前進，將這一項技術

搭配上音樂撰寫的技巧，直接的影響在我們的

生活跟我們息息相關的音樂上。讓他達到最貼

近那個人的編寫風格，藉以達到讓人的心情感

到舒適與抒發，可以對整個社會現代人的壓力

得以紓解或是增進人們努力打拼的動力。 

    本研究主要分為四章節，第二章將探討有

關音樂改編的文獻，第三章節將簡易介紹本系

統的音符格式；第四章將會說明本系統之系統

架構；最後，第五章將討論本研究的貢獻及未

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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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說明音樂改編相關的研究文

獻。 

 

2.1. 改編介紹 
 

    音樂術語中的改編，在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9]中將改編

這個動作定義為“The reworking of a musical 

composition, usually for a different medium 

from that of the original. ”意思相當於一個音

樂的再創作，通常是用不同的表現方式展現。 

 

2.2. 改編方式 
 

在布梭尼《D 小調夏康舞曲》之樂曲分

析與詮釋[5]中將布梭尼的改編手法概分為兩

大類：第一類為原曲聲部織度與音域的更動，

指的是在不會影響原曲結構為前提下，試圖將

之改編以呈現更為豐富的音響效果之改編手

法，其中包含八度音與和聲音的變化、速度的

變化、擴大音域、使用先前樂段之素材、雙手

齊奏、樂器音響的模仿以及、震音的使用等七

項；第二類則是不同素材的添加，則是指將布

梭尼額外添加與原曲不同之素材使其更具豐

富性與炫技性的改編手法，包含了原有素材再

發展及擴充、添加新的對位旋律、添加薩拉邦

德舞曲節奏動機，以及添加炫技樂句等四項。 

本系統採用音的變化以及速度改變對樂

曲進行改編，其中音的變化可以加強樂曲的多

樣性以及複雜度使音樂效果更加豐富，而速度

的改變則會影響整首歌的所代表的情緒，像是

激動的、生動的、平靜的……等，對音樂而言

都具有明顯的改變。 
 

3. 音符格式 
 

本章節將說明本系統儲存音符的格式與

相關運用。 

 

3.1. 音符介紹 
 

    音樂可依照種種符號記載，使身處世界各

地的人們可以演奏，亦可編寫創作，因此音樂

才可以有跨地域性的交流。音符好比為音樂的

文字，而樂譜便好比一首優美的詩詞。廣被熟

知的樂譜變是由音符組成，經過了時代的變遷，

不斷的改良，才演變為現今普遍的五線譜架

構。 

    音符在樂譜上所代表的意義在於其所對

應樂器上的彈奏位置，而對我們而言，音符代

表的是組成一首歌最小的一個單位也是本系

統中最小組成單元，因此為了系統運用上的方

便與不失其意義的情況下，經由歸納之後，我

們將每一個音符以六個數字表示。 

 

3.2. 音符特性與組成 
 

    在沈士育、鍾召鴻等學者所發表的鋼琴音

樂之音符自動辨識[2]中提到音符的特性有音

名與長短音，本系統以此兩個特性為基礎來加

以延伸出可以代表一個完整音符的其他特性，

經歸納後本系統使用六種不同的特性組成音

符，分別為：音名、升降音、音域、連音、音

長、附點。以下作詳細說明： 

音名：古典樂理中將此類細分成音名與唱名，

其中音名有七個，分別是 C、D、E、F、G、

A、B，而唱名便是一般熟知的 do、re、mi、

fa、so、la、si，由於彼此為對應關係，因此以

音名來統稱。本系統中，以 0 代表休止符，1

代表 C、2代表 D、3代表 E、4代表 F、5代

表 G、6代表 A、7代表 B。 

升降：代表音符的音要比原來的音上升半個音

或是下降半個音，以鋼琴來說明便是代表原來

那個音所代表的鋼琴鍵的左邊黑鍵或是右邊

黑鍵，右邊是升左邊是降。以 0代表無升降，

1代表升，2代表降。 

音域：音域代表此音符所在的八度位置，以鋼

琴而言，古典鋼琴一般會有八個八度，即是將

鋼琴按鍵分為八個區塊，左邊區域的聲音聽起

來較低右邊較高。本系統音域以 1至 8表示。 

連音：連音代表與其他音符的關係，因此不能

單獨存在，兩個音符之間若有連音記號，即被

看過是一個音而不是分開的。系統中，0代表

沒有連音，1 代表此音符與下一個音符相連，

2 代表此音符與上一個音符相連，3 代表此音

符與上個音符和下一個音符相連。 

音長：音長代表一個音符持續的時間長度。系

統中以 0 代表十六分音符，1 代表八分音符，

2 代表四分音符，3 代表二分音符，4 代表全

音符。 

附點：一個音符加了附點代表一個音符的音長

比原來的多了一點五倍。系統中 0代表無附點，

1代表有附點。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976



舉例來說一個在第五個八度四分音符的 do 即

表示為 105020。 
 

4. 樂曲改編系統 
 

本系統流程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份為本

系統中的輸入，亦為要進行下階段主要樂曲改

編部份的前置作業，下個部分變是本系統的核

心，分別有樂段切割、特徵點改編、爵士鼓伴

奏與速度改編，此部份需先進行樂段切割部分，

才可進行特徵點改編與速度改編，改編後可將

音檔以 MIDI 音樂格式輸出。 

各部分的詳細作法將介紹於下各小節。 

   

 
圖 1:系統流程圖 

 

4.1. 階段一: 樂段切割 
 

    在王鴻文、劉志俊等學者提出的 MP3音樂

的聆賞情緒自動分類[1]中指出，由於一首音

樂的長度太長，不容易分析，故將音樂按照小

節為單位切割成許多主題片段，本系統依照此

作法以小節為單位作改編後發現，改編的頻率

過大，換言之，以小節為主切割出來的單位過

小，且並非每小節都有其情緒特徵，導致改編

後的樂曲結果不盡理想，因此本系統採取另一

種樂段切割方法。 

    樂段切割方法考慮的是如何切取適當的

樂曲長度，在作樂曲改編時，若不對其作切割

動作，所有的運算將會以整首歌為單位，運算

起來會十分複雜，且相對的運算量與運算時間

會較多，但若切割單位過小，則改編後的成效

不彰，因此為了使樂曲進行後面特徵改編階段

時簡便且具成效，本系統將一首完整的樂曲切

割成多個樂段(Pattern)作為情緒特徵改編的基

本單元，其中的 Pattern 代表的是歌曲中能夠

帶有情緒意義的一段區間。 

    實際的作法分為三個步驟，以下詳細說

明： 

 

步驟一：利用每個段落會有一個「相對長音」，

以此作為條件。作法是將所有音符的音長作一

次統計，統計完後找到本次統計結果中音長最 

長的音符作為標的音符，以此音符作為切割        

條件。 

步驟二：處理連音後的休止符部分，由於流行

歌曲習慣以連音後加入休止符作為結尾，因此

此休止符的地方也要將它認作需要切割的部        

分。 

步驟三：根據步驟一與步驟二，將滿足切割條

件的音符，該音符的下一個音，即為下一個

Pattern 的 Head。 

    圖 2中，紅色的部分為滿足切割條件的音

符的位置，藍色部分為該音符的下一個音，即      

為欲找尋的部分，紫色為其他音符。        

以此類推可以找到多個 Pattern 的 Head，        

在將 Head 的位置以陣列結構儲存。 

 

 
圖 2：樂段切割示意圖 

 

4.2. 階段二: 情緒特徵改編 
     

將分割好的樂曲片段進行旋律拍點的改

編，這個部分本系統分別以兩個方法實作，一

個是以一個小節長度為目標作的改編，另一個

是以一拍為目標作的改編，藉由修改音樂旋律

的拍點，以達到將樂曲旋律導向使用者所測訂

的情緒方向，以下詳細說明： 

 

作法一：以一個小節長度為目標作改編，根據

高興與悲傷不同的情緒會有不同的樂曲特徵

作修改。其中高興的特徵經由統計歸納後會有

前兩拍音符數的音符總和會大於後兩拍的音      

符數總和的特性，而難過的特徵則有前兩拍        

音符的音符數總和會小於後兩拍音符數總        

和。以圖 3 而言，第一個小節前兩拍的音符        

數總和為四後兩拍則為二，第二個小節前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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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音符數總和為六後兩拍則為一，即符合高        

興的特徵。 

 

 
圖 3：計算拍點總數示意圖 

 

作法二：以一拍程度作為目標改編，根據高興、

悲傷、冷靜、激昂不同情緒有不同的樂曲特徵

作修改，將一拍分為四個位置，每個位置根據

情緒給予不同的權重值，然後該一拍內的權重     

值總和需要達到該情緒一拍該有的門檻值。 

 

4.3. 階段三: 爵士鼓搭配 
 

    在此階段選擇加入爵士鼓作為伴奏元素。

爵士鼓在現代音樂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由

於鼓是打擊樂器，易於營造激動、急躁、和諧、

詼諧等旋律樂器作不到的戲劇性效果，最能吸

引觀眾注意，直接撼動人們的情緒，因此加入

爵士鼓的伴奏對歌曲情緒加強與改變有顯而

異見的成效。 

    在陳若涵學者所提出的以音樂內容為基

礎的情緒分析與辨識[4]指出經過統計，一般

歌曲在鼓的編曲上，較活潑輕快的歌曲前半部

分便有鼓的編制且鼓點較為密集，而較平靜哀

傷的歌曲後半部分才會有鼓的編制且鼓點較

為鬆散。本系統以此理論作為基準，並以爵士

鼓中的大鼓、小鼓、Hit-hat 與 Crash 作為基礎

單元，開發出爵士鼓生成演算法，此演算法一

共分為五個步驟，以下作詳細說明： 

 

步驟一、依據情緒要求生成基底的大鼓及

Hit-hat，在此步驟中將大鼓與 Hit-hat 依據前

面的理論排好作為基底。 

步驟二、隨機生成小鼓部份。 

步驟三、調整步驟二的小鼓，避免大鼓和小鼓

的聲音重疊。 

步驟四、依照不同情緒要求調整 Crash 的位置。

步驟五、計算鼓點密度，會根據不同的情緒有

不同的門檻值，通過門檻則完成，若沒通過便

重回步驟一重新生成。 

 

 

 

 

    計算鼓點密度的公式如下： 
 

BarsNum

HithatNummSidedrumNumBassdrumNu

nsityDrumbeatDe





 

 

其中，BassdrumNum ：大鼓出現次數。 

      SidedrumNum ：小鼓出現次數。 

     HithatNum ：Hithat 出現次數。 

        BarsNum ：小節總數。 

 

公式 1：鼓點密度計算公式 

 

4.4. 階段四: 速度變換 
 

  在這階段我們藉由改變速度，將歌曲導

向我們想要達到的情緒，因此調查現有歌譜的

流行歌曲，並針對其情緒以速度加以分類，依

照速度下去排序並統計出某一類情緒在不同

速度上的歌曲數目分布以各速度的出現機率

做為本系統改變的依據。 

  圖 4 圖 5 圖 6 圖 7 分別為四種情緒的速

度分佈統計結果，橫軸為樂曲的速度單位為

bpm(beats per minute)，縱軸為介於該速度區間

的歌曲數目，依據此統計結果，將音樂的速度

依照欲改變的情緒作變化，舉例來說，若要將

一首曲目往悲傷的方向作改變，其歌曲速度會

以機率作改變，有五十三分之十七的機率速度

會改變至五十到六十九之間，以此類推，可將

歌曲依據歌曲情緒統計圖作不失一般性的情

緒改編。 

 

 
圖 4：悲傷歌曲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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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高興歌曲速度分布圖 

 

 

圖 6：平靜歌曲速度分布圖 
 

 
圖 7：激昂歌曲速度分布圖 

 

5. 結論 
 

  本系統將整首音樂利用音符編碼的方式

儲存在系統，進入樂曲改編階段後進行樂段切

割，利用切割後的樂段作為音樂改編的輸入，

輸入的樂段利用特徵點改編、爵士鼓伴奏及速

度改編三種方法來達到音樂隨情緒改編之目

的。 

   本系統可以多方應用到各個層面，只要選

定好你現在的心情或是你想要的類型，不只是

可以幫助人們排解無聊抒發心情，更可以在戲

劇、電影、電視劇製作中節省了很多配樂成本，

最重要的是對於具有心理方面疾病的病人的

音樂治療、抑或是對育懷孕中的母親所做的胎

教以及未來嬰兒的音樂薰陶與智能啟發等等

的方面，都可以藉由這一項系統，去對這方面

做出應用達成一個真正回饋社會，為這個社會

多出一份正面的幫助。 

未來規劃用音樂辨識取代選擇既有的音

樂檔作改編，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可以作到程

式可以支援使用者可以直接輸入音樂網址或

是輸入音樂檔，來進行情緒改編，如此自由度

便會增加許多；目前還有想法是可以結合探測

腦波的儀器，探測使用者是否因為在聆聽被我

們改變心情的歌曲，心情而有所改變，這都是

在未來能夠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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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Holistic health is a diverse field of 

alternative medicines in which the whole 

person is focused on. Life style and diet are 

two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shaping one’s 

health and wellness. Among several healing 

mechanisms, herb is important not just as a 

source of diet but a source of medicine. 

However, even though herbs are easily 

accessible in every cultures and areas, the 

knowledge of applying herbs on improving 

health is complicated and it takes quite lots of 

efforts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In this paper, 

we design and implement an ontology-based 

herb expert system for digestive system health. 

This system has several main merits. The 

ontology is derived from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herbs, their actions and 

herb-based treatments.  

 

Keywords: Herb; ontology; digestion; OWL; 

recommendation; treatment.  

1. INTRODUCTION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one’ 

health and wellness: gene, diet, environment, 

exercise, mental status, attitude, life-style, and 

so on. Nowadays many people used to lead a 

fast-pace life-style and used to eat out, 

especially in urban areas. This life-style and diet 

habit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one’s health- for 

example digestive system health. Hippocrates 

said “Let food be thy medicine and medicine be 

thy food”, and “If we could give every 

individual the right amount of nourishment and 

exercise, not too little and not too much, we 

would have found the safest way to health.” We 

can see that a right choice of diet and leading a 

healthy lifestyle could significantly enhance 

one’s digestive system health. However, the 

knowledge of food nutrition and the actions 

consist of several disciplines and huge volume 

of inter-related know-how.  

Herb has been an indispensable source of 

nutrition and medicines in many cultures. There 

are many wisdoms and knowledge around the 

world that specialize in using herbs as diets and 

as medicines; to name a few, Indian Ayurvedic 

medicines, Thai’s herb knowledge [14, 15, 16], 

Chinese herb medicines, and so on. However, 

the knowledge of herbs and their actions is quite 

huge, inter-related and needs carefully discerned. 

Nowaday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access herbs or 

many herb-related products like nutrition 

supplements. However, without ease access to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herbs or success to 

expert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general public 

to apply them in daily life. Even the main stream 

medication like [19] has confirmed that proper 

diet and using herb can greatly improve people 

health. 

An expert system is a knowledge-based 

computer system that applies domain knowledge 

and rules to answer users’ queries on domain 

questions. It greatly improv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accessibility of the knowledge, answers 

people’s questions or provides recommendations, 

as computers can unceasingly provide its 

services. Therefore, various expert systems like 

[3, 4, 5, 2] have been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o solve various domain challenges.  

In this paper, we design and implement an 

ontology-based herbalist expert system for 

digestive system health. We use OWL to 

represent a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f herbs, 

their actions and related treatments, mostly 

based on Hoffmann ‘s publications [17, 18]. 

Hoffmann is one prestigious herbalist.  

2. RELATED WORK  

Ontology has been widely applied in solving 

several domain challenges. Some examples are 

like tourism recommendation [3, 4], 

ontology-based tour guidance [10], Herb-related 

systems [14, 15, 16], or medicine-related 

systems [13b, 9], and diet-related systems [8,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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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CIN [23], developed in the 1970s, is a 

well-known infectious disease distinguishing 

diagnosis system. Through a series of interface 

conversations, MYCIN provides infectious 

disease diagnosis as well as antibiotic dosages 

and treatment. Developed out of INTERNIST-I, 

Quick Medical Reference (QMR) [13b] is an 

in-depth information resource that helps 

physicians to diagnose adult diseases. It provides 

electronic access to more than 750 diseases 

represent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disorders 

seen by internists in daily practice as well a 

compendium of less common diseases. Roventa 

and Rosu [20] used Prolog to develop an expert 

system for kidney disease diagnosis providing 

probable evaluation models to assist medical 

specialists making diagnosis decision.  

The above systems focused on diagnosis. 

Some other systems were designed for diet 

recommendation for specific kind of patients. [8, 

11] respectively constructed a general dietary 

recommender system for chronic patients. Chen, 

Huang, Bau, and Chen [9], based on ontology 

and SWRL, implemented an anti-diabetic drugs 

recommendation system for diabetes patients. 

Lee et al. [12] developed a dietary assessment 

system using fuzzy techniques and a domain 

ontology with fuzzy set layer extension to 

evaluate diet healthiness.  

There were some works that concerned 

applying herb to improve human health. Kato et 

al. [14], based on ontology and Semantic Web 

Technologies, designed a Thai herb 

recommendation system that consider a patient’s 

symptoms, chronic diseases, Thai herb actions, 

and the user’s taste preference. Their similar 

publication [16] focuses on representation of 

Thai herbs and their actions using ontology.  

3. SYSTEM DESIGN  

We describe our design approach in Section 

3.1, the domain ontology which is an herb guide 

for enhancing digestive system health in Section 

3.2, and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the functions 

and user interfaces in Section 3.3. 

3.1.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 and the 

overall system architecture  

We think that strong domain knowledge 

expertise, availability and friendly usage are key 

factors in designing an expert system. With 

professional domain knowledge, a system would 

provide valuable and trustable information. The 

portability of a system would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knowledge and the 

service. Choosing open source development 

platform/API like Protégé [5], OWL API[1, 2, 

21] and Java helps the portability of our system 

and increases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service. The 

potential users of our expert system for digestive 

system health include people with digestion 

ailment and also the general public who wants to 

enhance their wellness. Therefore, the usage 

scenarios should consider these two sectors, and 

should be practical and friendly.  

Knowledge acquisition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of building expert system. Previous works used 

to adopt the following approaches to acquire 

domain knowledge: (1) domain experts sort out 

the domain knowledge and build the ontology, 

and (2) knowledge engineers interview the 

experts and co-operate with the experts to build 

the ontology.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se two 

approaches include that committed domain 

experts could verify the ontology on the spot. 

However, it might be very time-consuming and 

the ontology might be not thorough, if the 

experts are too busy to fully commit to the 

ontology building. This is why we could see the 

discontinuation of several previous projects. On 

the other hand, if domain knowledge has been 

well written as books by experts and the books 

are understandable by knowledge engineers, 

then one another potential approach is to have 

engineers digest the contents and build the 

ontology. One strong point of this approach is 

that the knowledge content is complete and well 

organized, and knowledge engineers could 

digest the content and build the ontology at full 

speed. In this project, we adopt this approach.     

3.2. The Domain ontology 

This system focuses on providing complete 

and professional herb knowledge for improving 

one’s digestive system health. The main source 

of the knowledge is Hoffmann’s prestigious 

book titled “Healthy digestion” (Hoffmann, 

2000). Hoffmann [17, 18] was a lecturer for 

ecology in the Universities of Wales, an herbalist, 

ex-Director of the California School of Herbal 

Studies, and a fellow of Britain’s prestigious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dical Herbalists. He 

published several prestigious books about 

medical herbs. We studied his books, sorted out 

the knowledge and compiled the knowledge into 

ontology in OWL language format. To extend 

the ontology with some add-on features like 

flavor, energy, popular name and pictures, we 

consulted other sources like [22]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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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anical Council).   

The relation of main classes of our ontology is 

depicted in Fig. 1 (at the end of this paper). The 

listings of classes, object properties and data 

properties in protégé are respectively shown in 

Fig. 2 (a)(b)(c), and the corresponding short 

descriptions are given respectively in Table 1-3. 

Some key classes are described as follows.  

The Class Action is designed for describing the 

changes that occur in the body or in a bodily 

organ as a result of herb’s functioning. Some 

instances of the class are astringent, 

anti-inflammatories, antimicrobials, 

antispasmodics, etc. The properties of this class 

include hasDescription (which provides the 

explanation of an Action), hasNotice (which 

describes what one should notice about this 

Action), hasHerb (what herbs have such an 

Action), hasBodyPart (which organ this Action 

has effect on) and hasIntensity (the intensity of 

this Action).  

The Class Ailment consists of two sub-classes: 

Symptom and Disease. This class describes an 

ailment and its related properties. These 

properties include hasDescription, 

accompaniedSymptoms (which provides 

potential symptoms of this ailment), hasCaution 

(which reminds users what they should notice 

about this ailment), treatedBy (which lists 

potential therapies), and effectiveHerb (which 

lists popular herbs for treating this ailment).  

The Class Therapy contains various Therapy 

instances. This class has the properties: 

hasTreatment (which specifies various 

treatments in this therapy, where treatments are 

like herbs, actions and a text description of a 

treatment), inCondition (which specifies in 

which conditions this therapy could be applied), 

hasEffect (which describe what kinds of effect 

this therapy causes), and hasCaution (that 

provides the risks/cautions/results/symptoms 

that one should notice).  

The Class Treatment provides the treatment for 

a therapy, and it consists of the union of the 

Herb Class, the Action Class and the Class 

hasTreatment_string (which is a text describing 

those treatments that could not be fully specified 

by herbs or actions).   

The Class Herb holds the properties of an herb. 

The properties of this class include hasAction 

(which provides what kinds of action a herb has; 

some examples of actions are like astringent, 

anti-inflammatories, antimicrobials, 

antispasmodics, etc ), hasFlavor (the flavor of an 

herb), hasHerbPart (the edible parts), 

hasScientificName  (the scientific name), has 

Alias (the popular names/local names of a herb), 

and hasChinesemedicion (its actions in Chinese 

medicine context; this part is for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or herbalist’s reference). 

We take some examples to further explain the 

class, instance and properties of our ontology. 

Fig. 3 shows the instance Chamomile of Herb 

class with object properties. Here, it describes 

that Chamomile has actions- Mild Bitter, 

Digestive system Nervine, Vulnerary, 

Carminative, Antispasmodic, Nervine, and so on. 

Its edible part is flower. Its scientific name is 

Matricaria recutita. 

Fig. 4 shows one instance of Class Action- 

Carminatives and its properties. Here, it shows 

that the herbs ginger, agrimony, Chamomile, and 

so on have the action “Carminatives”.  

Fig. 5 shows Instance Indigestion which 

belongs to Class Symptom. Its properties depict 

its possible causes including “using medicine 

that irritate the stomach lining”, “stress”, 

“exercising with full stomach”, “eating high-fat 

foods”, “drinking alcohol”, and so on. Effective 

herbs for this symptom include chamomile, 

gentian, lemon balm, etc. The accompanied 

symptoms for Instance indigestion include 

vomiting, epigastric pain, peptic ulceration, 

flatulence, abdominal pain, belching, etc. The 

therapies include indigestion bitters, indigestion 

antispasmodics, etc. The treatment formulas for 

it include “combination indigestion tincture”, 

“indigestion simple”, etc.  

Fig. 6 shows “indigestion antispasmodics” is 

an instance of Class Therapy, and it has 

Treatment “Antispasmodics” and the condition 

of applying this therapy is “if the carminatives 

do not ease abdominal cramping”.  

Fig. 7 shows Instance “Indigestion simple” is 

an instance of Class TreatmentFormula and its 

category is infusion. Its ingredients include 

peppermint, chamomile and lemon balm. The 

suggested time to have this infusion could be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meal, and users can 

experiment it to have personal best application. 

3.3. The architecture and the functions 

As we can see that the user interface of protégé 

is quite useful and handy to knowledge 

engineers to build ontology, but it is not so 

friendly to the general public to acquire and 

apply the knowledge. Our system is designed for 

herbalist, knowledge engineer and also the 

general public; therefore, a well-designed 

interfaces and usage scenarios (functions) c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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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 the performance of an expert system. 

Based on Java and OWL API, we design our 

expert system that provides herb guides for 

enhancing digestion system health.  

The architecture of our system is depicted in 

Fig. 8, where users have two approaches to 

access the knowledge: one is via protégé 

interface and the other is via our system 

interfaces. We, based on Java and OWL API, 

designed an custom-designed system. This 

custom-designed system provides friendly 

interfaces, applies Hermit (a reasoner) on the 

knowledge (ontology), and replies users’ 

queries.  

Via analyzing users’ habits and preferences, we 

designed six main scenarios (functions). These 

functions are briefly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Query an herb and its properties: Users can 

click on a specific herb instance, and the 

system answers the specified properties like 

herb’s actions, edible parts, local names, 

etc. 

2. Query an action and its properties: 

Sometimes uses are not familiar with herbs, 

but they need to acquire the knowledge 

what herbs own a specific action. This 

function is designed for this scenario. For 

example, if a user is interested in 

carminatives, then he/she can select 

carminatives and the system will respond 

the herbs that own this action. 

3. Query an ailment and its properties: From 

this function, users select an ailment instance, 

and the system answers the properties for it. 

The properties include (1) the possible causes, 

(2) the life-style treatment, (3) the cautions, 

(4) the possible causes, (5) the potential 

symptoms, (6) a series of therapies, (7) 

effective herbs, and so on. Each therapy 

provides (1) the conditions to apply this 

treatment, (2) the cautions for this therapy, 

and (3) the effects.  

4. Query a treatment formula and its properties 

like (1) its ingredients, (2) how to make it, 

and (3) how to use it.  

5. Use symptoms to query possible ailments. 

Sometimes users have no idea what herbs 

they are interested and what ailments they 

might have, but they observe some symptoms 

they have. So this function is quite useful. A 

user provides the symptoms he has, and the 

system lists all potential ailments for those 

specified symptoms. And, from the listed 

aliments, the user can further select the 

ailment and check the corresponding 

therapies and herbs. 

6. Use causes to query potential ailments. 

Sometimes people do not feel well but are 

not sure what ailments they have.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symptoms, they can also provide 

the causes (the life styles or habits), and the 

system will answer possible ailmen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ymptoms. For example, a 

user might feel high pressure and feel fatigue, 

and he would like to know what ailments 

might result in.    

The user interfaces 

A user-friendly interface is designed and 

shown in Fig. 9. .  

4.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have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n ontology-based expert system 

which provides professional guide for improving 

digestion system health. The feedbacks from 

users confirm its practicality and usefulness. 

This project also verif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one 

another approach of building ontology: 

knowledge engineers study professional books 

in the building phase and then verify the 

contents in the verification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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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relation of classes of our ontology 

 

 
Figure 2(a)(b)(c). Listing of (a) classes, (b) object properties, (c) data properties.  

 

 
Figure 3. The Instance Chamomile of Herb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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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Descriptions of classes 

 

 

 

 

 

 

 

 

 

 

 

 

 

 

 

 

Table 2. Object properties in our ontology 

AccompaniedSymptoms_string The accompanied symptoms of an ailment 

Action The actions of herbs 

Ailment It consist of two sub-classes: ailment and disease 

Body_System The organs  

Causeby_string The causes of an ailment 

Ediblepart The edible parts of a herb  

Family The Family of a scientific name 

Genus The Genus of a scientific name 

hasTreatment_string various treatments  

Herb herbs 

Method Categories of a treatment like infusion, tinction, etc. 

Therapy Therapies 

TreatmentFormula The formula of a treatment. It consists of how/what to 

make and how to use it. 

accompaniedSymptoms 
It indicates what symptoms an ailment might have. This is an inverse 

property of “hasAilment”.  

causedby 
It indicates possible causes for an ailment. This is an inverse property of 

“hasAilment_2”. 

effectiveHerb The popular herbs for healing an ailment. 

formulaMethod 
The category of a treatment formula. It consists of infusion, decoction, 

capsule, decoction, pill and tincture. 

hasAction 

It indicates what actions an herb has. This is an inverse property of 

“hasHerb”. 

hasAilment 

It indicates what ailments an AccompaniedSymptoms_string instance 

might have. This is an inverse property of “accompaniedSymptom”.  

has Ailment_2 

It indicates what possible ailments a cause might result in. This is an 

inverse property of “causedby”.  

hasEdiblepart This indicates the edible parts of an herb.  

hasFamily The family of an herb.  

hasGenus The genus of an herb. 

hasHerb 
It indicates what herbs could have the specified action. This is an inverse 

property of “has Action”.  

hasTreatment 
It indicates what treatments a therapy has.  

hasTreatmentFormula 

This text specifies the formula description of a treatment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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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Data properties in our ontology 

 

 
Figure 4. The Instance Carminatives of Action class. 

treatedBy 
This specifies the therapies for an ailment. 

description Texts describe accompanied symptoms, ailment, cause or treatment.  

hasCaution Texts describe what one should notice when applying a treatment.  

hasComment Texts describ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an herb.  

hasEffect Texts specify what effects a treatment might have. 

hasEnglish_name Popular names of an herb. 

hasFormula Texts specify the procedures of a treatment formula.  

hasLifestyleTreatment The life style suggestion for healing an ailment. 

hasPopular_name Popular names/local names of an herb.  

hasScientific_name Scientific name of an herb. 

inCondition It specifies the conditions on which n treatment could be applied. 

toMake The making procedures of a treatment formula.  

toUse It specifies how to use a treatment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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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Instance indigestion and its properties. 

 
Figure 6. Instance indigestion antispasmodics and its properties. 

 
Figure 7. Instance “indigestion simple” and its properties. 

Figure 8.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Figure 9. The functions on the main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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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0. One herb class- Chamo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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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apan, large scale earthquakes 

frequently occur. At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 

network infrastructure is often seriously 

damaged and traffic congestion occurs. 

Particularly since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of mountain areas are not well 

developed, so it is difficult to normally use the 

communication means once the disaster 

happened. So far we have investigated the 

network communication method which can be 

used in the case of disasters, and developed 

Never Die Network (NDN) [1] based on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 to realize as 

a resilient disaster network. Conversely, Delay 

/ Disruptions Tolerant Network (DTN) can 

realize mobile devices communication without 

constructing infrastructure. DTN is effective at 

the time of disaster to construct a Multi-hop 

network, but more efficient routing and 

battery utilization have to be considered.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DTN based Multi-hop 

network for temporal network in the case of 

disaster and considered transmission 

disruption and transmission delay. Also the 

moving speeds of each node are different. So 

there is possibility of link down while 

transmitting data. We use sensor data to 

consider this issue. We constructed an 

experimental prototype by smart devices. 

 
Keywords— Disaster Information; DTN; 

Multi-hop Network; Routing Management; 

Acceleration Sensor;  

1. INTRODUCTION 

From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it is clear that 

the 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s are very 

effective as disaste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means.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use cellular 

network in case of serious disasters because the 

cellular base stations are broken by the secondary 

disaster such as tsunami and landslide. For this 

reason, the network traffic of cellular network 

which is concentrated to the base station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the destination. In fact, in 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on March 11th in 

2011, most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disaster areas 

could not leverage mobile phones. It is strongly 

required to develop the data transmission method 

even through serious disasters happened. 

Multi-hop network can deploy without network 

infrastructure. However, since the people move 

with mobile terminal in disaster area, it is 

difficult to constantly keep conn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data. Delay / 

Disruptions Tolerant Network, simply DTN uses 

store and forward transport method. The mobile 

node stores the data to storage device if the link 

to the neighbor mobile node is not existed. If the 

link to the neighbor mobile node can be found, 

then the mobile node sends the stored data to the 

neighbor mobile nodes.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concerned with designing the 

functions of DTN protocol and running them on 

network simulators, but there is few researches 

concerned DTN protocol using actual network 

device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DTN based Multi-

hop network  as corresponding to challenge 

network environment. Our goal is to realize DTN 

communication in which the data issued from the 

source mobile node can be finally reach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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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tination node or the gateway to Internet by 

multi-hopping the intermediate mobile nodes. At 

the same time, we suppose vehicle-to-vehicle (or 

walker) communication. Where vehicle speed is 

not constant, the vehicle can move out of 

communication range while transmitting data.  So 

we use acceleration sensors mounted smart 

devices. In our system, by reducing redundant 

transmission or communication, battery energy 

can be saved. 

The rest of this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he related works to our network is summarized 

in Section 2. The network system configuration in 

disaster areas is shown in Section 3. The data 

flow of our suggested DTN based Multi-hop 

network is explained in Section 4. A prototype 

system is shown in Section 5. Finally conclusions 

and future works are summarized in Section 6. 

2. RELATED WORK 

2.1. Delay / Disruption Tolerant 

Network (DTN) 
DTN is a relay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to 

achieve end-to-end transmission under poor and 

unstabl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1]. By 

using store-and-forward transmission method, it 

will be possible to realize reliable 

communications. There are several works using 

such as sensor data, metadata to achieve higher 

performance [2] [3] [4]. DTN Protocol is 

developed on the network simulator, can 

demonstrate in variety parameters.  

2.2. DTN Application on Actual Devices 

On designing DTN protocol,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following issues such as unstable 

data communication period between mobile 

nodes, amount of data transmission to 

send/receive and limited battery energy resource.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DTN protocol on 

the actual prototype system depends on network 

hardware and OS specification. Under those 

conditions, protocol overhead in limited 

environment has to be reduced in the system 

design. We summarized the related works with 

DTN protocol using the actual prototype system. 

In the work [5], the proposed function of the 

system combining MANET and DTN can switch 

between MANET and DTN as necessary to avoid 

network resources consumption.  DTN MapEx 

[6] integrates a DTN protoco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 function, generates maps for disaster 

information to share data for decision- making.  

There are few DTN systems implemented on 

actual devices. So we propose a DTN based 

multi-hop network which can realize vehicle-to-

walker communication using smart devices. On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s, since many residents 

evacuate with smart devices, the limit of battery 

resource should be considered. We use a mange 

the node list and acceleration sensor data to 

reduce the redundant transmission and 

communication. The next section shows our 

proposed system configuration. 

3. SYSTEM CONFIGURATION 

3.1. System Configuration 

Disaster info center

Internet

move

Moutains

Relay nodeCoastal

cellular network 

(failure)

Relay node

Relay node
cellular network

(congested)

Disaster Server

Inland

cellular network

(failure)

 
Fig. 1  System Abstract Diagram 

Figure 1 shows our proposed network system 

configuration at the time of disaster, where inland, 

coastal and mountains areas are assumed in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Cellular network is congested or cannot be 
functioned in the disaster areas.  

 All the residents with smart devices move 
in disaster area.  

 The relay nodes are deployed each area 
just after occurrence of disaster. 

On the above conditions, DTN based Multi-
hop network is configured using the smart devices 
by residents. The data from a smart device as 
mobile node are transmitted to the neighbor nodes 
by DTN protocol. This transmission is repeated 
until arriving at the destination node or the relay 
node as a network gateway to Internet. The relay 
node is assume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relay node by wireless cognitive 
access network with long distance can 
connect to Internet. 

 The relay node has a mobile server that 
collects the received data from other 
mobile nodes. 

We regard the transmitted data as Message in 
our proposed network. Message consists of I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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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ster information, sender address, destination 
address, type of Message, Message Priority. We 
use the specific device name as Sender Address 
and Destination Address. Victims create Message 
and decide urgency using Message Priority. And 
Message is transmitted based this priority. 

Sender Address Destination Address

Message ID Type of Message Date

Message Priority Disaster Information
 

Fig. 2  Message Structure 
The relay node can send/receive those data 

to/from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center in the other 
areas through Interne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center is assumed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center is 
allocated the place is no damage of 
tsunami and landslide. Therefore, electric 
power is enough to supply to those 
network systems.  

 Access to Internet is always possible. 

Thus, in our proposed system,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mobile node and the 
relay node can be performed in the same manner, 
and the relay nodes at the different areas can be 
realized. 

3.2. Communication Flow 

node n1transmission node

Probe Request

node n2

Listen

Listen

Search Listen

Probe Request

Search

Probe Request

 
Fig. 3  Discovery Flow 

Our proposed DTN routing is based on 

flooding method such as Epidemic routing [1]. In 

our routing protocol, since each node manages 

connection nodes using past_connection list 

(recording past connection) and neighbor_list 

(recording neighbor node).  

Figure 3 shows discovery neighbor node 

process. First, the transmission node and neighbor 

node exchange probe request or probe response 

while changing Listen mode and Search mode. If 

the mode is Search, the node sends Probe 

Request. Also if the mode is Listen, the node 

waits for Probe Request and replies Probe 

Response When the source node received Probe 

Response, then adds neighbor_list. Then, the 

source node checks past_connection is empty 

or not empty. 

 
Algorithm Managing list to routing 

If past_connection is empty; 

The source node sends connection request to 
the first node in neighbor_list. 

Else; 

The source node compares neighbor_list 
with the past_connection and focuses on 
the i-th node in neighbor_list. 

 

If node i in neighbor_list  ∉ past_connection; 

The source node sends connection request to 
the node i 

Else if the souce node had not  
transmitted all Message in the storage; 

The source node sends connection 
request to the node  

Else; 

When the node i is existed and the 

source node had transmitted all 

Message, then tries the next node 

i+1. 

past_connection

• n1 (msg1, msg2)

• n2 (msg1)

neighbor_list

• n1

• n2
Compare

 
Fig. 4  Compare Lists Example 

Figure 4 shows an example of 

past_connection and neighbor_list. In this 

example, the transmission node has Message1 

(msg1) and msg2. First, the transmission node 

checks the neighbor node1 (n1) which is the top 

of neighbor_list whether there is n1 in 

past_connection. In this example, since n1 exists 

in past_connection, the transmission node passes 

n1 and goes to n2 which is the second of 

neighbor_list. In this case, since n2 exis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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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_connection, but the transmission node had 

not transmitted all Message in the storage. So the 

transmission node decides to connect n2 and 

transmits msg2. If all of the nodes in 

neighbor_list exist in past_connection and the 

transmission node had transmitted all Message to 

all nodes in past_connection, the transmission 

node continues to discover new neighbor node to 

update neighbor_list. This step is completed until 

the conn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After establishing the IP connection, then 

establishing TCP connection. Next, both nodes 

get acceleration data using acceleration sensor, 

and exchange this data. Both nodes select 

Message based relative speed in the storage. 

Finally, the transmission node transmits Message. 

And n2 transmits to other nodes as transmission 

node. 

Thus, our algorithm uses 

past_connection and manages connections, 

moreover exchanging acceleration sensor 

data before transmission data. They lead to 

save duplication of data and reduce power 

supply by the unnecessary communication.  

 

3.3. Network Model 

relay node 1
source node

relay node 2

destination node 2

n1

n2

n3

n5

n6

n7

destination node 1

past_connection
･n1(msg1, msg2) 

･n2 (msg2)
･n3(msg1,msg2)

past_connection
･n2()

･relay node 1(msg2)Having Message
msg1, msg2

Internet

past_connection
･relay node 2()

･destination node2(msg2)  
Fig. 5  Simple Network Model 

We show network models that we suppose in 

Figure 5. The destination node 1 exists in same 

area as the source node. By the node received 

from the source node spreads to neighbor nodes, 

Message can reach the destination node. 

 The source node and n1 and n3 are walker, so 

moving speed is slowly. Thus the source can 

transmit all Message in device storage. If the 

source node has many Meesage, transmits high 

priority Message to the first. n2 is a vehicle and 

moving speed is quickly, so the source node may 

not transmit all Message. To prevent link down 

while transmission data, the source node selects 

transmitted possible Message based relative 

velocity and priority.  Then Message can reach by 

n2 or n1 transmit Message.  

On the other hand, we need Internet access to 

transmit to destination node 2. relay node 1 has 

the role of temporary destination. After relay 

node 1 received Message from n4, transmits to 

relay node 2 through the Internet. Then relay 

node 2 transmits to n6. Thus we aim the arrival of 

Message. 

3.4. System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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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System Architecture 

Figure 6 shows the network system 
architecture. Our network system is realized by an 
application in smart device system. Our 
application layer is consisted of User Interface, 
Data Exchanger, Message Storage, Messsage 
Selector, Message Exchanger and Sensor Module. 
In Routing Module, this module is consisted of 
Discovery, Decision, Connect and 
past_connection modules which can manage 
connection state. 

The user discovers the neighbor node or relay 
node by Discovery module in Routing module. 
Next, Decision module establishes to connect 
another node by referring to past_connection.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node connection, Message 
is transmitted using Message Exchanger in 
Message Storage. Since TCP protocol is used in 
Message Exchanger, Message can be 
received/send from/to the other nodes bi-
directionally. Then received Message is stored in 
Message Storage.  

 The relay node includes a smart device, a 
mobile server and an Internet access gateway such 
as long distance wireless devices. The smart 
device in the relay node securely transmits 
Message to the mobile server. It is desirable to 
avoid message duplication in our network system. 
So we implemented a module to temporarily 
check message duplication. The Disaster  
Server and mobile server check message 
duplication by referring Message Storage and 
delates if the duplication is found. After that, the 
Mobile Server transmits Message to the Disaster 
Server and Mobile Servers of other areas through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994



Internet access. The Disaster Server also detects 
duplication of the received data.  

4. PROTOTYPE SYSTEM 

4.1.    Prototype System Configuration 

Internet

Relay node

Multi-hop

network

Mobile Server

smart device

Disaster Server
 

Fig. 7  Prototype System 
So far, we discussed a full system 

configuration in Section III. In this Section IV 
shows a prototype system which we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ection III. Figure 7 
shows a present prototype system which is 
consisted of multiple devices for the relay node by 
the actual hardware components. The Mobile 
Server in relay node checks duplication of 
message data and delates it if a duplication is 
found. Finally, The Mobile Server transfers the 
remained data to the Disaster Server through 
Internet access. 

4.2.   Details of System Specification 

TABLE 1 

HARDWARE SPECIFICATION 

Smart Devices Nexus 7 (2013) 

OS: Android 5.0 

CPU:APQ8064 

QuadCore1.5GHz 

MEM: RAM 2GB 

Develop: Android SDK 

NIC: IEEE 802.11n 

Mobile Server OS: Ubuntu 14.04 

CPU: Core i3 4010U 

MEM: RAM 4GB 

Develop: JDK7 

Disaster Server OS: Ubuntu 14.04 

CPU: Core 2 Extreme 

MEM: RAM 4GB 

Develop: JDK7 

 

We describe the details of hardware system 
in Table I. Since our current DTN system is 
running on Android OS, we use Android SDK to 
develop our proposed system. We construct 
Multi-hop network using WLAN IEEE 802.11n 
which is mounted as common wireless network 
devices. All of the Message are managed by 
SQLite. Figure 8 shows our application image. 
This application shows a view at the time of the 

first login on the smart device, views the most 
recently Message on this screen. 

 
Fig. 8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s 

For Mobile Server and Disaster Server, 

mobile PCs operated by Ubuntu OS are 

introduced. JAVA and MySQL are used for 

software system development of our architecture. 

5. PRELIMINARY EVALUATION 

In order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our proposed 

system, we examine a measurement test and 

evaluated our appl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test 

is to derive the results of transmission time by our 

application system in our Multi-hop network. In 

fact we use the actual devices and measure the 

transmission time.   

 
Fig. 9  Experiment Configuration 

TABLE 2 

PARAMETERS IN MEASURE TEST 

Parameter Value 

Number of hops 1 to 5 

Distance btwn hop 3m 

Data size 1MB, 512KB, 1KB 

Test area Indoor : 150×5 (m
2
) 

Number of test 5 

 

Table II shows Measure Test of configuration. 
We measure  to change in transmission time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hops. We have 
placed node for each 1m. This test was repeate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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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In this test, all nodes were premise that 
does not move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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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0  Result of Measure Test 

Figure 10 shows result of their tests.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e average values from each 5 
times measurement. The value of transmission 
time is changed almost in propor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hops at each data sizes.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estimate in calculating the transmission time when 
n-hop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small difference 
in each data sizes. This reason is the overhead by 
unstable time which establishes IP connection. 
Establishing IP connection takes about 2 seconds 
to 5 seconds. So we have to measure the time 
transmitting more large size data to find changing 
in the transmission time. We do not consider 
improving this overhead at the present stage. 

6.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d an effective data 
communication method by DTN based Multi-hop 
network for the case of infrastructure failure at 
time of disaster. It is possible to consider the data 
transmission communication interruption or delay 
by using DTN protocol function. Also we used list 
to manage routing, and used acceleration sensor to 
reduce link down while transmitting data. 
Furthermor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saster 
areas also becomes possible by using relay node 
capable of Internet access. In the measure test, we 
experimented measurement test with actual 
devices, and found that transfer time is changed 
almost in propor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hops.   

In our future work, we will experiment the 
transmission time on vehicle-to-vehicle 
communication. Then we discuss more effective 
select transmission data using acceleration sensor 
data. Next, we plan to improve DTN protocol 
which can ensure to reach to the relay node, and 
attempt the experimental test with various metrics 
(duplicated data ratio, delivery ratio etc.) while we 

compare existing protocols. Also since 
performance changes due to the mobility of nodes, 
we will work for an experimental test for dynamic 
change of the n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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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火蟲演算法於多種燃料供應選擇之最佳經濟調度 

 
 

摘要 
 

本文提出一種整合型最佳化演算法，可有

效求解考慮多重燃料選擇之電力機組運轉問

題。本文結合了「螢火蟲演算法」 (Firefly 
Algorithm, FA)及「參數更新技術」(Multiplier 
updating, MU)。本文所提出的 FA-MU 在求解

考慮「多重燃料選擇」的最佳經濟調度問題

上，具有下列優點；1)可自動調適的處罰參數

以處理限制條件、2)僅需使用少量族群來求解

可降低運算時間。最後經與過去參考文獻的結

果比較，驗證本文的成果應用於最佳經濟調度

問題上，確實具有效能及實用價值，且完全符

合系統限制條件的要求。 
關鍵詞：螢火蟲演算法，經濟調度，多種燃料

選擇。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 Firefly Algorithm 

with multiplier updating (FA-MU) for power 
economic dispatch of units having multiple fuel 
options. The proposed method integrates the FA 
and the MU that has merits of 1) automatically 
adjusting the randomly given penalty to a proper 
value, and 2) requiring only a small-size 
population for the economic dispatch problem 
with multiple fuel options. Nume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proposed algorithm is more 
suitable than previous approaches i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Moreover, the proposed 
algorithm provides an efficacious approach and 
conforms to system constraints for power 
economic dispatch with multiple fuel options. 
Keywords: firefly algorithm; economic dispatch; 
multiple fuel options. 
 
1. 前言 

 
電力機組運轉長久以來都是電力系統的

熱門研究主題，在傳統的電力系統機組運轉問

題上，通常都單純地只使用一種燃料來規劃系

統運轉成本，但是在實際操作上電力系統的發

電機組，可能同時具有「多種燃料供應」（煤、

天然氣或原油等）的選擇情況，導致研究電力

經濟調度問題時就必須考慮到應該於何時供

應何種燃料才能使系統全部機組運轉達到最

經濟的成本。事實上每部發電機均同時有 2~3
種的燃料可供選用，因此若只是簡單地將發電

機的成本曲線以(某燃料)固定的二階函數來

簡化處理，則電力機組運轉的成本自然就不夠

精確。所以合理的表示方法應該將每部發電機

的成本曲線，以一組(多種燃料)非線性方程式

來表示，而非以某個二階方程式來簡化處理。

因為多重燃料選擇影響的事實，使得最佳電力

機組運轉的研究，形成必須解決一個具有眾多

等式限制（Equality constraint）及不等式限制

（Inequality constraint）的非線性最佳化問題

（Nonlinear optimization problem），也因此增

加了求解此非線性最佳化問題的困難度，進而

衍生出開發一種能夠精確求解又具有效率的

演算法之迫切需求，因此電力系統的最佳化演

算法，便是一個相當值得投入研究的方向。 
目前已有一些文獻，研究過在求解最佳電

力機組運轉時，加入多種燃料供應選擇

（Multi-Fuels Options）的考慮，例如：階層法

（Hierarchical method, HM）[1]。霍普菲爾類

神經法（Hopfield neural network, HNN）[2]。
適應型霍普菲爾類神經法（Adaptive Hopfield 
neural network, AHNN）[3]。進化規劃法（EP）
[4]。改良型基因演算法 (Improved genetic 
algorithm, IGA)[5, 6]。混合整數編碼的差分進

化 與 動 態 規 劃 法 (Hybrid integer coded 
differential evolution-dynamic programming, 
HICDEDP)[7]。而於自然界中，螢火蟲是一種

群居性高且具趨光性的物種，它通常出現在熱

帶高溫的潮濕地區，利用規律性發光來吸引同

伴。螢火蟲約有 2000 多種，且每個特定品種

螢火蟲各有其獨特的閃爍模式。螢火蟲發光的

功能包括以下三種：第一種功能為求偶；第二

種為吸引獵物；第三種為發出保護預警機制。

江昭龍 
南開科大電子工程系所/教授 

t129@nk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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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螢火蟲會發出特定閃爍速度和時間量的光

來吸引雌螢火蟲，而同一種類的雌螢火蟲也會

以同樣的發光模式回應。 
本文擬應用螢火蟲發光求偶的特性，其中

發光的強度與距離平方成反比，此外空氣也會

吸收光，使光的強度會隨距離增加而變弱。結

合此兩個因素，使螢火蟲之發光可見度被侷限

在有限距離內，通常彼此間在夜晚之溝通距離

約為幾百公尺。在螢火蟲群中，螢火蟲會往較

亮的螢火蟲飛行，經過多次的移動，即會聚集

到最亮的螢火蟲周圍，而此時最亮的螢火蟲即

可視為所欲求解問題的最佳解。 
Michalewicz [8]在 1996 年提出「動態處罰

函數」（Dynamic penalty function），使用動

態處罰函數的求解效果會比使用靜態處罰函

數佳的原因在於，搜尋初期動態處罰函數能以

較小的處罰值來保留較多的基因型態，而在搜

尋的後期增大處罰參數值，使得搜尋所得的最

佳解落於合理區（Feasible region）之內。因此

如何來設定處罰參數的大小值，使其在求解過

程中，能夠適當調整處罰參數的技術將是求解

效能的重要關鍵。參數更新技術（MU）[9, 10]
為一種能自動調整處罰參數的更新技術，此參

數更新技術可避免求解過程中，因擴展拉格朗

奇函數（Augmented Lagrangian function, ALF）
[11]的變數搜尋空間變形(扁平化)，所造成的

求解困難。有鑑於螢火蟲演算法[12~ 19] 已應

用於多項工程最佳化問題，且具有優異的求解

效能，因此本文擬整合螢火蟲演算法(FA)及參

數更新法(MU)，針對多種燃料選擇之電力機

組運轉成本問題，發展出一套可實際應用的

FA-MU 演算法，不僅可滿足系統的限制條件

要求並且解出最佳的機組運轉答案，可提供給

電力業者實質有用的電廠機組運轉規劃參考。 
 

2. 系統描述 
 

考慮多重燃料選擇之電力機組運轉成本

問題的成本目標函數可表示如(1)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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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符號意義表示， 
i：代表發電機編號、 
Fi()：代表編號第 i 台發電機之成本方程式、 
Pi：代表編號第 i 台發電機之發電量、 
aik、bik及 cik：則分別代表編號第 i 台發電機使

用第 k 種燃料時之成本係數、 
而系統必須滿足下列兩個限制條件； 
(1)發電平衡限制式 
 

)3()/( hMWPPP
i

LDi


  

 
其中符號意義表示，PD 表示系統的總負載需

求，而 PL則表示系統的傳輸損失量。 
(2)發電量範圍限制式 
 

)4()/(maxmin hMWPPP iii   
 

maxmin , ii PP 分別代表第 i 台發電機之發電下限與

上限。所以，由上述(1)~ (4)式我們也可看出當

系統的運轉組數越多或每部機組可選用的燃

料種類越多，則希望求出最佳發電成本的解答

也就越艱難了。而應用本文的演算法（FA-MU）

將能有效的求解出系統最佳解答，且滿足所有

的系統限制條件要求。 
 
3. 最佳化演算法(FA-MU) 
 
3.1 螢火蟲演算法 
 

本文所使用的螢火蟲演算法(FA)，是以螢

火蟲的趨光特性為原則，並假設滿足以下三個

理想化規則：1)所有螢火蟲是不分性別的，即

假設每隻螢火蟲均受其他螢火蟲吸引。2)任兩

隻螢火蟲的吸引力會正比於亮度，並與距離成

反比，即於任何兩個閃爍的螢火蟲中，較不亮

的螢火蟲會朝較亮的螢火蟲移動，而最亮的螢

火蟲則是隨機移動。3)螢火蟲的亮度與目標函

數相關，當目標函數求取最大值時，亮度與目

標函數成正比；當目標函數求取最小值時，則

可透過適應函數的轉換，使其與亮度成比例關

係，據以引導至期望值之範圍內。 
在螢火蟲演算法中，計算相對亮度時需考

慮以下兩個因素，亦即螢火蟲的光強度及螢火

蟲間的距離，即以螢火蟲 X i 與螢火蟲 X j 為

例，兩者間的距離 rij 可由(5)式求得，而螢火

蟲 Xi 觀視螢火蟲 Xj 的相對亮度 I ij可由(6)式
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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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式中，xi,k代表第 i 個螢火蟲的第 k 個控制

變數座標；Ij為螢火蟲 Xj亮度；γ為空氣對光

的吸收係數。為使演算法之計算更有效率，可

將(6)式的指數部分用泰勒級數展開，即如(7)
式所示。故當螢火蟲距離趨近於零時，以近似

求取相對亮度，如(8)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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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螢火蟲遇到比自己更亮的螢火蟲時，受到

的吸引力會因亮度及距離改變，因此在螢火蟲

演算法中，吸引力會受到螢火蟲發光強度、螢

火蟲間的距離及空氣對光的吸收係數影響。今

假設空氣對光的吸收係數固定為γ，則螢火蟲

間的吸引函數如下： 
 

)9(*)(
2

0
ijrer    

 
其中β0為在螢火蟲彼此距離 r= 0 時的吸引常

數、rij 為兩隻螢火蟲間的距離。此時需說明

的是相對亮度及吸引函數都會受到空氣對光

的吸收係數影響，當距離趨近於零時，相對亮

度可視為另一隻螢火蟲的亮度 Iij ~ Ij，吸引函

數亦可視為常數β(r)= β0，此時發光強度不

會與距離平方成反比，但當距離趨近於無限大

時，相對亮度可視為零，Iij ~ 0，此時吸引函

數可視為單位脈衝函數β(r) →δ(r)，意謂著

所有螢火蟲間吸引力幾乎為零，亦代表螢火蟲

靠發光溝通的距離趨近於零，此即類似模擬螢

火蟲處於多霧的地區，此時其僅能隨機移動飛

行。由此可知，空氣對光的吸收係數對螢火蟲

間的相對亮度及吸引函數影響甚大，因此需審

慎評估吸收係數的大小。又在螢火蟲演算法

中，螢火蟲之飛行方式會受到螢火蟲本身的位

置及較亮的螢火蟲位置改變。以螢火蟲 Xi 飛

往相對亮度較大的螢火蟲 Xj 為例，其飛行方

式如下所示： 
 

)10()
2
1(*)(*)(1  randXXrXX ijii 

 
 
其中α為螢火蟲隨機飛行係數，α [0, 1]；
rand 則是介於 0 到 1 的亂數。經由上式之推

導，可協助掌握螢火蟲之飛行方式，進而與(8)
式結合，可推得其亮度，再擇定亮度最高者，

即等效於目標函數之最佳解，故可用於求解最

佳化問題。而因該演算法已同時融入隨機移動

之觀念，故有助於降低求解過程中陷入局部解

的機率，可增加其求解的效能。 
 
3.2 參數更新技術(MU) 

 
通常我們考慮的一般性具有限制條件的

最佳化問題，以最小化為例時，可表示成如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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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代表一個 D 維度的連續變數，而 

),( UL xx 分別代表其變數的下限與上限。hk(x) 
和 gk(x) 則分別表示等式限制條件及不等式限

制條件，其中等式限制條件及不等式限制條件

的數目分別為 me和 mi。 

處罰函數法（Penalty function method, 
PFM）經常被應用於處理限制條件上，利用處

罰函數將各限制條件併入目標函數中，將原具

限制條件的最佳化問題轉換為一不具限制條

件的題目。轉換後的目標函數如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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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k 和 k 均為正值的處罰參數值，而

上 式 的 最 後 一 項 括 號 運 算 則 定 義 為

 0,max kk gg 


。 
雖然處罰函數法觀念簡單及容易應用，但

是主要的缺點在於不易針對各限制條件，訂出

適當的處罰參數值，而當處罰參數變得相當大

時，這些被處罰項都將面臨搜尋空間扁平化的

情況，往往所得到的答案均座落在邊界附近，

因而造成求解的困難。 
拉格朗奇函數（Lagrange function）[9, 11] 

經常被利用來改善處罰函數的缺失。擴展拉格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999



朗奇函數（ALF）[11] 則是組合了拉格朗奇函

數及處罰函數，可表示成如下式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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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拉 格 朗 奇 乘 積 子 （ Lagrange 
Multipliers）：等式限制條件的 ),,( 1 em  和

不等式限制條件的 ),,( 1 im  均為正值。 
由上式中我們可觀察到，當各限制條件均

為線性函數時，La（x, ν,υ）在疊代求解的

過程中，變數的搜尋空間將不會變形，因為整

個的 ALF 與原目標函數 f（x）的關係只是簡

單的平移，如此即使使用較小的處罰參數亦可

能搜尋出最佳解。但是，如果當各限制條件有

些為非線性函數時，La（x, ν,υ）將會因為

處罰參數設定不當，而造成變數的搜尋空間變

形。本文應用的具自動調適處罰函數參數的更

新技術（MU）將能克服上述的缺點。 
 
3.3 FA-MU 

 
本文整合「螢火蟲演算法（FA）」及「參

數更新技術（MU）」，將其合併成一種可有效

求解考慮多重燃料選擇之電力機組運轉問

題。圖 1 為本文整合 FA 與 MU 的演算法流程

圖。在此圖中具有兩個迴路：1)在內迴路中本

文應用 FA，以由外迴路處得到的處罰參數及

拉格朗奇乘積子，求解 ALF。2)然後將搜尋得

到的 ALF 解答，傳送至外迴路朝 La（x, ν,
υ）上邊界（Upper bound of La）更新。當內

外迴路都疊代足夠的世代數後，ALF 將會收斂

至 對 偶 問 題 （ Dual problem ） 的 鞍 點

（Saddle-point）[10]。 
 
4. 系統模擬 

 
本文將以某具 10 部機組的發電系統來測

試考慮「多種燃料供應選擇」的最佳電力機組

運轉問題，系統負載需求分別為 2600MW 與 
2700MW。每部發電機組成本模型均為二階函

數，且每一部發電機組均有兩~三種燃料可供

選擇，系統資料完全如參考文獻[1]所示。本

文的模擬程式以 Fortan-90 程式構成，在

P4-3.0G 雙核心的個人電腦進行測試，本文所

提之最佳化演算法 FA-MU（內, 外）迴路疊代 

 

 
 
 
世代數均設定為（30, 3000），而族群大小（Np）

均設定為 10。 
為展現本文之整合型 FA-MU 的搜尋效

能，並與過去的文獻結果[1~ 4, 7]之求解性能

的優劣比較。參考文獻 [1]所提之階層法

（HM）、參考文獻 [2]霍普菲爾類神經法

（HNN）、參考文獻[3]適應型霍普菲爾類神經

法（AHNN）、參考文獻[4]進化規劃法（EP）
及參考文獻[7]混合整數編碼的差分進化與動

態規劃法(HICDEDP)。依照本例題的系統特性

[1]，本例題之系統須搜尋 10 個發電量變數(10
部機組)，且必須同時滿足負載平衡等式限制

(h1)和 10 個機組發電量範圍限制不等式。因

此，本例題的系統可將 ALF、目標函數及各限

制條件分別表示如(14) ~ (17)式所示；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000



    
  )14()(

)()(,,
20

1

22

2
1

2
11









k
kkkk

a

xg

xhxfxL





 
 
其中，目標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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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必須滿足系統的限制條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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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展現本文所提 FA-MU 能夠求得完全滿足系

統限制條件要求的最佳解，本文訂定了一個系

統限制條件違背總量（ Sum of constraint 
violations, SCV），第(18)式為本例題的系統限

制條件違背總量：希望以 SCV 來顯示出本文

所使用的 MU 之優點。 
 

  )18()(0.0,max
20

1
1 MWghSCV

k
k


  

 
表 1 及 表 2 分別依照系統的負載需求，

同時列出參考文獻[1]的結果 HM，參考文獻[2] 
HNN、參考文獻[3] AHNN、參考文獻[4] EP、
參考文獻[7]HICDEDP 及本文所提 FA-MU 演

算法的結果，其中 TP 表示系統總發電量、TC
代表系統之發電成本。由這兩個表中可比較

出，本文所提出之 FA-MU，的確具有比過去

文獻結果有更優質的求解品質。同時也可比較

出本文所提出之 FA-MU 不僅具有較佳的電力

機組運轉成本，而且完全符合系統所有限制條

件的要求，而參考文獻[1，2]的方法因為 SCV

不為零，代表並非完全滿足系統的限制條件要

求。本文所提出之 FA-MU 不僅具有較佳的解

答品質而且完全符合系統的限制條件要求，因

此可驗證出對於求解電力機組運轉問題上，本

文提出的演算法具有比過去文獻結果具有更

好的實用性。 
 

5. 結論 
 

本文提出一種整合型最佳化演算法，可有

效求解考慮多重燃料選擇之電力機組運轉問

題。本文的 FA-MU 具有下列優點；1)可自動

調適的處罰參數以處理限制條件、2)僅需使用

少量族群來求解可降低運算時間。經與過去參

考文獻的結果比較，驗證出本文的成果不僅具

有上述兩項的優點，且比過去文獻表現出更優

異的搜尋性能，因此能求得更佳的解答。所以

本文所提之演算法應用於電力機組運轉問題

上，確實具有效能及實用價值，且完全符合系

統限制條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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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測試結果比較(PD = 2600MW) 

Unit 
NM [1] HNN [2] AHNN [3] EP [4] HICDEDP[7] FA-MU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1 2 216.4 2 215.3 2 218.1 2 210.1 2 216.5442 2 216.54 
2 1 210.9 1 210.6 1 210.4 1 207.1 1 210.9058 1 210.90 
3 1 278.5 3 278.9 1 278.8 1 269.5 1 278.5441 1 278.49 
4 3 239.1 3 238.9 3 239.1 3 236.8 3 239.0967 3 239.08 
5 1 275.4 1 275.7 1 275.8 1 263.6 1 275.5194 1 275.46 
6 3 239.1 3 239.1 3 239.1 3 237.1 3 239.0967 3 239.12 
7 1 285.6 1 286.2 1 285.4 1 275.6 1 285.7170 1 285.83 
8 3 239.1 3 239.1 3 239.1 3 237.2 3 239.0967 3 239.05 
9 3 343.3 1 343.5 1 341.9 3 402.2 1 343.4934 1 343.48 
10 1 271.9 1 272.6 1 272.4 1 260.8 1 271.9861 1 272.05 

TP (MW/h) 2599.3 2599.8 2600.0 2600.0 2600.0 2600.00 
PD (MW/h) 2600 
SCV (MW) 0.7 0.2 0.0 0.0 0.0 0.00 

TC ($/h) 574.03 574.26 574.37 574.75 574.3808 574.37 

 
 
 
 
 

表 2 測試結果比較(PD = 2700MW) 

Unit 
NM [1] HNN [2] AHNN [3] EP [4] HICDEDP[7] FA-MU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Fuel 
type 

Gen 

1 2 218.4 2 224.5 2 228.2 2 225.2 2 218.2499 2 218.34 
2 1 211.8 1 215.0 1 214.8 1 215.6 1 211.6626 1 211.72 
3 1 281.0 3 291.8 1 291.7 1 291.8 1 280.7228 1 280.51 
4 3 239.7 3 242.2 3 242.3 3 242.1 3 239.6315 3 239.43 
5 1 279.0 1 293.3 1 293.3 1 293.7 1 278.4973 1 278.46 
6 3 239.7 3 242.2 3 242.2 3 241.9 3 239.6315 3 239.77 
7 1 289.0 1 303.1 1 302.3 1 301.6 1 288.5845 1 288.90 
8 3 239.7 3 242.2 3 242.3 3 242.8 3 239.6315 3 239.35 
9 3 429.2 1 335.7 1 354.2 1 356.6 3 428.5216 3 428.86 
10 1 275.2 1 289.5 1 288.9 1 288.7 1 274.8667 1 274.66 

TP (MW/h) 2702.2 2699.7 2700.0 2700.0 2700.0 2700.00 
PD (MW/h) 2700 
SCV (MW) 0.2 0.3 0.0 0.0 0.0 0.00 

TC ($/h) 625.18 626.12 626.24 626.26 623.8092 623.81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003



1 

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互動多媒體遊戲 

 

 

 

 

 

摘要 

本研究發展一套遊戲「水資源互動多媒體遊

戲」結合 Kinect 動態攝影捕捉鏡頭，並且利用可

愛卡通人物水寶，讓玩家能夠透過互動式遊戲了解

水資源處理的重要性及處理原理。為了能讓全年齡

層瞭解水資源處理中心的淨水流程，遊戲內收錄了

淨水流程的五大過程解說影片，以生動的動畫搭配

活潑配樂，藉此提升使用者對污水處理的了解度，

讓艱澀難懂的流程簡單化，玩家可以從遊戲中體驗

各種流程，這套遊戲可以達到互動遊戲學習新知的

效果，活潑可愛的吉祥物帶領玩家貫穿整個故事，

使人瞭解水資源的重要性，加深學習印象。不僅如

此，每個關卡所設計的操作動作皆與健康、復健、

運動息息相關，藉由互動的方式，達到運動效果同

時增加趣味性、參與性。 

關鍵詞：Kinect、水寶、水資源、淨水流程 

 

Abstract 

This research develops a "Interactive based Water 

Resourcing Game" which applied Kinect to control 

the game. This game teaches people how important 

the water resourcing is and uses very simple way to 

describe the dirty water clearing processing of Water 

recycling center. A cute doll “WaterBob” was 

designed to make the game more funny. This game 

full of edutainment. Each game stage was designed 

for health, rehabilitation, education and amusement. 

Keywords: Kinect , WaterBob , Water resouces , 

water clearing procedure 

 

1.前言 

近年來環境議題受到重視，時常會看到新聞報

導上河川污染相關的新聞越來越多，為了能讓更多

人知道水資源的重要性，決定擺脫以往宣導影片、

文章等宣導方式，以互動遊戲的方式，來達到宣導

的效果，此次我們與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共同討

論，並製作此遊戲，設定以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為

背景，利用自創的吉祥物作為遊戲嚮導，帶領使用

者進行遊戲。除能讓民眾在遊戲中了解到廍子水資

源處理中心的運作模式，更可以進一步了解水資源

的重要性，藉以推廣設置家用廢水管線，連接到離

家最近的水資源處理中心進行處理。 

「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主要著重在家庭廢

水的回收處理部分，使用過後的污水會經過地下排

水系統回收到水資源處理中心。現在大部分家庭廢

水仍然是排到自家的化糞池中，在化糞池滿了後在

用水肥車抽掉這些廢水，這樣不僅造成環境污染，

也造成很多的不便，為了不讓環境造成破壞，將這

些污水透過家用廢水管線收集到「廍子水資源處理

中心」並進行「淨化」的動作，目的是將污水對環

境的衝擊壓至最低，也能將這些淨化後的水資源重

複利用，或排放回溪流中。 

「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座落於臺中市太原路

進入大坑風景區旁，占地面積約 0.7公頃，平均每

日可處理相當處理 5 萬人產生的生活污水 12,500

立方公尺，為符合永續發展及實際推動節能減碳，

該中心也設有再生水設備，除供廠內回收再利用

外，也埋設輸送管線至廍子公園作為景觀澆灌用

水；廠區採用透光隔熱的玻璃搭配 LED 照明設

備，可降低用電消耗，以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水

資源處理中心即為污水處理廠，過去常給民眾異味

呂慈純* 陳育騏 王阡驊 張家華 

廖芃羿 方譽程 江坤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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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散、類似廠房建築等不佳的觀感，讓民眾避之唯

恐不及，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不僅從環保、生態、

教育及休閒的角度出發，融合多樣化設施及綠美化

景觀，與太原路自行車道融合，規劃部份區域作為

民眾休閒生活的新空間，作為市民駐足休憩的新據

點，破除過去水資源處理中心的舊觀感。 

 

2. 水資源處理 

本研究與「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合作運用知

名遊戲開發平台UNITY 3D製作出這套結合Kinect

互動效果的遊戲「水寶歷險記」，遊戲以「廍子水

資源處理中心」場內淨水以五大流程為核心概念進

行開發。因此在本節將介紹「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

五大污水處理流程。 

 

2.1污水處理流程說明 

  「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主要污水處理流程如

表 1所示，其中包含了五大流程，攔污柵、初沈池、

生物池、終沈池和消毒池。 

表 1污水處理流程說明 

(1)攔污柵： 
將中、大型固體垃圾撈

起。 

(2)初沉池： 
將淤泥、小型垃圾放置

沉澱於底部再刮除。 

(3)生物池： 

又稱為「曝氣池」，利

用微生物將較為粗大

的細菌吃掉。 

(4)終沉池： 

將剛剛所利用的微生

物與少許淤泥放置沉

澱並刮除。 

(5)消毒池： 
利用紫外線燈管進行

殺菌。 

 

(1) 欄污柵：主要功能是將污水中所夾帶的大型垃

圾，例如：紙箱、垃圾袋、樹枝…等，做過濾

的動作。設備的過濾方法是，將垃圾用履帶旋

轉帶動耙子的方式將垃圾撈起，接著在將垃圾

倒入後方的篩子，篩子會做分類的動作，體積

大的垃圾如紙箱，會先經分解後，最後跟著小

垃圾一起進到垃圾子母車中，它就是用這種方

式不斷的循環。 

 

(2) 初沉池: 主要功能是將先前的污水排進「初沉

池」中，「初沉池」位在地下的集水槽，讓污

水的淤泥、細沙和懸浮物經過放置然後沉澱於

底部，接著在池裡有個離心分析機開始攪拌，

攪拌是為了讓污水中細小沙粒能夠吸附水中

膠性的物質，也能有效的沉降懸浮物，將沉澱

的髒污排出，這樣一來不僅能夠降低後續設備

在去污上的負擔，也能達到固液分離的效果。 

 

(3) 生物池：又稱為「曝氣池」，這是廍子水資源

處理中心的重點工法，將先前經過「初沉池」

的污水引進地下的生物池中進行水質殺菌。

「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採用的是「傳統活性

污泥」消毒程序，流程如下： 

 
圖 1傳統活性污泥程序 

 

(4) 終沉池: 將污水引進後，進行污泥和油水、厭

氣的排除。進水入池後，其刮板是由鏈條帶動

運轉，上刮油水、漂浮物，下刮沉澱物、污泥

等，水順著水流方向排出，上方刮除的油水、

漂浮物，藉由池裡設計的傾斜管，運用虹吸原

理的方式吸除，下方的沉澱物、污泥油刮板刮

到集污管線以做排除。 

 

(5) 消毒池：「廍子水資源處理中心」主要以紫外

線消毒，而採用的是 C波段紫外線，即 C波

段紫外線會使細菌、病毒、芽孢以及其它病原

菌的 DNA喪失活性，從而破壞它們的複制和

傳播疾病的能力，從而達到消毒的目的。以下

為波段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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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波段比較 

A波段(UV—A) 

又稱爲黑斑效應紫外

線，波長範圍爲

400nm~320nm 

B 波段(UV—B) 

又稱爲紅斑效應紫外

線，波長範圍爲

320nm~275nm 

C波段(UV—C) 
稱爲滅菌紫外線，波長

範圍爲 275nm~200nm 

D 波段(UV—D) 

又稱爲真空紫外線，波

長範圍爲

200nm~10nm 

 

3.遊戲介紹 

本節將要介紹遊戲環境包含電腦硬體需求、通訊網

路、及軟體環境三個部分使用之環境與遊戲關卡操

作說明。 

 

3.1遊戲使用環境 

本研究所研發的遊戲以污水處理五大闗卡為發

想，設計了五個遊戲：垃圾接接樂、垃圾刮刮樂、

水寶大戰細菌、光球刮污泥和紫外線殺菌，遊戲使

用的環境如表 3 所示。 

表 3遊戲使用環境 

硬體需求： CPU:至少 Intel®  

CORE i5-3470 @ 

2.60GHz (4 CPUs) 

顯示卡: 最低 ATI Radeon HD 

6300 & NVIDIA 

GeForce GT 630 

記憶體: 至少 8GB RAM 

其他:  音響、Kinect 鏡頭。 

通訊網路：  符合 TCP/IP、HTTP 

之網路通訊協定。 

軟體環境： Windows XP SP2 以

上。 

 

 

3.3 遊戲關卡操作說明 

(1)第一關垃圾接接樂： 

主要運用欄污柵設備的撈起大型垃圾、雜物然

後撈到設備後方的垃圾子母車中的特性，設計

成用 Kinect 鏡頭操作垃圾子母車接垃圾。下圖

為遊戲畫面和操作說明。 

 

 

圖 2垃圾接接樂遊戲畫面 

 

圖 3 垃圾接接樂操作示意圖 

如上圖舉起雙手，像要搬起遊戲畫面中的垃圾

子母車，接著移動雙手操作垃圾子母車接垃圾

取得分數。 

 

(2)第二關垃圾刮刮樂： 

主要運用初沉池設備將淤泥、小型垃圾放置沉

澱於底部再刮除的特性，設計成刮除污泥。下

圖為遊戲畫面和操作說明。 

 

 
圖 4垃圾旋轉壓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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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垃圾旋轉壓操作示意圖 

 

如上圖舉起右手、揮動右手，接著利用右手上

下左右移動操控遊戲畫面中的水寶，將遊戲中

的污泥往下壓取得分數。 

 

(3)第三關水寶大戰細菌： 

主要運用生物池設備將水質殺菌的特性，設計

成我們的吉祥物「水寶」為了將水中的髒污清

除，對抗強大的細菌。下圖為遊戲畫面。 

 

 
圖 6水寶大戰細菌遊戲畫面 

 

 
圖 7水寶大戰細菌操作示意圖 

 

如上圖右彎腰、左彎腰、前彎腰，操控遊戲畫

面中的水寶向前走、向右轉、向左轉，將遊戲

中的污泥清除取得分數，在清除污泥的同時要

閃避細菌的追擊。 

 

(4)第四關光球刮污泥： 

主要運用終沉池設備將先前在生物池透過微生

物過濾時有產生污泥、油水、厭氣排除，設計

成將設備所排出的髒污用光球來消滅。下圖為

遊戲畫面。 

 
圖 8光球刮污泥遊戲畫面 

 

圖 9光球刮污泥操作示意圖 

 

如上圖平舉雙手，轉動身體操控遊戲畫面中的

刮泥板左右移動，將遊戲中的光球反彈打掉污

泥取得分數。 

 

(5)第五關紫外線殺菌： 

主要運用紫外線消毒池設備將污水用紫外線燈

管所照射出的紫外線將細菌、病毒消滅特性，

將遊戲畫面分成四大區，利用打擊按鈕來觸發

紫外線燈管來消滅細菌。下圖為遊戲畫面。 

 

 
圖 10 紫外線殺菌操作遊戲畫面 

 

 

圖 11 紫外線殺菌操作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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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圖左踢、右踢、左拳、右拳打擊遊戲畫面中的

細菌取得分數。 

 

4.結論 

總結以上，我們讓全年齡層使用者瞭解水資源

回收中心的淨水流程，利用互動式遊戲來達到玩遊

戲學新知，並透過活潑可愛的吉祥物「水寶」帶領

玩家貫穿整個故事使一般民眾瞭解水資源的重要

性，為加深學習印象，藉由 Kinect 鏡頭動態攝影

捕捉技術，讓使用者親身體驗設備的運作原理，這

不僅增加趣味性，也能增加參與性，使關係更親

密。 

這款遊戲於展示期間獲得相當多的肯定，其中

「山林水環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科軟體園區污

水廠廠長來參觀時給予了很多建議和讚賞，並且表

示若將來有機會可以進一步進行產學合作，或是加

入更多元素，使其不旦符合家庭污水處理流程，也

能應用於工業污水處理流程，使其可應用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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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PVO-based Reversible Data Hiding 

methods 

 

 

 

 

 

 

 

摘要 
可逆式資訊隱藏在近年來崛起一項新穎的方

法稱之為像素排序法，許多學者以基於像素排

序法將機密訊息藏入於預測誤差值當中，或是

藉由影像的特性利用區塊的方式進行分析，並

藏入機密訊息，藉由分析個學者們所提出的方

法進行比較，並以各方法的範例中得知個方法

的特性。 

 

關鍵詞： 可逆式資訊隱藏法、像素排序法、藏

入量、偽裝影像品質。 

Abstract 
Pixel value ordering (PVO) is a reversible 

data hiding method which with high image 

quality. In recently years, PVO has been 

improve much better than the original PVO 

from Li et al. proposed. Most of authors using 

prediction error embedding secret and 

analysis the block of image to embedding 

secret data. To survey each data hiding 

method based on PVO which method can 

achieve better stego image quality and higher 

embedding capacity. 

 
Keywords: Reversible Data Hiding、Pixel value 

ordering(PVO)、Embedding Capacity、Stego-

Image Quality. 

1. 前言  

由古自今人們傳遞訊息的方式不再限於

書信以及電話，在現今的社會人們依靠網路傳

達訊息，網路的便利也使得科技不斷的進步，

促使人類改變通訊的方式，漸漸的依賴網路傳

遞任何訊息，無論是文字、圖片、影片、音樂

或是軟體皆可透過網路傳遞，這些訊息可能是

私密或是重要的，因此安全的保護多媒體訊息

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在網路的世界中依然會有

非法的第三者利用各種手法竊取他人的重要

資料，並惡意的散佈或是從中獲取利益，為了

防止多媒體訊息被惡意人士竊取，學者們發明

資訊隱藏的技術，此技術可以將重要的訊息藏

入至多媒體當中，機密訊息受到保護並且多媒

體不會有太大的失真以及影響，讓惡意第三者

無法察覺機密訊息嵌入至其中，並安全送達至

接收方，此類的技術需要安全性(Security)、不

可察覺性(Imperceptibility)、高負載量(Capacity)、

明確性 (Unambiguousness)以及不可移除性

(Non-removable)等條件，才能完整資訊影藏的

目的。安全性是防止惡意第三者竊取機密訊息，

也是資訊隱藏最根本的目的；不可察覺性為將

機密訊息藏入至多媒體又稱作偽裝多媒體

(Stego-Media)，偽裝多媒體若因藏入的訊息量

過多使偽裝多媒體失真，則會造成失真，使惡

意的第三者會猜測該多媒體可能因為額外的

訊息造成失真，因此為了不讓惡意第三者發現，

必須確保偽裝多媒體的品質；高負載量指的是

資訊隱藏技術如果可使多媒體藏入大量的機

密訊息則可達到很高的效益，但是也需要考量

失真程度，若失真程度較大也無法達到不可察

覺性的問題；明確性為接收方收到偽裝多媒體

時取出的機密訊息需與藏入時的機密訊息吻

合，達到有效的資訊隱藏；不可移除性指的是

偽裝多媒體在傳送的過程當中，假使被惡意的

人士篡改或是破壞不會因此造成移除或是改

變機密訊息，確保藏匿後的機密訊息的安全，

滿足以上的條件則可稱為資訊隱藏，在這其中

最重要的為不可察覺性以及高負載量，在不引

起有心人士的惡意竊取且具有高容量的機密

訊息藏入量，是資訊隱藏不斷在追求的目的，

因此許多學者創立多種方法，使資訊隱藏的技

術不斷的提升，追求更好的技術。 

因影像中具有許多像素值且影像若受到

失真時人類的肉眼並不易察覺，所以此篇論文

以影像作為掩護多媒體(Cover-Media)進行探

討，。資訊隱藏以影像為例的可分為不可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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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隱藏以及可逆式資訊隱藏，不可逆式資訊

隱藏具有較高的藏入量，當接收方獲得偽裝影

像後可提取機密訊息，但因藏入量較多掩護影

像受到相當程度的破壞而無法還原掩護影像

(Cover-Image)，導致不可逆式資訊隱藏的方法

具有較多的限制以及應用；可逆式資訊隱藏具

有可還原掩護影像的作用，當機密訊息取出之

後，可完整保有掩護影像的原始像素值，也稱

之為無失真資訊隱藏，因此可逆式資訊隱藏多

數運用於軍事、醫療、犯罪偵查、情報等高敏

感度的影像，為了提升更多的藏入量以及更好

的偽裝影像(Stego-Image)的品質，由於不可逆

式資訊隱藏具有較高的實用性，因此不少學者

專研於可逆式資訊隱藏，使可逆式資訊隱藏不

斷的更新和突破。  

可逆式資訊隱藏具有兩大類別所開發，差

異擴張法(Difference Expansion)以及直方圖位

移修正法(Histogram Shifting and Modification)。

差異擴張法[4]最初為 Tian 學者於 2003 年透過

影像相鄰像素之間的相似性的概念，以兩像素

做為一組，進行差值與平均值的計算，在藏入

機密訊息時，藏入時可區分為兩種情況，可擴

張展或是可改變，為了辨別此兩種情況因此有

了位置地圖(Location Map)的協助，也因此降低

偽裝影像的純藏入量，此方法具有 0.15bpp(bit ) 

影像品質有 44.2dB，在 2004 年 Alattar學者提

出了可逆式整數轉換函是隱藏法(Generalized 

Integer Transform)[1]改善了 Tian學者的差異擴

張法的，Alattar學者利用四個相鄰的像素進行

權重平均值的計算，在四個一組的像素可藏入

三個機密訊息，使藏入量增加 0.19bits 影像品

質也比較高 44.5dB。 

直方圖位移修正法由 Ni學者於 2006年提

出的[9]，此方法利用灰階影像之像素的個數繪

製成直方圖的方式，並統計出出現最多次數的

像素作為鋒值點(peak point)，未出現的像素值

設定為零值點(zero point)，利用像素位移的方

式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以著名的 Lena 影像

可具有 0.02bpp 的藏入量而影像品質具有

48.2dB。而後 Lee 學者改善了 Ni 學者的直方

圖位移修正法提出差值直方圖位移修正法

(Difference Histogram Shifting and 

Modification)[5]。由於鋒值點為藏入機密訊息

之藏入量，因此為了創造更多的鋒值點，Lee 學

者利用相鄰像素值較為接近的特性，將相鄰像

素相減得到差值，因此差值會大分布於 0、1以

及-1，藉此得到了更多的鋒值點，可以大幅提

升藏入量以 Lena 影像做為比較 Lee 學者將藏

入量提升至 0.10bpp 且影像品質具有 52.2dB。 

學者們依據相鄰像素通常像素值比較相

似，因此學者們利用區塊的方式對像素值進行

排序，2013 年 Li 等學者[6]提出以四個為一組

的像素值進行排序(Pixel Value Ordering)，將最

大像素值的預測誤差值或是最小像素值的預

測誤差值，以差值 1或是-1為鋒值點，進行機

密訊息的藏入，因像素值藉由排序後，像素值

會更為相近，得到的預測誤差值也較小，Li 等

學者以1與-1為鋒值點，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

透過位移的像素值以 1與-1為，使影像品質在

50dB 以上，藏入量可在 0.10bpp。在 2014 年

Peng等學者提出改良像素排序法[3]，將像素排

序法的最大像素值與次大像素值以及最小像

素質以及次小像素值，以原始排序順序小的減

去順序大的，所得的預測誤差值進行機密訊息

的藏入，鋒值點的設立為 0 與 1 或是-1，藏入

量可達到 0.12bpp，影像品質可達到。2014 年

Weng 等學者也提出改良 Li 等學者的像素排序

法[2]，其中將鋒值點提升為兩個-1以及 1，提

倡更好的藏入量，平均藏入量比 Li 學者高出

0.04bpp，影像品質高出 2dB。於 2015 年 Qu等

學者提出具有高真實性的可逆式資訊隱藏，基

於像素排序法[8]，Qu 等學者將區塊內的像素

值，以第一個像素為指標像素，若指標像素等

於此區塊的最大像素值或是最小像素值則才

選擇藏入，由此可得知 Qu 等學者的方法選擇

區塊中最大像素值以及最小像素值為鋒值點，

使機密訊息藏入指標像素當中，Qu等學者的方

式讓平均藏入量達到 0.143bpp，影像品質達到

59.2dB。一樣於 2015年Wang等學者提出一個

新的資訊隱藏方法[7]，使用動態的區塊進行分

析，判斷區塊的平滑程度才進行機密訊息的藏

入，若此區塊極為平滑則可在進行區塊切割並

藏入更多的機密訊息，Wang 等學者的機密訊

息藏入量為 0.122bpp，平均影像品質可達到

59.42dB。 

本片論文將分析以上六種以像素排序法

為基礎的資訊隱藏方法，從每個方法的藏入法、

藏入量、以及影像品質進行比較，使學者若進

行像素排序法的研究可做為參考。於本篇的第

二節將介紹原始的像素排序法的藏入方法，第

三節則為像素排序法的實驗結果比較，第四節

為結論。 

2. 相關文獻 

2.1 Li 等學者所提出的像素排序法(PVO) 

Li 等學者所提出的像素排序法，是基於像

素的預測誤差值進行擴張 (Prediction-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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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ansion)，將預測誤差值為 1 或是-1 為鋒值

點，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透過排序過後的像

素值可拉近像素值之間的距離，使誤差值產生

較多的-1至 1間的值，促使較高的鋒值點，使

機密訊息可以藏入更多並且在藏入之後不會

影響較多的失真。 

2.1.1 藏入步驟 

步驟1: (溢位處理)在藏入機密訊息前，需

先判斷影像中的像素值符合公式(1)的條

件，則以位置地圖(Location Map)(LM)記

錄。 

{
𝑝𝜎(𝑛1×𝑛2) − 𝑝𝜎(𝑛1×𝑛2−1) ≥ 1 𝑎𝑛𝑑 𝑝𝜎(𝑛1×𝑛2) = 255

𝑝𝜎(1) − 𝑝𝜎(2) ≤ −1 𝑎𝑛𝑑 𝑝𝜎(1) = 0                     
(1) 

步驟2: (溢位處理) 若符合公式(1)此條件之

像素值，此區塊則不會進行機密訊息的藏

入以及擴張的動作。位置地圖記錄為

LM(𝑖) = 1，其餘並未有溢位問題的像素值

則為LM(𝑖) = 0，因此位置的圖如同一串的

二進制訊息，且此位置的圖的訊息總共有

k bits，利用算術編碼(Arithmetic Coding)

將此位置的圖壓縮為𝑙𝑐𝑙𝑚。在影像中會造

成溢位問題的區塊通常很少，所以只有少

數的LM(𝑖) = 1，利用算術編碼的無失真壓

縮技術則可使位置的圖縮小，有效的減少

額外訊息。 

步驟3: (額外訊息處理)以𝑘𝑒𝑛𝑑為藏入額外

訊息之區塊和藏入機密訊息之區塊的索

引值作為分界，利用最小位元取代法

(Least Significant Bits)將影像中第一個像

素值開始至16 + 2⌈𝑙𝑜𝑔𝑁⌉+𝑙𝑐𝑙𝑚個像素值

為所有額外訊息之總數，其中被取代最小

位元則以𝐻𝐿𝑆𝐵表示，並且如同機密訊息一

般藏入於區塊中。其額外訊息內容如下: 

 將影像切割為𝑛1 × 𝑛2之區塊大小，總共 8

位元 

 門檻值𝑁𝐿總共 8位元 

 藏入額外訊息的最後一個索引值𝑘𝑒𝑛𝑑具

有⌈𝑙𝑜𝑔𝑁⌉位元，其中 N為影像中總共有幾

個像素值。 

 壓縮後的位置地圖𝑙𝑐𝑙𝑚的訊息長度k，具有

⌈𝑙𝑜𝑔𝑁⌉位元 

 壓縮過後的位置地圖𝑙𝑐𝑙𝑚 

步驟4: 將𝐻 ×𝑊的掩護影像 I 切割成𝑛1 ×

𝑛2大小的區塊。 

步驟5: 對於每個區塊𝐵內的像素值以 zig-

zeg 方 式 掃 瞄 並 給 予 像 素 值 編 號

(𝑝1, 𝑝2, 𝑝3, … , 𝑝𝑛1×𝑛2)，接著再將區塊𝐵內

的像素值由小到大進行排序 (Ascending 

Ordering)得到排序後的區塊𝐵𝜎及有序的

像 素 值 序 列

(𝑝𝜎(1), 𝑝𝜎(2), 𝑝𝜎(3), … , 𝑝𝜎(𝑛1×𝑛2))。假設區

塊中有序的像素值序列排序結果為

𝑝𝜎(1) ≤ 𝑝𝜎(2) ≤ 𝑝𝜎(3) ≤. . . ≤ 𝑝𝜎(𝑛1×𝑛2)。 

步驟6: 針對未有溢位問題可藏入機密訊息

以及擴張預測誤差值區塊(LM(𝑖) = 0)。

取出排序過後的區塊𝐵𝜎中最大像素值

𝑝(𝑛1×𝑛2)與次大像素值𝑝(𝑛1×𝑛2−1)以及最小

像素值𝑝𝜎(1)和次小像素值𝑝𝜎(2)，以下列

公式(2)計算兩種預測誤差值𝑑𝑚𝑎𝑥與

𝑑𝑚𝑖𝑛。 

{
𝑑𝑚𝑎𝑥 = 𝑝𝜎(𝑛1×𝑛2) − 𝑝𝜎(𝑛1×𝑛2−1)
𝑑𝑚𝑖𝑛 = 𝑝𝜎(1) − 𝑝𝜎(2)                     

     ( 2 ) 

步驟7: 若次大像素值𝑝𝜎(𝑛1×𝑛2−1)減去次小

像素值𝑝𝜎(2)的值超出門檻值𝑇，則此區塊

則為粗糙的區塊(rough block)，並不適合

機密訊息的藏入以及擴張，藏入條件與

方式如公式(3)(4)。 

�̃�𝑚𝑎𝑥 = {

𝑑𝑚𝑎𝑥 ,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0
𝑑𝑚𝑎𝑥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𝑑𝑚𝑎𝑥 + 1 ,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3) 

�̃�𝑚𝑖𝑛 = {

𝑑𝑚𝑖𝑛,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0
𝑑𝑚𝑖𝑛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1
𝑑𝑚𝑖𝑛 − 1,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1

     (4) 

步驟8: �̃�𝑚𝑎𝑥與�̃�𝑚𝑖𝑛為藏入機密訊息後的預

測誤差值，藉此更改每個區塊𝐵𝜎的最大

像素值𝑝𝜎(𝑛×𝑛)以及最小像素值𝑝𝜎(1),  其

他像素值保持不變。詳見公式(5)。 

{

�̃�𝜎(𝑛×𝑛) = 𝑝𝜎(𝑛1×𝑛2−1) + �̃�𝑚𝑎𝑥                     

�̃�𝜎(1) = 𝑝𝜎(2) + �̃�𝑚𝑖𝑛
�̃�𝜎(𝑖) = 𝑝𝜎(𝑖)  𝑓𝑜𝑟 𝑖 = 2,3,4,… , 𝑛1 × 𝑛2 − 1

 

公式(5) 

步驟10: 藉由原始的排序方式還原像素的原

始位置。 

步驟11: 以上步驟由 6 至步驟 9則會不斷的

重複直到機密訊息藏完為止，並且形成

偽裝影像𝐼。 

2.1.2 取出機密訊息與還原影像之步驟 

步驟1: (額外訊息的取出)偽裝影像中的第

一個像素值到第 16 + 2⌈𝑙𝑜𝑔𝑁⌉+𝑙𝑐𝑙𝑚個像

素值為額外訊息，其中包含切割區塊大

小𝑛1 × 𝑛2、門檻值T、機密訊息藏入的

結束位置𝑘𝑒𝑛𝑑以及壓縮過後的位置地圖

𝑙𝑐𝑙𝑚。依據最小位元取代法取出，並將壓

縮過後的位置地圖依據算術編碼解壓

縮。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011



步驟2: 將𝐻 ×𝑊的偽裝影像𝐼′切割成𝑛1 ×

𝑛2大小的區塊。 

步驟3: 對於每個區塊𝐵內的像素值以 zig-

zeg方式掃瞄並給予像素值編號

(𝑝1, 𝑝2, 𝑝3, … , 𝑝𝑛1×𝑛2)，接著再將區塊𝐵內

的像素值由小到大進行排序(Ascending 

Ordering)得到排序後的區塊Bσ及有序的

像素值序列

(p̃σ(1), p̃σ(2), p̃σ(3), … , �̃�𝜎(𝑛1×𝑛2))。假設區

塊中有序的像素值序列排序結果為 。 

甲、 假設區塊中有序的像素值序列排序

結果為�̃�𝜎(1) ≤ �̃�𝜎(2) ≤ �̃�𝜎(3) ≤. . . ≤

�̃�𝜎(𝑛1×𝑛2)。 

步驟4: 在排序過後的區塊𝐵𝜎中取出最大像

素值�̃�(𝑛×𝑛)與次大像素值�̃�(𝑛1×𝑛2−1)以及

最小像素值�̃�𝜎(1)和次小像素值�̃�𝜎(2)，以

下列公式(6)計算兩種預測誤差值�̃�𝑚𝑎𝑥與

�̃�𝑚𝑖𝑛。 

{
�̃�𝑚𝑎𝑥 = �̃�𝜎(𝑛1×𝑛2) − �̃�𝜎(𝑛1×𝑛2−1)

�̃�𝑚𝑖𝑛 = �̃�𝜎(1) − �̃�𝜎(2)                     
   (6) 

步驟5: 若位置地圖LM(𝑖) = 1且預測誤差值

�̃�𝑚𝑎𝑥與�̃�𝑚𝑖𝑛超出門檻值𝑇，則該區塊並

沒有藏入機密訊息以及擴張。 

步驟6: 藉由公式 2-17 取得機密訊息以及額

外訊息𝐻𝐿𝑆𝐵，其𝐻𝐿𝑆𝐵之長度為16 +

2⌈𝑙𝑜𝑔𝑁⌉+𝑙𝑐𝑙𝑚，並還原第一個像素值到第

16 + 2⌈𝑙𝑜𝑔𝑁⌉+𝑙𝑐𝑙𝑚個像素值。 

{
 
 

 
  𝑠 = 0,                  𝑖𝑓   �̃�𝑚𝑎𝑥 = 1

𝑠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2

𝑠 = 0,               𝑖𝑓   �̃�𝑚𝑖𝑛 = −1

𝑠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2

           (7) 

d =

{
 
 

 
  𝑑𝑚𝑎𝑥,                      𝑖𝑓  �̃�𝑚𝑎𝑥 = 1

𝑑𝑚𝑎𝑥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2

𝑑𝑚𝑖𝑛,                   𝑖𝑓   �̃�𝑚𝑖𝑛 = −1

𝑑𝑚𝑖𝑛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2

      (8)         

{
 

 
𝑝𝜎(𝑛1×𝑛2) = �̃�𝜎(𝑛1×𝑛2−1) + 𝑑𝑚𝑎𝑥                      

𝑝𝜎(1) = �̃�𝜎(2) + 𝑑𝑚𝑖𝑛              

𝑝𝜎(𝑖) = �̃�𝜎(𝑖)  𝑓𝑜𝑟 𝑖 = 2,3,4,… , 𝑛1 × 𝑛2 − 1
 

(9) 

步驟7: 將取出機密訊息後的預測誤差值

�̃�𝑚𝑎𝑥以及�̃�𝑚𝑖𝑛還原始預測誤差值𝑑，詳

見公式(8)。 

步驟8: 將次大像素值以及次小像素值加上

以還原後的預測誤差值𝑑，得到原始像素

值，且其餘像素值並未改變，詳見公式

(9)。 

步驟9: 依照原始像素值大小還原於原始位

置即可得到掩護影像𝐼。 

2.2 Peng 等學者所提出改良的像素排序法

(IPVO) 
Peng等學者所提出的 Improved PVO可逆

式資訊隱藏技術。改良後的 IPVO 演算法在每

一個區塊中分別計算最大像素值與次大像素

值的預測誤差值，以及計算最小像素值與次小

像素值的預測誤差值。IPVO 演算法在處理區

塊中最大與次大的兩個像素值的預測誤差值

時或者在處理區塊中最小與次小的兩個像素

值的預測誤差值時，是依據先被掃瞄到的像素

值減去後被掃瞄到的像素值來計算的，所以得

到預測誤差值具有正值或者負值，藉此預測誤

差值擁有更多的可能性。IPVO 演算法有兩個

峰值點為 0和 1，藏入機密訊息的方式與 PVO

演算法一樣但此方法的優點為在影像中具有

許多像素十分相近或是具有一樣的像素值，尤

其是平滑影像，藉此在擴張預測誤差時以 0為

峰值點則可提高藏入量，在整體比較上可增加

約 14%的藏入量。Peng等學者的實驗結果之影

像品質平均可提升 Li等學者的方法 0.69dB。 

2.2.1藏入步驟 

步驟1: (額外訊息處理)將額外訊息以

及位置地圖利用 LSB取代法藏入至

影像中的第一個像素值到第12 +

⌈𝑙𝑜𝑔2𝑁⌉ + 𝑙𝑐𝑙𝑚個像素值，其中額外

訊息包含下列內容，則原始像素值

之最小位元𝐻𝐿𝑆𝐵使用步驟 4至步驟

7藏入於影像中。 

 區塊的大小𝑛1(2bits)以及𝑛2(2bits)且

n = 𝑛1 × 𝑛2，總共 4bits 

 門檻值T，總共 8bits。 

 額外訊息之結束位置𝑘𝑒𝑛𝑑總共

⌈𝑙𝑜𝑔2𝑁⌉bits，其中 N為影像中總共

有幾個像素值。 

 壓縮過後的位置地圖𝑙𝑐𝑙𝑚 。 

 壓縮過後的位置地圖𝑙𝑐𝑙𝑚之長度 k，

以⌈𝑙𝑜𝑔2𝑁⌉bits 表示 k。 

步驟1.2:  (溢位處理)在藏入機密訊息

前，需先判斷影像中的像素值為 0

或是 255，則以位置地圖(Location 

Map)(LM)記錄LM(𝑖) = 1，其餘並未

有溢位問題的像素值對應到位置地

圖處的指示位元為LM(𝑖) = 0。 

步驟2.2: (溢位處理)因此位置地圖如同

一串的二進制訊息，利用算術編碼

(Arithmetic Coding)將此位置地圖壓

縮為𝑙𝑐𝑙𝑚，且假設位置地圖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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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為𝑘 bits。在影像中會造成溢位

問題的區塊通常很少，所以只有少

數的LM(𝑖) = 1，利用無失真壓縮技

術則可使位置地圖縮小，可以有效

的減少額外訊息的長度。 

步驟2: 將𝐻 ×𝑊的掩護影像 I 切割成n1 ×

n2大小的區塊，若區塊中的像素值其對

應的LM(𝑖) = 1，則該像素不進行下列步

驟。 

步驟3: 對於每個區塊𝐵內的像素值以 zig-

zeg方式掃瞄並給予像素值編號𝐵 =

(𝑝1, 𝑝2, 𝑝3, … , 𝑝(𝑛1×𝑛2))，接著再將區塊𝐵

內的像素，依其值由小到大進行排序

(Ascending Ordering)得到排序後的區塊

𝐵𝜎及有序的像素值序列

(𝑝𝜎(1), 𝑝𝜎(2), 𝑝𝜎(3), … , 𝑝𝜎(n1×n2))。假設

區塊中有序的像素值序列排序結果為

𝑝𝜎(1) ≤ 𝑝𝜎(2) ≤ 𝑝𝜎(3) ≤. . . ≤ 𝑝𝜎(n1×n2)。 

步驟4: 若次大像素值與次小像素值之差值

可視為區塊𝐵𝜎的變異程度(noise level; 

NL)，為了避免區塊𝐵𝜎內的影像像素值

變動太大，因此若變異程度 NL大於預

設的門檻𝑇，則不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

或是位移如公式(10)。 

𝑁𝐿 = 𝑝𝜎(𝑛×𝑛−1) − 𝑝𝜎(2)           (10) 

步驟5: 若該區塊的 NLT且LM(𝑖) = 0則可

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以及位移。取出區

塊中的最大像素值𝑝𝜎(n1×n2)與次大像素

值𝑝𝜎(n1×n2−1)以及最小像素值𝑝𝜎(1)和次

小像素值𝑝𝜎(2)，並依原始像素之編號以

編號小的像素值𝑝𝑢減去編號大的像素值

𝑝𝑣，取得預測誤差值𝑑𝑚𝑎𝑥如公式(11)，

預測誤差值𝑑𝑚𝑖𝑛也是編號小的像素值𝑝𝑠
減去編號大的像素值𝑝𝑡，公式(12)。 

𝑑𝑚𝑎𝑥 = 𝑝𝑢 − 𝑝𝑣                  (11) 

其中

 {
𝑢 = 𝑚𝑖𝑛 (𝜎(𝑛1 × 𝑛2), 𝜎(𝑛1 × 𝑛2 − 1))

𝑣 = 𝑚𝑎𝑥 (𝜎(𝑛1 × 𝑛2), 𝜎(𝑛1 × 𝑛2 − 1))
  

𝑑𝑚𝑖𝑛 = 𝑝𝑟 − 𝑝𝑡                  (12)

其中 {
𝑟 = min (𝜎(1), 𝜎(2))

t = max (𝜎(1), 𝜎(2))
 

若預測誤差值𝑑𝑚𝑎𝑥或𝑑𝑚𝑖𝑛為峰值點 0或

1，則可進行預測誤差值或是在預測誤差

值中藏入一個位元的機密訊息 𝑆，詳見公

式(13)以及(14)。 

�̃�𝑚𝑎𝑥 = {

𝑑𝑚𝑎𝑥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0 
𝑑𝑚𝑎𝑥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𝑑𝑚𝑎𝑥 + 1,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𝑑𝑚𝑎𝑥 − 1,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0

 

(13) 

�̃�𝑚𝑖𝑛 = {

𝑑𝑚𝑖𝑛 − s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0
𝑑𝑚𝑖𝑛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1
𝑑𝑚𝑖𝑛 + 1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1
𝑑𝑚𝑖𝑛 − 1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0

     

  (14) 

步驟6: 藏入機密訊息(詳見公式(15)以

及公式(16))就如同是將每個區塊中

排序最大像素值變大或是將最小像

素值變小。使得大者恆大小者恆

小，自始至終未曾改變每個區塊中

像素值的排序。 

�̃�𝜎(𝑛1×𝑛2) = 𝑝𝜎(𝑛1×𝑛2−1) + | �̃�𝑚𝑎𝑥 | =

{
 
 

 
 
𝑝𝜎(𝑛1×𝑛2)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𝑝𝜎(𝑛1×𝑛2) + 1,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𝑝𝜎(𝑛1×𝑛2)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0

𝑝𝜎(𝑛1×𝑛2) + 1,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0

 

(15) 

�̃�𝜎(1) = 𝑝𝜎(2) + |�̃�𝑚𝑖𝑛| =

{
 
 

 
 𝑝𝜎(1)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1 

𝑝𝜎(1) − 1,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1

𝑝𝜎(1)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0

𝑝𝜎(1) − 1,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0

         

(16) 

步驟7: 還原原始像素的位置，即成為

偽裝影像𝐼′。 

2.2.1取出機密訊息 

步驟1: (額外訊息的取出)偽裝影像中

的第 1個像素值到第(12 +

2⌈𝑙𝑜𝑔𝑁⌉+𝑙𝑐𝑙𝑚)個像素值之最小位元

(least significant bits)為額外訊息藏匿

處。在(12 + 2⌈𝑙𝑜𝑔𝑁⌉+𝑙𝑐𝑙𝑚)個位元

中，包含切割區塊大小n1, n2、門檻

值T、機密訊息藏入的結束位置𝑘𝑒𝑛𝑑
以及壓縮過後的位置地圖𝑙𝑐𝑙𝑚。依據

最小位元取代法取出額外訊息，並將

壓縮過後的位置地圖𝑙𝑐𝑙𝑚解壓縮還原

為 LM。其中第 1個像素值到第(12 +

2⌈𝑙𝑜𝑔𝑁⌉+𝑙𝑐𝑙𝑚)個像素值之原始最小位

元以𝐻𝐿𝑆𝐵如同機密訊息藏入於區塊中

並由步驟 2至步驟 6取出。 

步驟2: 將𝐻 ×𝑊的偽裝影像𝐼’切割成

n1 × n2大小的區塊，若區塊中有

LM(𝑖) = 1之像素值則不進行下列步

驟。 

步驟3: 每個區塊進行像素大小的排序

(�̃�𝜎(1), �̃�𝜎(2), �̃�𝜎(3)… , �̃�𝜎(𝑛1×𝑛2))其中

�̃�𝜎(1) ≤ �̃�𝜎(2) ≤

�̃�𝜎(3) ≤ …..≤ �̃�𝜎(𝑛1×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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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4: 在排序過後的像素值取出最大

值�̃�𝜎(n1×n2)與次大值�̃�𝜎(𝑛1×𝑛2−1)以及

最小值�̃�𝜎(1)和次小值�̃�𝜎(2)利用公式

取得預測誤差值�̃�𝑚𝑎𝑥如公式(17)，

�̃�𝑚𝑖𝑛如公式(18)。 

�̃�𝑚𝑎𝑥 = 𝑝𝑢 − 𝑝𝑣                    

其中 {
𝑢 = min(𝜎(𝑛1 × 𝑛2), 𝜎(𝑛1 × 𝑛2 − 1))

𝑣 = max(𝜎(𝑛1 × 𝑛2), 𝜎(𝑛1 × 𝑛2 − 1))
 

(17) 
�̃�𝑚𝑖𝑛 = 𝑝𝑟 − 𝑝𝑡                    

其中 {
𝑟 = min (𝜎(1), 𝜎(2))

t = max (𝜎(1), 𝜎(2))
         

(18) 
步驟5: 已知峰值點𝑝𝑘 = 0, 1，若預測誤差

值等於峰值點 0則可取出機密訊息 0，

若預測誤差值為峰值點加 1或是減 1則

機密訊息為 1。詳見公式(19)以及(20)取

出機密訊息。 

{
𝑠 = 0,                           𝑖𝑓 �̃�𝑚𝑎𝑥 =  𝑝𝑘 

𝑠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𝑝𝑘 + 1 𝑜𝑟 𝑝𝑘 − 1
   

(19) 

{
𝑠 = 0,                           𝑖𝑓 �̃�𝑚𝑖𝑛 =  𝑝𝑘

𝑠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𝑝𝑘 + 1 𝑜𝑟 𝑝𝑘 − 1
     

(20) 

𝑝𝜎(𝑛1×𝑛2) = �̃�𝜎(𝑛1×𝑛2−1) + |𝑑𝑚𝑎𝑥| =

{
�̃�𝑚𝑎𝑥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0

�̃�𝑚𝑎𝑥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1
            

(21) 

𝑝𝜎(1) = �̃�𝜎(2) + |𝑑𝑚𝑖𝑛| =

{
�̃�𝑚𝑖𝑛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0

�̃�𝑚𝑖𝑛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1
     

(22) 

步驟6: 取出機密訊息後還原原始像素

值，詳見公式(21)以及(22)。 

步驟7: 將原始像素值還原至原始位置及完

成取出的動作。 

2.3 Qu 等學者所提出的像素排序法 

(PVO-K) 
PVO-K 和 IPVO演算法相同，PVO-K 演算

法也是為了利用 PVO方法中預測誤差“0”並

未能藏入機密訊息，而 PVO-K 以及 IPVO皆是

可以是使用預測誤差值”0”為藏入機密訊息，並

且將 K 所代表的是 K 個相同的最大像素值或

者最小像素值可視為同一個整體藏入機密訊

息，此方式依然是更改最大像素值以及最小像

素值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為了促使更好的藏

入量 PVO-K 將藏入的機制分為 PVO-1 以及

PVO-2，在 PVO1 中則是 1 像素值與次小的或

是次大的像素值相減的預測誤差值若為 1或是

-1則可藏入機密訊若大於 1或是小於-1則進行

位移，PVO2 則是 2 個相同的像素值若兩個相

同大的像素值與次大像素值之預測誤差值為 1

或是最小像素值與次小像素值的預測誤差值

為-1 及可藏入機密訊息，若小於-1 或是大於 1

則不藏入且不改變。PVO-K 的藏入量比 PVO

增加 0.01bpp 其影像品質只降低 0.27dB. 

2.3.1 藏入步驟(額外訊息) 

步驟1: 將區塊𝐵內的像素值由小到大進行

排序(Ascending Ordering)得到排序後的區

塊 𝐵𝜎 及 有 序 的 像 素 值 序 列

(𝑝𝜎(1), 𝑝𝜎(2), 𝑝𝜎(3), … , 𝑝𝜎(𝑛1×𝑛2))。假設區塊

中有序的像素值序列排序結果為𝑝𝜎(1) ≤

𝑝𝜎(2) ≤ 𝑝𝜎(3) ≤. . . ≤ 𝑝𝜎(𝑛1×𝑛2)。 

步驟2: 假設一個區塊中有 a 個相同的最大

值與 b 個相同的最小值，若區塊中的 a=1

或是 b=1 且 NL<𝑇1則可藏入機密訊息在為

PVO-1；若區塊中的 a=2或是b=2 且NL<𝑇2
則可藏入機密訊息在為 PVO-2，已下分為

四種藏入的 case 並假設𝑛1 × 𝑛2為 n。 

 Case 1: 當a = k,b ≠ k則最大值可藏

入機密訊息或是進行位移如公式(23)。 

�̃�𝜎(𝑖)

= {

𝑝𝜎(𝑖),                 𝑖𝑓 1 ≤ 𝑖 ≤ n − 𝑎 

𝑝𝜎(𝑖) + 𝑠,        𝑖𝑓 𝑛 − 𝑎 + 1 ≤ 𝑖 ≤ n 𝑎𝑛𝑑 𝑑𝑚𝑎𝑥 = 1   

𝑝𝜎(𝑖) + 1,        𝑖𝑓   n − 𝑎 + 1 ≤ 𝑖 ≤ 𝑛 𝑎𝑛𝑑 𝑑𝑚𝑎𝑥 > 1 
 

(23) 
 Case 2: 當a ≠ k, b = k則最小像素值則

可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及位移如公式

(24)。 

𝑝𝜎(𝑖) = {

𝑝𝜎(𝑖),          𝑖𝑓 𝑏 + 1 ≤ 𝑖 ≤ 𝑛 

𝑝𝜎(𝑖) − 𝑠, 𝑖𝑓 1 ≤ 𝑖 ≤ b 𝑎𝑛𝑑 𝑑𝑚𝑖𝑛 = −1   

𝑝𝜎(𝑖) − 1,     𝑖𝑓   1 ≤ 𝑖 ≤ b 𝑎𝑛𝑑 𝑑𝑚𝑖𝑛 < 1 

 

(24) 
 Case 3: 當a = b = k 且 𝑛1 × 𝑛2 >

2𝑘則可將最大像素值與最小像素值進

行機密訊息的藏入或是位移如公式

(25)。 

�̃�𝜎(𝑖)

=

{
 
 

 
 
𝑝𝜎(𝑖),                             𝑖𝑓 𝑏 + 1 ≤ 𝑖 ≤ 𝑛 − 𝑎

𝑝𝜎(𝑖) − 𝑠1, 𝑖𝑓 1 ≤ 𝑖 ≤ b 𝑎𝑛𝑑 𝑑𝑚𝑖𝑛 = −1   

𝑝𝜎(𝑖) − 1, 𝑖𝑓   1 ≤ 𝑖 ≤ b 𝑎𝑛𝑑 𝑑𝑚𝑖𝑛 < 1

𝑝𝜎(𝑖) + 𝑠2, 𝑖𝑓 𝑛 − 𝑎 + 1 ≤ 𝑖 ≤ n 𝑎𝑛𝑑 𝑑𝑚𝑎𝑥 = 1

𝑝𝜎(𝑖) + 1, 𝑖𝑓 n − 𝑎 + 1 ≤ 𝑖 ≤ n 𝑎𝑛𝑑 𝑑𝑚𝑎𝑥 > 1

 

(25) 

 Case 4: 當a = b = k且n = 2k不進行

任何機密訊息的藏入。 

步驟3: (額外訊息處理)將機密訊息藏入後

剩餘的像素值利用最小位元取代法(L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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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入額外訊息於像素值當中。其額外訊息

包括如下: 

 可藏入的機密訊息量 EC，總共

18bits 

 區塊大小𝑛1 × 𝑛2，總共 4bits 

 壓縮過後的位置地圖 L，總共 18bits 

 最佳的門檻值𝑇1與𝑇2，總共 20bits 

 藏入機密訊息之結束位置，總共
18bits 

共 78bits的額外訊息。 

步驟4: 完成後即可形成偽裝影像 I’。 

2.3.2取出機密訊息還原原始影像 

步驟1: 將最後一個像素值之位置往回推算

至 78 個像素值並利用 LSB取代法取出

額外訊息，其中額外訊息包含可藏入的

機密訊息量 EC、區塊大小𝑛1 × 𝑛2、壓縮
過後的位置地圖 L、最佳的門檻值𝑇1與

𝑇2、藏入機密訊息之結束位置。 

步驟2: 透過額外訊息的資訊首先將偽裝影

像進行切割成𝑛1 × 𝑛2大小的區塊。 

步驟3: 將區塊𝐵內的像素值由小到大進行

排序得到排序後的區塊𝐵𝜎及有序的像素

值序列(�̃�𝜎(1), �̃�𝜎(2), �̃�𝜎(3), … , �̃�𝜎(𝑛1×𝑛2))。

假設區塊中有序的像素值序列排序結果

為�̃�𝜎(1) ≤ �̃�𝜎(2) ≤ �̃�𝜎(3) ≤. . . ≤

�̃�𝜎(𝑛1×𝑛2)。 

步驟4: 假設一個區塊中有 a 個相同的最大

值與 b個相同的最小值，若 a=k或是 b=k

則可藏入機密訊息，已下分為四種藏入的

case並假設𝑛1 × 𝑛2為 n。 

 Case 1: 假若a = k，b ≠ k，在此種

狀況像素值將回復於如公式。若最

大像素值之預測誤差值為 1或是 2

則取出的機密訊息為 0或是 1如公

式(26)。 

𝑝𝜎(𝑖)

= {

�̃�𝜎(𝑖),     𝑖𝑓 1 ≤ 𝑖 ≤ 𝑛 − 𝑎 

�̃�𝜎(𝑖),    𝑖𝑓 n − 𝑎 + 1 ≤ 𝑖 ≤ n 𝑎𝑛𝑑 �̃�𝑚𝑎𝑥 = 1   

�̃�𝜎(𝑖) − 1, 𝑖𝑓   n − 𝑎 + 1 ≤ 𝑖 ≤ n 𝑎𝑛𝑑 �̃�𝑚𝑎𝑥 > 1 

 

(26) 

 Case 2: 假若a ≠ k，在此種狀況像

素值將回復於如公式。若最小像素

值之預測誤差值為-1或是-2則可取

出機密訊息 0 與 1如公式(27)。 

𝑝𝜎(𝑖) = {

�̃�𝜎(𝑖), 𝑖𝑓 𝑏 + 1 ≤ 𝑖 ≤ 𝑛 

�̃�𝜎(𝑖), 𝑖𝑓 1 ≤ 𝑖 ≤ 𝑏 𝑎𝑛𝑑 �̃�𝑚𝑖𝑛 = −1   

�̃�𝜎(𝑖) + 1, 𝑖𝑓   1 ≤ 𝑖 ≤ 𝑏 𝑎𝑛𝑑 �̃�𝑚𝑖𝑛 < −1 

 

(27) 

 Case3: 假若a = b = k 且 𝑛 > 2𝑘在

此種狀況像素值將回復於如公式。

若此區塊為 Case3 則可能在一個區

塊中取出兩個機密訊息，若最大預

測誤差值與最小預測誤差值中

(�̃�𝑚𝑎𝑥, �̃�𝑚𝑖𝑛)為(1, -1)、(1, -2)、(2, -

1)、(2,-2)其機密訊息

為”00”、”01”、”10”、”11”。 

步驟5: Case4 : 假若當a = b = k且n = 2k不

進行任何機密訊息的藏入。 

步驟6: 將所有區塊進行分析並取出機密訊

息以及還原原始像素值則可形成原始掩護

影像 I。 

2.3 Qu 等學者所提出的高真實性像素排序

法(PPVO) 
Qu 等學者提出了一個高真實性的可逆式

像素排序法(PPVO)，與 Li 學者等人的方法具

有很大的不同。Qu 等學者使用浮動式視窗

(Sliding window)，充分的用運每一個像素值並

且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因為自然影像是具有

高度結構化的特性，在自然影像中相鄰像素之

間有很強的關聯性，尤其在平滑影像當中，因

此預測誤差值通常介於 1 至-1 之中。PPVO 利

用浮動式視窗(Sliding window)為區塊，使影像

中的每個像素值充分的利用，並且在藏入機密

訊息時只更改區塊中的一個像素值，稱之為指

標像素值(Target pixel)，區塊內除了指標像素值

以外的像素值，取出最大像素值以及最小像素

值，若指標像素值等於最大像素值或是最小像

素值則可藏入機密訊息；若區塊內的像素值皆

相等，包括指標像素值，也可藏入機密訊息。

此方法的優點為以浮動式視窗(Sliding window)

為區塊進行區塊間的分析，善用每個像素值，

在相同區塊中的藏入量比 Li 學者等人的方法

增加 1 個 bits，而且藏入機密訊息時，只需更

改一個像素值，達到更好的影像品質。PVO方

法比平均藏量比 PVO 方法高出 13500bits，在

影像品質也平均提高 2.3dB。 

2.4.1藏入步驟 

步驟1: (溢位處理)將掩護影像中，0以及 255

的像素值更改為 1以及 254，並且利用位

置的圖記錄為LM(𝑖) = 1，而像素值介於 1

至 254 的像素值則位置地圖更改為

LM(𝑖) = 0。並且將位置地圖將以碼算術編

碼(Arithmetic Coding)的方式壓縮為𝑙𝑐𝑙𝑚，

藏入於影像當中。 

步驟2: (額外訊息處理)以𝑘𝑒𝑛𝑑為藏入額外

訊息之區塊和藏入機密訊息之區塊的索

引值作為分界，將影像中最後一行的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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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𝑙𝑜𝑔𝑁)個像素值至最後一個像素值為額

外訊息，且利用最小位元取代法(Least 

Significant Bits)，其中所有額外訊息之總

數為16 + 2(𝑙𝑜𝑔𝑁)，其中被取代最小位元

則以𝐻𝐿𝑆𝐵表示，並且如同機密訊息一般藏

入於區塊中。其額外訊息內容如下: 

 將影像切割為𝑛1 × 𝑛2之區塊大

小，總共 8位元 

 門檻值𝑇總共 8位元 

 藏入額外訊息的最後一個索引

值𝑘𝑒𝑛𝑑具有⌈𝑙𝑜𝑔𝑁⌉位元，其中 N

為影像中總共有幾個像素值。 

 壓縮後的位置地圖𝑙𝑐𝑙𝑚的訊息

長度k，具有⌈𝑙𝑜𝑔𝑁⌉位元 

步驟3: 將𝐻 ×𝑊的掩護影像 I 切割成𝑛1 ×

𝑛2大小的區塊𝐵，且區塊為浮動式視窗

(Sliding window)，使部分像素值可重疊。 

步驟4: 每個區塊中掃描的第一個像素值為

指標像素值𝑃𝑘，除了指標像素值以外的最

大像素值𝑝𝜎(𝑛1×𝑛2)以及最小像素值𝑝𝜎(1)
相減的差值𝑁𝐿若大於門檻值𝑇則不進行

機密訊息的藏入以及位移的動作。 

步驟5: 區塊內的像素值須符合LM(𝑖) = 0且

𝑁𝐿 ≤ 𝑇才能進行藏入機密訊息或是位移，

其 NL如公式(28)。 

NL = 𝑝𝜎(𝑛1×𝑛2) − 𝑝𝜎(1)            (28) 

步驟6: 首先，判斷區塊中除了指標像素值以

外，最大像素值與最小像素值是否相等。 

步驟6.1: (若兩者不相等)，則指標像素值

有兩種可能性如公式(29)與公式(30)

則可藏入機密訊息以及位移。若區塊

中的指標像素值介於區塊中的最大

像素值或是最小像素值、指標像素值

則不進行任何動作。 

步驟6.2: (若兩者等)則在像素值皆為 254

或是區塊內的像素值皆相等 VC(包

括指標像素值)則可藏入機密訊息或

是進行位移如公式(31)。若區塊中的

像素值皆相等除了指標像素值不相

等則此區塊不進行任何動作；若區塊

中的指標像素值大於區塊中皆相等

的像素值則不進行任何動作。 

{
𝑃𝑘 − 𝑠, 𝑖𝑓 𝑃𝑘 = 𝑝𝜎(1) 

𝑃𝑘 − 1, 𝑖𝑓 𝑃𝑘 < 𝑝𝜎(1) 
               (29) 

{
𝑃𝑘 + 𝑠, 𝑖𝑓 𝑃𝑘 = 𝑝𝜎(𝑛1×𝑛2) 

𝑃𝑘 + 1, 𝑖𝑓 𝑃𝑘 > 𝑝𝜎(𝑛1×𝑛2) 
           (30) 

{

Pk + s, if Pk = VC 
Pk − s, if Pk ≤ VC 
Pk − 1, if Pk < VC 

                  (31) 

步驟7: 透過浮動視窗的區塊將機密訊息藏

入後將每個區塊透過步驟六的判斷後則

可得到偽裝影像𝐼′。 

2.4.2 取出機密訊息及還原掩護影像 

步驟1: (額外訊息的取出)偽裝影像中最後

一行的16 + 2⌈𝑙𝑜𝑔𝑁⌉個像素值至最後一個

像素值為額外訊息，其中包含切割區塊大

小𝑛1 × 𝑛2、門檻值T、壓縮後的位置地圖

𝑙𝑐𝑙𝑚的訊息長度k、機密訊息藏入的結束位

置𝑘𝑒𝑛𝑑。依據最小位元取代法取出。 

步驟2: (溢位問題)透過解壓縮過後的位置

地圖，將LM(𝑖) = 1且像素值為 1以及 254

更改為 0以及 255，若LM(𝑖) = 0則繼續下

個步驟。 

步驟3: 將𝐻 ×𝑊的偽裝影像𝐼′切割成𝑛1 ×

𝑛2大小的區塊，且區塊為浮動式視窗

(Sliding window)，使部分像素值可重疊，

從最後一組區塊進行機密訊息的取出以

及像素值的還原。 

步驟4: 每個區塊中掃描的第一個像素值為

指標像素值�̃�𝑘，除了指標像素值以外的最

大像素值�̃�𝜎(𝑛1×𝑛2)以及最小像素值�̃�𝜎(1)
相減的差值𝑁𝐿若大於門檻值𝑇則不進行

機密訊息的藏入以及位移的動作。 

步驟5: 區塊內的像素值須符合LM(𝑖) = 0且

𝑁𝐿 ≤ 𝑇才能進行藏入機密訊息或是位移，

其 NL如公式(32)。 

NL = �̃�𝜎(𝑛1×𝑛2) − �̃�𝜎(1)        公式(32) 

步驟6: 首先，判斷區塊中最大像素值與最小

像素值是否相等， 

步驟6.1: (若兩者不相等)指標像素值若

等於最小像素值或是最大像素值則

可取出機密訊息”0”若為最小像素值

減 1 或是最大像素值加 1 則可取出

機密訊息為”1”如公式(33)。 

若需還原指標像素值則依據公式(35)

還原。若區塊中的指標像素值介於區

塊中的最大像素值或是最小像素值、

指標像素值則不進行任何動作。 

步驟6.2:  (若兩者等)則在像素值皆為

254 或是區塊內的像素值皆相等

VC(包括指標像素值)則有藏入機密

訊息或是進行位移，藉由公式(34)取

出機密訊息，指標像素值取出機密訊

後依公式(36)還原原始指標像素值。

若區塊中的像素值皆相等除了指標

像素值不相等則此區塊不進行任何

動作；若區塊中的指標像素值大於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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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中皆相等的像素值則不進行任何

動作。 

{
 
 

 
 
𝑠 = 0,                  𝑖𝑓 �̃�𝑘 = �̃�𝜎(1)

𝑠 = 0, 𝑖𝑓 �̃�𝑘 = �̃�𝜎(𝑛1×𝑛2)

𝑠 = 1, 𝑖𝑓 �̃�𝑘 = �̃�𝜎(1) − 1

𝑠 = 1, 𝑖𝑓 �̃�𝑘 = �̃�𝜎(𝑛1×𝑛2) + 1

           (33) 

{
𝑠 = 0, 𝑖𝑓 �̃�𝑘 = 𝑉𝐶

𝑠 = 1, 𝑖𝑓 �̃�𝑘 = 𝑉𝐶 − 1
                 (34) 

𝑃𝑘 =

{
 
 

 
 
�̃�𝜎(1),                  𝑖𝑓 �̃�𝑘 = �̃�𝜎(1)

�̃�𝜎(𝑛1×𝑛2), 𝑖𝑓 �̃�𝑘 = �̃�𝜎(𝑛1×𝑛2)

�̃�𝑘 + 1, 𝑖𝑓 �̃�𝑘 = �̃�𝜎(1) − 1

�̃�𝑘 − 1, 𝑖𝑓 �̃�𝑘 = �̃�𝜎(𝑛1×𝑛2) + 1

      (35) 

𝑃𝑘={
𝑉𝐶,                  𝑖𝑓 �̃�𝑘 = 𝑉𝐶

𝑉𝐶 + 1, 𝑖𝑓 �̃�𝑘 = 𝑉𝐶 − 1
           (36) 

步驟7: 透過浮動區塊對整張影像進行區塊

的分析並取出機密訊息及還原原始指標

像素值則可還原掩護影像 I 。 

2.5 Weng 等學者提出高效率的無失真資訊

隱藏技術之像素排序法 

Weng學者的方法是改善 Li等學者的方法，

Li 等學者利用像素排序法使像素值之差值進

行統計，使預測誤差值為 1或是-1為峰值點藏

入機密訊息，而 Weng 等學者的方法則為兩個

峰值點 1與-1進行藏入，藏入量最高可高達 Li

等學者的方法一倍之多，且影像品質平均也高

達 50dB 以上，也因此大幅提升了像素排序法

的藏入量。像素值藉由排序後可發進像素值之

間的距離，也因此 Weng 等學者設定以 1 與-1

為峰值點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 

2.5.1藏入步驟 

步驟1: H×M 的掩護影像 𝐼 = {𝑝𝑖|𝑓𝑜𝑟 𝑖 =

1,2,3,…… . . , 𝐻 × 𝑀} 
步驟2: 將掩護影像切割為𝑛1 × 𝑛2個區塊

𝐵𝑖 = {𝑝𝑖| 𝑓𝑜𝑟 𝑖 = 1,2,3,…… . . , 𝑛1 × 𝑛2} 
步驟1: 每個區塊進行像素大小的排序𝐵′𝑖 =

(𝑝𝜎(1), 𝑝𝜎(2), 𝑝𝜎(3)… , 𝑝𝜎(𝑛1×𝑛2)) 其 中

𝑝𝜎(1) ≤ 𝑝𝜎(2) ≤ 𝑝𝜎(3) ≤ …..≤ 𝑝𝜎(𝑛1×𝑛2)。 

步驟3: 在排序過後的像素值取出最大值

𝑝𝜎(𝑛1×𝑛2)與次大值𝑝𝜎(𝑛1×𝑛2−1)以及最小值

𝑝𝜎(1)和次小值𝑝𝜎(2)。 

步驟4: 利用最大像素值減去次大像素值得

到預測誤差值𝑑𝑚𝑎𝑥；最小像素值減去次小

像素值得到預測誤差值𝑑𝑚𝑖𝑛。 

步驟5: 選取預測誤差值𝑑𝑚𝑎𝑥和𝑑𝑚𝑖𝑛為 1 以

及-1 為鋒值點𝑝𝑘進行位移或是藏入機密

訊息𝑆的藏入依據公式(37)與公式(38)。 

�̃�𝑚𝑎𝑥 = {

𝑑𝑚𝑎𝑥 ,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0
𝑑𝑚𝑎𝑥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𝑑𝑚𝑎𝑥 + 1 ,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37) 

�̃�𝑚𝑖𝑛 = {

𝑑𝑚𝑖𝑛,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0
𝑑𝑚𝑖𝑛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1
𝑑𝑚𝑖𝑛 − 1,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1

        (38) 

步驟6: 將更改過後的預測誤差值改變最大

像素質𝑝𝜎(𝑛×𝑛)以及最小像素質𝑝𝜎(1)，依

據公式(39)。 

{

�̃�𝜎(𝑛×𝑛) = 𝑝𝜎(𝑛1×𝑛2−1) + �̃�𝑚𝑎𝑥                     

�̃�𝜎(1) = 𝑝𝜎(2) + �̃�𝑚𝑖𝑛
�̃�𝜎(𝑖) = 𝑝𝜎(𝑖)  𝑓𝑜𝑟 𝑖 = 2,3,4,… , 𝑛1 × 𝑛2 − 1

  

(39) 

步驟7: 更改過後的像素值依原始的位置排

序成原始像素的位置，便形成偽裝影像。 

2.5.2 取出機密訊息及還原掩護影像 

步驟1: H×M 的掩護影像𝐼′ = {�̃�𝑖|𝑓𝑜𝑟 𝑖 =

1,2,3,…… . . , 𝐻 × 𝑀} 
步驟2: 將掩護影像切割為𝑛1 × 𝑛2個區塊

𝐵′𝑖 = {�̃�𝑖|𝑓𝑜𝑟 𝑖 = 1,2,3,…… . . , 𝑛1 × 𝑛2} 
步驟3: 每個區塊進行像素大小的排序𝐵′′𝑖 =

(�̃�𝜎(1), �̃�𝜎(2), �̃�𝜎(3)… , �̃�𝜎(𝑛1×𝑛2))其中

�̃�𝜎(1) ≤ �̃�𝜎(2) ≤ �̃�𝜎(3) ≤ …..≤ �̃�𝜎(𝑛1×𝑛2)。 

步驟4: 在排序過後的像素值取出最大值

�̃�𝜎(𝑛1×𝑛2)與次大值�̃�𝜎(𝑛1×𝑛2−1)以及最小

值�̃�𝜎(1)和次小值�̃�𝜎(2)。 

步驟5: 利用最大像素值減去次大像素值得

到預測誤差值�̃�𝑚𝑎𝑥；最小像素值減去次

小像素值得到預測誤差值�̃�𝑚𝑖𝑛。為了得

取原始預測誤差值，藉由公式還原並取

出機密訊息，如公式(40)與公式(41)。 

{
 
 

 
  𝑠 = 0,                  𝑖𝑓   �̃�𝑚𝑎𝑥 = 1

𝑠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2

𝑠 = 0,               𝑖𝑓   �̃�𝑚𝑖𝑛 = −1

𝑠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2

         (40) 

{
 
 

 
  𝑑𝑚𝑎𝑥,                      𝑖𝑓  �̃�𝑚𝑎𝑥 = 1

𝑑𝑚𝑎𝑥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2

𝑑𝑚𝑖𝑛,                   𝑖𝑓   �̃�𝑚𝑖𝑛 = −1

𝑑𝑚𝑖𝑛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2

         (41) 

步驟6: 取得原始預測誤差值𝑑𝑖，藉由𝑑𝑖還

原最大像素值�̃�𝜎(𝑛×𝑛)以及最小像素值

�̃�𝜎(1)詳見公式(42)。 

{
 

 
𝑝𝜎(𝑛1×𝑛2) = �̃�𝜎(𝑛1×𝑛2−1) + 𝑑𝑚𝑎𝑥                      

𝑝𝜎(1) = �̃�𝜎(2) + 𝑑𝑚𝑖𝑛              

𝑝𝜎(𝑖) = �̃�𝜎(𝑖)  𝑓𝑜𝑟 𝑖 = 2,3,4,… , 𝑛1 × 𝑛2 − 1
 

(42) 

步驟7: 依據像素值原始位置，還原其掩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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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 I。 

2.6 Wang 等學者提出的像素排序法 

Wang等學者沿用 Peng等學者的方法，以

1 與 0 為峰值點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此方法

利用四分法進行影像的切割。將區塊像素進行

分析，依據該區塊的性質辦別機密訊息的藏入

與否，此方法依然使用像素排序的方式將機密

訊息藏入，但有別於前幾位學者，利用兩個門

檻值更細部分析區塊的平滑程度，若該區塊為

平滑影像則可再切已四分法將區塊切割，使區

塊可藏入更多機密訊息且在整張影像上產生

較小的失真，增加藏入量以及提高影像品質。 

2.6.1藏入步驟 

步驟1: H×M 的掩護影像𝐼 = {𝑝𝑖|𝑓𝑜𝑟 𝑖 =

1,2,3,…… . . , 𝐻 × 𝑀} 
步驟2: 將掩護影像切割為𝑛 × 𝑛個不重疊的

區塊𝐵𝑖 = {𝑝𝑖| 𝑓𝑜𝑟 𝑖 = 1,2,3,…… . . , 𝑛1 ×

𝑛2}。 

步驟3: 若區塊B具有可能意味的像素值 0

或是 255，則此區塊不藏入機密訊息並且

利用位置地圖記錄LM(𝑖) = 1；其他區塊B

利用門檻值𝑇1和𝑇2判斷其餘區塊是否可

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 

步驟4: 若每一個區塊內的最大像素值

𝑝𝜎(𝑛1×𝑛2)；一樣在每一個區塊內的最小

像素值𝑝𝜎(1)，將兩者相減得到𝑁𝐿。 

步驟5: 利用𝑁𝐿判斷是否在門檻值𝑇1和𝑇2範

圍內，若在範圍內則為一般區塊(Normal 

Block)，區塊𝐵𝑖則可藏入最多 1位元的機

密訊息，若小於𝑇1則為平滑區塊(Flat 

Block)，則區塊最多可藏置 4位元的機密

訊息且最小區塊至少含有四個像素值，

若大於𝑇2則為複雜區塊，並不進行機密

訊息的藏入，詳見公式(43)。 

{

𝑅𝑜𝑢𝑔ℎ 𝐵𝑙𝑜𝑐𝑘, 𝑖𝑓 𝑁𝐿 > 𝑇1
𝑁𝑜𝑟𝑚𝑎𝑙 𝐵𝑙𝑜𝑐𝑘, 𝑖𝑓 𝑇2 < 𝑁𝐿 ≤ 𝑇1
𝐹𝑙𝑎𝑡 𝐵𝑙𝑜𝑐𝑘, 𝑖𝑓 𝑁𝐿 ≤ 𝑇2

 

(43)  

步驟 5.1:若區塊為一般區塊(Normal 

Block)或是平滑區塊(Flat Block)則可

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或是預測誤差

值的位移。 

步驟 5.3:取出區塊中最大值𝑝𝜎(𝑛1×𝑛2)與次

大值𝑝𝜎(𝑛1×𝑛2−1)以及最小值𝑝𝜎(1)和

次小值𝑝𝜎(2)依據像素值順序小的減

去排序大的得到的預測誤差值分別

為 𝑑𝑚𝑎𝑥以及 𝑑𝑚𝑖𝑛。 

步驟 5.4: 以 1與 0為峰值點藏入機密訊

息，並更改最小像素值以及最大像

素質，依據公式(44)以及(45)。 

�̃�𝜎(1) =

{
 
 

 
 𝑝𝜎(1)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0 

𝑝𝜎(1) − 1,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1

𝑝𝜎(1)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0

𝑝𝜎(1) − 1,         𝑖𝑓 𝑑𝑚𝑖𝑛 < 0

     (44) 

�̃�(𝑛1×𝑛2) =

{
 
 

 
 𝑝𝜎(𝑛1×𝑛2)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𝑝𝜎(𝑛1×𝑛2) + 1,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1

𝑝𝜎(𝑛1×𝑛2) + 𝑠,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0

𝑝𝜎(𝑛1×𝑛2) + 1,         𝑖𝑓 𝑑𝑚𝑎𝑥 < 0

 

 (45) 

步驟6: 利用最小位元取代法(LSB)從最後一

個像素值往前藏入16 + 2⌈𝑙𝑜𝑔216𝑁⌉ +

𝑙𝑐𝑙𝑚個像素值，其額外訊息包含以下: 

 門檻值𝑇1與𝑇2 總共 16bits 

 藏入的結束位置，總共⌈𝑙𝑜𝑔216𝑁⌉ 

bits 

 位置地圖的訊息長度，總共
⌈𝑙𝑜𝑔216𝑁⌉ bits 

 利用算術編碼壓縮過後的位置地

圖，總共𝑙𝑐𝑙𝑚 bits 

步驟7: 將更改過後的像素值依據原始像素

位置還原則可得到偽裝影像𝐼′。 

2.6.2取出機密訊息及還原掩護影像 

步驟1: (額外訊息的取出)由最後一個像素

值至第16 + 2⌈𝑙𝑜𝑔216𝑁⌉ + 𝑙𝑐𝑙𝑚個像素值

進行額外訊息的提取，並解壓縮位置地圖。 

步驟2: H×M 的偽裝影像 𝐼′ = {�̃�𝑖|𝑓𝑜𝑟 𝑖 =

1,2,3,…… . . , 𝐻 × 𝑀}。 

步驟3: 將偽裝影像切割為𝑛1 × 𝑛2個不重疊

的區塊𝐵𝑖 = {�̃�𝑖|𝑓𝑜𝑟 𝑖 = 1,2,3,…… . . , 𝑛1 ×

𝑛2}。 

步驟4: 透過位置地圖得知不藏入機密訊息

以及未更動的區塊則不進行動作，其他區

塊B利用門檻值𝑇1和𝑇2判斷其餘區塊是否

可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 

步驟5: 若每一個B區塊內的像素值進行比

較，取出最大像素值大值𝑝𝜎(𝑛1×𝑛2)；一樣

在每一個區塊內的最小像素值𝑝𝜎(1)，將兩

者相減得到𝑁𝐿。 

步驟6: 若𝑁𝐿在門檻值𝑇1和𝑇2範圍內，則為

一般區塊，區塊則可藏入最多 1位元的機

密訊息，若小於𝑇1則為平滑區塊，則區塊

最多可藏置 4位元的機密訊息，若大於𝑇2
則為複雜區塊，並不沒有機密訊息的藏入。 

步驟 6.1: 將區塊內的像素值進行大小排

序如將區塊內的像素值進行大小排序

𝐵𝑖 = (�̃�𝜎(1), �̃�𝜎(2), �̃�𝜎(3)… , �̃�𝜎(𝑛1×𝑛2))其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018



中�̃�𝜎(1) ≤ �̃�𝜎(2) ≤ �̃�𝜎(3) ≤ ...≤ �̃�𝜎(𝑛1×𝑛2)  

步驟 6.2: 每個區塊中取出最大值

�̃�𝜎(𝑛1×𝑛2)與次大值�̃�𝜎(𝑛1×𝑛2−1)以及最小

值�̃�𝜎(1)和次小像素值�̃�𝜎(2)依據像素值順

序小的減去排序大的得到的預測誤差值

分別為 �̃�𝑚𝑎𝑥以及 �̃�𝑚𝑖𝑛。 

步驟 6.3: 已知 1 與 0 為峰值點，所以可

取出機密訊息藉由公式(46)以及公式(47)，

並還原最小像素值以及最大像素值，依據

公式(48)以及公式(49)。 

{
𝑠 = 0,                           𝑖𝑓 �̃�𝑚𝑎𝑥 =  𝑝𝑘 

𝑠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𝑝𝑘 + 1 𝑜𝑟 𝑝𝑘 − 1
        (46) 

{
𝑠 = 0,                           𝑖𝑓 �̃�𝑚𝑖𝑛 =  𝑝𝑘

𝑠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𝑝𝑘 + 1 𝑜𝑟 𝑝𝑘 − 1
        (47) 

 𝑝𝜎(1) = �̃�𝜎(2) + |𝑑𝑚𝑖𝑛| = {

 
�̃�𝜎(1)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0

�̃�𝜎(1) − 1, 𝑖𝑓 �̃�𝑚𝑖𝑛 > 1
             

(48) 

𝑝𝜎(𝑛×𝑛) = �̃�𝜎(𝑛×𝑛−1) + |𝑑𝑚𝑎𝑥| =

{
�̃�𝜎(𝑛×𝑛)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0 

�̃�𝜎(𝑛×𝑛) − 1, 𝑖𝑓 �̃�𝑚𝑎𝑥 > 1 
           

(49) 

步驟8: 將有藏入機密訊息以及位移的區

塊透過步驟 4 至步驟 6 後取出機密訊

息以及還原掩護影像 I。 

3. 各方法範例以及比較 

PVO皆是藉由排序後的最大像素值以及最

小像素值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或是位移，因此

以同一張掩護影像如圖 1 進行六種不同基於

PVO 的資訊隱藏方法進行比較。 

55 57 56 58

62 59 60 61

63 65 62 62

64 63 59 58
 

圖 1 掩護影像 

3.1 PVO 方法 

將影像以 1×4 的大小為一個區塊，將區塊

內的像素值進行排序後，以𝐵1區塊為例，此區

塊之像素值為 55、57、56、58，其餘區塊也此

類推，將每一個區塊中提出最大像素值與次大

像素值，利用最大像素值減去次大像素值，並

得到預測誤差值𝑑𝑚𝑎𝑥，如第一個區塊所示，其

𝑑𝑚𝑎𝑥 =1 等於峰值點 1 所以可藏入機密訊息

𝑠1=1 如公式(3)，則�̃�𝑚𝑎𝑥 =2，將藏入機密訊息

的預測誤差值加上次大像素值則可形成新的

最大像素值 58。將區塊依據上述之方法將機密

訊息 S=011 藏入於預測誤差值為 1 的最大像

素值中，當所有機密訊息藏入完畢後，再藉由

原始像素值的位置還原則可形成偽裝影像𝐼’如

圖 2，紅色的像素值為可藏入機密訊息或是可

進行位移的像素值。 

55 57 56 58

63 59 60 61

63 66 62 62

65 63 59 58
 

圖 2 PVO方法之偽裝影像 

3.2 IPVO 方法 

假設圖一為掩護影像進行 1×4 的大小為

一最大像素值 58以及次小像素值 57以及最小

像素值 55 和次小像素值 57，依據影像在並未

排序前以 zig-zeg方式掃瞄，以先掃描到的像素

值減去後掃描到的像素值，所以區塊𝐵1的

𝑑𝑚𝑎𝑥 =-1 以及𝑑𝑚𝑖𝑛 =-1，依據公式(13)以及公

式(14)則𝑑𝑚𝑎𝑥 =-1 需要進行位移所以�̃�𝑚𝑎𝑥 =-

2 而𝑑𝑚𝑖𝑛也是則𝑑𝑚𝑖𝑛 =-2，所以其最大像素值

為 59 最小像素值為 54。以 IPVO 方法則以預

測誤差值 1 與 0 為峰值點進行機密訊息藏入，

其機密訊息 S=0110 將每個區塊中的預測誤差

值進行判斷進行藏入以及位移，則偽裝影像為

圖 3。 

54 57 56 59

62 58 60 61

63 66 61 62

64 63 59 57
 

圖 3 IPV 偽裝影像 

3.3 PVO-K方法 

以圖 1為掩護影像，並將影像切割為 1×4

的大小的區塊，將區塊中的像素值進行排序，

以區塊𝐵3區塊為例，其像素值為 63、65、62、

62，其最大像素值的預測誤差值為其𝑑𝑚𝑎𝑥 =2、

最小像素值的預測誤差值為𝑑𝑚𝑖𝑛 =-1，當預測

誤差值為 1、-1則可藏入機密訊息依據 PVO-K

中的不同 case 進行判斷，因此區塊中具有兩個

相等的最小像素值且最大像素值只有 1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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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塊為 case2 依據公式(24)將預測誤差值

𝑑𝑚𝑖𝑛 =-1藏入機密訊息𝑠5=1如 case2公式(24)；

𝑑𝑚𝑎𝑥 =2 則不進行動作。將所以機密訊息

S=110010藏入於影像當中偽裝像影像如圖 4。 

54 57 56 59

62 59 60 61

63 65 63 63

65 63 59 58
 

圖 4 PVO-K 偽裝影像 

3.4 PPVO 方法 

將掩護影像以 2× 2為一個浮動式區塊，此

區塊將以可重疊的方式移動一個像素值並掃

描圖 1 之掩護影像。以𝐵1區塊為例，其區塊內

的像素值為 55、57、62、58，並以第一個掃描

的像素值為指標像素值 55，除了指標像素值以

外以的像素值之最大像素值為 58 最小為 57，

因指標像素值小於最小像素值 57，所以指標像

素值進行位移如公式(29)，則指標像素值更改

為 54。若指標像素值等於最大像素值或是最小

像素值則可藏入機密訊息 S=10，將所有區塊

進行分析其偽裝影像為圖 5。 

55 57 55 58

62 58 59 61

64 66 63 62

64 63 59 58
 

圖 5 PPVO 偽裝像素值 

3.5 Weng 等學者提出的方法 

以圖 1作為掩護影像，將影像切割為 1×4

的大小為一個區塊。以區塊𝐵1區塊為例，其像

素值具有 55、57、56、58，取出最大像素值 58

以及次大像素值 57 其預測誤差值𝑑𝑚𝑎𝑥 = 1而

最小像素值的預測誤差值為𝑑𝑚𝑖𝑛 = −1，因此

方法以 1與-1 為峰值點，所以此區塊可藏入兩

個機密訊息𝑠1=0、𝑠2=0，因此預測誤差值更改

為�̃�𝑚𝑎𝑥 = 2以及�̃�𝑚𝑖𝑛 = −2，並對最大像素值

以及最小像素值進行更改，則可得到最大像素

值 59 以及最小像素值 54 如公式(37)(38)(39)。

將所有區塊中的預測誤差值進行藏入機密訊

息 S=001101 或是位移則可則可完成偽裝像素

值，再藉由像素值之原使位置進行還原則可得

到偽裝影像如圖 6。 

54 57 56 59

64 57 60 61

63 68 62 62

66 63 59 57
 

圖 6 Weng等學者的方法之偽裝影像 

3.6 Wang 等學者提出的方法 

將掩護影像如圖 1，切割為 1×4 的大小進

行分析，假設門檻值𝑇1 = 4、𝑇2 = 2，以𝐵1區塊

為例，將區塊中的最大像素值 58 減去最小像

素值 55得到 NL=3，則 NL 介於門檻值𝑇1與𝑇2
之間，所以此區塊為一般區塊，可藏入機密訊

息，Wang 等學者提出的方法在藏入的方式與

IPVO相同，以 zig-zeg方式掃瞄，以先掃描到

的像素值減去後掃描到的像素值所以得到

𝑑𝑚𝑎𝑥 =-1、𝑑𝑚𝑖𝑛 =-1，並以 1與 0為峰值點藏

入機密訊息 S=10，所以𝐵1區塊進行位移，則預

測誤差值為�̃�𝑚𝑎𝑥 =-2、�̃�𝑚𝑖𝑛 =-2，且最大像素

值更改為 59 最小像素值為 54 如公式(44)與公

式(45)。將所有區塊進行分析進行藏入或是位

移的動作則可得到偽裝像素值，再依據具像素

值之原始位置還原，則可得到掩護影像如圖 7。 

54 57 56 59

63 58 60 61

63 66 62 62

64 63 59 58
 

圖 7 Wang等學者之偽裝影像 

3.7 各方法比較 

此小節將六個以 PVO 方法為基礎的可逆

式資訊隱藏方法進行比較，以藏入的方式、峰

值點、以 4×4的影像最多可藏之機密訊息(bits)

以及區塊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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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1 的藏入方式可以看出基於 PVO 方法的

藏入方多數以預測誤差值為峰值點進行機密

訊息的藏入，為 PPVO的方式以最大像素值以

及最小像素值為基準，若指標像素值等於最大

像素值或是最小像素值則可藏入機密訊息。因

多數的像素排序法皆是使用峰值點藏入機密

訊息，但峰值點設定在不同方法上有不同的差

異，以 1與-1為峰值點的最多學者使用，以零

為峰值點的有 IPVO以及Wang等學者的方法，

Wang等學者的方法為 IPVO的改良，以區塊加

以分析並對於較為平滑的區塊試圖藏入較多

的機密訊息，而 PPVO則是以指標像素值作為

藏入點，並以區塊中的最大像素值或是最小像

素值為依據。在範例當中以 4× 4的影像作為掩

護影像，在每個方法中進行藏入得知以 PPVO

為最有可能藏入最多機密訊息的方法，其餘的

方法皆最多藏入 8個機密訊息。對於區塊的分

析可分為兩大類，一種以最大像素值與最小像

素值的預測誤差值作為分析(PPVO、Wang et 

al.)，另一種為次大素值與次小像素值的差值作

為分析(IPVO、PVO)；PVO-K 則以兩種不同的

藏入方式設定兩個門檻值，與其他方法較為不

同。 

4. 實驗結果比較 

像素排序法於 2013年到 2015年都持續的

在進步當中。像素排序法的特性為區塊中相鄰

的像素值依區塊進行排序後，拉近像素值的距

離，因此預測誤差值接近於-1、0 與 1 所以學

者們藉此將峰值點改變以及藏入機密訊息的

條件改變並使 PVO促進更好的結果。 

 

4.1藏入量在 10,000 bits 的影像品質比較 

由表格(1)比較出 2013年至 2015年像素排

序法(PVO)的藏入量以及影像品質的提升，藉

由近年來六種 PVO 方法之實驗結果的比較。

上述學者們皆使用六張512×512的灰階影像進

行實驗，且透過比較可得知像素排序法適用於

何種圖像並且如何達到最高的影像品質以及

最高的藏入量。 

在藏入量為 10000bits 下以六張影像進行

比較，整體數據可得知影像品質介於 53dB 至

63dB，影像品質遠高於人類肉眼的辨別失真度

的能力範圍之上。從每個學者的實驗中可得知

影像品質最差的則為 Baboon 的圖像，介於

53.55dB至 55.43dB，Baboon的圖像較為複雜，

因此像素間的像素值差距較大，在進行像素排

序法(PVO)的藏入方法中，以區塊間的像素值

進行大小的排序進而拉近像素值的距離使像

素的差值縮小，並得到 0、1 或是-1 為鋒值點

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所以若影像的性質較為

複雜則影像品質也會因此有所影響；反之影像

品質以 Airplane 的圖像為最高，介於 62dB 至

63.97dB，Airplane的圖像較為平滑，圖像中相

鄰的像素值較為相近，因此區塊的中的像素差

值可較小，並以 0、1 或是-1 為鋒值點進行機

密訊息的藏入，藉此更改的後的像素值與原始

像素較為相近，也得到更好的影像品質，從表

格中，發現以 Wang 等學者的 Airplane 的圖像

上得到最高的影像品質 63.97dB，影像品質最 

表(1) PVO方法比較表 

 PVO IPVO PVO-K PPVO Weng et al Wang et al 

藏入的方式 峰值點 峰值點 峰值點以

及相同個

最大或最

小像素值 

最大像素

值以及最

小像素值 

峰值點 峰值點 

峰值點 1或是-1 0與 1或

是-1 

-1與 1 最大像素

值及最小

像素值 

-1與 1 0與 1或是-

1 

以 4× 𝟒的影像

最多可藏 BITS 

8 8 8 9 8 8 

區塊分析 1個門檻值

(次大像素值

減去次小像

素值)<門檻

值 

1個門檻

值(次大像

素值減去

次小像素

值)<門檻

值 

2個門檻

值 

(分別為

PVO-1與

PVO-2) 

1個門檻

值(最小像

素值與最

大像素值

的差值) 

X 2個門檻值 

(最小像素

值與最大像

素值的差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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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為 Peng等學者的 Baboon的圖像，影像品 

質為 53.55dB。平均值中最高為 Wang 等學者

的方法，平均影像品質可得到 60.75dB；最低平

均值 Li等學者的方法平均影像品質為 58.66dB。 

 

4.2藏入量與影像品質比較 

藏入量的比較如表格(2)所示，像素排序法

(PVO)的藏入量介於 13000bits 至 69000bits 之

間，整體平均可有 33479bits的藏入量，且影像

品質集中於 51dB至 60dB之間。藏入量具有較

大的差距皆是因為圖片的具有不同的特徵以

及性值，也造就了不同的藏入量，而像素排序

法在 Qu 等學者所提出的 PPVO 中的影像

Airplane 達到最高的藏入量 69000bits，但影像

品質卻為最低，最低的藏入量在 Baboon 圖像

藏入量為 13000bits，且 PVO、IPVO、PVO-K

以及 Wang 等學者所提出的方法皆為最低。 

Airplane 圖像是一張十分平滑的圖像，平滑的

意思則為圖像上的色調較為一致，並未有過多

的複雜的線條或是明顯的深淺，且圖像的像素

值都十分相近，也因此在像素進行排序後，更

拉近像素值的距離，使差值集中在一定的範圍

內，促使更高的藏入量；Baboon 圖像是一張複

雜的影像，具有明顯的線條以及明顯的深淺，

圖像的像素值差距較大，使像素值在排序後也

很難將差值集中於一定的範圍內，使藏入量降

低許多，其證實平滑影像較適用於 PVO 的方

法並且可達到影像品質高且藏入量高的結果。

六種像素排序法中平均藏入量最高為 Weng 等

學者所提出的方法，藏入量平均可達至

3 7 7 3 0 b i t s 。 

5. 結論 

像素排序法為區塊內的像素值藉由排序

後由最大像素值的預測誤差值與最小像素值

的預測誤差值進行機密訊息的藏入，或是藉由

區塊內的像素值進行分析並將機密訊息藏入

於像素值當中。學著們藉由不同的方向使像素

排序法不斷的進步，也使像素排序法具有更多

的未來發展性。 

PVO為影像品質較高的資訊隱藏方法，在

表格(2) 2013年至 2015年之像素排序法以藏入量為 10,000bits 進行比較 

學者(年分) Li et al (PVO) Peng et al 

IPVO 

Qu et al PVO-

k 

Qu et al PPVO Weng et al 

(2014) 

Wang et al 

(2015) 

Lena 60 60.47 60.63 60.3 61.09 60.44 

Baboon 54 53.55 54.58 54.2 55.43 54.50 

Airplane 62 62.96 63.33 63.7 63.23 63.97 

Peppers 58 58.98 59.21 58.8 60.27 58.97 

Boat 58 58.27 58.17 58.4 63.78 58.39 

Babara 60 60.54 60.62 59.8 59.65 60.27 

Average 58.66 59.12 59.42 59.2 60.57 59.42 

表格(3) 2013年至 2015年之像素排序法藏入量與影像品質比較表 

學者 Li et al (PVO) 
Peng et al 

IPVO 
Qu et al PVO-k Qu et al PPVO Weng et al Wang et al 

 EC PSNR EC PSNR EC PSNR EC PSNR EC PSNR EC PSNR 

Lena 32,000 52.32 40,000 52.35 37000 52.02 46,000 50.50 40,116 52.50 38,000 52.20 

Baboon 13,000 51.75 13,000 51.80 13000 52.00 15,000 50.51 18,318 51.64 13,000 51.90 

Airplane 38,000 53.12 55,000 52.50 47000 52.24 69,000 50.50 52,640 52.80 53,000 52.00 

Peppers 28,000 52.05 30,000 52.00 31000 51.92 33,000 51.20 46,490 52.46 30,000 58.97 

Boat 24,000 52.00 26,000 51.80 26000 51.82 30,000 51.20 43,721 52.25 27,000 58.39 

Babara 27,000 52.24 33,000 52.05 29000 52.16 33,000 50.51 25,099 51.89 32,000 60.27 

Average 27,000 52.24 32,833 52.08 29000 51.98 37,666 50.73 37,730 52.25 32,166 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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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不斷的進步，其影像品質皆達到 50dB以 

上但藏入量進步的幅度較小，在未來研究中可

透過以往的學者所提出的方法加以專研，從中

改良使藏入量增加。由於像素排序法中，需依

照像素值之原始像素大小順序使像素排才具

有可逆的特性，若能藉由此特性或是跳脫此特

性的限制則可使像素排序法更為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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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資料探勘中，分類規則法為具有指標性的

規則表示方法之一。其主要研究在於可靠的資料

中找出具有意義的資訊並藉此歸納出規則，推測

未來事情發生的可能性。資料探勘領域中，目前

已有許多技術用於解決分類規則，其中，基因演

算法與先驗演算法為本論文主要參考的兩種方

法，但這兩大演算法用於關聯規則探勘尚有待加

強之處。故此，在本篇研究中將結合這兩種演算

法之特性，以基因演算法為主要架構，再藉由融

入先驗演算法提升整體探勘效率。 

 

關鍵字:基因演算法、先驗演算法、資料探勘、

規則探勘。 

 

 

1. 前言 
 

在資料探勘中，分類規則法為具有指標性的

規則表示方法之一。其主要研究在於可靠的資料

中找出具有意義的資訊並藉此歸納出規則，推測

未來事情發生的可能性。資料探勘領域中，目前

已有許多技術用於解決分類規則，其中，基因演

算法與先驗演算法為本論文主要參考的兩種方

法，但這兩大演算法用於關聯規則探勘尚有待加

強之處。故此，在本篇研究中將結合這兩種演算

法之特性，以基因演算法為主要架構，再藉由融

入先驗演算法提升整體探勘效率。 

 

在基因演算法中，染色體進行交配與突變完

成演化式計算。其演算法表現在分類規則上先對

染色體編碼表示成規則，進而透過演化式計算找

到規則解。而傳統先驗演算法，則是對條規則做

逐一的計算，能夠在不遺漏任何規則之情況下找

出規則解。若比較這兩種演算法，基因演算法能

以較高的效率找出規則解，但在規則的找尋上則

會遺失掉些許規則；反之，先驗演算法雖無規則

的遺漏問題，但所使用的計算量將遠超出基因演

算法。因此在本論文中提出結合上述兩種方法提

出一個新的架構藉此達到更加快速有效率的探

勘方法。 

 

2. 文獻探討 
 

現今的社會上在人們在做任何事情幾乎都

伴隨著資料的紀錄。從到餐廳吃飯、在百貨公司

購物、租屋或購屋等，資料的紀錄已經隨著我們

的食衣住行育樂，對如此龐大的資料如何將背後

隱藏的有用資訊從資料中挖掘出，資料探勘因此

孕育而生，其中流程以圖 1 作簡略的說明[1]。 

 

 
 

圖 1: 資料庫資料探勘流程[1]。 

 

1. 探勘資料選擇(selection):選擇資料庫中有利

於探勘的資料，建立探勘資料集。 

2. 資料預先處理(preprocessing):將探勘資料集

中的雜訊資料預先處理。 

3. 轉換(transformation):將資料做轉換，轉換為

利於探勘的資料形式。 

4. 資料探勘(data mining):從資料中提攜出有用

資訊，常用的方法如:決策樹、關聯規則、回

歸分析等。 

5. 說明與評估(interpretation/evaluation):經過資

料探勘後，評估資訊的可靠度，並以直觀的

方式呈現。 

 

在資料探勘中，關聯規則為資料探勘中常用

的一種方法，此方法將資料庫中的資料依其之間

的關係性建立關聯規則。關聯規則最早由

Agrawal, Imielinski及 Swami在 1993年所提出，

從資料中找尋各個項目之間的關係，且須符合兩

項門檻定義，定義分別為最小支持度(Minimum 

Support)與最小信賴度(Minimum Confidence)，關

聯規則的表式法則表示成 X→Y，令 I 為所有商

品項目集合 I={i1,...,im}，D 為交易資料庫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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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1,...,dm}，T 為交易資料庫中的項目集合

T={t1,...,tm}，X 與 Y 是所有商品項目集合的商

品 X⊂I,Y⊂I 且 X∩Y=∅。 

 
以關聯規則 X→Y 舉例表示支持度與信賴

度的公式如下: 

 

支持度(X ∩ Y) =
𝑋 ∩ 𝑌

𝐷
 

 

公式 1:支持度公式 

 

信賴度(X → Y) =
|X ∩ Y|

包含 X 的交易紀錄
 

 

公式 2:信賴度公式 
 

其中關聯規則以先驗演算法最具有公信力，

是由Agrawal等人所提出的一種經典的演算法[2]

用於購物籃分析，其演算法透過反覆地對頻繁資

料集合進行掃描，進而找出所有頻繁資料集合，

通常會訂定最小支持度與最小信賴度篩選出有

用的關聯規則如圖 2 所示[3]。演算法精神主要

透過頻繁資料集合內所有的資料進行組合，產生

新的頻繁資料集，並且以最小支持度與最小信賴

度驗證新的頻繁資料集，直到所有的頻繁資料集

都掃描過，但為產生大量的頻繁資料集，必須付

出龐大的系統資源。 

 

 
 

圖 2:先驗演算法挖掘所有的頻繁項目集[3]。 

 

雖然先驗演算法能以無誤差的方式找出所

有關聯規則，但消耗系統資源過多，因此 Han

等人提出 FP-growth 演算法[4]克服產生過多頻

繁資料集，FP-growth 演算法將各個項目以樹狀

結構表示 FP-tree，此方法大量的減少頻繁資料

集，且對資料庫只需兩次掃描即可以完成，解決

關聯規則資料量過大的問題目前已經有多種解

決演算法，例如:蟻群演算法、基因演算法、改

良先驗演算法等。本論文是以基因演算法結合先

驗演算法兩者特性的混合性演算法，在第三章實

驗方法會有詳細的解釋。 

 

基因演算法於 1975 年由 John H. Holland 所

提出，主要特色是模仿大自然物競天擇演化的現

象，將資料以像基因的方式編碼，編碼過後形成

數條染色體，染色體會經由交配、突變、修剪等

方式達到繁衍出較優秀的下一代，在資料探勘中，

基因演算法也已經被廣泛的應用[5] [6] [7]，提出

各種編碼與演化方式。 

 

在一般傳統關聯規則探勘上，所使用的方法

必須依賴最小支持度與最小信賴度的全域搜尋，

例如 Apriori 演算法，此類方法在規則找尋上非

常耗時，為解決此問題 ARMGA(Association 

Rules Mining with Genetic Algorithm)因此孕育而

生，ARMGA 是由 Yan 等學者所提出的方法，

ARMGA 目的在於能像一般的遺傳演算法做有

效的全域性搜尋，實現在規則探勘上，找出有效

的規則。ARMGA 架構可參考下圖 3。 

 

虛擬碼一開始給定一商品項目集 s，藉由 s

集合作為種子初始化染色體，初始化完成後 pop

作為染色體族群。以設定機率 ps 挑選染色體，

被挑選上的染色體以 c 作表示回傳 TRUE，沒被

挑選上則為 FALSE，接著設定一機率 pc 做為交

配率，對被挑選上的染色體進行交配，再來定一

突變率 pm 對染色體進行突變，最後回傳染色體

族群 pop。 

 
圖 3:先驗演算法挖掘所有的頻繁資料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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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RMGA 演算法中使用"Mushroom"資料

庫做為實驗用資料，並且與 Apriori 演算法比較

結果。Apriori 演算法的規則長度固定為 3，支持

度為 0%，信賴度為 90%，總共得到 445978 條

規則。比較 ARMGA 演算法所找到規則有等於

或以上 90%的規則與 Apriori 演算法規則相似，

若是把 Apriori 演算法支持度提高到 60%則只找

到 8 條規則。從結果上來說 ARMGA 演算法可

以是一種有效的全域性搜尋演算法。 

 

3. 實驗架構與方法 
 

本論文分別用以三種演算法實現規則探勘

進行分析與比較，Apriori 演算法、GA 演算法與

本論文提出的混合式演算法。Apriori 演算法已

於第二章做架構與流程說明，並且在第四章將結

果做比較，因此本章將節著重於基因演算法與混

合式演算法的詳細說明。 

 

 

3.1 實驗架構 

 

探討文獻發現 GA 演算法與 Apriori 演算法

結合，往往因為忌於 Apriori 演算法過多的程式

計算，因此以往結合方法只利用了 Apriori 演算

法一開始的步驟，產生頻繁資料集做為染色體編

碼的項目依據。 

 

在本篇論文中有別於過往的做法在於，在

GA演算法執行的每個步驟加上了一個短程的信

賴度計算，計算不同的項目順序組合是否能夠找

出更優秀的染色體，在此稱作短程的 Apriori。

演算法結合流程如圖 4。在結合演算法流程中，

GA 演算法部分主要參考由 Yan 等學者提出的

ARMGA 演算法，主要差別在於產生頻繁資料集

與短程 Apriori，在細節部分每個步驟同樣有些

許不同，例如適應函數的訂定、編碼的方式、交

配率與突變率的訂定等。 

 

3.2 研究方法 

 
本篇論文中，染色體編碼方式採二進制編碼，

每條染色體皆代表一條規則，每個基因代表商品

項目，根據商品項目集隨機不重複挑選基因，在

此混合演算法中則利用頻繁資料集挑選基因，可

視染色體內項目皆為 1，沒被隨機挑選的商品項

目為 0，沒被挑選上的商品項目也無法編入染色

體。染色體長度根據頻繁資料集隨機決定，信賴

度上必須要至少兩項商品項目才可計算，因此最

短規則為 2 個商品項目組成，規則最長則是依據

頻繁項目資料集總數，假設頻繁資料集和有 10

項商品項目，規則最長可能為 10，此外規則的

表示法具有因果關係，在此則需要一個變數決定

規則的先行條件，此變數是根據染色體長度亂數

決定變數大小。 

 

適應函數在此是識別染色體好壞的評估值，

以往規則的強度是以支持度與信賴度兩值做為

評價，在此染色體的適應函數主要也是以支持度

與信賴度所組成。假設有一染色體 X，在此先預

設定兩值 MinSUP 與 MinCONF 做為分母，主要

目的在於避免規則找尋時，發生支持度與信賴度

其中一值過低，導致搜尋無法全域性搜尋，因此

透過 MinSUP 與 MinCONF 設定會影響得到規則

結果。 

 

 
 

公式 3:結合式演算法適應函數 

 

 

起始

依據頻繁項目集初始化染

色體

是否達到設定迭代

染色體進行交配

進行短程Apriori

否

是

產生頻繁項目集

挑選適應值優質染色體

染色體進行突變

將沒被挑選的染色體刪
除，且初始化新染色體補

足

結束

 
 

圖 4: 結合式演算法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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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論文挑選機制有別於過往的機率式隨

機挑選，在此編碼結束後並依照適應函數大小由

大到小做排序，且設定一區間 s 挑選適應函數前

幾名不做重新編碼，排序完成後將挑選前面數個

染色體兩兩做交配，接著將剩下染色體挑選數個

做突變，其餘則重新編碼。 

 

交配機制在 ARMGA 演算法中，必須透過一

個交配率變數對選擇染色體有一定機率的進行

交配機制，在本論文方法中，交配機制首先必須

訂定一區間 c，c 值將決定排名前幾名染色體進

行交配機制，因以染色體兩兩進行交配，所以 c

值的訂定必須為雙數。在本論文採雙點交配機制，

首先判斷交配的兩個染色體長度，根據較短的染

色體訂定兩變數𝑐𝑝1與𝑐𝑝2，此雙點以不重複亂數

決定交配區間，以下圖 5 為說明。 

 

 
 

圖 4: 結合式演算法交配狀況 1 

 

若交配完後染色體具有重複基因，則刪除後

面重複基因。如圖 6。若發現交配後染色體長度

為 2，且剩下兩項相同基因，則還原成原來交配

前基因如圖 7。 

 

在本論文突變機制中，在交配後所進行的機

制，且同一迭代上突變機制與交配機制並不會發

生在同一條染色體，突變機制是利用交配後所剩

餘的染色體利用一突變機制區間 m 決定對前幾

條染色體進行突變。在此突變機制是採用兩點變

數𝑚𝑝1與𝑚𝑝2決定突變區間，此區間最大不超過

染色體長度，區間最小長度為一個基因，接著以

亂數且不重複原本基因挑選新的基因。在此機制

中若發生染色體基因為所有商品項目所組成基

因則不進行突變機制，因為無論如何挑選基因皆

會重複，以圖 7 所示。 

 

 
 

 

圖 5: 結合式演算法交配狀況 2 
 

 
 

圖 6: 結合式演算法交配狀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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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結合式演算法突變機制 

 

本篇論文中加入了兩個方法，第一個是利用

商品項目集合所產生的頻繁資料集，主要目的在

替除掉支持度低的商品項目，此方法必須先訂定

一個最小支持度，在此以 mc 為最小支持度變數，

通過最小支持度之項目組成頻繁資料集。 

第二個方法，短程的 Apriori 方法屬於本論

文所加入新方法，此方法透過變化染色體中決定

先行條件變數 k，找尋適應函數較佳染色體。在

傳統的 Apriori 演算法中，每一次的掃描需對高

頻項目集中，所有商品項目做所有不同的組合找

尋規則，在此不會對基因重新排列，且重新排列

計算適應函數將耗費相當大的計算成本，因此短

程的 Apriori 方法透過變化先行條件變數 k，期

望能夠從不變化基因的方式找尋更好的規則。首

先須訂定一區間 a 決定染色體排名前幾名進行

短程的 Apriori 方法，在此對染色體中所有變數

k 可能發生的位置做適應函數的計算，如果得到

更高的適應函數則做 k 值更新。 

假設有一染色體 C 由商品項目𝑖1、 𝑖2、 𝑖3、

𝑖4所組成，變數 k 可能發生值有三個，短程的

Apriori方法則會對每個k值狀況計算適應函數，

更新最高適應函數與相對應 k 值，如下圖 8，透

過此方法找尋適應函數最高 C3。 

 

 
 

圖 8: 短程的 Apriori 方法 

 

4.實驗結果 
 

在基因演算法中能夠以較少的耗時找到規

則，但在規則的品質上卻不如 Apriori 演算法來

的可靠，因此本論文目的在於能夠兩利相權取其

重，既能避免如 Apriori 演算法耗時，找到規則

也能比基因演算法結果可靠，提供一個適合規則

探勘的好方法。本章節將探討五個方法在同一資

料庫進行規則探勘的結果，五個方法分別為

Apriori 演算法(AP)，基因演算法(GA1)，基因演

算法加入頻繁資料集方法 (GA2)，基因演算法加

入短程的 Apriori 方法(GA3)，結合短程的 Apriori

方法、頻繁資料集方法與基因演算法(GA4)。 

本實驗所採用的資料庫是 ExtendedBakery

所提供的麵包店 5000 筆交易資料集[9]，觀察各

個演算法在每一迭代中消耗時間， GA 演算法

配合不同機制在適應函數上的表現，並且觀察調

整各個區間變數所造成的影響結果為何，實驗環

境如下表 1，實驗參數設定如下表 2 

 

表 1: 實驗環境 

 

實驗環境 

作業系統 Windows7(32bit) 

CPU Pentium(R)Dual-Core 

記憶體 4GB DDR2 

實驗程式開發環境 Devcpp 5.8.2.0 
 

表 2: 實驗參數設定 

 

演算法參數設定 

Apriori最小支持度 0.03 

Apriori最小信賴度 0.7 

GA迭代次數 1000 

染色體數 50 

Minsup 0.03 

Minconf 0.7 

選擇區間(s) 1~25 

交配區間(c) 1~20 

突變區間(m) 21~25 

短程的 apriori區間(a) 1~5 

 

Apriori 演算法在此資料庫的時間消耗為

60.93 秒(sec)如圖 9，找尋到規則有 32 條。使用

同樣資料庫在 GA 的四種不同方法，執行 20 次

平均結果如下圖 10，從圖上可以發現若加入頻

繁資料集方法，適應函數 GA4 與 GA2 上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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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較快速的爬升，若只加入短程的 Apriori(GA3)，

GA3 與 GA1 在適應函數表現上，則是從迭代 63

開始 GA3 一直優於 GA1，若同時加入頻繁資料

集方法與短程的 Apriori 在 GA4 中，則是在所有

方法中適應函數表現最好，如圖 11，整合方法

GA4 比基因驗算法 GA1 最大差距有 43.6%的適

應函數。 

 

 
 

圖 9: Apriori 演算法 

 

 
 

圖 10: GA 四種方法(a) 

 

 
 

圖 11: GA 四種方法(b) 

 

在第 500 迭代與第 1000 迭代的平均結果如

下表 3，GA1 在所有適應函數表現最差，GA4

在所有適應函數表現最佳，且在 GA4 的適應函

數比 GA1 的適應函數多了 0.083 適應函數值，

如圖 12。且 GA4 找到具有 Apriori 演算法平均

找到規則 29.3 條，透過此適應函數的設計加上

整合式的方法，可找到通過 Apriori 演算法最小

支持度與最小信賴度的規則有 91.562%。 

 

表 3: 實驗參數設定 

 
 

 
 

圖 12: GA 四種方法(c) 

從適應函數的結果可以發現，加入短程的

Apriori 在規則搜尋上的確有助於找尋更好的規

則，但在時間上的消耗勢必需要有所犧牲，如下

表 4比較可以發現，最耗時的Apriori 演算法(AP)

總共耗時 55.429(sec)，基因演算法(GA1)耗時

42.325(sec)，基因演算法加入頻繁資料集方法 

(GA2)耗時 28.883(sec)，基因演算法加入短程的

Apriori 方法(GA3)耗時 43.941(sec)，結合短程的

Apriori 方法、頻繁資料集方法與基因演算法

(GA4)耗時 30.341(sec)。 

可以發現 GA1 與 GA3 耗時比較上，GA3 只

比 GA1 多了 0.036%的耗時，若比較 GA2 與 GA4，

GA4 則多了 0.048%的耗時，在結果上發現，加

入短程的 Apriori 在耗時上的犧牲在接受範圍內，

若 GA3 與 AP 耗時比較上，GA3 省去 20%的時

第 500 迭代適應函數 

基因演算法(GA1) 2.535244 

基因演算法加入頻繁資料集方法 

(GA2) 

2.552355 

基因演算法加入短程的 Apriori 方

法(GA3) 

2.538129 

結合短程的 Apriori 方法、頻繁資料

集方法與基因演算法(GA4) 

2.584145 

第 1000 迭代適應函數 

基因演算法(GA1) 2.538809 

基因演算法加入頻繁資料集方法 

(GA2) 

2.583181 

基因演算法加入短程的 Apriori 方

法(GA3) 

2.557958 

結合短程的 Apriori 方法、頻繁資料

集方法與基因演算法(GA4) 

2.6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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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若再加上頻繁資料集方法(GA4)與 AP 耗時

比較，GA4 則可以省去 45%的時間。 

 

表 4: 實驗參數設定 

 

演算法程式執行時間 

Apriori演算法(AP) 55.429(sec) 

基因演算法(GA1) 42.325(sec) 

基因演算法加入頻繁資料集

方法 (GA2) 

28.883(sec) 

基因演算法加入短程的

Apriori方法(GA3) 

43.941(sec) 

結合短程的 Apriori方法、

頻繁資料集方法與基因演算

法(GA4) 

30.341(sec) 

 

結論 
 

本論文提出一個方法可從基因演算法的演

化過程中，做具有短程的區域搜尋，稱作短程

Apriori方法，希望藉此可以增加基因演算法在

規則探勘更加有效率，且在計算成本上是可以被

接受的，在此進行了各種方法上的比較可以發現，

加入短程 Apriori 方法在 5000 筆的交易資料集

當中，只比基因演算法多了 0.036%的耗時，且

在適應函數的表現上的確優於基因演算法。本論

文將方法結合後，在實驗結果可以發現結合式演

算法相較於傳統 Apriori演算法省去了 45%的耗

時，並且在規則找尋上 Apriori 演算法平均有

91.5%規則相似結合式演算法，在串流式的資料

當中，本論文提出的結合方法與基因演算法比較，

最大適應函數有增加了 43.6%適應函數，達到比

基因演算法更有效率且比 Apriori 演算法更省

計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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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篇論文的主要貢獻在於引入串流控制傳輸

協定(Stream Control Transmission Protocol, SCTP)

的技術來實現、改善服務遷徙效能，進一步提升行

動/車載網路之服務品質。在行動/車載網路中，當

行動客戶端漸漸遠離其初始伺服器時，連線品質與

服務品質將隨之遞減，並將與路徑上其他節點競爭

有限頻寬。本研究揭櫫服務遷徙之概念，考量系統

容量、網路延遲、網路頻寬等要素，機動地將服務

程序遷徙至與用戶端最為近接的伺服器上，藉以縮

短其間的網路加權距離，進而提升無線行動網路的

服務效能。本研究將考慮車載用戶多重無線介面的

特質，利用 SCTP 以及多路徑並行傳輸的機制，以

追求平順無縫的服務遷徙。 

 
Keywords ： SCTP 、 Service Migration 、

Multi-homing、 Multi-streaming 

 

1.前言 

 車載系統的網路應用趨勢影響著汽車產業其

設計產品的發展動向，為更接近使用者的需求，大

量的行車安全感應監控設計與娛樂裝置不斷地整

合進車內設計中，汽車的電子配備越來越多。車載

資通訊網路促使所有的車輛具備連結上網際網路

的特性，支援多樣化的服務將不斷浮現。而車輛的

高移動性(Mobility)的特性，造成交通狀態隨時變

動，如何及時的反應高變動性的資訊狀態，是一種

被重視的研究議題，故而本文提出藉由 SCTP 串流

控 制 傳 輸 協 定 ， 利 用 其 Multi-homing 與

Multi-streaming 等特性來實現、改良服務遷徙

(Service Migration)，藉以提升車載行動雲端網路之

服務品質及效能。 

 

2.文獻探討 

2.1 串 流 控 制 傳 輸 協 定  (Stream Control 

Transmission Protocol, SCTP) 

SCTP 是一種近期的網際網路傳輸層協定，

SCTP 可 視 為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與 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兩

個極端傳輸層協定間的一個平衡。SCTP 協定改善 

了 TCP 協定中的缺點，並且更有效地增進傳輸效

率，傳統網際網路架構中最常使用的 TCP 具備了

封包確認、擁塞以及重送等可靠性傳輸的優點，但

它只在發送與接收兩端點之間，建立單一傳輸路徑

並進行有序性的封包傳輸。當發生封包遺失或網路

中斷等錯誤時，封包必須等待重送機制完成重送，

或是網路重新建立連線後才會再繼續進行傳送封

包的動作。SCTP 協定繼承了 TCP 協定中的封包確

認、擁塞以及重送等最重要的可靠性機制，而 SCTP 

協定中還採用非有序傳輸的多路徑資料傳輸方

式，因此使用 STCP 協定可以改善 TCP/IP 協定中

當發生封包遺失或網路斷線時所造成不可預期的

等待時間。此外 SCTP 亦具備了諸多強化功能，諸

如多資料流傳輸、多種傳輸協定、區塊綁定傳輸模

式、多宿、防止服務阻斷攻擊、路徑管理、選擇性

確認等。考量車載行動網路的多重無線介面特性，

以及 SCTP的多路徑傳輸、多宿功能，本論文在交

遞/遷徙之際先行啟動新接取網路的傳輸路徑，容

許交遞/遷徙期間的多路徑並行傳輸，矣交遞/遷徙

完成之後再行結束舊接取網路的傳輸路徑，此行此

一作法可望大幅提升交遞/遷徙的效率與平順性。   

 SCTP 通訊協定之多路徑傳輸可以有效解決

TCP單一傳輸路徑會出現 HoL Blocking 延遲的問

題，過去部分學者包括 Grinnem [1]與 Meixner [2]

等人的研究中都有這方面的探討。而 Meixner 等

的專家學者則實際比較了串流數目與封包遺失發

生時，兩者之間所產生的時間延遲關係，經過觀察

後，從實驗結果相比得知，透過多路徑傳輸確實能

減少封包遺失的情況，故使用多路徑傳輸實能改善

因 HoL Blocking 所產生的時間延遲。 

 由 Huang [3]學者所提出的 SCTPGATE 之 

SCTP Proxy 方法，作者的目的是為了達到代理 

TCP 與 SCTP 通訊協定資料交換，那他所使用的做

法是將 SCTP 通訊協定先加入 SOCKS v4 [4]，如

此一來 SOCKS 應用程式就可同時支援 TCP 與 

SCTP 通訊協定，也就是說可以代理並負責 TCP 與 

SCTP 通訊協定間的資料傳輸工作。作者所提出之 

SCTPGATE 運作模式，SOCKS 會接收經過 SCTPGATE 

由 SCTP client 之網路應用程式所傳輸的資料，

並以 TCP 協定代理進行資料轉送予 remote TCP 

server，以達成 TCP 與 SCTP 通訊協定間之相互

通訊。 

 

2.2無線行動網路的行動支援 (Mobility Support 

in Mobile Wireless Networks) 

交遞可能會發生在不同的存取技術間，也可

能運作在不同的網路層級。基於其透通於上層的特 

性，網路層(Network-layer)的交遞機制獲得特別

多的青睞。行動支援協定 Mobile IP v4 (MIPv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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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世，反映了使用者對於行動性支援的渴求。網

際網路最初的設計是針對固定的網路環境，為了支

援行動性，MIPv4明確劃分本地位址和轉交位址。

前者是固定指派的主機位址，用於識別用途，而後

者則是動態由外地網域取得，用於封包遞送時的路

由選擇。當一個行動節點進入一個外地網域，歷經

認證、位址產生、重複位置檢測等程序，將獲得一

個臨時性的轉交位址。行動節點將轉交位址回報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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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代理器將解開封包並轉發

到行動節點。透過行動 IP 的轉交通道(Tunneling)

技術，對等節點(Peer Node)便能夠在不知行動節

點此刻實際位置的情況下，透過本地代理器與行動

節點取得聯繫。下一世代的行動 IP 協定 – 

Mobile IPv6 (MIPv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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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由器(Access Router)中。此外，MIPv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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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諸多改善方案均

致力於追求快速、無縫的交遞，例如 FMIPv6 [7]

和階層式行動 IPv6 [8]，其探討的主要情境在於

單一無線介面。然而車載無線行動雲端網路中，車

載節點均配有一個以上的無線介面，我們認為這是

一個值得善加利用的特質，本論文將採行的機制擬

同時啟用多重無線介面，搭配 SCTP的多重路徑傳

輸特性，可望再次降低交遞過程的服務暫停時間，

甚至達到真正平順無縫的交遞。 

 

2.3 車載隨意網路(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VANET) 

 隨著行動通訊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們可

以藉由各種設備，隨時隨地的連結到網路上，車輛

搭載無線網路存取設備為其重要發展方向之一。車

載行動網路為一種以移動車輛為平台，利用無線網

路互相連結所形成的動態連結網路。車載隨意網路

(Vehicular Ad Hoc Network, VANET)可視為行動

隨意網路 (Mobile Ad Hoc Network, MANET) 的延

伸，以車輛為其網路節點。VANET 比 MANET 網路

具有節點移動更快且移動方向較規則等特性。車載

行動網路研究發展的方向主要以行車緊急事件通

報、路況感知導航、行車自動收費系統、門禁系統、

智慧停車等等。車載網路目前採用專用的短程無線

網路的通訊協定是 DSRC (Dedicated Short Range 

Communications)，用路人可以透過車載單元

(On-Board Unit, OBU)及路側台(Road-Side Unit, 

RSU)，取得及時的行車安全資訊。在 DRSC 協定

中，可分為非 IP 協定的應用，主要負責傳輸行車

安全的相關資訊，如車輛與路側單元之間的通訊 

(Vehicle-to-Road Side Unit, V2R)、車輛與車輛

之間的通訊 (Vehicle-to-Vehicle, V2V)等。另一

類是提供 IP 的協定，負責傳輸與行車安全非相關

的資訊，如車上影 音娛樂商家資訊等。DSRC 協定

具備高移動性、較低的傳輸延遲、相當程度的安全

性、通訊連線快速建立等特性，因此符合本論文之

行車安全資訊遞送的要求。因為車載節點具有高度

的移動性，在車輛行進的過程中，將會不斷面臨不

同網路接取技術間的交遞，因而網路拓樸變動非常

迅速，無線網路鏈結相對不穩定。為了提高獲取行

動網路資料的即時性與穩定性，我們將藉由改良式

交遞及服務遷徒來提升車載行動雲端網路之服務

效能。我們可以根據網路的訊務量與訊務內涵來選

擇最佳的接取網路，且以傳輸層 SCTP 協定搭配多

重無線介面達成平順無縫的交遞。   

 

2.4服務遷徙 

在大範圍的內容分送系統中，為了服務分散

各地的客戶群，必須在不同的區域廣泛佈建同質性

的 伺服器。在此“同質性”乃指所有的伺服器擁

有相同的平臺，無論是真實的機器或虛擬機器，其

上所提 供的服務項目與內容均相同。當一個新客

戶端提出服務要求時，其初始連線將自動指向最近

的伺服 器。然而車載網路中，車載客戶端先天具

有高度移動性，當車載節點漸漸遠離最初伺服器

時，網路加 權距離隨之增加，網路延遲網路變長、

可用頻寬變少，致使網路服務品質隨之惡化，如圖

一(a)、(b) 所示。除此之外，路徑變長之後的服

務連線，對路徑上的路由器而言亦是一種額外的訊

務負載。倘若 我們能讓伺服器伴隨車載客戶端移

動而移動，前述難題將迎刃而解，雖遷移實體伺服

器在現實中並不 可行，但這樣的想法激發了我們

服務遷徙的概念。在先前的研究中，我們成功地結

合輕量級程序遷徙  (Light-weighted Process 

Migration) 與 連 線 遷 徙  (Connection 

Migration)，為單一無線介面的行動網路環 境設

計、實作出服務遷徙機制[9]。如圖一(c)所示，一

旦網路拓墣隨著客戶端移動而改變，系統將啟動服

務遷徙機制，將進行中的服務程式從舊的伺服器遷

徙至一個新的近接伺服器，使客戶端與伺服器間儘

可能保有最短的網路加權距離，讓進行中的服務能

夠持續保有較佳的網路服務品質。此舉不僅個別的

連線可以享有更優質的網路服務品質，此舉亦有利

整體網路環境。本研究將延續先前研究成果，考量

本計畫網路環境中多重接取網路之特性，跨層級結

合傳輸程 SCTP 多重路徑傳輸之功能，藉以實 現

改良式交遞機制，可望再次提升交遞機制的平順性

與效能。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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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方法 

因應車載節點移動所衍生的網路拓墣改變，服

務遷徙的任務在於將進行中的服務從原先的伺服

器遷徙至新的近接伺服器，使車載節點在遊走之

際，仍能享有高品質的內容遞送服務，或接收因地

制宜的路況服務。 

為達此一目標，我們設計了圖二所示的服務遷

徙架構。在圖二的網路服務架構藍圖中，有三個主 

要的功能模組，分別為近接管理模組 (Proximity 

Management Module, PMM) 、遷徙決 策模組

(Migration Decision Module, MDM)以及服務遷徙

模組(Service Migration Module, SMM)。此三者彼

此密切合作，共同配合實現所揭櫫的目標。每個功

能模組各司其職，如圖一所描述。近接模組負責偵

測可能的拓墣變化，以及近接伺服器的找尋。遷徙

決策模組負責監測、收集關於服務品質的重要參

數，並利用他們來 做出服務遷徙的決策。第三個

模組，服務遷徙模組的目的在於執行實際的程序及

連線遷徙。 

 
圖二 

3.1SCTP 服務遷徙機制： 

當一個車載節點遊走於不同網域之際，其近接

管理模組(PMM)將持續監控近接性的變化(這裡所

謂的“近接伺服器”是指到用戶間有著最短網路

加權距離的伺服器。)，PMM 可以根據行動 IP 層

的回報或主動觀察封包往返時間、路由跳接數

(Hop Count)的變化據以判斷。行動節點的移動或

網路拓墣的變化均可能導致近接性改變，一旦偵測

出近接性的變化，PMM 即著手尋找新的近接伺服

器。隨後行動節點的遷徙決策模組(MDM)將和

新、舊伺服器的 MDM 溝通，蒐集遷徙決策所需

的資訊。MDM 根據這些蒐集到的資訊，加上本

身對訊務類型及連線品質的理解，做出遷徙與否的

判斷。一但判定服務遷徙有助於服務品質的增進，

則由服務遷徙模組(SMM)執行真正的服務遷徙動

作，而其服務遷徙控制流程如圖三：

 
圖三 

相較於 UDP 與 TCP，SCTP 是較為近期新

發展的傳輸層協定，本論文將善用其多宿 

(Multi-homing)、多重路徑傳輸等特性，尋求服務

遷徙實作的另一新選項。其運作概念如圖四所示，

服務遷徙前由舊伺服器透過舊路徑遞送資料；服務

遷徙之初新伺服器建立新路徑遞送資料、服務遷徙

期間新、舊伺服器同時透過其路徑遞送資料；矣服

務遷徙完成後，舊伺服器結束其舊路徑的資料遞

送。藉由遷徙期間新、舊路徑並行遞送資料，將可

輕易達成平順無縫的服務遷徙 

 
圖四 

 

3.2 目前 Linux 平台 SCTP API 可分為兩種： 

 3.2.1LKSCTP： 

將 SCTP 協定實作於作業系統之 kernel 

space，應用層之網路程式使用 socketAPI 或

ULP(upper layer protocol)以使用 SCTP 協定進

行傳輸，lksctp 運作於 linux 作業系統之 kernel 

space(如圖五) 

圖五 

 

3.2.2SCTPLIB： 

SCTPLIB 在作業系統中是屬於 user space 的設

計(如圖六)，利用 raw socket 運作 SCTP 協定，

以服務應用層網路程式。SCTPLIB 為了能夠

達到於系統內部服務多個應用層網路程式，透

過 UDP 協定與 SCTP daemon 協同運作，SCTP 

daemon 是負責同步排程工作以及與底層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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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務。 

 
圖六 

3.2.3 小結 

以作業系統層面比較 LKSCTP 與 SCTPLIB

在  SCTPAPI 實作上，因 SCTPLIB 位於 user 

space，因此在 kernel space 與 user space 間需要額

外支付出資料複製的成本，因此預期 LKSCTP 效

能會較 SCTPLIB 佳。 

3.3SCTP socket style interface 的選擇 

 3.3.1 一對一串接口(one- to- one stytle Interface) 

 SCTP 的一對一方式類似於連接導向性協定

TCP，只是打開的 socket 是 SCTP socket。這樣的

介面型態僅能控制 SCTP socket 中的一個關聯

(associate)。為何要定義一對一介面，其目的是允

許建立於其他連接導向性協定的所有應用程序能

不費吹灰之力的間接去使用 SCTP 協定，好處是開

發者能在相似的語義下使用 SCTP。另一點要注意

的是 SCTP 不提供 TCP 那樣的半關閉，在呼叫

shoutdown()後就會關閉 SCTP 關聯，這是與 TCP

不太一樣的地方。 

 3.3.2 一對多串接口(one- to- many stytle Interface) 

 這一套語義類似於非連接導向性協定，如

UDP。而 one- to- many stytle 可以控制多個 SCTP

關聯與 UDP socket 相似，它可以與許多端點溝

通。每個關聯都會分配到一個 ID，用來區分他們

的不同。這邊要注意的的是 SCTP 屬於連接導向特

性和它並不支援廣播或多點傳輸。 

3.3.3 小結 

表一 

本篇論文須週期性探測多個伺服器，從中擇

優的去服務客端給予穩定的傳輸，故選擇一對多

socket style 會是較佳的選擇。透過整理好的表一可

得知兩不同介面所使用函式的差異。 

 

3.4 串流技術介紹 

 傳統播放影片的方式是從伺服器端將影片複

製到客戶端，再使用支援該編碼撥放軟體進行播

放，因此在影音檔案較為龐大的情況下，需花費大

量時間等待下載完成才得以觀賞影片內容。串流技

術則是將影片重新壓縮與編碼，並將多媒體檔案切

割成數個片段內容，再由串流媒體透過網路作為傳

輸媒介，以快速穩定的方式將檔案傳送至用戶端，

用戶端不必等待所有資料下載完畢即可觀賞影片

內容，檔案的片段資料是直接由緩衝記憶讀取撥放

後丟棄，如此可以大量節省客戶端磁碟儲存空間以

及下載所需的等待時間，因此串流服務是現行被大

量運用在線上教學、視訊會議、隨選視訊、即時線

上轉播等各種多媒體應用上的一種技術 

 多媒體串流的廣播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單點

(Unicast)廣播與多點(Multicast)廣播兩種，前者可

以提供隨選視訊(Video On Demand, VOD)，各個用

戶可以選擇自己喜愛的影片內容進行撥放，並依照

各個用戶需求，對正在觀賞的影片進行撥放、暫停

快轉、倒帶等功能，但可連線至 VOD Server 的數

量將受限於網路頻寬。後者可以提供多人同時廣播

的方式，以降低對網路頻寬的需求，但無法提供

VOD 的方式給用戶，因此多點廣播常被運用與線

上即時影音串流的應用上。 

 目前市面上有許多串流多媒體伺服器可以選

擇，如 Apple 公司所開發的 Darwin Streaming 

ServerNJ 雖然為開放源碼，但要進行串流的影音

檔案必須經過 Hint 處理，而 Microsoft 公司所開發

的 Windows Media Server 雖然操作比較容易，但只

能使用在微軟的作業系統上以及非開發源碼等。本

論文使用非營利組織 VideoLAN 所開發的 VLC 做

為 Streaming Server，VLC 在操作上非常容易，支

援 HTTP、RTP、RTSP、UDP 等串流方式，欲撥

放的影音檔案也不需經過 Hint 處理，此外還支援

單播和多播功能 

 

3.5 信令圖 

 我們在 VLC server A.B 端(簡稱 VA 與 VB)及

VLC 的 client 端(簡稱 VC)之間建立一條 SCTP 

tunnel 在影片的傳輸過程利用這條通道來完成服

務。從使用者的觀點來看並不需要去做額外的操作

就已經默默地完成遷徙，使使用者擁有最佳的平順

無縫的流暢影音服務，想當然爾，使用者不會知道

我們背地裡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藉由圖七就能清晰

得知，首先，客戶端會先跟服務端要求要看甚麼影

片，那就是一開始的建立連線 (Establish)，這時

Server A(簡稱 SA)就會著手進行影片服務的提

供，而客戶端高速移動情況而遠離了 SA 而無法持

續提供最佳的服務，此時 client 端就會下令

(migration)要求更換比 SA 更佳的服務提供者來接

續服務，那就是圖中的 Server B(簡稱 SB)，SA 就

將手中的目前的服務資訊換手(handover)給 SB，接

下來就由 SB 繼續提供服務給 Client 端完成服務遷

徙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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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4.研究結果 

深入了解 SCTP 規範、特質後，本研究著手

評估 SCTP 實作平台，擇優藉以實現圖一所設計

之 SCTP 服務遷徙機制。首先建立 SCTP 的實作環

境，我們採用 Linux 作業平台，之後安裝 sctp 

library，在終端機輸入 sudo apt-get update 與

sudo apt-get upgrade 兩個指令，做更新版本與

升級的動作，以便在後續的安裝程序中版本可以支

援及相符，安裝完後下 modprobe SCTP 指令，就可

發現 sctp module 已被載入 kernel中了 

服務遷徙的核心機制以 C++語言撰寫，以 

SCTP Socket API 實作出  SCTPGate 中所提之 

SCTP Proxy 架構。將其概念引用進來，利用 SCTP 

Socket API 為通訊端點間之  UDP/TCP 建立 

SCTP 通訊通道 (Tunnel)。為承載客戶端、新舊伺

服器間溝通的信令，我們也設計了以下的資料結

構：  

 
4.1Client 端實作環境如下所列： 

 

對於客端角度來講，會面對四種類型的

server ： 目 標 伺 服 器 、 新 目 標 伺 服 器 、                                                                                                                                                                                                                                                                                                                                                                                                                                                                                                                                                                                                                                                                                                                                                                                                                                                                                                                                                                                                                                                                                                                                                                                                                                                                                                                                                                                                                                                                                                                                                                                                                                                                                                                                                                                                                                                                                                                                                                                                                                                                                                                                                                                                                                                                                                                                                                                                                                                                                                                                                                                                                                                                                                                                                                                                                                                                                                                                                                                                                                                                                                                                                                                                                                                                                                                                                                                                                                                                                                                                                                                                                                                                                                                                                                                                                                                                                                                                                                                                                                                                                                                                                                                                                                                                                                                                                                                                                                                                                                                                                                                                                                                                                                                                                                                                                                                                                                                                                                                                                                                                                                                                                                                                                                                                                                                                                                                                                                                                                                                                                                                                                                                                                                                                                                                                                                                                                                                                                                                                                                                                                                                                                                                                                                                                                                                                                                                                                                                                                                                                                                                                                                                                                                                                                                                                                                                                                                                                                                                                                                                                                                                                                                                                                                                                                                                                                                                                                                                                                                                                                                                                                                                                                                                                                                                                                                                                                                                                                                                                                                                                                                                                                                                                                                                                                                                                                                                                                                                                                                                                                                                                                                                                                                                                                                                                                                                                                                                                                                                                                                                                                                                                                                                                                                                                                                                                                                                                                                                                                                                                                                                                                                                                                                                                                                                                                                                                                                                                                                                                                                                                                                                                                                                                                                                                                                                                                                                                                                                                                                                                                                                                                                                                                                                                                                                                                                                                                                                                                                                                                                                                                                                                                                                                                                                                                                                                                                                                                                                                                                                                                                                                                                                                                                                                                                                                

被測試伺服器(包括目標 server 本身)、空閒伺服器

如圖八 

 
圖八 

4.1.1 目標伺服器： 

被客戶端要求建立連線的初始對象，亦是在服務遷

徙機制啟動前的服務提供者。 

4.1.2 新目標伺服器： 

在服務遷徙機制中被判定服務品質比目標伺服器

還佳時，就會成為了服務遷徙機制中 handover 的

新目標。 

4.1.3 被測試伺服器： 

在目標伺服器提供服務時，為使服務品質保持優良

的狀態，故會不斷測試目標伺服器及其附近的伺服

器，如有比目標伺服器更優的，將會進行服務遷徙

反之則不會進行而繼續探測。 

4.1.4 空閒伺服器： 

未來可能會被納入服務範圍的眾伺服器群。 

 

Server 端時環境如下所列： 

 
在本文實驗環境中使用了兩台伺服器，利用

SCTP 的特性能讓影片傳輸過程保持順暢流通，在

服務遷徙過程中，重要的是必須能讓新舊目標伺服

器能夠將資料互相溝通傳遞，讓行動用戶端能在高

速移動的情況下不再擁有觀看畫面定格、延遲而產

生的煩厭感。初步雛形成果如圖八所示，進行中的

資料遞送服務可以在兩個伺服器 A、B 間順利地

切換。   

圖九 

  

接下來導入影片並透過 SCTP 協定與服務遷

徙的機制使得影片可在最佳的服務品質下播放，首

先，透過圖十可以看得出 client 端，發出建立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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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一開始先由目標伺服器(左上角白底圖 IP 為

192.168.0.203)提供影片資訊，這些資訊在傳輸的

過程中是利用 SCTP 多串流的機制去實現，目的就

是為了使影片更加流暢的播送，當 Client 需啟動服

務遷徙機制時將會發出請求(圖十一)，當初始目標

伺服器收到 migration 指令時，就開始著手與新目

標伺服器(左上角黑底圖 IP 為 192.168.0.205)建立

連線並告知目前為止所提供的服務到哪裡及其他

相關資訊，那新目標伺服器同時也會與 client 端建

立新的連線並包含著被測試伺服器的資訊，然後切

斷與舊目標伺服器的連線，同時舊目標伺服器也會

與 client 端斷開連線，則後續影片播放的服務就由

新目標伺服器來繼續提供，換句話說，也就成為了

當前的目標伺服器，再輸送影片的過程中，一樣地

會保證目前傳輸服務品質是最優良，若否則等待

migration 機制的啟動，並探測尋找新的目標伺服

器。 

 
圖十 服務遷徙前 

 

 
圖十一 服務遷徙機制完成 

 

5.結論與討論 

 為了讓使用者在搭乘高移動性車載時，使用

可連網裝置收看影音能有良好的收看品質，本篇論

文提出的方法是先利用 SCTP 串流控制傳輸協定

特性，多傳輸路徑可以加快影片的傳輸效能避免

HoL blocking 及網路服務阻斷攻擊，再者未來期

待可以利用其多宿主特性允許端點間可以透過多

個網路裝置達到路徑備源的能力，當 hearbeat 偵

測到主要路徑中斷時，會選擇一條備援路徑進而達

到快速恢復其原有的效能。另外透過服務遷徙機制

可以探測出對於行動用戶端來講目前最好的服務

提供者，並換手給予新的提供者使其無間斷地提供

服務，讓用戶可以保持在最佳的服務品質，而實際

對於行動用戶端來看影片只是會稍微間斷 1~2 秒

但當服務遷徙完成後將可避免因為頻寬不足，所造

成影片畫面停格的現象。享有這樣好的服務只需要

先安裝 VLC 影音媒體串流播放器及加裝本篇論文

所提出的基於 SCTP 的服務遷徙機制，就不需要再

做任何額外的操作，就能在高速行動車載上享有好

的服務品質以便觀看穩定且順暢的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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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梭哈撲克牌遊戲之設計 

 
 

 

 

摘要 

 
隨著日新月異的網際網路科技發展，使我

們日常的生活也愈來愈便利。遊戲產業也從實

體轉為虛擬化，藉由網路與設備的進步革新，

使得遊戲產業也從原來的遊戲娛樂場變成由

PC 操作的遠端線上虛擬化遊戲，而伴隨著可

攜性行動設備的成功發展，遊戲產業也從由固

定點的 PC 操作變成為隨時隨地操作的可攜性

行動設備，讓遊戲產業從此不再受到時間、空

間與設備上的限制。 

線上遊戲產業中梭哈撲克牌遊戲由於遊

戲規則簡單易懂，而且在遊戲過程中玩家們可

互相較勁來提升彼此間的認識外，還可透過比

賽的方式來考驗玩家們的玩牌技巧能力。在梭

哈撲克遊戲裡包含有許多心理遊戲策略與行

為模式策略，讓玩家們可享受到機智娛樂的目

的。梭哈遊戲可以結合行動 APP 的模式來進行

開發，對於產品的市場極俱競爭潛力。 

本論文探討如何利用 Visual Studio 來設計

出梭哈撲克的應用模組，將梭哈遊戲的功能模

組實作出來，包含有梭哈撲克牌的洗牌、發牌、

牌型判斷以及牌型大小比較、勝負判斷等功能。

在本研究中，亦在判斷勝負功能上，透過快速

排序(Quick Sort)的比對方法來提升程式效率

減少硬體運算的成本以符合市場需求面的即

時性，最後再開發模擬測試其模組之有效性與

可靠性，以驗證本研究所開發出的梭哈撲克模

組可依照牌型出現的機率。 

 

關鍵詞：線上遊戲產業、梭哈遊戲、遊戲策略 

 

1. 前言 
2009 年立法院經表決三讀通過修正「離島

建設條例」增訂「博奕條款」，台灣許多大專

院校紛紛開設相關課程，以培育專業人才投入

在台灣剛要萌芽的新興觀光博奕產業，導入國

際化的教學觀念，提倡產學合作的積極發展策

略，為台灣打下觀光博奕產業的穩健基礎，也

讓台灣博奕產業有導向正面的形象。 

伴隨著工業電腦機台及遊戲軟體的發展

基礎，全球來自台灣的博奕機台擁有高達 70%

的市佔率。國內博奕廠商紛紛表示面臨人才難

尋的問題，國內遊戲機台大廠泰偉電子研發長

李超群表示，所需的程式人才約佔 2 成。「中

獎機率決定一個遊戲好玩與否，不能夠讓客人

覺得錢一下子就被吃掉，或是根本在浪費時間」

(2008，羅梅英)，顯示出博奕遊戲內容裡包括

有其玩家心理因素與時間因素的遊戲策略。 

梭哈遊戲是目前博奕市場中最盛行的一

種博奕遊戲，透過 52 張撲克牌牌型結合的大

小比較判斷，玩家可從這些組合中依據自己手

上的牌組來判斷是否繼續玩到最後，遊戲的特

色是中場時可以退出做為停損的機制，讓玩家

可自由決定勝負損益。 

依據資策會 FIND 之台灣上網人口調查，

截至 2012 年 12 月底，台灣經常上網人口數約

為 1,107 萬人，台灣有線寬頻上網總用戶數約

為 536 萬戶，連網人口普及率超過 83%。而台

灣網路資訊中心於 2013 年 4 月提出的「2013

年台灣寬頻網路使用調查」報告表示，台灣地

區 12 歲以上的民眾，共有 58.98%(約 1,225 萬

人)曾使用過無線上網。又根據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NCC)提供的資料，2013 年第一季的台灣

行動通信用戶數達 2,948 萬戶，手機門號人口

普及率為 126.36%，(2014，經濟部 2013 數位

內容產業年鑑)。顯示出台灣地區每人平均擁有

1.2 支手機門號，而 12 歲以上曾有約 6 成的民

眾使用過無線上網，寬頻連網人口普及率也達

8 成以上，蘊造出線上遊戲類擁有龐大的潛在

線上玩家族群。 

梭哈遊戲在市場上仍佔有許多獲利空間，

梭哈遊戲可以結合行動 APP 的模式來進行開

發，對於產品的市場極俱競爭潛力。在如此龐

大商機下，線上梭哈遊戲為因應眾多使用者的

需求，往往需要效能極佳的伺服器電腦與網路

寬頻。在本研究中預計將梭哈遊戲的功能模組

實作出來，包含有撲克牌的洗牌、發牌、牌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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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比較、勝負判斷等功能，而在判斷勝負上

將透過快速排序(Quick Sort)的比對方法來提

升程式效率減少硬體運算的成本以符合市場

需求面的即時性，並試驗其功能性讓其它的開

發者可以呼叫應用。 

 

2. 主要內容 

2.1 梭哈遊戲的規則 

在梭哈撲克牌常見的玩法包括五張梭哈

(Five-Card Stud)、七張梭哈(Seven-Card Stud)、

德州梭哈(Texas Hold ‘Em)，以下我們將介紹以

上的 3 種梭哈玩法(2009，蕭靖宇)： 

1. 五張梭哈(Five-Card Stud) 

遊戲開始時，每位玩家都會依序拿到兩張

牌，一張牌面朝上(點數面朝上)，一張牌面朝

下(點數面覆蓋)。玩家依照牌面朝上的點數來

進行下注。而其餘三張牌也將以牌面朝上的方

式由發牌員依序發給每位玩家，在每張牌分派

後，每位玩家得再次加注來取得最大的勝利，

而擁有最大牌面級數的玩家則有優先下注

權。 

 

2. 七張梭哈(Seven-Card Stud) 

遊戲中每位玩家可得到 7 張牌，玩家可以

利用所得到的牌排列出最好的牌面組合來打

敗其他玩家。一開始時會依序發三張牌給每位

玩家(一張牌面朝上、二張牌面朝下)，由牌面

級數最小的玩家先行加注。賭桌上將會有一個

權杖，用來指示玩家下一輪將由誰來進行加

注。 

在進行加注後，玩家可在此時宣告退出或

增加下注的金額。接著依序再發給每位玩家三

張牌面朝上(第 4、第 5 和第 6 張)，接著再發給

每位玩家最後第 7 張牌(牌面朝下)。而在每張

牌被分派給每位玩家的過程中，每位玩家可依

檯面上的牌面最大級數者可擁有優先加注權

或是退出遊戲權。 

當 7 張牌都發完後，將會有 4 張牌顯露點

數，另外 3 張點數覆蓋，讓玩家在每回下注中

依據其他玩家的下注情形來判斷是否有獲勝

的機會。玩家最後可依自己的判斷，來進行「吹

牛」的遊戲策略，利用連續增加下注金額方式

來嚇阻其他有機會獲勝的玩家，以創造最佳的

獲勝機會。 

3. 德州梭哈(Texas Hold ‘Em) 

一開始，每位玩家會都依序拿到 2 張牌面

朝下的牌，由坐在發牌員左手邊的玩家可優先

下注。當第一輪的下注完成後，賭桌上則會放

置 5張共用牌(3張牌面朝上及 2張牌面朝下)。

玩家將會進行再一輪的加注，玩家在此時可以

依據自己手上的 2 張牌與賭桌上的 3 張牌面朝

上的牌來排列組合決定自己的牌面級數，來判

斷是否再加注或退出。在每次覆蓋的共用牌翻

開時，都將會有另一輪的加注，直到所有共用

牌都翻開為至。 

 

2.2 梭哈牌型機率 

梭哈牌型機率中，除去兩張鬼牌剩 52 張

牌，花色 4 種有黑桃、紅心、梅花、方塊，牌

面共 13 張有 A、2、3、4、5、6、7、8、9、

10、J、Q、K。 

總共 52 張牌選 5 張牌的排列組合共有

2,598,960 種情形。計算公式如下： 

 

∁5
52= (

52
5

) =
52!

5! 47!
=

52 × 51 × 50 × 49 × 48

5 × 4 × 3 × 2 × 1
≡ 2598960 

1. 同花大順(Royal Straight Flush）：花色 4

種，牌面「10JQKA」有 1 個順子，共有 4

種情形。計算公式： 

(
4
1

) (
1
1

) ≡ 4 × 1 = 4 

機率為：𝑃 =
4

2598960
= 1.539 × 10−6 

2. 同花順（Straight Flush）：花色有 4 種，

牌面從「A2345」、「23456」、「34567」、

「45678」、「56789」、「678910」、

「78910J」、「8910JQ」、「910JQK」

及「10JQKA」有十個順子，扣除同花大

順數 4 種，共有 36 種情形。計算公式： 

(
4
1

) (
10
1

) − 4 = 4 × 10 − 4 = 36 

機率為： 𝑃 =
36

2598960
= 1.385 × 10−5 

3. 鐵支（Four of a kind）：牌面有 13 選 1

為 4 條，另外從剩餘牌中 48 選 1，共有

624 種情形。計算公式： 

(
13
1

) (
48
1

) = 13 × 48 = 624 

 

機率為：𝑃 =
624

2598960
= 2.401 × 10−4 

4. 葫蘆（Full house）：牌面有 13 選 1 為 3

條，由花色 4 選 3；將剩餘牌面 12 選 1

為對，花色則 4 選 2，共有 3,744 種情形。

計算公式如下： 

(
13
1

) (
4
3

) × (
12
1

) (
4
2

) 

= (13 × 4) × (12 × 6) = 3744 
 

機率為：𝑃 =
3744

2598960
= 1.441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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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花（Flush）：花色 4 種，牌面 13 選 5，

再扣除順子 10 種，共有 5,108 種情形。計

算公式： 

(
4
1

) × ((
13
5

) − (
10
1

)) 

= 4 × (
13 × 12 × 11 × 10 × 9

5 × 4 × 3 × 2 × 1
− 10)

= 5108 

機率為：𝑃 =
5108

2598960
= 1.965 × 10−3 

6. 順子（Straight）：從牌面A2345到 10JQKA

計有 10 個順子，花色 4
5減去同花 4 種，

共有 10,200 種情形。計算公式如下： 

(
10
1

) × (45 − 4) = 10 × (1024 − 4)

= 10200 

機率為：𝑃 =
10200

2598960
= 3.925 × 10−3 

7. 三條（Three of a kind）：牌面有 13 選 1

為 3 條且花色 4 選 3；再由剩餘牌面 12 選

2 為單牌，花色則有 4 種可能，共計有

54,912 種情形。計算公式： 

(
13
1

) (
4
3

) × (
12
2

) (
4
1

)
2

= 54912 

機率為：𝑃 =
54912

2598960
= 2.113 × 10−2 

8. 兩對（Two pair）：從牌面 13 選 2 為對

子，花色都是 4 選 2；最後一張牌只要在

其餘牌中 11 選 1，則花色會有 4 種，共

有 123,552 情形。計算公式如下： 

(
13
2

) (
4
2

)
2

× (
11
1

) (
4
1

) = 123552 

機率為：𝑃 =
123552

2598960
= 4.754 × 10−2 

9. 一對（One pair）：牌面有 13 選 1 為一

對，由花色 4 選 2；最後牌組從剩餘牌中

12 選 3，花色會有 4 種。共有 1,098,240

種情形。計算公式： 

(
13
1

) (
4
2

) × (
12
3

) (
4
1

)
3

= 13 × 6 × 220 × 64
= 1098240 

機率為：𝑃 =
1098240

2598960
= 4.226 × 10−1 

10. 烏龍(No-pair)：從牌面 13 選 5 後扣除順

子 10 種；花色 4
5 扣除同花的 4 種，共有

1,302,540 種情形。計算公式： 

((
13
5

) − (
10
1

)) (45 − 4)

= (1287 − 10)(1024 − 4)
= 1302540 

機率為：𝑃 =
1302540

2598960
= 50.118 × 10−1 

表 1 梭哈撲克牌型機率表(2015，wiki 百科) 

 

 

 

 

 

 

 

 

 

 

 

 

 

 

 

 

 

2.3 小結 
根據過往的文獻探討，梭哈撲克遊戲的牌

型計有 10 種類型，計有「同花大順」、「同花

順」、「鐵支」、「葫蘆」、「同花」、「順子」、「三

條」、「兩對」、「一對」及「烏龍」。本研究首

先製作洗牌模組與發牌模組，完成以上二個模

組後，將依牌型大小規則設計出各牌型的判斷

模組以及解決判斷時相同牌型衝突的判斷，最

後再依照所設計出的撲克牌模組來模擬應用，

並檢驗其牌型出現機率是否與文獻探討中的

機率相符，來驗證本研究設計出的模組有效性

及可靠性。 

 

3. 研究方法與步驟 

在本章裡，我們依據第二章所討論到

的文獻研究來設計應用程式模組，並提供

說明每個程式模組的程式邏輯與呼叫的流

程架構。 

 

3.1 研究方法 

梭哈遊戲是由一副完整撲克牌 52 張，如

表 2 的撲克牌模組與功能說明，經過「洗牌模

組」洗牌後再依照遊戲規則來用「發牌模組」

發出張數(5 張梭哈或 7 張梭哈)，當張數湊濟後

再來經過「判牌模組」來判斷為哪種牌型(同花

大順、同花順、鐵支、葫蘆、同花、順子、三

條、兩對、一對、烏龍等十種牌型)，依據「牌

型大小比較模組」的大小來排列出每個玩家的

勝負。 

牌型 組合數 機率 

同花大順 4 1.539 × 10−4% 

同花順 36 1.385 × 10−3% 

鐵支 624 0.02% 

葫蘆 3744 0.14% 

同花 5108 0.20% 

順子 10200 0.39% 

三條 54912 2.11% 

兩對 123552 4.75% 

一對 1098240 42.26% 

烏龍 1302540 50.12% 

總計 259896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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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撲克牌模組與功能說明 

模組 功能 

洗牌

模組 

針對 52 張撲克牌，進行洗牌→切

牌→洗牌，達到撲克牌內的牌能

夠達到平均分散的公平性。 

發牌

模組 

依序對每個玩家輪流(一張一張

發)的發出所設定的牌張數量。 

判牌

模組 

傳入將玩家的牌組，來判斷其手

上的牌型。 

牌型

大小

比較

模組 

依照判牌模組所傳出的牌型來決

定玩家手上的牌型大小比較，並

告知勝負。 

 

3.2 研究步驟 

本研究中，使用 Visual Studio 2008 軟體來

撰寫開發模組程式，程式中使用到了洗牌模組、

發牌模組、判牌模組及牌型大小比較模組。 

 

一、洗牌模組： 

首先，把 52 張牌編號成
「1S,2S,3S,4S,5S,6S,7S,8S,9S,AS,BS,CS,DS」,

「1H,2H,3H,4H,5H,6H,7H,8H,9H,AH,BH,CH,DH」, 

「1D,2D,3D,4D,5D,6D,7D,8D,9D,AD,BD,CD,DD」, 

「1C,2C,3C,4C,5C,6C,7C,8C,9C,AC,BC,CC,DC」 

 

放入牌組陣列，再利用隨機變數選擇一切

牌位置後，然後進行洗牌動作將牌組完完整整

的讓每張牌都可以平均分散出現在此副牌組

陣列中。洗牌步驟如下： 

Step 1: 取得亂數，透過亂數值決定將牌組交

換位置並執行交換(切牌) 。 

Step 2: 隨機從牌組中取得撲克牌放入新的陣

列中，直到所有牌組取出(洗牌)。 

 

 

二、發牌模組： 

 我們從洗牌模組中接收到洗好牌的

牌組，於發牌前先設定玩家數量與取得張數，

設定完成後再依序輪流的方式發給每位玩

家。 

Step 1: 將洗好的牌組放入 Stack 堆疊中，並設

定好玩家數與取得張數。 

Step 2: 利用 Stack 的特性(先進後出)，使用

Pop()方法來取出撲克牌來依序輪流方

式發牌給每位玩家。 

Step 3: 直到每位玩家取得應有的張數後停

止。 

 

三、判牌模組： 

 依照發牌模組所設定的玩家數與取得張

數分別儲存於陣列中，再依每個玩家的牌組輸

入至判牌模組中，以取得每位玩家手中牌組，

排列組合出勝算最大的牌型類別。例如，玩家

所取得牌型可能如表 3 所列易誤判牌型。針對

易發生誤判情形則該模組應做出正確的判斷

回應。 

表 3 易誤判牌型之解決方案 

可

能

誤

判

之

牌

型 

玩家取得的牌 解決方案 

同

花

大

順

與

同

花

順 

 

先判斷出為同

花順，而後再

進行判斷 A♠

或 A♥兩者後

面所接的牌為

2(♠♥♦♣)或

10(♠♥♦♣)的

牌。若接

10(♠♥♦♣)的話

則為同花大

順，反之則為

同花順。 

同

花

順

與

順

子  

先判斷出為順

子，而後再進

行花色之判

斷。若為同花

色者即為同花

順，反之則為

順子。 

鐵

支

與

葫

蘆 
 

依梭哈規則鐵

支>葫蘆，所以

我們依序進行

牌型大小判

斷，可快速判

斷出兩者的不

同與決定其勝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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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條

與

葫

蘆 

 

先判斷出為三

條，而後再進

行副牌的判

斷，副牌若為

一對者則為葫

蘆，反之則為

三條。 

鐵

支

與

兩

對 

 

先判斷出牌型

為兩對，而後

再進行點數判

斷，若點數相

同 者 則 為 鐵

支，反之則為

兩對。 

同

花

與

烏

龍 
 

先判斷出為烏

龍，而後再進

行花色判斷，

若花色相同則

為同花，反之

則烏龍。 

 

四、牌型大小比較模組： 

根據判牌模組所算出的最大牌型類別，再

依照梭哈的牌型大小規則做比較，如若遇到相

同牌型者，則依其第一張點數大小及花色大小

再進行比較，最後決定玩家手上的牌型勝負。 

 

1、 其牌型大小判斷依序為： 

同花大順＞同花順＞鐵支＞葫蘆＞同花＞順

子＞三條＞兩對＞一對＞烏龍 

 

2、 花色大小判依序為： 

♠黑桃(Spade)＞♥紅心(Heart)＞♦方塊(Diamond)

＞♣梅花(Club) 

 

其執行步驟如下： 

Begin 

Step1: 將所有玩家的手牌及牌型放入一

陣列 poker[]中。 

Step2: 再將所有玩家的手牌做等級大小

的進行轉換，以牌型種類乘上基數 k

後再加其主牌型之點數總合，並依

其花色做權重的加值，存入變數

Order 中。 

Step3: 從其陣列中隨機選擇其中一筆資

料 S 當基準值。 

Step4: 從陣列中由左向右找出 Si，使得 Si 

> S；並從陣列中由右向左找出 Sj，

使得 Sj < S。 

Step5: 如果 i<j，那麼 Si與 Sj 互換，並回

到 Step4。 

Step6: 若 i≥j 則將 S 與 Sj交換，並以 j 為

基準值分割成左右部份。而後再針

對左右兩邊進行 Step3 至 Step6，直

到 Si=Sj為止。 

End 

 

3.3 程式模組應用 

開發者可呼叫模組的 Function 與 Procedure，

來達成梭哈遊戲的洗牌、發牌、牌型判斷、大

小比較等功能。整個遊戲的流程，首先需先設

定其遊戲環境，例如人數、牌副及張數；再來

進行洗牌的動作，洗牌完後再進行依序輪流的

方式發牌，直到每個玩家拿到所應得到的張數

為止後，進行每位玩家的牌型判斷以及決定每

位玩家的勝負。流程圖如圖 1 遊戲流程圖： 

圖 1 遊戲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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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實驗結果 

4.1 函式庫功能說明 

在這節裡我們將介紹本研究所開發之模

組的系統功能架構、模組 API、系統需求說明、

API 說明。 

 

一、 系統功能架構 

本研究系統功能架構總共有四大模組系

統，洗牌模組、發牌模組、牌型判別模組以及

牌型大小比較模組，如圖 2。 

圖 2 系統功能架構 

 

二、 簡介 

下列為 API 各功能接口的輸出入結構，

以.Net 的範例程式碼述敘下列結構進行撰寫，

若範例程式尚未包含您目前所需的程式語言

或技術，請依下列各表內容進行程式碼編寫。 

 

三、 軟體需求說明 

1、作業系統需具.Net Framework 3.5 以上之執

行環境。 

2、Microsoft Windows XP 版本以上。 

3、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8 版本以上。 

 

四、功能說明 

1、提供遊戲撲克牌洗牌模組 

2、提供遊戲撲克牌發牌模組 

3、提供遊戲撲克牌牌型判斷模組 

4、提供遊戲撲克牌牌型大小比較模組 

 

五、API 說明 

本研究之遊戲撲克牌模組提供「洗牌」、

「發牌」、「牌型判斷」、「牌型大小比較」等功

能。 

每一種模組所定義類別及其對應的程序/

函式，如表 4所述。 

表 4本研究提供遊戲撲克牌模組 

功

能 

類別(Class) 程序/函式

(Procudure/Functi

on) 

洗

牌 

Wash_Poker set_Pokers 

get_Pokers 

發

牌 

Deal_Poker set_value 

set_Poker 

get_Single_Poker 

牌

型

判

斷 

Poker_ShowHand_Type set_Poker 

set_Poker_SH 

get_Rank 

牌

型

大

小

比

較 

Compare_Poker_Show

Hand 

set_Poker_SH 

get_spare_pokers 

 

表 5為洗牌模組的函式名稱及功能說明： 

 

表 5洗牌模組-設定撲克牌副數 

函式名稱 Wash_Poker.set_Pokers 

功能說明 設定撲克牌副數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填 

Sheet Integer 幾副牌 Y 

    

Out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表 6洗牌模組-取得撲克牌洗牌後的牌組 

函式名稱 Wash_Poker.get_Pokers 

功能說明 取得撲克牌洗牌後的字串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填 

    

Out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Pokers String 撲克牌洗牌後的字串 

 

表 7為發牌模組的函式名稱及功能說明： 

 

表 7發牌模組-設定撲克牌的副數 

函式名稱 Deal_Poker. set_value 

功能說明 設定撲克牌副數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

填 

p_man Integer 遊戲者人數 Y 

p_deal_sheet Integer 發幾張牌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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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發牌模組-設定撲克牌組 

函式名稱 Deal_Poker.set_Poker 

功能說明 設定撲克牌牌組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填 

pks String     已洗過的牌組  

 

表 9 發牌模組-單張發牌 

函式名稱 Deal_Poker. get_Single_Poker 

功能說明 發單張撲克牌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

填 

    

Out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Single_Poker  取得一張牌  

 

表 10為牌型判斷的函式名稱及功能說明： 

表 10 牌型判斷-設定人與牌陣列 

函式名稱 Poker_ShowHand_Type.set_

Poker 

功能說明 判斷牌型-設定傳入的人+牌

陣列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

填 

p_poker(man,po

ker) 

String 人+牌陣列 Y 

 

表 1牌型判斷-傳入的人與牌(自訂型態) 

函式名稱 Poker_ShowHand_Type.set_Po

ker_SH 

功能說明 判斷牌型-設定傳入的人+牌 

自訂型態(建議使用)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

填 

p_sh_poker SH_Poker 人+牌 自

訂型態 

Y 

SH_Poker.Use

r 

String 擁有者 Y 

SH_Poker .Po

kers 

String 要傳入的牌 Y 

 

表 2牌型判斷-取得梭哈牌型 

函式名稱 Poker_ShowHand_Type.get_Rank 

功能說明 取得梭哈牌型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

填 

p_sh_poker SH_Poker 人+牌 自訂

型態 

Y 

Out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p_sh_poker SH_Poker 每位玩家的牌型 

牌型大小比較： 

表 3牌型大小比較-設定人與牌陣列 

函式名稱 Compare_Poker_ShowHand.se

t_Poker 

功能說明 大小比較-設定傳入的人+牌

陣列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

填 

p_poker(man,p

oker) 

String 人+牌陣列 Y 

 

表 4牌型大小比較-設定人與牌(自訂型態) 

函式名稱 Compare_Poker_ShowHand.set_

Poker_SH 

功能說明 大小比較-設定傳入的人+牌 自

訂型態(建議使用)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

填 

p_sh_poker SH_Poker 人+牌 自訂

型態 

Y 

SH_Poker.Us

er 

String 擁有者 Y 

SH_Poker .P

okers 

String 要傳入的牌 Y 

 

表 5牌型大小比較-取得每位玩家牌型勝負大

小 

函式名稱 Compare_Poker_ShowHand. 

get_spare_pokers 

功能說明 大小比較-取得每位玩家牌

型勝負大小之判別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

填 

    

Out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ShowHand_Poker SH_Poker 取出所要的值 

SH_Poker.User  擁有者 

SH_Poker.Pokers  傳回排序好的

牌 

SH_Poker.Order  排名 

SH_Poker.Win Boolean 表示此筆最大 

SH_Poker.Words  最大牌型名稱 

SH_Poker.Rank  牌型 

Rank.Royal_Flush Integer 同花大順 

Rank.Royal  Integer 同花順 

Rank.Four  Integer 鐵支 

Rank.House  Integer 葫蘆 

Rank.Flush  Integer 同花 

Rank.Straigh  Integer 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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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k.Three  Integer 三條 

Rank.Two Integer 二對 

Rank.One Integer 一對 

Rank.NoOne Integer 烏龍 

 

表 6牌型大小比較-取得傳入牌的 Rank文字 

函式名

稱 

Compare_Poker_ShowHand. 

get_SH_RankW 

功能說

明 

大小比較-取得傳入牌的 Rank 文字 

In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必填 

pks  String 要傳入的牌 Y 

Output Datatype Description 

   

 

透過以上的模組 API，我們建置模組測試程式，

來驗證模組呼叫的可行性與可靠性，讓其他開

發者可以正確地呼叫使用。 
 

4.2 成果展示 

最後本研究針對以上模鉏 API 設計出驗

證應用程式，來檢驗其 API 的可行性、執行的

可用性與結果的可靠性。 

 

兩玩家的比較： 

一、 設定二位玩家的手牌： 

1、 設定玩家 1 的手牌有 1S, 3S, 6S, 9S, 4S 

2、 設定玩家 2 的手牌有 2C, 3D, 4H, 5D, 6C 

3、 進行牌型的比較。 

圖 3 設定二位玩家的手牌 
 

二、 比較 2 玩家手中牌組大小 

玩家 1 的手牌中主牌為「1S, 9S, 6S, 4S, 3S」

牌型判斷為同花，而玩家 2 的手牌為「6C, 

5D, 4H, 3D, 2C」經由判斷牌型模組判斷

為順子，依據牌型大小規則同花>順子，

故玩家 1 在此局比較中贏得勝利(圖 4)。 

圖 4 比較 2玩家手中牌組大小 
 

三、 多玩家與牌型機率的測試 

本研究為驗證牌型的機率，設計出一

檢測程式，首先設定玩家人數與牌數，此

範例中玩家人數 5 人與牌數 5 張，並以

Timer 元件功能每秒鐘執行一次來使程式

自動執行牌型機率的驗證。如下圖(圖 5)

所示： 

 

圖 5牌型機率的測試 

 

經過長時間的模擬執行，共計 1,111,396

局，而牌型數樣本共計有 5,556,980，牌型出現

的機率由低至高為「同花大順」→「同花順」

→「鐵支」→「葫蘆」→「同花」→「順子」

→「三條」→「二對」→「一對」→「烏龍」，

如其機率大小如圖 6 牌型機率所示。驗證的

結果顯示本研究所設計的撲克模組達到有效

性與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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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牌型機率 

 

 

5.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所設計的博奕梭哈遊戲的雛型架

構，使得在應用程式開發上提供了較便利的

API 函式，讓開發程式者能簡潔且迅速地呼叫

所需之功能函式，以支援應用程式獨立開發。 

由於這是一雛型架構，還有許多地方需要

改善，也有許多功能可以再加入，來擴展 API

函式庫的功能。目前的 API 函式庫只著墨在撲

克牌模組上，未來可再進一步地加入遊戲環境

的影音效果功能模組來增進玩家遊戲時的娛

樂性。另外目前的發牌模組方面，本研究並未

將玩家的行為納入探討，未來研究可以結合玩

家行為與統計分析，來進一步設計出符合玩家

心理之理想發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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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缺陷通報系統之設計 

 
 

 

 

摘要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先天性畸

形一直為新生兒死因前三名。世界衛生組織針

對先天性缺陷的預防和干預措施中，建議各國

應該就先天性缺陷建立監測系統。本研究運用

醫院資訊系統，在門診、住院系統中，擴充先

天性缺陷通報系統，透過即時之資料回饋予通

報人員，使其可以在有效期限內，針對院內接

生之先天性缺陷個案進行通報。試辦期間共收

集到 142筆先天性缺陷通報，扣除重複缺陷後

之歸戶人數為 119位。在醫院之試辦結果證明，

確實可以大幅提升先天性缺陷通報率，未來如

可推廣至其他醫療院所，將可讓主管機關於未

來政策制定時更加準確。 

關鍵詞：先天性缺陷、出生通報、通報系統、

醫院資訊系統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statistics, birth defects are 

the top three of all infant deaths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decad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birth defect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recommended 

that countries should establish birth 

defects surveillance/monitoring Systems. 

In this study, we designed a birth defects 

notification system in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therefore, specialist 

staffs can inform birth defects cases 

immediately. During the trial, we 

collected a total 142 birth defects 

notification records. By subtracting 

double-counting records, there are 119 

remains. The result shows that 

notification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rate of birth defects 

notification. 

 

Keywords: Birth Defects, Birth Reporting 

System, Notification System,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1. 前言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先天性畸

形一直為新生兒死因前三名，自民國 97年起，

將源於周產期之病態細分後，先天性畸形、變

形及染色體異常更成為新生兒死因之首，近十

年來，先天性缺陷死因佔新生兒死亡比率平均

為 23.95%。 

世界衛生組織針對先天性缺陷的預防和干

預措施中，建議各國應該就先天性缺陷建立監

測系統(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因此，衛生署曾在 1993年至 2003年間辦理「先

天性缺陷兒登記追蹤管理計畫」，開始針對國

內所有接生之醫療院所進行紙本通報，爾後，

隨著資訊科技進步，先天性缺陷監測通報系統

以出生通報系統為基礎，擴增先天性缺陷通報

模塊進行資料收集，並進行先天性缺陷盛行率

進行分析；以出生通報年報 2005~2014年資料

為例，先天性缺陷發生率約為 0.40%~0.66%，

其中以骨骼肌肉系統缺陷最高，眼顏面系統缺

陷次之。 

研究人員經多次專家訪談發現，國內目前

的先天性缺陷通報系統係整併於出生通報中，

醫院多以產房醫師告知護理人員或書記後，再

由其於出生通報系統中登錄。而目前國內醫療

人力嚴重短缺，中大型醫院多由護理站書記協

助通報，先天性缺陷資料及診斷正確性有待商

榷；醫師在嬰兒室或於診間發現之先天性缺陷，

則可能因醫療人員對先天性缺陷通報政策不

了解，因而未回饋予負責通報之人員，資料收

集上即有可能遺漏；此外，當小型醫療院所在

發現嚴重先天性缺陷時，多數會將新生兒轉介

詹永寬 林政宏 李金鳳 

中興大學資管系

教授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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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醫學中心，但醫學中心醫師在確診後，礙於

出生通報更正限制原接生醫療院所修改之規

範，導致無法進行先天性缺陷資料補登，這也

導致國內先天性缺陷率有低估或診斷不正確

的狀況。此外，除部分外顯性先天性缺陷可透

過肉眼發現，許多的先天性缺陷尚需進一步的

檢驗或檢查始得發現，新生兒在出生當下，確

實難以確認是否患有先天性缺陷。 

上述問題直接或間接導致先天性缺陷資料

遺漏，使得國民健康署無法透過現有通報機制

取得真正先天性缺陷發生情況，如未來欲進行

相關先天性缺陷預防政策擬定時，可能造成醫

療資源做錯誤分配，而使得防治成效不彰。 

先天性缺陷的發生可能會危及生命，導致

長期殘疾，並且對個人、家庭、健康保健系統

及 社 會 產 生 負 面 影 響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因此，正確且有效的

收集先天性缺陷資料，將有助於提供資料供衛

生保健單位進行決策時參考。 

本研究於中部某醫學中心的醫院資訊系統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建置

一個有效的先天性缺陷通報系統；在醫師看診

過程中，當開立出先天性缺陷相關 ICD診斷碼

時，進行系統提示相關通報流程及資訊，並傳

送簡訊給通報專責人員進行提醒，以利後續出

生通報修改事宜。希望透過此機制，提供即時

之資訊供通報人員進行資料補登，進而改善國

內先天性缺陷資料收集之不足。 

 

2. 先天性缺陷監測系統 
準確追蹤先天性缺陷和分析收集資料是防

治先天性缺陷的第一步，於追蹤先天性缺陷及

利用數據進行預防和轉診時，一套有效的先天

性缺陷監測系統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先天性缺

陷監測系統所收集的資料，可以提供公共衛生

官員、政策制定者及研究人員許多幫助，如同

歐盟先天性缺陷監測系統的目標，藉由系統的

建立，可以達到下列項目： 

a. 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先天性缺陷數量的

增減情形。 

b. 探討造成先天性缺陷的發生原因及可能的

危險因子。 

c. 教育民眾了解先天性缺陷及預防措施。 

d. 規劃及評估，來預防先天性缺陷發生。 

e. 轉介先天性缺陷嬰兒或家庭，並給予適當

的服務。 

f. 幫助政策制定者，為先天性缺陷嬰兒或家

庭分配資源及服務。 

國際上有三大先天性缺陷監測系統，分別為

世界衛生組織的 ICBDSR、歐盟的 EUROCAT 及

美國的 NBDPS。國內目前先天性缺陷通報項目

包括神經系統(0101-0107 及 0109)，眼顏面

系統(0201-0208)，心臟血管系統(0301-0306、

0308-0310)，消化系統(0401-0412)，泌尿生

殖 系 統 (0501-0507) ， 骨 骼 肌 肉 系 統

(0601-0608)，呼吸系統(0707-0713)，染色

體異常(0801-0807)，其他(0901-0907)，原

通報項目無明確定義，未採用國際疾病傷害

及死因分類(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預計於 2016 年改以

ICD-10版進行通報。 

國內現有出生通報系統中相關變項，母

親基本資料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

年月日、國籍別、住址、電話；新生兒基本

資料包括：出生年月日、胎次、性別、多胞

胎或單胞胎、懷孕週數、出生體重、身長、

頭圍；發現缺陷的方法、臨床診斷、發現缺

陷診斷時間、現況、紀錄者與記錄日期。母

親個人懷孕史與疾病方面為非必要勾選欄位。

個人行為或環境部分，如：吸菸、飲酒、藥

物，無工作相關欄位，也無是否服用葉酸等

欄位。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設計係依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所編製之出生通報作業工作手冊「接生醫療院

所之權責及注意事項」相關規定進行，如新生

兒出生後，經醫師檢查確定為先天性缺陷時，

須於出生通報系統點選先天性缺陷兒代碼；新

生兒出生後 60 天內，接生醫療院所有權限可

自行上網修正出生資料。 

為落實先天性缺陷通報，本研究於中部某

醫 學 中 心 醫 院 資 訊 系 統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HIS)新增先天性缺陷提

示系統，當出生後 60 天內之新生兒來院就醫

時，如經醫師診斷為先天性缺陷，則由系統主

動提醒醫師，並發送簡訊至專責人員，經確認

無誤後，將資料匯整至產房，並由通報人員於

出生通報系統點選先天性缺陷兒代碼進行通

報(見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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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先天性缺陷通報系統架構圖 

 

3.2 醫師端提示流程 
新生兒就醫來源可區分為門診、急診及住

院，在考量病患主要來源及初期導入可能造成

的影響，故優先於門診電子病歷系統中啟用先

天性缺陷通報檢核提示，再逐步擴展到住院及

急診電子病歷系統中。 

以門診、急診電子病歷系統為例，當醫師

在完成問診並開始編輯病歷時，系統即自動判

斷輸入之 ICD-9-CM診斷碼是否先天性缺陷診

斷碼；而住院病患考量目前全民健康保險作業，

中、大型醫院對於住院病患之診斷碼，皆在出

院後，由疾病分類師依據病歷記載內容進行

ICD-9-CM編碼，因出生通報之先天性缺陷有

60天系統補登作業限制，考量作業時效性，無

法等待病患出院後，再由疾病分類人員編碼後

進行提示及通報，在與兒科專科醫師討論後，

發現如新生兒因先天性缺陷住院，多屬重大缺

陷或可能危及生命，此類新生兒多進入兒童加

護病房進行治療，故決定於加護病房系統開立

診斷碼時，進行先天性缺陷診斷碼檢核及提示，

醫師端先天性缺陷通報流程如圖 3-2。 

1. 開啟 HIS 系統：以門診醫師為例，開啟門

診電子病歷系統進行診療看診，詢問患者

相關病史後，開始病歷記載。 

2. 輸入診斷碼：病歷資料包含患者主述、理

學檢查、診斷及治療計畫；醫師依據問診

結果及客觀判斷，開始輸入診斷碼(見圖

3-3)。 

3. 判斷是否為先天性缺陷診斷：當醫師輸入

之診斷碼後，系統即利用第二節之先天性

缺陷診斷碼做為判斷依據，進行先天性缺

陷判斷。 

4. 判斷是否為出生 60 天內孩童：如醫師輸入

為先天性缺陷診斷時，系統將再檢核病患

是否為 60天內出生之新生兒。 

5. 判斷是否已有簡訊通知紀錄：如符合上述

條件，系統尚會檢查是否已有發送簡訊通

知之紀錄，以避免重複通知，造成專責人

員困擾。 

6. 提示醫師先天性缺陷個案需通報：如未有

任何相關通知紀錄，系統即會顯示提示訊

息視窗(見圖 3-4)，告知醫師相關規範及

後續處置 

 
圖 3-2 醫師端先天性缺陷通報流程圖 

 

 
圖 3-3 診斷碼輸入介面 

 

 

 
圖 3-4 先天性缺陷診斷提示訊息視窗 

 

7. 記錄個案並發送簡訊至專責人員：當醫師

檢視訊息後，系統將自動記錄該個案，並

發送簡訊至通報負責人員手機，簡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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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病歷號、姓名、身分證號、出生日期

（出生天數）及先天性缺陷診斷資訊(見圖

3-5)，以利人員進行個案確認及出生通報

先天性缺陷兒補登作業。 

 
圖 3-5 先天性缺陷簡訊內容範例 

 

3.3 通報端作業流程 
因試辦醫院為醫學中心，設置有遺傳諮詢

師，故先天性缺陷通報負責人員即由遺傳諮詢

師擔任，當醫師完成通報流程後，通報端作業

流程即開始展開(見圖 3-6)。 

1. 收到先天性缺陷簡訊通知：醫師確認為先

天性缺陷後，由系統發送先天性缺陷通報

簡訊。 

2. 確認先天性缺陷項目：因醫師可能在透過

更進一步之檢驗檢查結果修改診斷碼，故

專責人員在收到簡訊後，需依簡訊內容，

確認醫師最終診斷結果(見圖 3-7)。 

 

 
圖 3-6 通報端先天性缺陷通報流程圖 

 

 
圖 3-7 通報端先天性缺陷通報流程圖 

 

3. 確認是否為新個案：如已確認具備先天性缺

陷診斷後，尚需確認是否已為院內先天性缺

陷通報個案，因此，必須藉由產房提供之通

報資料進行確認是否為新個案或患有新的先

天性缺陷。 

4. 確認是否為院內個案：如為新個案，必須

再確認是否為本院出生之個案。在進行出生通

報時，需填寫母親身分證號，爾後修改亦需經

由母親身分證號進行查詢；而在醫院方面，因

新生兒出生時，尚未取得身分證號，亦未加入

全民健康保險，新生兒必須依附於母親健保之

下，運用母親健保身分進行相關醫療費用申

報，故在醫院資料庫記載之新生兒身分證號即

與母親相同，但待新生兒取得身分證號並加入

健保後，重返醫院看診後，即會更新相關基本

資料，這將導致無法由系統中直接查詢取得母

親身分證號，亦即在發現新個案時，無法直接

利用新生兒資訊進行通報補登作業。 

與相關人員討論後發現，現有之婦幼健康管理

資料庫之新生兒篩檢系統(見圖 3-8)，在建立

資料時可填入醫院之病歷號，為使補登作業順

利進行，負責人員需經由該系統查詢並確認是

否為院內接生，如為院內接生，則查詢取得母

親身分證號，再進行出生通報之先天性缺陷兒

資料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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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運用婦幼健康管理資料庫之

新生兒篩檢系統查詢新生兒資料 

 

5. 確認是否尚在 60天通報期：因出生通報系

統線上修改有新生兒出生 60 天內之作業

限制；發送簡訊後到確認完成，需要一定

的作業時間，如遇假日或業務繁忙，恐導

致院內個案無法於 60 天限期內完成先天

性缺陷補登作業。 

6. 登入出生通報系統進行補登：如為本院出

生個案及在 60天通報期內，專責人員便將

相關先天性缺陷資料轉交通報人員，再由

負責通報人員登入出生通報系統，並進行

先天性缺陷兒資料補登。 
 

4. 研究結果 
門診電子病歷系統自 103 年 07 月 16 日起

上線試辦，住院及急診電子病歷系統則自 103

年 11月 01日起始上線試辦，截至 104年 2月

28 日為止，發出之有效簡訊共計 142 筆(明細

見附表一)，其中門診 102 筆、住院 40筆、急

診因為急性醫療屬性，故試辦期間，未有新生

兒因先天性缺陷而到急診就醫，醫師未開立任

何先天性缺陷診斷。 

 

4.1 試辦成果 

由通報結果發現，通報最多的先天性缺陷

依序為 750.0舌繫帶短縮(17筆)、745.5卵圓

孔型心房中隔缺陷(16筆)及 745.4心室中隔缺

陷(14筆)；院內接生之新生兒個案，先天性缺

陷依序為 747.0動脈導管未關閉(9筆)、750.0

舌繫帶短縮(6 筆)及 748.3 喉、氣管及支氣管

之其他畸形(6 筆)；院外接生之新生兒個案，

先天性缺陷依序為 745.5卵圓孔型心房中隔缺

陷(12 筆)、舌繫帶短縮(11 筆)及 745.4 心室

中隔缺陷(10筆)。 

因部分先天性缺陷兒患有多重缺陷，扣除

重複缺陷後之歸戶人數為 119位，其中院內接

生人數為 51人，院外接生人數為 68人。而同

一時期，醫院出生通報之先天性缺陷共 10筆

(見表 4-2)，以 0603多指 3筆最多，0203唇

裂（可併有顎裂）2筆次之，檢視通報之先天

性缺陷項目內容可以發現，通報項目多屬外觀

可明顯查覺之先天性缺陷。 

將上述 51 筆院內接生資料與出生通報中

之先天性缺陷 10 筆進行交叉比較，發現共有

三位新生兒重複：749.20唇裂（可併有顎裂）

一筆、755.01手指多指畸形兩筆，後者皆併有

其他先天性缺陷，分別為 750.0舌繫帶短縮及

745.4 心室中隔缺陷，由此可知，產房在新生

兒出生後，如未有進一步檢查或檢驗，恐無法

立即發現其他缺陷項目。 
 

4.2 結果分析 
依試辦成果所收集之資料區分新生兒出

生醫院，主要通報來源為院外出生，共佔

54.93%(78筆) ，本院出生個案共佔 45.07%(64

筆)（見圖 4-1）。 

 
圖 4-1 依通報之新生兒出生醫院區分佔比圖 

依試辦成果所收集之資料區分先天性缺

陷通報科別分析，主要通報來源為小兒科

（51.4%），其次為小兒心臟（29.6%）及小兒

外科（14.8%），前三名科別共佔 95.8%，綜觀

所有通報科別，小兒相關科別更佔全部科別之

97.2%（見圖 4-2）。 

依試辦成果所收集之資料區分出生醫院

等級分析，排除無法查詢母親身分證號的部分

（21.01%），主要出生醫院為醫學中心

（53.78%），其次為區域醫院（11.76%）及地

區醫院（8.4%）（見圖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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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依通報之科別區分佔比圖 

 
圖 4-3 依通報之出生醫院區分佔比圖 

依試辦成果所收集之資料區分先天性缺

陷系統分析，主要先天性缺陷系統為心臟系統

（45.1%），其次為消化系統（21.8%）及泌尿

生殖系統（12%）（見圖 4-4）。 

 

 
圖 4-4 依通報之先天性缺陷系統區分佔比圖 

依試辦成果所收集之先天性缺陷系統並

區分院內外進行分析，則可明顯看出，不論是

院內或院外出生之新生兒，皆以心臟系統為最

主要之先天性缺陷，其次則為消化系統缺陷

（見圖 4-5）。 

 
圖 4-5 依通報之先天性缺陷系統及院內

外區分分佈圖 

依試辦成果所收集之先天性缺陷系統並

區分通報來源進行分析，則可明顯看出，不論

是院內或院外出生之新生兒，皆以心臟系統為

最主要之先天性缺陷，其次則為消化系統缺陷

（見圖 4-6）。 

 

 
圖 4-6依通報之先天性缺陷系統及通

報來源區分分佈圖 

 

依試辦成果所收集之通報時之出生天數

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住院通報之個案多集中於

10天內通報，主因新生兒住院多屬重大缺陷或

可能危及生命，需立即接受治療，而門診通報

個案則較平均分佈（見圖 4-7）。 

 
圖 4-7 依通報之通報時之出生天數區分

分佈圖 

4.3 HIS資料庫分析 
依據出生通報作業工作手冊「接生醫療院

所之權責及注意事項」中規定，接生醫療院所

在新生兒出生後 60天內可由系統直接修改先

天性缺陷，由於國民健康署現有先天性缺陷與

出生通報綁定在一起，超過 60天後之處理流

程相對複雜，且先天性缺陷並無強制通報之相

關法令，以致醫療院所間接在超過 60天後之

通報意願不足；因此，我們利用該醫學中心資

料庫查詢 2013~2014年之資料，嘗試了解新生

兒首次發現先天性缺陷時間之間的關係。 

圖 4-8呈現的是每個時間點內發現的先天

性缺陷個案數，兩年內共發現有 791例先天性

缺陷；以國民健康署規定之 60天為例，新生

兒於 60天內被首次確診為先天性缺陷共 494

例，佔兩年內發現之比例為 62.45%；從圖中亦

可發現，一年內發現共 734 例，佔兩年內發現

之比例為 92.79%，由此可知，絕大部分之先天

性缺陷皆在一年內可被確診，因此，國民健康

署之 60天規範恐造成部分資料未能如實登錄

及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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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中部某醫學中心先天性缺陷首

次發現時間人次表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由於目前國民健康署將先天性缺陷結合

於出生通報中，因醫療院所作業流程及分工，

導致無法收集到所有先天性缺陷個案資料，又

因出生通報修改規範，有 60天線上修改及超

過 60天之作業流程，且限接生醫療院所進行

修改，更讓其它醫療院所在日後發現先天性缺

陷時，無法回饋發現之個案，也就造成現有先

天性缺陷資料失真。 

本研究運用醫院資訊系統，在門診、住院

系統中，擴充先天性缺陷通報系統，透過即時

之資料回饋予通報人員，使其可以在有效期限

內，針對院內接生之先天性缺陷個案進行通報，

確實可以大幅提升先天性缺陷通報率，未來如

可推廣至其他醫療院所，將可讓主管機關於未

來政策制定時更加準確。 

 

5.2 建議 
出生通報中之先天性缺陷將於民國 105年

正式改以 ICD-10-CM進行通報，將有助於未來

與其他國家比較，唯目前之先天性缺陷通報流

程仍有所多待改善；以本研究為例，尚有近四

成的先天性缺陷超過 60天才被發現，且大部

分先天性缺陷確診醫院已非當初接生之醫療

院所，如何確保這些先天性缺陷個案，在日後

可以有系統的被通報，讓先天性缺陷資料收集

可以更加完備，皆有待國民健康署決策。 

本研究在系統完成試辦過程中，所遭遇最

大的問題為新生兒身分核對，主要原因是新生

兒可能使用母親身分證號或已取得自己的身

分證號，在確認是否為本院接生個案時，需透

過婦幼健康管理系統進行查詢，如未來出生通

報可以擁有類以之功能，將有助於簡化通報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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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感測網路下以模糊推論為基礎的區域室內定位

系統 
 

 
 

摘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無線感測網路(WSN)定
位中使用人工智慧演算法於不同形狀區塊劃

分方法的室內定位效能之分析。將在無線網路

環境中，利用接收訊號強度(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RSSI)與距離成反比的概

念，建立出訊號傳播通道模型，依照訊號發射

端與接收端間距離之遠近將訊號功率強度分

成不同層級，依照環境空間大小劃分出數個區

塊，藉由各個參考節點其功率層級與彼此交互

重疊下產生出數個小區塊，利用模糊推論系統

(Fuzzy Inference System, FIS)的方式來求得目

標節點所在的正確區塊位置。 

關鍵詞：無線感測網路、人工智慧演算法、模

糊推論系統、接收訊號強度、區域估測定位法 
 

Abstract 
 

The performance of indoor positioning 
scheme with different split methods of zone by 
using th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i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SNs) will b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The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RSSI)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distance in wireless transmission. 
This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 has been used to 
construct a signal propagation channel model. We 
could divide the RSSI into several power levels 
according to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ransmitter 
and receiver. In indoor location, the location 
space could be split up into zone lots.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location zone of the target node, the 
fuzzy inference system (FIS) algorithm is used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location zone. 
Keywords: WSNs,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algorithm, FIS, RSSI, Zone-based location 
method. 
 

1. 前言 
 
隨著物聯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1]的

概念興起，IOT 的應用越來越受到學術界及產

業界的關注，因此紛紛投入無線網路的研究

與發展，如無線感測網路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WSN 就是將數個分散且獨

立的感測器通過無線的方式連接起來，並組

成一個無線的感測網路，常見的 WSN 應用包

含自然生態環境的監測、國防軍事監測、醫

療領域及居家生活中 [2]。無線區域網路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WLAN)主要概

念是一種利用無線傳輸技術的方式連接區域

網路[3]，WLAN 可以滿足移動性、重新佈置

及隨意連網，主要應用於捷運站、機場、醫

院、賣場等公共區域或是有線區域網路受到

環境限制的區域。而無線個人區域網路

(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 WPAN)也是

使用無線網路的技術，但其特點強調短距離

及低功耗等特色，常見的技術有 : 藍芽

(Bluetooth) 、超寬頻 (Ultra Wide Band) 、
ZigBee、無線射頻辨識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近 年 來 ， 定 位 服 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隨著無線網路的廣泛應用而逐漸熱

門，許多學者也展開積極的研究[4, 5]。在無

線定位技術中，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 
System, GPS) 因其有著高可用性、可靠性、

可提供多種定位精確度且擁有廣泛的應用領

域而被廣泛應用[6]。但對於室內環境而言，

一方面衛星信號難以穿透建築物而失去定位

作用，因此尋找其他適用於室內環境的定位

系統，已成為學術界的研究重點[7, 8]。 
室內定位系統研究中，利用接收訊號強度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RSSI)進行

距離估算是最容易實現。因此近幾年有相關研

究[9, 10]提出不同的 RSSI 接收方法並建立訊

號傳播通道模型曲線，再根據其通道模型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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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不同的定位方法，進行目標節點的位置估

算。本文主要在探討無線感測網路(WSN)定位

中使用人工智慧模糊推論系統演算法於不同

形狀區塊劃分方法的室內定位效能之分析。 

 
2. 相關研究 

目前的定位方法大致可區分成座標估算

類與區域估算類。座標估算類的方法有:到達

角度定位法(Angle of Arrival, AOA)[11]、到達

時間定位法(Time of Arrival, TOA)[12]、到達

時間差定位法 (Time Difference of Arrival, 
TDOA)[13] 以 及 三 邊 定 位 法 (Trilateration) 
[14]。 
    區域估測的定位法中常見的做法為指紋

比對法(Fingerprinting)[7, 8]，該方法可以分成

離線階段與線上階段，離線階段是將各個參

考節點於實驗環境中的各個區域位置所收集

到的 RSSI 值建立特徵資料庫。線上階段的部

分，當目標節點位於實驗環境中，藉由收集

到的RSSI值與特徵資料庫進行比對而得到目

標節點所在的定位區域位置。此種方法相較

於座標估測類的定位，其優點為定位方法簡

單且複雜度低。 
此外，RSSI 值在室內環境中是常常在改變

的，因此會造成收集到的 RSSI 值產生漂移且

不穩定。然而，有關定位區域選擇方法的文獻

中，多數方法都是依照 RSSI 值的強弱值排序，

接著選擇前幾強的 RSSI 數值其對應的參考節

點所構成的區域進行判定[15, 16]。然而，以現

有的區域選擇方法無法達到 100%的正確定位

判斷率。而在室內定位的相關文獻中[17, 18]，
提出許多結合現有的人工智慧演算法整合到

定位系統中藉此改善定位效能。從這些定位研

究中可以觀察到，將模糊系統應用於眾多定位

方法，皆可以得到定位效能的改善。 
 
3. 訊號傳播通道模型 

對數距離路徑損耗模型 (Log-Distance 
Path Loss Model)是指接收訊號的平均功率會

隨著距離的增加而呈現指數的衰減，這種現

象不分室內室外皆通用，所以以經被許多文

獻大量使用[9, 10]。也由於接收訊號的平均功

率是成指數衰減，根據文獻[19]，在訊號傳播

路徑模型方面，考慮到室內環境的遮蔽效應

影響，將使用傳統的對數距離路徑損耗模

型，並加入遮蔽效應與對數 - 常態分布

(Log-Normal Distribution)機制，如公式(1)所

示: 
 

   0
0

dB

10 log + dB

PL

dPL d X
d 

 
    

 

 (1) 

在(1)中  為路徑損耗指數，表示路徑散逸的

速率； 0d 為陷入距離，通常為一非常接近發

送端的距離； d 為發送端與接收端之間的距

離。 
一般文獻中將遮蔽效應視為隨機變數來

表示， X 為平均值為 0 的高斯隨機變數，其

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為 3 至 10 dB。 
    其中，值得探討的是，在大部分環境中，

路徑損耗指數是大於或等於 2，但也有其他環

境會導致路徑損耗指數小於 2，如表 1 所示: 

表 1 各種環境中的路徑損耗指數 
環境 路徑損耗指數  

空曠 2 

建築物內視線所及 1.6 至 1.8 

建築物內有遮蔽 4 至 6 

工廠內有遮蔽 2 至 3 

 
    由此可知， 越大，則訊號傳播通道模型

中 RSSI 值會產生較大的變動。藉由此特性，

我們將用來模擬數種不同的室內環境空間以

符合實際環境量測情形，並利用此通道模型進

行區域估測概念的室內定位。 
 
4. 區域定位演算法 

 
在無線感測網路定位中使用區域估算定

位方法是一種計算複雜度低且簡單的定位方

法。如圖 1 所示拓樸方式，我們採用待測環境

空間的四個角落佈置參考節點，並在待測環境

空間的中間多加入一個參考節點，此參考節點

擺放拓樸方式，被用來解決定位區域選擇的不

確定性及提高定位精確度。 

Reference Node A Reference Node B

Reference Node C Reference Node D

Reference Node E

3M

3M

 
圖 1 參考節點擺放拓樸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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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文目前會探討的幾種區域劃分

法： 
4.1 三角形定位區域劃分 

我們利用上述此拓樸方式劃分出四個長 3
公尺、寬 1.5 公尺的三角形定位區域，並且更

進一步探討未知的目標節點是落在四個三角

形定位區域中的哪一個三角形定位區域裡。當

知道目標節點落在那個三角形定位區域就可

以使用該三角形定位區域上的參考節點來執

行三邊定位法估算出目標節點的位置。如圖 2
所示。 

Reference Node A Reference Node B

Reference Node C Reference Node D

Reference Node E

3M

3M

1

2

3

4

 
圖 2 三角形定位區域劃分法 

 
雖然此三角形定位區域劃分法大都可以

正確的選擇到最佳的三角形定位區域，但此三

角形劃分法仍有改善的地方，一方面由於劃分

的區域範圍較大，其定位的解析度並不高，另

一方面，由於 RSSI 值容易隨著環境改變，若

目標節點恰好落在三角形的邊界附近，則容易

造成定位區域的判斷錯誤，進一步造成定位誤

差，而三角形相鄰的邊界周圍產生不易判斷之

區域，我們將其稱為模糊區域。 
 

4.2 模糊三角形定位區域劃分法 
由於在三角形區域相鄰的邊界附近易造成

定位區域的判斷錯誤，因此我們利用原先三角

形定位區域劃分法中將其三角形區域的面積

縮小為長 2 公尺、寬 1 公尺，並在三角形邊界

周圍設立模糊區域，如圖 3 所示。編號 5、6、
7、8 為增加的區域，藉由此劃分方法並加入

模糊推論系統來改善區域位置的分析及提高

定位解析度。 

Reference Node A Reference Node B

Reference Node C Reference Node D

Reference Node E

3M

3M

1

2

3

4

5

6 7

8

 
圖 3 模糊區域判定之三角形定位區域劃分法 

 
4.3 模糊矩形定位區域劃分法 

 
上述方法雖藉由增加區域數量來提高定

位解析度，由於待測環境空間中央的參考節點

E 周圍涵蓋 4 個模糊區域，若目標節點落在參

考節點 E 附近，可能會因為 RSSI 值的變動，

則造成模糊區域的定位判斷錯誤。因此，我們

將重新劃分區域之形狀，將待測環境空間每 1
公尺 x1 公尺劃分，共 9 個矩形區域，如圖 4
所示。此矩形定位區域劃分方法能改善當目標

節點落在中心區域時，模糊區域判斷的不確定

因素，且同時保有定位解析度高的優點。 

Reference Node A Reference Node B

Reference Node C Reference Node D

Reference Node E

3M

3M

1 2 3

4 5 6

7 8 9

 
圖 4 模糊區域判定之矩形定位區域劃分法 

 
 
4.4 判斷正確區域位置之人工智慧 

由於室內環境複雜，RSSI 值常常是不穩

定且變化多端，單憑 RSSI 值強弱判斷並排序

的方式來估測目標節點所在區域是無法達到

穩定且正確的辨識，因為判斷出的結果都是＂

相對＂較強或較弱的訊號值，並不是＂絕

對＂，因此我們加入模糊推論系統的機制，首

先收集每個參考節點的 RSSI， 
並將其做為輸入變數帶進模糊推論系

統，經由模糊規則庫的推論與解模糊機制後得

到所在區域位置。而透過模糊推論系統進行區

域估測定位的示意方塊圖如圖 5 所示。 
 

4.5 模糊推論系統(Fuzzy Inference 
System) 

    本文中將以區域估測的方式為基礎，結合

模糊推論系統進行區域定位，在建立規則庫階

段中，將測試節點依序放在 3 公尺 x 3 公尺的

待測環境空間中的網格內，同時收集五個參考

節點的 RSSI 值，根據 RSSI 值與功率層級建立

歸屬函數並建立模糊規則庫，在區域估測定位

階段，將目標節點佈署於相同大小的待測環境

空間中，藉由模糊推論引擎，得到模糊輸出，

在經過解模糊化的機制，算出目標節點所在的

區域位置。以下介紹以功率層級劃分的模糊推

論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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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wer Level 功率層級 
    將待測環境空間內的 5 個參考節點依據

RSSI 功率大小區分層級範圍，越靠近參考節

點代表 RSSI 值較強，反之則越小。以參考節

點 A 為中心的 RSSI 功率層級示意圖如圖 6 所

示，依此類推，而參考節點 E 的 RSSI 功率層

級示意圖如圖 7 所示。 
 

Target Node 擺放於待測
環境空間之任意位置

根據訊號傳播通道模型
得到來自各個Reference 

Node的RSSI值

開始

根據區域劃分方法分別將
RSSI值帶入模糊推論系統
進行區域估測定位

經模糊推論後
得知所在區域位置

結束  
圖 5 透過模糊推論系統進行區域估測定位之

示意方塊圖 
 

    
圖 6 參考節點 A 之 RSSI 功率層級示意圖  

 
    圖 7 參考節點E之RSSI功率層級示意圖 

 
(b) 模糊集合 
    在本文中對於 RSSI 值模糊集合是依照上

述功率層級的概念定義成 6 個模糊集合，分別

為 L1、L2、L3、L4、L5、L6，如圖 8 所示。

參考節點的模糊集合，其相關參數設定經由大

量資料收集而歸納出 RSSI 歸屬函數，由於三

角形歸屬函數其計算快速且效果與高斯函數

差異不大，因此在本文中我們採用三角形歸屬

函數。而輸出的歸屬函數則為劃分好的區域編

號，如圖 9 所示。 

 
圖 8 參考節點的 RSSI 值歸屬函數 

 
圖 9 輸出區域範圍的歸屬函數 

(c) 解模糊化機制 
    解模糊化的用意在於將模糊推論所得的

推論結果量化為輸出變數的歸屬函數值。常見

的解模糊方法有:重心法、最大平均法、最大

中心法，其中重心法為經常被使用到的解模糊

化方法，因此本文中使用重心法做為解模糊化

的機制。 
 
5. 模擬結果分析 
 

本文中我們使用數種不同形狀的區域劃

分方法帶入模糊推論系統來進行區域定位，並

藉由調整對數距離路徑損耗模型中高斯隨機

變數 X 中的標準差 參數來模擬不同的室內

環境，標準差較小，訊號傳播通道模型曲線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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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穩定，則代表室內環境較空曠且無障礙物阻

擋的空間。反之，若標準差變大，訊號傳播通

道模型曲線則變為不穩定且誤差大，我們以此

來模擬室內環境複雜且有遮蔽物阻擋的空

間，使用基於模糊推論系統的區域估測定位

法，比較不同環境的情況下，使用增加模糊區

域判定之三角形區域劃分方法與矩形區域劃

分方法的區域定位正確辨識率，探討其效能。

我們藉由逐漸增加 參數，觀察三種定位方法

的正確辨識率，表 2 為改變 參數，實驗次數

皆為 100 次，三種方法之定位的正確辨識率結

果。 
表 2 三種劃分方法之定位的正確辨識率結果 
   辨識率 

 
 

標準差  

三角形區

域劃分 

模糊之三

角形區域

劃分 

模糊之矩

形區域劃

分 

3 59% 64% 83% 
5 55% 57% 80% 
7 47% 52% 81% 
9 48% 49% 77% 

 

 
圖 10 正確區域辨識率比較圖 

 
    從表 2 及圖 10 觀察得知，此方法的模擬

結果可從表 2 及圖 10 得之，在 4 種不同

Standard Deviation 之情況下，其正確辨識率皆

低於其他兩種結合模糊推論系統之方法。由此

數據結果得之，我們藉由模擬數種訊號傳播通

道模型來達到不同的室內待測環境，使用矩形

區域劃分法進行定位並結合模糊推論系統，皆

能提升其定位效能。從準確性的部分來看，結

合模糊之矩形區域劃分法皆高於其他兩種方

法；穩定性的部分，即使 Standard Deviation
改變，結合模糊之矩形區域劃分法皆能維持在

80%上下；而定位的解析度，使用矩形的區域

劃分法，每個區域大小為 1 公尺 x 1 公尺，若

判斷的區域是正確的，則定位的誤差皆可以控

制在 1 公尺內，由此可之，若選擇矩形為區域

的劃分方法，則區域定位的效果更為顯著。 
 

6. 結論 
 

本文主要在探討無線感測網路定位中使

用模糊推論系統於不同形狀區塊劃分方法的

室內定位效能之分析。依照所接收到的訊號功

率強度分成不同層級，依照環境空間大小劃分

出數個區塊，藉由各個參考節點其功率層級與

彼此交互重疊下產生出數個小區塊，利用模糊

推論系統的方式來求得目標節點所在的正確

區塊位置。由此數據結果得之，我們藉由模擬

數種訊號傳播通道模型來達到不同的室內待

測環境，使用模糊矩形區域劃分法進行定位 
優於本系統其他三角形區域劃分與模糊之三

角形區域劃分方法的結果。未來將朝更精準的

點定位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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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音樂線上平台於交響樂團經營發展之運用 
 

 
 

摘要 
 

如何運用現今技術已相當成熟的線上音

樂平台來經營古典音樂樂迷並開發更多觀

眾，已經漸漸被越來越多的古典音樂相關單位

團體所重視。本研究利用觀察國內外兩個具代

表性的交響樂團所建置或與資訊技術團隊合

作的線上古典音樂平台，國外為德國柏林愛樂

交響樂團所建置的數位音樂廳(Digital Concert 
Hall)，國內為國家交響樂團與 MUZIK AIR 共

同合作成立的 MUZIK AIR「NSO 隨身聽」，透

過本研究所提出的觀察此二者線上音樂平台

的成立背景、網站特色、經營方式等結果，提

供國內歷史最悠久已成立 70 年的國立臺灣交

響樂團未來永續經營發展的參考。 

關鍵詞：交響樂團、線上音樂平台、數位音樂

廳。 
 

Abstract 
 

How to use the online music platform based 
on the mature technology to manage and develop 
classical music fans and audiences, it has 
gradually been more and more classical music 
group's attention. In this study, it surveyed two 
online classical music streaming platforms, 
“Berlin Philharmonie Digital Concert Hall” 
established by Berlin Philharmonie and “MUZIK 
AIR-NSO Listen Now” established by NSO in 
cooperation with MUZIK AIR. The research 
result of the establishment background, site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 mode of the both 
online classical music streaming platforms in this 
study can offer National Taiwan Symphony 
Orchestra, the oldest symphony orchestra which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70 years in Taiwan,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operations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symphony orchestra, online music 
streaming platforms, Digital Concert Hall. 
 

1.  前言 
隨著資訊技術發展日益成熟，線上社群網

站、線上站台、電子商務等各種網路平台已發

展成另一種人與人之間溝通聯繫不可或缺的

媒介，各種產業深覺若守舊以傳統經營方式已

無法生存，全世界藝文團體近幾十年來運用新

興資訊技術已發展出相當亮眼的經營案例。以

筆者所服務的國立臺灣交響樂團單位屬性為

古典音樂範疇的交響樂團來觀察，現今國內外

各大交響樂團均藉由每年固定安排樂季音樂

會演奏各類型音樂及舉辦各種推廣教育活動

培養觀眾群，以經營交響樂團更多欣賞演出人

口及業務版圖。 
本研究以國外極具代表性的柏林愛樂數位

音樂廳 (Berlin Philharmonie Digital Concert 
Hall) ，及國內首屈一指的國家交響樂團

(National Symphony Orchestra，簡稱 NSO)與
MUZIK AIR 共同合作甫成立的 MUZIK AIR
「NSO 隨身聽」為研究對象，兩者均以交響樂

團音樂會演奏錄影音紀錄為基礎，藉由數位化

檔案、雲端資料庫、串流技術等資訊技術將珍

貴音樂資產轉化為線上音樂平台提供全世界

使用者瀏覽。探討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及

MUZIK AIR「NSO 隨身聽」建置背景及網站提

供服務內容差異，本研究結果期提供筆者服務

之國立臺灣交響樂團未來經營發展參考。 
 

2.  交響樂團定義 
交響樂團(Symphony Orchestra)又名管絃

樂團(Orchestra)。大規模的器樂演奏團體謂之

管絃樂團，近代管絃樂團又稱為交響樂團或交

響管絃樂團[1]。 
交響樂團源自於歐洲，文藝復興時代，義

大利貴族經常僱用樂師於宮廷演奏社交助

興，發展至十七、十八世紀巴洛克時代開始，

越來越多貴族與教會為演奏更多不同型態的

音樂作品，邀集了更多的器樂演奏家一起共同

合奏，漸漸演變成現今管絃樂團編制規模大約

100 人左右的交響樂團。 

林芳昌 吳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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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理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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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弦樂團的編成有大有小種類繁多。以現

在的標準而言，人數大約在 100 人左右。大體

上是由下面的樂器所編成：(1)弦樂器(Strings)
組：第 1 小提琴、第 2 小提琴、中提琴、大提

琴與低音提琴。(2)木管樂器(Wood-winds)組：

短笛、長笛、雙簧管、英國管、豎笛、低音豎

笛、低音管與被低音管。(3)銅管樂器(Brass)
組：法國號、小喇叭、伸縮喇叭與土巴號。(4)
打(擊)樂器(Percussion)組：定音鼓、大鼓、小

鼓、鈴鼓、響板、木琴、三角鐵、鐘琴、鈸、

鑼等。此外，還可能加上豎琴、鋼琴等[5]。 
國外知名交響樂團如柏林愛樂交響樂團、

維也納愛樂管弦樂團、倫敦交響樂團、芝加哥

交響樂團等，國內職業交響樂團則有國立臺灣

交響樂團、國家交響樂團、臺北市立交響樂

團、高雄市交響樂團及由民間法人機構經營的

長榮交響樂團等。 
 

3.  線上音樂平台發展概述 
所謂的「線上音樂」乃是指線上數位音樂：

是平台營運業者在網際網路上提供數位化音

樂，使用者可以用非會員或會員等方式，以不

同價格透過網路下載或線上聆聽。網際網路出

現後，網路成為另一銷售管道，早期網路銷售

的產品仍為 CD 唱片，不過在網路頻寬日益加

大之下，再加上壓縮技術如 MP3 的應用，音樂

檔案在網路傳輸的速度加快，傳輸效率提高，

並可保有 CD 唱片相當的音質，因此消費者可

不再侷限僅以網路為管道購買 CD 唱片，而可

進一步透過網路直接下載或聆聽音樂檔案，使

得網路成為新型態的銷售通路[3]。 
隨著各種檔案壓縮技術的問世以及網路基

礎環境的日趨成熟，使得大量的數位音樂檔案

能以低成本、高速率的形式在網路環境中流通

散佈，線上音樂也因此在全球各地快速的發展

並累積為數眾多的使用者[6]。 
2004 年願境網訊公司在臺灣推出第一個

合法的線上音樂平台 KKBOX，採用數位串流

(streaming)技術，並以技術加密媒體檔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提供消費者在線上

隨選隨聽音樂檔案的服務。之後如雨後春筍般

的爭相成立許多線上音樂平台，如 ezPeer、
Kuro、Yahoo!奇摩、iTunes 及 2015 年剛推出的

Spotify 等。 
全世界針對古典音樂也紛紛成立各種類型

的線上音樂平台，例如有古典音樂類廣播電台

蒐集製播廣播節目並蒐集成立音樂資料庫，或

音樂圖書影音系統轉成立線上資料庫平台，也

有交響樂團成立專屬線上音樂資料庫，也有古

典音樂雜誌蒐羅音樂資料庫後轉型成立線上

音樂平台；例如蒐集整理國外及國內具代表性

的線上古典音樂平台如表 1 及表 2： 
 

表 1 國外線上古典音樂平台 
名稱 網址 

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

Digital Concert Hall 
www.digitalconcerthal
l.com/en/home 

波士頓交響樂團 
BSO Media Center 

www.bso.org/MediaCe
nter/ 

芝加哥交響樂團 
CSO Radio Broadcast 

csosoundsandstories.or
g/category/cso-radio/ 

德國古典音樂電台 
Klassik Radio Live 

www.klassikradio.de/
webplayer 

拿索斯音樂圖書資料

庫 
Naxos Music Library 

www.naxosmusiclibrar
y.com 

亞歷山大音樂圖書資

料庫 
Alexander Street 
-Contemporary World 
Music 

alexanderstreet.com/ 

梅迪奇影音頻道 
medici.tv 

www.medici.tv/ 

Spotify play.spotify.com/ 
 

表 2 國內線上古典音樂平台 
名稱 網址 

台北愛樂電台 www.e-classical.com.tw/ 
台北愛樂電台-愛
樂 APP 

整合愛樂電台自建資料

庫提供智慧型手機下載

APP 
台中古典音樂台 www.family977.com.tw/ 
台中古典音樂台

-NSO Live 雲端音

樂廳 

www.family977.com.tw/P
rogram_01.asp?ProgramI
D=88 

MUZIK ONLINE
古典音樂資料庫 

www.muzik-online.com/t
w/ 

MUZIK AIR  
古典音樂線上串

流平台 

www.muzikair.com/tw 

 
無論國內或國外的線上音樂平台，經歷過

早年因為著作權觀念不足及網路泡沫化市場

經營不善淘汰震盪後，近幾年開始成立的線上

音樂平台已經解決音樂著作權取得及線上授

權的問題，也建置完備的線上授權存取機制，

許多音樂創作者、音樂演奏者及出版商轉而重

視線上音樂的市場並積極開發更多內容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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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上音樂平台運用之探討 
 

4.1 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 
 
柏 林 愛 樂 交 響 樂 團 ， 德 文 Berliner 

Philharmoniker，英文 Berlin Philharmonic，簡

稱 BPO，中文簡稱柏林愛樂。2008 年 12 月 17
日成立「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將柏林愛樂

的演出以串流方式透過網際網路實況轉播，提

供愛樂者能在全世界看到聽到柏林愛樂現場

演出的網路平台，網站首頁如圖 1。2009 年 1
月 6 日首場「數位音樂廳」現場音樂會演出。

「數位音樂廳」係於柏林愛樂廳中架設七支遠

端遙控高畫質攝影機，並透過優秀高超的音響

技術，從不同角度將指揮及樂團團員演奏細部

動作以高畫質技術錄影[9]。 
 

 
圖 1  數位音樂廳網站首頁 

 
2009 年柏林愛樂正式推出「柏林愛樂數位

音樂廳」（Digital Concert Hall），以精緻專業的

錄音與數位技術，將音樂會放到網路上實況轉

播，之後並採取收費機制，這是柏林愛樂的創

舉，同時宣告古典音樂會邁入新的時代。其

實，柏林愛樂 2005 年首度訪台，當年那場演

出曾同步舉行戶外轉播，廣場上數萬樂迷的熱

情讓拉圖與樂團團員深受感動，啟發了柏林愛

樂後來創設數位音樂廳的想法。台灣樂迷可能

作夢也沒想到，這項跨世紀之舉，自己也有一

份功勞[2]。 
「數位音樂廳」所有影片以串流方式觀

賞，以音樂會、電影、音樂家專訪等三大類別

分類。其中音樂會可依指揮、作曲家、獨奏家、

樂曲形式、樂派、樂季及教育推廣等不同分類

方式查詢點選觀賞，如圖 2 網頁所示。 
 

 
圖 2  數位音樂廳音樂會影音分類網頁 
 
「數位音樂廳」採會員付費方式，票券價

位如表 3 所列分為四種方案，收費說明如圖 3： 
 
表 3 數位音樂廳 2015/16 樂季票券 
方案 費用 提供服務 

每月訂閱 歐元 14.90 
(美金 17) 

提 供 自 動 續 約 功

能，可隨時取消 
12 月票 歐元 149  

(美金 170) 
不提供自動續約功

能 
30 天票 歐元 19.90 

(美金 23) 
不提供自動續約功

能 
7 天票 歐元 9.90 

(美金 11.50)
不提供自動續約功

能 

 

 
圖 3  數位音樂廳使用收費說明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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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音樂廳」以柏林愛樂各場音樂會演

奏錄音影為主，音樂會現場演出同步錄影轉播

後，隨即上傳至網站，提供日後使用者可隨時

全曲聆賞。針對未來演出場次的曲目無提供事

先聆聽的服務，則以演出轉播前倒數時間來吸

引使用者如期同步觀賞現場演出。 
柏林愛樂現任首席指揮賽門·拉圖(Simon 

Rattle)一手打造的「數位音樂廳」，成立發展至

今已經是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線上古典音樂

平台，世界各國交響樂團均紛紛以此為仿效的

典範。 
 
4.2 MUZIK AIR「NSO 隨身聽」 

 
希幔數位科技有限公司(MUZIK Creative 

Digital Ltd.)於 2015 年成立一個以古典音樂為

核心素材，結合科技與社群功能的線上收聽平

台「MUZIK AIR」。資料庫中收羅了一萬首古

典音樂曲目，提供完全免費的公版音檔供樂友

透過網路使用電腦及行動載具聆聽；MUZIK 
AIR 網站首頁如圖 4。 

 

 
圖 4  MUZIK AIR 網站首頁 

 
希幔數位是 MUZIK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

立於 2006 年)旗下專門從事數位音樂產業技術

研發的事業群，2010 年成立標榜華語區最大的

古典音樂線上資料庫 MUZIK ONLINE[7]。 
 

MUZIK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暨

《MUZIK》發行人暨總編輯孫家璁於 2015 年

9 月號第 101 期《MUZIK》期刊內提到「我們
在二○一三年八、九月時，正式推出了現在看
到的「MUZIK ONLINE」版本，這個網站當初
的設計，包括了我們能想像並且能做到的「古
典音樂結合數位媒體」所有功能：即時新聞、
知識閱讀、線上音樂、網路電台、表演資訊彙
整等等，基本上除了「電子商務」外，能夠在
古典音樂發生的行為，我們都包含在 MUZIK 
ONLINE 裡面。對我們而言，可以說是一個完
整呈現未來在「數位領域」中，能夠做的所有
古典音樂內容。……基本上我們就是將 MUZIK 
ONLINE 上現有的功能， 去重新進行整理與歸
類。譬如文字的部份，歸到一個專門是文字閱
讀的網站；資料庫的部份，則是建立起專門的
資料庫；表演資訊的部份，未來則會用售票系
統來統整。而 MUZIK ONLINE 最主要的一個功
能「線上音樂聆聽」，則就拉出來成為現在看
到的 MUZIK Air。」[4]。 

MUZIK AIR 目前使用「RWD(響應式網頁

設計)」技術，使用者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

腦瀏覽 MUZIK AIR 網站時可自動適應調整螢

幕的大小。曲目除了以一般常見的以作曲家或

樂器分類外，也以各種不同的情境、時間、天

氣、心情等分類提供使用者點選聆聽。 

MUZIK AIR 除了提供各藝文團體刊登

banner 等廣告宣傳服務外，也提供企業可客製

化製作企業品牌專區。國家交響樂團即於 2015
年首先與 MUZIK AIR 合作推出「NSO 隨身

聽」，網站首頁如圖 5。 
 

 
圖 5  MUZIK AIR「NSO 隨身聽」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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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收錄NSO 2015/16樂季25場音樂會所

安排的重點曲目各樂章共計 267 首樂曲，其中

包含 2015 年 4 場音樂會導聆，提供世界各地

不同樂團演奏版本音樂給使用者免費聆聽。音

樂會導聆由 NSO 邀請古典音樂專家錄製口語

導聆服務，介紹並解析每場音樂會的特色與樂

曲風格。截至目前為止 2015 年 10 場音樂會中

錄製提供了 4 場音樂會導聆上傳供使用者聆

聽，每場導聆時間大約 12-17 分鐘左右[8]。 
列舉其中 NSO 於 2106 年 6 月 5 日的【樂

季精選 IV-雙面魏德曼】音樂會，MUZIK AIR
「NSO 隨身聽」中列出該場音樂會所演出的所

有曲目的音樂提供聆聽，如圖 6 曲目列表網頁。 
 

 
圖 6  MUZIK AIR「NSO 隨身聽」【雙面魏德

曼】音樂會曲目搶先聽列表 
 
並介紹各首曲目演奏版本及作曲家介紹等

資訊，如圖 7。例如其中曲目舒伯特 (F. 
Schubert)-第八號交響曲《未完成》的版本挑選

海伯特·馮·卡拉揚(Herbert von Karajan)指揮柏

林愛樂交響樂團(Berliner Philharmoniker)的演

奏錄音版本。韋伯(Carl Maria von Weber)-第一

號豎笛協奏曲則挑選由費倫茨·弗利克賽

(Ferenc Fricsay) 指 揮 柏 林 廣 播 交 響 樂 團

(Radio-Symphonie-Orchester Berlin)，豎笛獨奏

由海因里·郭利澤(Heinrich Geuser)希擔任的演

奏錄音版本。 
MUZIK AIR「NSO 隨身聽」是 MUZIK AIR

首度與國內交響樂團合作製作企業品牌專區

的案例。也是 NSO 繼台中古典音樂台-NSO 
Live 雲端音樂廳之後，另一項藉由網路線上資

訊平台所拓展新的行銷平台，透過既有的平台

資訊技術導入樂團品牌專區形象，吸引全臺灣

甚至國際間愛樂者更多元的接觸管道，NSO 此

舉對於未來的經營發展是否產生效益，值得後

續觀察。 
 

 
圖 7  MUZIK AIR「NSO 隨身聽」【雙面魏德

曼】音樂會曲目演奏版本及作曲家介紹 
 
4.3 數位音樂廳與 MUZIK AIR「NSO 隨

身聽」兩者異同比較 
 
「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Digital Concert 

Hall）與 MUZIK AIR「NSO 隨身聽」，兩者之

間多所不同；「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係以柏

林愛樂各場音樂會演奏錄音影為主，MUZIK 
AIR「NSO 隨身聽」則以介紹 NSO 2015/16 樂

季節目曲目為主，使用不同樂團演奏之版本，

並非 NSO 所演奏的錄音。「柏林愛樂數位音樂

廳」採會員收費方式經營，MUZIK AIR「NSO
隨身聽」則以免費提供線上聆賞方式經營。網

頁設計方面，「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以黑色

白字為主，銘黃色為輔，銘黃色同樣為柏林愛

樂交響樂團 logo 標準識別，色系與柏林愛樂相

連結；MUZIK AIR「NSO 隨身聽」則以淡色系

為版面主軸，與「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的深

色系給人完全不同的感覺，試圖引導愛樂者亦

可輕鬆隨興接近音樂的氛圍。 
一個是擁有世界最頂尖的柏林愛樂交響樂

團，以及精緻專業的錄音與數位技術團隊；一

個是以期許建置國內最龐大古典音樂資料庫

為職志的音樂雜誌，結合國內優秀數位科技團

隊；雖各有不同的國家民情特性、經營模式、

行銷方式、樂友服務宗旨等差異，各自於所建

置的線上音樂平台上，提供不同的會員服務與

多元的豐富內容；但相同的目標則均為期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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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數位音樂廳與 MUZIK AIR「NSO 隨身聽」比較 
項目 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 MUZIK AIR「NSO 隨身聽」 

影音 
內容 

以柏林愛樂各場音樂會演奏錄影錄音及

訪談、電影等為主。音樂會現場演出錄

影音轉播後，隨即提供全曲聆賞。針對

未來演出音樂會的曲目暫無提供事先聆

聽之服務。 

以 NSO 2015/16 樂季節目曲目為主要介

紹，挑選世界各地不同樂團演奏版本，

非 NSO 演奏錄音版本。針對未來演出各

場音樂會曲目有提供事先聆賞之服務。

影音 
檔案 

包含影像檔及音樂檔 無影像檔，目前僅提供音樂檔。 

分類 
特色 

主分類為四項：現場轉播(Live 
Streams)、音樂會錄影音(Concerts)、電

影(Movies)及訪談(Interviews) 

以 2015 年 9 月至 2016 年 7 月每月各場

音樂會作為分類 

瀏覽 
語言 

英文、德文、日本語、西班牙語等四種

語言版本 
繁體中文、簡體中文、日本語、英文等

四種語言版本 
版面 
色系 

黑色為底，搭配柏林愛樂交響樂團 logo
銘黃色，具深度穩重質感 

淡色系版面，給人一種可輕鬆隨興近距

離聆賞音樂的氛圍 
會員註

冊方式 
以 E-mail 為註冊登入帳號 提供三種方式：facebook、Twitter、E-mail

付費 
存取 

採付費方式，不同價位享有不同存取聆

聽權限。 
採免費方式，登入會員後享有全站全曲

存取聆聽權限。 
 
拓展更多的古典音樂觀眾群及更廣的經營版

圖。本研究彙整「柏林愛樂數位音樂廳」（Digital 
Concert Hall）與 MUZIK AIR「NSO 隨身聽」

各項特性異同比較如表 4。 
 

5.  結論 
柏林愛樂自數位音樂廳成立至今，以成熟

資訊技術做為後盾，持續不斷的更新豐富數位

音樂廳雲端資料庫內容，更以全球性的網路廣

告行銷吸引全世界更多的愛樂者成為會員，成

功打造世界頂尖樂團的經營版圖。 
欣見國內古典音樂工作者克服艱深龐雜的

資訊軟硬體技術，成立 MUZIK AIR 線上古典

音樂平台，國內指標性的國家交響樂團透過與

MUZIK AIR 合作所成立的「NSO 隨身聽」，藉

由網路便捷性的特性，提供全臺灣各地的愛樂

者輕鬆瀏覽 NSO 年度樂季音樂會的曲目全

貌，再搭配現今高鐵交通的便利性，期待能拓

展除台北地區以外的愛樂者能踏進台北國家

音樂廳欣賞音樂會表演。 
筆者所服務的國立臺灣交響樂團，是國內

歷史最悠久的交響樂團，成立至今 70 年，身

負臺灣樂教推廣之責，累績的演奏足跡及場次

是國內其他樂團無人能及的，場場精彩演出錄

影錄音紀錄也已是臺灣古典音樂發展歷史上

相當珍貴的文化資產，希望藉由本研究探討柏

林愛樂數位音樂廳的建置，及國家交響樂團與

線上音樂平台合作闢建專區的寶貴經驗，提供

國立臺灣交響樂團未來經營發展規劃參考，思

考如何藉由成熟穩定的資訊技術，將數十年來

所累積的影音紀錄數位化後，期建置一個有效

易操作又具內容豐富性的線上音樂平台，以吸

引更多音樂欣賞人口及培植優秀的臺灣音樂

人才，也提供學術界、愛樂者及國際文化交流

的一個臺灣具代表性的線上古典音樂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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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raditional facial numerology 
analysis,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people to ana-
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ity by ob-
serving the facial features by themselves, thus 
it seems to be inconvenient and time-consum-
ing a little bit. In this paper, a facial numerol-
ogy analysis system which utilizes image proc-
essing technique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fa-
cial recognition by people is proposed. The 
proposed system is implemented by simply us-
ing a camera, MATLAB program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to perform the facial 
recognition and numerology analysis quickly. 

Keywords— Image processing, facial recogni-
tion, numerology analysis. 

1. INTRODUCTION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digital image proc-
essing techniques, several biometric authenti-
cation applications, such as facial recognition, 
speech recognition,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iris 
recognition, and so on, have been provided for 
the human beings with the greater convenience 
and reliability [1]–[4]. The facial recognition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iometric authentication 
techniques because of several advantages, such as 
contactless and non-invasive properties during 
the detection process, compared to the fingerprint 
recognition and iris recognition [4].   

It seems to be inconvenient and time-
consuming a little bit when people do the tradi-
tional facial numerology analysis. It is because 
that they have to observe the facial features by 
themselves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rson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bserva-
tions.  In this paper, a facial numerology analysis 
system which utilizes image processing tech-
nique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facial recognition 
by people is proposed. The proposed system can 
automatically provide the facial feature recogni-

tion by using a camera, MATLAB program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and then it can per-
form the facial numerology analysis in accor-
dance with the results quickly.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rest of the paper is as 
follows. In Section 2, the basic theories of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are introduced and studied 
briefly. The study and design process of the pro-
posed system are illustrated in Section 3. Experi-
ment results of the proposed system are presented 
in Section 4. Finally, conclusions are drawn in 
Section 5. 

2. BASIC THEORIES OF IMAGE PRO- 
CESSING TECHNIQUES 

2.1. Gray Level 
A color space, so-called a color model, is a 

mathematical representation which simply de-
scribes the range of colors as tuples of numbers 
(e.g., RGB) [5]. Fig. 1 illustrates the RGB color 
space as an RGB color cube, in which the vertices 
are the primary (i.e., red (R), green (G), and blue 
(B) color) and the secondary (i.e., cyan (C), ma-
genta (M), and yellow (Y)) colors, respectively 
[1]. In general, the red, green and blue colors are 
called as the three images forming an RGB color  

Fig. 1 RGB color sp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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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 2 (a) 24-bit RGB image; (b) Gray-level ver-
sion of (a) obtained, based on Eq. (1).  

 
Fig. 3 Histogram of gray-level image in Fig. 2(b). 

image. The range of value of the component im-
ages is [0, 255] for RGB images of class unit8 [6]. 
However, if all component images are identical, 
the result becomes a gray-level image. The defi-
nition of “gray level” is to transfer a full-color 
image (i.e., 24-bit RGB image) into the gray-level 
imag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equation [7], [8]. 

BGRGRAY ××× 0.114+0.587+0.299=  (1) 

Fig. 2(a) shows the original 24-bit RGB image 
and Fig. 2(b) illustrates the gray-level version of 
(a) obtained, based on Eq. (1).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effects of dithering are usually better il-
lustrated with gray-level images after comparing 
with both Fig. 2(a) and (b). 

2.2. Histogram 
The histogram of the gray-level image mainly 

consists of it gray levels, which means a graph 
indicting the number of times each gray level oc-
curs in the gray-level image [6], [9]. That is, the 
horizontal axis of the graph represents the gray 
levels (i.e., 0~255), and the vertical axis repre-
sents the number of pixels in the particular level. 
In general, the image histograms can be useful 
tools for thresholding,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in 
the graph is a representation of pixel distribution 
which can be analyzed and used for the image 
process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the edge detection, 
image segmentation, and so on, by setting a ap- 

  
(a)                                  (b) 

Fig. 4 (a) Binary image when threshold T=60; (b) 
Binary image when threshold T=0. 

propriate threshold value [5], [6], [9]. Fig. 3 shows 
the histogram of the gray-level image in Fig. 2(b).  

2.3. Binary 
For the image processing and identification, we 

sometimes only require some gray level values, 
such as black and white colors, thus the image 
binarization is an extreme approach to strengthen 
the contrast of the image. In general, the gray-
level image will be converted into binary image 
by using the critical value method which decides 
a threshol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stogram. 
Then, the binary image )(x,yg can be defined as 
follows [5], [6], [10]: 

⎩
⎨
⎧ >= otherwise.,1

.),(if,0)( Tyxfx,yg           (2) 

where )(x,yf is the original gray-level image, and 
T denotes the threshold which is decided, based 
on the histogram. If ,1)( =x,yg which represents 
black color, on the contrary, it represents white 
color when .0)( =x,yg  Binary images with dif-
ferent thresholds are shown in Fig. 4(a) (i.e., T=60) 
and (b) (i.e., T=0), respectively.  

2.4. Skin Color Detectio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color for the dependence 

on the light source, we convert the color image 
from RGB color space to normalized color coor-
dinates (NCC) color space, because the RGB im-
age is sensitive to the external light source. Then, 
the normalized components of red and green col-
ors, r and g, which can mainly lower the depend-
ence on the light source, and the parameter of W 
can be obtained as [5], [6]  

BGR
Rr
++

=                     (3) 

BGR
Gg
++

=                      (4) 

and 

,)33.0()33.0( 22 −+−= grW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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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Statistic chart of skin color. 

 
Fig. 6 The image after skin color detection.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Eqs. (3)-(5), the skin 
color detection of the color image can be evalu-
ated as following equations [11], [12]. 

otherwise
0.0004)(&))((&))((if

,0
,1 21 ><<

⎩
⎨
⎧

=
Wrfgrfg

S

(6) 

1452007431-0.13767)( 2
1 .r.rrf ++=    (7) 

1766056010-0.776)( 2
2 .r.rrf ++=     (8) 

where )(1 rf and )(2 rf denotes the upper bound 
and lower bound of the yellow line shown in 
Fig. 5, respectively. If the parameter S=1, it 
indicates the region is determined as the face 
region. Fig. 6 illustrates the results of proceeding 
the skin color detection.  

2.5. Erosion and Dilation 
In the morphological image processing, two 

common operations which can eliminate the ef-
fect of noise and connect the broken foreground 
are erosion and dilation. Moreover, the effect of 
the noise can also be reduced by further combin-
ing of operations of erosion and dilation [11].  

Erosion is an operation which shrinks objects 
in a binary image. Then, the definition of erosion 
of input binary image A by structure element B is 
defined as [5], [6] 

})({ ∅≠∩=Θ c
z ABzBA                 (9) 

where zB)( denotes the translation of set B  by point 
),,( 21 zzz = cA is the set of all pixel coordinates  

  
(a)                                 (b) 

Fig. 7 An example of erosion (a) Original image; 
(b) Eroded image. 

  
(a) (b) 

Fig. 8 An example of dilation (a) Original image; 
(b) Dilated image. 

that don’t belong to set ,A and ∅ is the empty set. 
Fig. 7(a) shows the original binary image, and Fig. 
7(b) illustrates the resulting image with the opera-
tion of erosion. Similarly, dilation is an operation 
which thickens objects in a binary image and the 
dilation of A by B is defined in terms of set opera-
tions, such that [5], [6] 

})ˆ({ ∅≠∩=⊕ ABzBA z             (10) 

where B̂ is the reflection of set .B  Fig. 8(a) and (b) 
shows the original binary image and the dilated 
image, respectively. 

3. STUDY AND DESIGN PROCEDURES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achieve the purpose of 
face recognition applications in numerology 
analysis by simply using a camera and some im-
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Therefore, the design 
procedures which specify how to perform the ex-
traction and recognition of each facial feature, 
such as eyes, eyebrows, mouth, and face shape 
are interpreted in detail in this section. 

3.1. Face Extraction 
In order to extract the face conveniently, the 

proposed system provides a system interface as 
shown in Fig. 9. After pressing the lower-left but-
ton “Take a picture”, the face image will be ex-
tracted and displayed in the upper-right box. 
Moreover, the extracted face image will be saved 
as JPEG format and used for the numerology 
analysis in the future. The analysis results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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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9 Interface of numerology analysis system. 

 
Fig. 10 Feature points of eyes. 

shown in another interface by clicking the lower-
right button “Announce the fate”. 

3.2. Eye Feature Extraction 
Fig. 10 illustrates the resulting feature points of 

eyes after we perform the fundamental morpho-
logical operations presented in Section 2, such as 
the operations of the histogram, binary and ero-
sion on the original image. Then, the parameters 
of eye feature which are used for the estimation 
of eye shape, such as the angle of elevation of the 
eye shape ,eyeAng the proportion of eye ,POE  
and the proportion between the inner corner of 
the eye and  outer corner of the eye POIOE are 
given by  

ad

ady
eye D

D
Ang 1sin−=                 (11) 

  
bc

ad

D
DPOE =                       (12) 

and  

gr

eq

D
D

POIOE =                    (13) 

where adyD denotes the distance in y-axis between 
the inner corner of the eye and outer corner of the 
eye, adD denot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inner 
corner of the eye and outer corner of the eye (i.e., 
the distance between point a and point d.), 

deD denot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inner cor-
ners of the eye (i.e., the distance between point d 
and point e), bcD denotes the height of the eye 
(i.e., the distance between point b and point c), 
and ahD  between two outer corners of the eye 
(i.e., the distance between point a and point h).  

  According to Eqs. (11)-(13), the estimation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EYE FEATURE 

Type TSA TSB Angeye

Big Eyes 180~240 >140 - 
Small Eyes >240 <145 - 
Round Eyes <180 - - 

Upward-
slanting Eyes - - >10 

Downward-
slanting Eyes - - <-5 

parameters TSA and TSB can be obtained as  
220 POETSA ×=                  (14) 

220 POIOETSB ×=                (15) 

Table 1 show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ye feature 
to define which eye shape the extracted image 
belongs to, based on the above both parameters 
TSA and  TSB. 

3.3. Eyebrow Feature Extraction 
Similarly, we also need to obtain the feature 

points of eyebrows before we estimate the origi-
nal image. After performing the fundamental 
morphological operations presented in Section 2, 
such as the operations of the histogram, binary 
and erosion on the original image, we can obtain 
the resulting feature points of eyebrows as shown 
in Fig. 11. Then, the parameters of eyebrow fea-
ture which are used for the estimation of eyebrow 
shape, such a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interior 
point of the eyebrow and the tip of the eye-
brow jkD  (i.e., the distance between point j and 
point k),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interior points 
of the eyebrows klD , the distance in x-axis be-
tween the interior point of the eyebrow and the 
tip of the eyebrow jkxD , the height of the eyebrow 

mnD  and the length of the eyebrow ikD can be 
obtained and then the angle of elevation of the 
eyebrow browAng can be obtained as 

jk

jkx
brow D

D
Ang 1cos−=                 (16) 

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parameters, 
Table 2 summari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eyebrow 
shape feature to provide us the decision rules to 
determine which eyebrow shape the extracted 
image belongs to. 

 
Fig. 11 Feature points of eyeb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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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EYEBROW FEA-
TURE 

Type Dkl Dmn Dik Angbrow

Word 
Eyebrows <=30 - - - 

Short 
Eyebrows - - <=40 - 

Rough 
Eyebrows - >12 - - 

Sharp 
Eyebrows - - - >=10 

Thin  
Eyebrows - <=12 - <10 

3.4. Mouth Feature Extraction 
With the use of the fundamental morphological 

operations presented in Section 2 on the original 
image, 5 feature points of the mouth are obtained 
as shown in Fig. 12. Then, the definitions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mouth POM and the angle of 
elevation of the mouth mouthAng  are given by     

pr

os

D
DPOM =                       (17) 

,cos 1

os

osx
mouth D

DAng −=                 (18) 

where osD denotes the length of the mouth (i.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int o and point s), prD  
denotes the height of the mouth (i.e.,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int p and point r), and osxD denotes 
the distance in x-axis between the point o and 
point s). Thus,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mouth fea-
ture is summarized in accordance with Eqn. (17) 
and (18) as Table 3, in which the resulting para 
meters of POMDos , and mouthAng  are provided to 

 
Fig. 12 Feature points of mouth.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MOUTH FEA-
TURE 

Type Dos POM Angmouth

Wide Lips >=65 - - 
Small Lips <40 - - 

Oblique Lips - - >=10 
Full Lips - >=6 - 
Thin Lips - <6 - 

 
(a)                   (b)                    (c) 

Fig. 13 (a) Extraced image after face detection; (b) 
Feature points t, u, and v; (c) Feature point t.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FACE FEATURE 

Type Dtu Angface 
Oblong Face >=145 <=120 
Square Face <145 <=120 

Triangular Face - >=160 
Round Face <120 - 
Oval Face >=120 - 

determine which mouth shape the extracted im-
age is. 

3.5. Face Shape Feature Extraction 
First, we perform the operation of face detec-

tion on the original image, thus the resulting im-
age is shown as Fig. 13(a). Then, we can get the 3 
feature points of the extracted image of the face 
(i.e., feature points t, u, and v) shown in Fig. 
13(b). Moreover, Fig. 13(c) illustrates an example 
of how to get the feature point t, and it is note that 
the feature point t is assumed as the midpoint of 
the inner corner of the left eye and the left corner 
of the mouth. Therefore, we can obtain the pa-
rameter faceAng  and is given by  

 
tvtu

tvuvtu
face DD

DDDAng
×
−+

= −

2
cos

222
1             (19) 

where tuD denot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int t 
and point u, uvD denot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int u and point v, and tvD denote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point t and point v. As shown in Ta-
ble 4 is the classification of face feature. Simi-
larly, we can determine which face shape the ex-
tracted image belongs to, based on the parameters 

tuD and faceAng  in the table. 

4. EXPERIMENT RESULTS 

Fig. 14 illustrat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physiog-
nomy features, such as the eye shape, eyebrow 
shape, mouth shape and face shape, which a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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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4 Classifications of physiognomy features.  

 

Fig. 15 An example of the experiment result. 

important features and references generally used for 
the numerology analysis. Moreover, the interface of 
the proposed numerology analysis system is also 
shown in Fig. 15. First, the original image will be ex-
tracted via a camera and then displayed in the mid-
dle yellow box, after pressing the lower-left but-
ton “Take a picture”. The results of numerology 
analysis will be demonstrated in the right box 
once we click the button “Announce the fate”, 
based on the decision rule of each feature pre-
sented in Section 3. However, a decision or rec-
ognition error still occurs when we use the pro-
posed system to perform the numerology analysis.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surrounding light is so 
bright or so dark that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pixel in the whole original image becomes raised 
or lowered, which results in the variance of the 
threshold.  

5. CONCLUSIONS 
In this paper, a facial numerology analysis sys-

tem which utilizes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instead of the traditional recognition by people 
was proposed.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
posed system can automatically and quickly pro-
vide the facial feature recognition and facial nu-
merology analysis results by simply using a cam-
era, MATLAB program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iques, which can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and practicability of the analysis for the users in-
d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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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式手持設備之通道傳輸品質保證之研究 
 

 

 

摘要 
 

目前行動式教學大都以無線傳輸技術結

合行動裝置來達成行動式的即時教學。而在行

動裝置上的多媒體無線傳輸，常因傳輸通道的

品質而影響畫面呈現效果，進而影響教學品

質。而目前的行動裝置無論是平板或是智慧型

手機，皆同時具備藍芽和 WiFi 兩種無線傳輸

的介面，因此本研究擬提出一個混合式(Hybrid)

的無線多媒體傳輸機制，讓整個教學過程中所

需的無線傳輸，在此兩種技術(藍芽和 WiFi)

之間進行動態式的切換，期望保證整體教學過

程中的通道傳輸品質，經實驗證明此機制確實

有效的提升無線多媒體傳輸的品質，進而促進

整體教學的品質。 

 

關鍵詞：通道傳輸品質、WiFi、BlueTooth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wireless 

technology and smart mobile devices, most 

teaching utilized these two technologies to 

implement the real-time mobile teaching. On the 

mobile devices, the wireless multimedia 

transmission brough a good teaching presentation. 

However, the transmission badnwidth in wireless 

channel is not quaranteed. This issue will make 

the teaching quality degraded. In this paper, a 

hybrid switching approach between WiFi and 

Bluetooth channel in a mobile device, such as 

smart phones, is proposed to solve this issue. 

This approach will make a mobile device to 

switch the wireless channel for achieving a good 

bandwidth guarantee in transmiss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 has shown that this proposal 

is feasible and efficient for outdoor teaching. 

Keywords:  Outdoor Teaching, Channel Quality, 

Bandwidh Guarantee, BlueTooth 

 

1.前言 
隨著後個人電腦時代的來臨[3]，行動裝置

逐漸取代個人電腦的使用率，同時因無線傳輸

的使用方便性，導致行動裝置如智慧型手機與

平板等產生了驚人的成長[4]，同時也越來越

被重視了。所以目前的行動設備皆具備Wifi與

藍芽等無線傳輸功能甚至於Wifi Direct等技

術，然而在能供選擇的通道越來越多的情況

下，許多關於協定的設計仍然限制於同一通道

之下， 

導致傳輸頻寬沒有被充分使用，若能了解

不同通道具備不同的傳輸特性，如：不同的連

線方式、傳輸距離及流量等需求，不同的連線

方法是能夠充分使用在不同的使用情境的。例

如WiFi雖然能夠保證一定距離的快速傳輸，但

需依賴附近的存取點(Access Point)的支援，雖

然有非存取點(Ad-hoc)[1]的使用方式，但是

需要額外之設定，一般的使用者並不熟悉，因

此使用上有一定的限制性。 

而藍芽相對於WiFi來說，擁有較被限制的

傳輸距離以及較慢的傳輸速度，但是由於藍芽

晶片非常普遍的被配置於行動裝置上，同時不

需要除了行動裝置外的機器輔助(例如AP)，使

得藍芽能夠使用於較近距離的各種傳輸情況

(如:群聚教學)。所以依照當前傳輸需求情況

選擇通道，就會成為很重要的問題，因為在本

來就較不穩定的無線環境中，會面臨和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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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or Network(WSN)[2]類似的問題，同時也

就難以確保品質了。 

而目前選擇無線傳輸通道的方法通常是

依賴人工，於使用前進選擇，但由於無線傳輸

中封包傳輸的遺失率是變動的，WiFi無線傳輸

會因使用者動態增加而使得頻寬隨之減少，所

以對於通道的選擇會止步於可以忍受的最低

品質，一旦超過此界線則教學服務隨即中斷。

同時在低頻寬下之重傳除浪費傳輸資源外，對

於無線傳輸來說亦是電量的過度消耗。所以如

果能夠去監測傳輸品質再決定通道的使用，不

僅可以保證傳輸品質，同時可減少重傳及電量

的消耗，並提升整體傳輸的效率。 

戶外教學主要是為了補足某些課堂上無

法充分傳達的知識並且巧妙的融合了玩樂和

教育為一體的教學活動。此類教學活動通常會

在教室之外進行，因此網路的傳輸環境是非常

不明確的，不要說有線網路，更多情況的教學

情境是連無線網路都沒有的。因此為了充分支

援戶外教學的需求，所以本研究將以在戶外教

學時較缺乏AP支援的情境下為例，並且以

Frame Per Second(FPS)為傳輸品質的基準，以

行動手持設備作為教學設備中之伺服器(老師

端)與客戶端(學生)來進行戶外教學，由伺服

器傳送動態視訊給客戶端，來模擬多媒體無線

傳輸之教學方式，以視覺方式觀察畫面呈現的

品質並以FPS[6]來量測當成通道傳輸的品

質，進而了解通道傳輸品質對於整個教學過程

中畫面呈現品質的影響，最後加上說提出的傳

輸機制，於不同的傳輸通道之間進行切換，以

確保通道傳輸品質的保證，並和單獨使用某一

通道的狀況相比，來呈現兩者之間對於教學品

質的影響。 

2.文獻探討 
2.1 Wireless Sensor network(WSN) 

Wireless Sensor Network網路[2]是由一個

或者多個基地台以及成千上萬個分散在實際

空間的網路結點所組成，其通常具有下列特

徵: 

1. 獨特的網路拓墣- 

對外連線通常由根部的基地台負責，呈現星

樹狀(Star-tree)拓樸。然而拓樸會隨著時間

改變每個連結的狀態以及結點情況。 

2. 不同目的的應用- 

在這網路上的應用包括很廣，於是有不同的

需求。 

3. 資料流方向- 

大部分的資料流向為向上(由結點向基地

台) 。 

4. 資源限制- 

每個網路結點和一般的網路相比其運算量

較低、電量有限。 

5.訊息規模小 

WSN的實際應用，可用於軍事安全、監測

健康與安全、控制傳輸系統等上。就是當通訊

協定及設施建立好，只需依目地做特定的偵

測，就可以達到監控的能力。而在WSN裡面常

用的傳輸技術有ZigBee、Wifi、Bluetooth，而

後兩者是智慧型手機中常用之技術，詳細說明

如下。 

2.2 WiFi 
WiFi是WiFi聯盟(Wi-Fi Alliance)所提

出，基於IEEE802.11的認證標準。通常得連線

模式需要熱點的支持，所以與熱點之間的狀

況，例如距離、遮蔽、熱點的信號強度等等，

決定了WiFi的連線品質。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074



WiFi作為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標準，不僅網

路的覆蓋率高，對於使用情境的考慮也日趨完

善，一直以來WiFi的各種發展是植基於基礎建

設模式(infrastructure mode)上不斷完善本身的

應用，如WPA加密保護。同時因為WiFi的使用

逐漸擴散，對於各種使用情境的考慮也越來越

多。於是本來較不受重視的特設模式(ad hoc 

mode)也因此再次被提出，而WiFi聯AS盟則針

對此模式所面對的情境發佈了新的標準，WiFi 

Direct。然而目前這套標準尚無法和Wifi相提並

論且面臨著強大的競爭。 

WiFi Direct是由WiFi聯盟於2009年提出，

主要目的是為彌補Wifi所缺乏的裝置之間直接

連結的使用情境。此種技術能夠在基礎建設模

式下達成裝置之間的直接互連，然而此種情境

其實已經能夠經由特設模式完成，但是由於特

設模式尚未被廣泛使用，於是其在服務品質

(Quality of Service，QoS)以及節約能源的能力

較低於基礎建設模式，所以WiFi聯盟所提出的

這個認證標準，便是標榜能在基礎建設模式下

達成兩個裝置直接互連的情況。 

WiFi Direct之運作機制為互連的機器會互

相協商出一個Group Owner(GO)，而這個GO會

負責該網路對外以及網路內的傳輸，即類似於

傳統的AP。而此時其他未支援WiFi Direct的機

器會將視為傳統AP。WiFi Direct基本上還是屬

於WiFi的範疇，所以機器不需要再增加而外的

設備來支援WiFi Direct而只需要將原本的WiFi

介面卡進行軟體升級即可達成WiFi Direct的功

能。 

2.3 Bluetooth 
藍芽是個發展成熟的無線技術標準，同常

用於短距離通訊上。其應用廣泛，如傳輸檔

案，藍芽電腦配件等等。藍芽的版本經過多次

更新，最終其頻段為2.4GHz。 

藍牙3.0+HS中所謂的”HS”指的就是

High Speed，使藍牙的傳輸應用能擴展到大型

檔案像是高解析圖像或是影音資料的傳輸，也

因此藍牙3.0+HS又常被稱作藍牙高速技術。藍

牙3.0+HS的主要更新特色包括了AMP技術

（Generic Alternate MAC/PHY Protocol）、支援

802.11協議配接層（802.11 Protocol Adaptation 

Layer，PAL）、單點無線資料傳輸UCD（Unicast 

Connectionless Data）、增強電源控制EPC

（Enhanced Power Control）等。 

一言以蔽之，藍牙3.0+HS的最大特點便在

於實現更快更順暢的傳輸經驗，目前藍牙

3.0+HS已經開始逐漸廣泛被運用在檔案傳輸

上（例如在FTP、OPP等傳統藍牙應用定義），

傳輸速度由3Mbps大幅提升至24Mbps。 

藍牙技術聯盟（Bluetooth Special Interest 

Group, SIG）於2010年6月底時推出藍芽4.0版

本，藍牙4.0+LE中的”LE”代表的是Low 

Energy，也就是低功耗。藍牙4.0的技術架構

包含了傳統藍牙技術（如Bluetooth 2.1+EDR）

與藍牙低功耗技術，藍牙4.0+LE更加入了藍牙

3.0高速技術。其中的低功耗技術可謂是4.0的

最大特色。藍牙低功耗技術宣稱能大幅節省電

力耗損，因此相當適合使用微型電池裝置，該

技術能使藍牙裝置在閒置時休眠、僅在需要執

行傳輸任務時啟動藍牙功能，因此能有效的降

低功耗，延長使用壽命。 

藍牙4.0 LE的另一大特點則是開發出所

謂的單工與雙工模式（Single Mode & Dual 

Mode）。單工模式能經由簡易的裝置搜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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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對多點資料傳輸設計，達到低電耗連線傳輸

的目的；而雙工模式的運作架構，則是可以與

不同的藍牙規格（例如2.1 + EDR或是3.0 + 

HS）相結合，使用者可根據需求切換高速或者

是低耗電的運作方式。 

2.4 通道傳輸品質 

如何確保傳輸通道的通暢，從有線連線的

時代就開始被討論。所以要如何判斷一個通道

的傳輸是順暢的? 於是在過去許多的研究之

下，有各式用於評估傳輸品質的方法，例如

Frame Rate、PLR。[5] 

2.4.1 Frame Rate 
畫面更新率是用於測量顯示影格數的量

度。測量單位為「每秒顯示影格數」（Frame per 

Second，FPS，畫面更新率）或「赫茲」，一般

來說FPS用於描述影片、電子繪圖或遊戲每秒

播放多少影格，而赫茲則描述顯示器的畫面每

秒更新多少次。因為人類眼球擁有的視覺暫留

的能力，所以只要當畫面更新率在10-12影格

[6]時便會產生畫面是連續的感覺。 

畫面更新率本是用於評估畫面的流暢程

度的方法，但是在網路傳輸上，當傳輸的數據

量加大，傳輸通道也會因此需要更大的流量，

而每張影格都是擁有一定的數據量的，所以透

過觀察Frame rate在接收端的數值，我們能夠得

知傳輸通道的流量情況，如果此通道連基礎的

影格數的傳輸都無法達成的話，則會造成接收

端畫面的延遲。所以也就是應該切換的時刻了 

一般電影業拍攝的畫面更新率為24影

格，然而在早期電子遊戲上畫面更新率小於30

影格畫面會產生不連貫的感覺。因為顯示卡計

算時並未將動態模糊的現象考慮進去。理論上

畫面更新率是越高越好，但是在高於85影格之

後就超出人體大腦的極限了，即便在增加也沒

有意義了。 

2.4.2 PLR 
封包遺失率(Packet Loss rate)，意即所有

傳送出去的封包中遺失封包的比例，是一種常

用的評估傳輸品質的方法。封包可能因為各種

原因而遺失，例如碰撞。而在無線的環境下，

遺失封包的機率也較高。遺失的封包不僅會消

耗流量、增加傳輸時間，所以封包遺失率越低

越好。本研究計算遺失率的方式為(式1): 

(全部傳送的影格量- 實際接收到的量)/全部

傳送的影格量 … 式1  

2.4.3 Jitter 
 在網路中傳送視訊(Video)，連續畫面

(Frame)的抵達時間間隔(Jitter)，即使是在頻

寬很大的有線網路環境之下，也會有若干的差

異，而此種差異一般被稱之為Inter-frame Jitter。 

 本論文所以提到的Jitter 指的是視訊中一

張畫面播完之後收到下一張畫面的間隔時

間，兩個封包之間的時間差。 

3.研究方法 
在戶外教學的環境下，使用者能夠分為老

師(伺服端)和學生(客戶端)，其中由老師(伺

服端)傳送影片給學生(客戶端)藉以達成教學

的目的。於是為了了解此種環境下通道傳輸的

狀況，本研究共有三組實驗。首先是Jitter的實

驗，藉由限制頻寬並且記錄Jitter的數值。限制

頻寬是為了模擬出WiFi無線網路中，使用者人

數眾多導致網路傳輸速度慢的網路環境，來進

行戶外教學，來研究頻寬對於Jitter的影響。本

論文發現頻寬大小的改變會造成Jitter的變

化，間接影響視訊畫面呈現的效果。所以本論

文提出以混合型傳輸通道為基礎並以Jitter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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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切換時機的通訊協定，同時以兩組實驗來

測定混合型通道協定的效果。首先這兩組實驗

皆以不限制任何無線傳輸頻寬下來進行實

驗，來看看當無線傳輸頻寬相當充裕時，本研

究所提出之混合型傳輸協定之表現。 

第一組實驗(如圖１)為當 AP 在距離使

用者(伺服端和客戶端) 極近距離( 不超過一

公尺 ) 的情況下，向遠離AP 的方向延伸出15

個點，每個點之間相距一公尺，最後再加上起

始的點，共計有16個點，之後學生(客戶端) 在

每個點上停留三分鐘用以接收老師(伺服端)

傳送的資料並且記錄FPS(畫面更新率)。此實

驗分別使用為藍芽、Wifi 及混合型通道

(hybrid channel)來進行三次的傳輸。 

因為在戶外教學中，老師和學生因為教學

需要，因此彼此不會相距太遠，但AP則很容易

位於遠離使用者集體的位置。但是第一組實驗

AP 和使用者距離極近，所以沒辦法很好的模

擬出戶外教學中，使用者群集並且遠離AP 情

況，因此第二組實驗(如圖２)將AP 移至遠離

使用者30公尺的地方，而學生(客戶端)的移動

範圍減低為5公尺，這是因為第一組實驗發現

藍芽的效能會因為距離銳減，所以限縮了學生

(客戶端)的移動距離以保證藍芽的效能。最後

的第三組實驗是透過此實驗，來測試本研究的

混合型通道協定是否可提升教學效果與品質。 

本研究的混合型通道協定加入了Jitter的

概念，讓Jitter能察覺傳輸過程中的頻寬的變

化，此頻寬改變可能來自於無線網路中使用者

的增加，或是無線網路傳輸環境中出現雜訊，

所造成的傳輸效能下降，這些都是無線網路傳

輸環境中先天的特質，而且這些特質因動態改

變而不易察覺，然而這些都很可能是造成教學

品質下降的主因，因此本研究加入Jitter來解決

此問題。故本組實驗進行頻寬限制來模擬頻寬

的變化，並於此情況下對每張影格之間的

Jitter差距來進行測試及記錄。本研究的實驗

設備為Acer筆電(進行AP之模擬)、Acer iconia 

tab 100(伺服端)、Acer transformer tablet pad 

TF300t(客戶端)。 

 

圖１：實驗一架構圖 

 

 

圖２：實驗二架構圖 

 

 

圖３: 混合型通道傳輸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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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４：協定通道使用 

3.1 混合型通道傳輸協定 

 混合型通道傳輸協定是本文所提出

的方法(如圖３、４)，因為通道產生的多樣性

導致不同特性的通道不斷出現，而不同通道又

同時代表了對於不同使用情境的適應情況。所

以，隨時監測通道的傳輸狀況並且選擇表現佳

的通道理應該能提供比單純使用某種通道更

加穩定的傳輸品質。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傳輸協

定能夠在Wifi 和Bluetooth 通道之間進行切

換，以達成在各種頻寬變化下都能有不錯的傳

輸效能表現。本通訊協定之通道切換演算法，

如圖5所示。 

 

 

 

 

 

圖 5：混合型通道傳輸協定之通道切換演

算法 

在初始化時，首先針對兩個通道進行10秒

的傳輸用以蒐集資料。之後分別將兩個通道之

最大Jitter 平均值記錄，為了避免頻繁的切換

通道，每五秒比較兩個通道的平均並且決定要

使用的通道，因為影格之間的Jitter會受到傳輸

品質影響，優良的通道品質可以減少Jitter的時

間。當通道確認下來之後，程式每60秒會在進

行一次切換通道以確認通道當前的J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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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實驗場域環境圖 

 

4.實驗結果 
4.1 Jitter 

為了增加模型對於切換時機之判斷的準

確率，於是本研究也測量了兩個Frame之間的

時間，我們稱之為Jitter。因為當網路狀況差的

時候，封包遺失的機率會加大，所以當封包遺

失時，就會造成重傳的情況。當重傳產生的時

候就會延遲到兩個Frame之間的時間差。同

時，此次實驗為了模擬較差的Wifi狀況，我們

將網路狀況設置成如圖8所示。 

 

圖7，實驗架構圖 

藉由Router R的界接，我們就可以實現限

制頻寬的行為，從而模擬戶外教學的環境。實

驗組別分別為70K,150K,10MB,無限制 四

組。結果如圖9所示 

 

圖8，Interframe實驗結果 

可以發現無限制頻寬的時候Jitter最小，而

限制頻寬越小則Jitter則越大，這表示Jitter對於

網路狀況是敏感的。同時也能發現10MB跟

150K的限制頻寬差距反而不大，我們認為是因

為頻寬減少之後，其餘下的頻寬還是能夠充分

負荷程式運行所消耗的頻寬。所以兩者差距不

是很大。但是當150K頻寬在繼續往下減少之

後，我們又發現Jitter急遽的上升。這是因為頻

寬已經超過了臨界值，所以整體程式的運作被

干擾。從而花了更多的時間在重傳之上。未來

此項指標可以和藍芽之間相比，在符合條件的

時候切換，是以更符合實際情況的時機轉換頻

道 

4.2 第一組實驗 

 第一組實驗為在AP和Server相距極

近的情形下，三種通道選擇法的差別。第一組

實驗結果如圖4。圖4中X軸表示的是Server和

Client之間的距離，Y軸則為影格數。可以發現

Wifi是強於藍芽的，所以混合型通道傳輸協定

只會在一開始以及之後的固定間隔的時間會

切換到藍芽通道，測試看看藍芽通道的連線狀

況。但是在測試完畢之後，很快的混合型通道

傳輸協定在測試完之後，便會切換到擁有較好

的通訊情況的通道上，因此可以觀察到混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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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傳輸協定能夠成功的選擇優秀的傳輸通

道並且選用其作為資料通道。綜觀而言，Wifi 

一直是最優秀的通道，然而在戶外的情形下去

卻無法保證能夠獲得AP 的支援，所以本論文

的混合型選擇法在發現現有通道不好的情況

下進行切換，因為無線網路的狀態是會不斷改

變的，所以本研究也會定期的去追蹤不用的通

道的傳輸情況已期獲得更好的傳輸效率。 

 
圖 9:第一組實驗_平均影格數折線圖 

總結這組實驗，Wifi在穩定情況下能夠達

成優良的傳輸品質。但是在戶外教學的情況

下，通常很難確保身邊有可用的AP，所以第二

組實驗即是拉遠AP和使用者之間的距離，借以

模擬使用者群聚以及AP存取困難的情形。觀察

Wifi是否能夠保證優良的傳輸量。 

4.3 第二組實驗 

第二組實驗是將AP和Server之間的距離

增加為30公尺，同時由於Server和Client 兩者

之前的距離和之前的實驗距離一樣，所以第二

組實驗便只考慮混合型和Wifi 兩者的比較，平

均影格數如圖6。可以發現Wifi 仍然是優秀的

通道，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增加了AP 和

Server 的距離但是其傳輸品質卻沒有受到顯

著的影響。和一般想法中的距離越遠訊號越差

是不同的。可能是本次實驗的距離不夠遠，未

來的研究可以朝向此一方向發展。 

 
圖 10:第二組實驗_平均影格數折線圖 

5.結論 
 混合型架構通常的用意為取兩者之優以

擊兩者之劣，研究結果顯示Wifi是強大的傳輸

通道(因傳輸頻寬大且傳輸距離遠)，然而在戶

外教學的情境中，Wifi不一定隨時可以存取的

到，反而藍芽可以隨時互傳。而藍芽在近距離

的表現和WiFi相差不多，但因其傳輸頻寬小且

一旦傳輸距離稍遠，傳輸效能就會開始減弱，

然而比起Wifi，藍芽在戶外教學的情境中使用

限制較低。因此將這兩種網路透過混合式通道

傳輸協定來擷取他們的傳輸長處，藉由不斷的

偵測這兩種網路(WiFi與藍芽)即時的網路狀

況並且進行比較來決定使用最佳之傳輸通

道，經實驗證明，混合式通道傳輸協定提供了

最佳的傳輸效能。 

因為通道不斷的推陳出新，讓使用者有越

來越多的選擇，但是在未具備相關專業知識之

下，使用者不一定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與

其讓使用者選擇，本研究提出的混合型通道協

定就能夠替使用者作出更好的決定。未來的研

究方向能夠朝著將混合型通道協定轉變成能

實際被程式直接使用的API，以及嘗試加入新

的通道到本協定之中，以期本協定能夠提供更

好，更有效率的通道切換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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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loud 雲端服務之安全設計探討 
 
 
 
 
 
 
 

摘要 
隨著智慧手機的發展，行動裝置越來越普

及。透過 CSA 雲端安全指引所規範的雲端服務

威脅，將 iCloud 安全控制措施作歸納分類並探

討其安全性。 
關鍵詞：CSA 雲端安全指引、雲端服務、iCloud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phones, 

mobile devices are increasingly popular. Through 
cloud service threats specified by the CSA cloud 
security guidelines, the security controls for 
iCloud are categorized, and the security of iCloud 
are investigated. 
Keyword: CSA cloud security guidelines, cloud 
service, iCloud 
 

1. 前言 
本論文探討 iCloud雲端服務使用者在使用

雲端服務功能的安全性分類，特別是手持裝置

的使用。本章共分四節，第 1.1 節為研究背景；

第 1.2 節為研究動機；第 1.3 節為研究目的；

第 1.4 節為重要名詞解釋。 
 
1.1 研究背景 

iOS(之前稱為 iPhone OS)為 Apple 公司發

展的行動裝置作業系統，最早在 2007 年用於

iPhone 與 iPod Touch，之後擴及至其他 Apple
裝置，如 iPadApple TV。有別於微軟 Windows 
CE (Windows 手機)Google Android，Apple 並不

授權允許將 iOS 安裝在非 Apple 的硬體上[1]。
甚至，iOS 必須使用 Apple 所推出的 iTunes 軟
體，管理所有音樂、照片、影片及檔案等。蘋

果的智慧型手機與平板電腦等行動裝置的可

攜性與便利性，已成為今日行動化辦公工作環

境中不可或缺的隨身工具。 
由於這些行動裝置大都十分輕巧，卻可提

供許多功能，如收發電子郵件、儲存文件及瀏

覽簡報等，不僅可遠端存取資料，甚至是能存

取其他網路設備。蘋果的 iCloud 雲端服務相當

程度地提高生產力與工作效率，但同時使用者

與企業也將面對蘋果的 iCloud 雲端服務所帶

來的資安威脅。據 IDC 的估計，可存取網際網

路之行動裝置將於 2013 年突破十億。除了各

路業者積極爭取商機外，駭客更是覬覦這塊大

餅，欲從中獲取龐大不法利益[11]。行動裝置

作業系統廠商應儘速修改及強化作業系統安

全，讓全球未來能有安全的行動裝置使用空

間。儘管大部分的行動裝置之持有與使用係歸

私人所擁有，很少有多人共用一台行動裝置之

情形，但這也未必表示行動裝置是可信任的。

另外，部分使用者會進行行動裝置的越獄

(Jailbreaking)這行為會繞過行動裝置內建的安

全防護機制，而給了惡意軟體很好的機會。 
 
1.2 研究動機 

發生於 2014 年九月發生名知 iCloud 資安

重大事件[26]。本次事件的受害者大量儲存在

iCloud 的個人照片被盜，甚至一些已經刪除的

照片都被駭客盜取，蘋果 iCloud 的安全性備受

質疑，了解一般使用者在使用 iCloud 雲端服務

時，是否會注意到資安風險的相關問題，如曝

露敏感性資料。由此研究結果，找出適當的方

式可降低因 iCloud 雲端服務造成的資安事件

發生機會。以前使用手機只會考慮到電話的隱

私性是否會被竊聽。現在則需要多保護這些敏

感性的資訊被未經授權存取使用。譬如：在 iOS
手機應用服務上，不管是通訊錄、照片、安裝

的應用程式及手機裡儲存的資料，都可與

iCloud 雲端服務整合。透過簡單的同步動作，

在更換手機時就能自動將原有資料及設定同

步使用。但如此便利服務的背後，一般民眾使

用者是否有注意到資安風險的相關問題或是

敏感性資訊曝露的風險。 
iCloud 雲端服務的各種資安風險來源與研

擬防護措施時的應注意事項，包括使用不可信

任的軟體與裝置、使用不可信任的內容、缺乏

實體的資安控制措施、使用不可信任的網路、

與其他系統互動及情境範例說明。在瞭解資安

風險與注意事項之後，本論文會針對 iCloud 雲

端服務的安全提出使用建議。為了滿足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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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安要求，iOS 的行動裝置需要多項資安保護

措施，部分資安功能是裝置本身內建，部分是

額外附加的控制措施，再搭配裡其他資安控管

作為，一起建構 iCloud 雲端服務資安防護措

施。 
之前 Furnell, Bryant, & Phippen [7]研究討

論過桌上型電腦使用著資安風險意識但是沒

有針對過在行動裝置使用雲端服務使用者之

資安風險意識做詳細研究，本篇文章會探討

iCloud 雲端服務的使用者資安風險意識做詳細

的研究。另外之前 Mylonas et al.[9]討論過行動

裝置一般的資安功能做研究，但沒有針對專屬

於 iOS 作業系統資安功能做資安功能的研究，

這部分也是本篇論文加強探討的部分。先前

Mylonas et al. [9]只有針對一般社會大眾使用

者研究，沒有針對特定群組使用者作差別研

究。還有 Ally & Gardiner [4]只有針對使用者手

持裝置使用接收度做研究，但沒有針對行動裝

置的雲端服務資安風險接收度做衡量。 
 
1.3 研究目的 

智慧型手機再也不是只是單純的電話，行

動裝置上面存取使用者敏感性資料的機會與

內容越來越多，但是使用者對於這部分資安認

知並沒有相對的跟上。雲端服務也將成為大部

分使用者儲存數位內容主要方式，與傳統的電

腦使用環境也有很大的區別。透過 CSA 雲端安

全指引所規範的雲端服務威脅，將 iCloud 安全

控制措施作歸納分類並探討其安全性。 
 
1.4 重要名詞解釋 
iCloud 

iCloud[22][27]是蘋果公司所提供的雲服

務，可以存儲音樂、照片、App、聯繫人和日

曆等，將它們無線推送到用戶的 iOS 設備和電

腦上，而無需完全受限於傳統接線方式將 iOS
設備插入基座與電腦同步。2011 年 5 月 31 日

蘋果公司官方首次宣稱有 iCloud 的產品。蘋果

公司宣稱 iCloud 將會取代 MobileMe，iCloud
是基於原有的 MobileMe 功能全新改寫而成，

提供了原有的郵件、iCal 行事歷和聯絡人同步

功能。可以自任何一部 Mac 或 PC 登入

iCloud.com，以查看所有儲存在 iCloud Drive
中的文件。也可以使用 iCloud.com 存取多種功

能，例如照片、尋找我的 iPhone、郵件、行事

曆、聯絡資訊等。iCloud 會儲存使用者的聯絡

資訊、行事曆、照片、文件和更多項目，並在

其所有裝置間自動保持最新的資料。iCloud 也

可供第三方App用來儲存和同步文件以及App

資料的重要數值，視開發人員所定義而定。使

用者透過 Apple ID 登入並選擇想要使用的服

務來設定 iCloud。IT 管理者可透過設定描述檔

來停用 iCloud 功能。該服務無法得知正在儲存

的內容，並會以位元組集合的方式對所有檔案

進行處理。 

 
圖1 iphone手機iCloud設定畫面 

 
iCloud Drive 

iCloud Drive 會加入以帳號為基礎的密鑰來

保護儲存在 iCloud 中的文件 [16]。和現有

iCloud 服務一樣，它會將檔案內容分塊並進行

加密，然後使用第三方的服務來儲存這些加密

區塊。不過，檔案內容密鑰是由記錄密鑰所封

裝，與 iCloud Drive 資料儲存在一起。而這些

記錄密鑰則由使用者的 iCloud Drive 服務密鑰

所保護，儲存在使用者的 iCloud 帳號中。使用

者可以藉由與 iCloud進行認證來取用其 iCloud
文件資料受保護的部分。 

 
圖2 iCloud Drive設定畫面 

 
iCloud 備份 

iCloud 還會每天通過 Wi-Fi 備份資訊，包括

裝置設定、App 資料、相機膠卷中的照片和影

片，以及訊息 App 中的對話。透過 Internet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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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內容時，iCloud 會對其進行加密，以加密的

格式儲存並使用安全代號進行認證，進而保護

內容。只有當裝置處於鎖定狀態、連接到電源

且可透過 Wi-Fi 連接 Internet 時，iCloud 備份才

會進行。透過 iOS 中所使用的加密技術，系統

經過精心設計，既可保護資料安全，又能兼顧

增量、自發式的備份和還原動作。以下是 iCloud
備份的項目[13]： 
(1)已購買的音樂、影片、電視節目、App 和書

籍的相關資訊，但不包括已購買的內容本身 
(2)相機膠卷中的照片和影片。 
(3)聯絡資訊、行事曆事件、提醒事項和備忘錄 
(4)裝置設定 
(5)App 資料 
(6)加入到 iBooks 但未購買的 PDF 和書籍 
(7)通話紀錄 
(8)主畫面和 App 佈局 
(9)iMessage、文字簡訊 SMS 和 MMS 訊息 
(10)鈴聲 
(11)HomeKit 資料 
(12)HealthKit 資料 
(13)Visual Voicemail 

 
圖3 iCloud開啟手機資料備份設定畫面 

 
當檔案從鎖定裝置時無法取用的資料保

護類別中製作時，其檔案專屬密鑰會使用

iCloud 備份 Keybag 中的類別密鑰進行加密。

檔案會以其原始的加密狀態備份至 iCloud。在

資料保護類別為無保護中的檔案會在傳輸期

間進行加密。iCloud 備 Keybag 內含每個資料

保護類別的非對稱密鑰，這些密鑰用於加密檔

案專屬密鑰。有關備份 Keybag 和 iCloud 備份

Keybag 內容的更多資訊，請參閱加密與資料保

護一節中的鑰匙圈資料保護。備份集是儲存於

使用者的 iCloud 帳號中，由使用者的檔案拷貝

和 iCloud 備份 
Keybag 組成。iCloud 備份 Keybag 受到隨

機密鑰的保護，其也會與備份集一起儲存。使

用者的 iCloud 密碼不會用於加密，因此更改

iCloud 密碼不會使現有的備份資料失效。當使

用者的鑰匙圈資料庫備份至 iCloud 時，它仍會

受到與 UID 連結的密鑰保護。這樣可讓鑰圈只

能回復至原先產生它的同一台裝置，這意味著

任何人都無法讀取使用者的鑰匙圈項目。回復

後，備份的檔案、iCloud 備份 Keybag 和 Keybag
的密鑰將會從使用者的 iCloud 帳號取回。

iCloud 備份 Keybag 使用其密鑰進行解密，然

後 Keybag 中的檔案專屬密鑰則用於解密備份

集中的檔案，這些檔案會被作為新檔案寫入到

檔案系統中，進而根據其資料保護類別對其重

新加密。 
 

Touch ID 
iPhone 的指紋辨識感應器 Touch ID，整合在

Home 鍵中，大小為 8x8 毫米，厚度 1 微米，

以 500ppi 的解析度，讀取指紋的極細部特徵。

它採用電容式觸控技術進行分析，將指紋歸類

為三種基本圖案－弓紋、箕紋或渦紋，辨識出

指紋的細部特徵，來進行比對。當使用者把手

指放到感應器時，它會擷取表皮層之下真皮層

的高解析度指紋影像，利用導電的電位差測量

出紋脊線和凹谷之間的差異。採用電容式技

術，只會針對活體判讀有效，也更加準確。在

指紋註冊成功之後，蘋果會經由特殊的計算方

式，將使用者的指紋數據加密，轉成可比對的

模板，它並不儲存在本機的記憶體或傳上網

路，而是透過 Secure Enclave 技術，與處理器

進行認證配對，保護密碼及指紋資料。蘋果的

iPhone 內有一個 Secure Enclave 晶片，是位於

處理器內的協同處理器，通過安全啟動程式，

確保每一個軟體都是蘋果驗證的，即使內核出

現問題，Secure Enclave 晶片亦能單獨工作，同

時每一個 Secure Enclave 晶片的 ID 都是獨立

的，就連蘋果公司亦不知道 ID 號碼。裝置啟

用時，亦會自動創造一個臨時的密碼與 Secure 
Enclave 晶片的 ID 結合，防止駭客從軟體及處

理器內部中提取用戶的指紋數據。因此蘋果的

Touch ID 感應器會將指紋數據存儲到 Secure 
Enclave 晶片。 

 
Touch ID 是指紋感應系統，有助於更快、

地對裝置進行安全性的存取。可從任何角度來

讀取指紋，隨著感應器每次使用時識別出其他

重疊的節點而持續擴大指紋圖，逐漸提高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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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指紋辨識的能力。Touch ID 讓使用更長、

更複雜的密碼變得更為實際，因為使用者無須

經常輸入密碼。Touch ID 也克服了以密碼方式

鎖定的不便性，它並不會取代密碼鎖定的機

制，而是允許在精心設計的範圍和時間限制

內，安全地取用裝置。 
 
Touch ID 和密碼 

若要使用 Touch ID，使用者必須設定其裝

置以要求密碼來將其解鎖。當 Touch ID 掃描並

可識別已登記的指紋時，裝置便會自動解鎖，

使用者無須輸入裝置密碼。使用者可以隨時使

用密碼來取代 Touch ID，並且在以下情況下必

須使用密碼：[18] 
(1)裝置剛剛開機或重新啟動。 
(2)裝置未解鎖的時間超過 48 小時。 
(3)裝置收到了遠端鎖定指令。 

 
APPLE ID 

Apple ID 是可讓使用 Apple 各項服務的使

用者名稱。建立帳號來使用 Apple 服務時，即

是建立 Apple ID。以使用同一個 Apple ID 存
取 Apple 的其他服務，不需要為每項服務建立

新帳號，只需使用 Apple ID 即可。有關於 Apple
帳號安全相關功能如下[14]:[14]： 
(1)強式密碼 
根據 Apple 政策，Apple ID 必須使用強式密

碼。密碼必須至少有 8 個字元，不含超過 3 個

連續相同字元，並需要包含數字、大寫字母以

及小寫字母。 
(2)安全問題 
Apple 利用安全問題提供次要的方法來線上識

別身分或在聯絡 Apple 支援時使用。 
(3)雙步驟驗證 
Apple 針對 Apple ID 提供選用的安全強化機

制，稱為雙步驟驗證。在更改 Apple ID 中的帳

號資訊之前，登入 iCloud 之前，或是從新裝置

購買 iTunes、App 或 iBooks Store 的項目之

前，雙步驟驗證會要求使用其中一台裝置驗證

身分。 
(4)加密和 SSL 
可以檢視或變更 Apple ID 的所有網頁均採用

安全編碼傳輸技術(SSL)來保護隱私。 
 
 
Keychain 鑰匙圈保護  

這項功能可讓 iOS 使用者透過 iOS 設備直

接記錄帳號密碼、信用卡資料功能，在開啟這

功能後，完全能夠將帳號、密碼儲存至 iCloud

雲端上，這些密碼完全是經過 256 位元 AES 
加密保護許多 App 需要處理密碼和其他簡短

但較為敏感的資料，如密鑰和登入 Token。 
iOS 鑰匙圈[10]提供了儲存這些項目的安

全方式。鑰匙圈是以儲存在檔案系統中的資料

庫的方式導入。鑰匙圈項目只能在來自同一開

發者的 App 間共享。管理方式是要求第三方

App 使用取用群組，並使用透過在 iOS8 中透

過應用程式群組來為其分配前置碼。對前置碼

的要求和應用程式群組唯一性，是透過程式碼

簽署、佈建描述檔和 iOS 強制執行。系統用來

保護鑰匙圈項目的類別結構，與檔案資料保護

中使用的類別結構相似。這些類別具有與檔案

資料保護類別相同的行為，但使用的密鑰不

同，所屬 API 的名稱也不同。 

 
圖 4 iphone 鑰匙圈資料保護加密[24] 

 
對於 iOS 所製作的鑰匙圈項目，將會強制執行

下列類別保護： 

 
圖 5 iOS 鑰匙圈對應使用類別[25] 

 

 
iCloud 鑰匙圈可讓使用者在 iOS 裝置和

Mac 電腦之間安全地同步其密碼，不會將此資

訊提供給 Apple。除了的隱私保護和安全性，

易用性和回復鑰匙圈的功能對 iCloud 鑰匙圈

的設計和架構也具有重要影響。iCloud 鑰匙圈

由兩項服務組成：鑰匙圈同步和鑰匙圈恢復。

Apple 設計的 iCloud鑰匙圈和鑰匙圈恢復可確

保使用者的密碼在下列情況下仍然受到保護： 
(1)使用者的 iCloud 帳號被盜。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085



(2)iCloud 遭到外部攻擊者或員工入侵。 
(3)第三方取用使用者帳號。 
 
鑰匙圈同步 

當使用者第一次啟用 iCloud 鑰匙圈時，裝

置將建立信任圈並為自己製作同步分身分

[19]。同步身分包括專用密鑰和公用密鑰。同

步身分的公用密鑰會置於信任圈中，該信任圈

已經過兩次簽署：第一次由同步身分的專用密

鑰簽署，第二次由來自使用者 iCloud 帳號密碼

的非對稱橢圓金鑰簽署。連同信任圈一起儲存

的還有參數，用於製作以使用者 iCloud 密碼為

基礎的密鑰。已簽署的同步信任圈會置於使用

者的 iCloud 密鑰值儲存區域。如果不知道使用

者的 iCloud 密碼，就無法對其進行讀取，如果

沒有信任圈成員同步身分的專用密鑰，就無法

對其進行有效修改。 
當使用者在其他裝置上啟用 iCloud 鑰匙

圈時，新裝置將在 iCloud 中通知使用者該裝置

不是之前已建立的同步信任圈的成員之一。該

裝置會製作其同步身分的成對密鑰組，然後製

作應用程式申請單以請求加入該信任圈。該申

請單包括裝置的同步身分公用密鑰，系統將要

求使用者以其 iCloud 密碼進行認證。橢圓密鑰

產生參數會從 iCloud 取回並產生用於簽署應

用程式申請單的密鑰。最終，應用程式申請單

會置於 iCloud 中。當第一部裝置接收到應用程

式申請單時，它會顯示一則通知，讓使用者確

認新裝置正在請求加入同步信任圈。 
 
鑰匙圈恢復 

鑰匙圈恢復包含兩大基本要素：輔助認證

和安全託管服務，後者是 Apple 專為支援此功

能而建立的服務。使用者的鑰匙圈會使用安全

密碼進行加密，只有在滿足一系列嚴格的條件

時，託管服務才會提供鑰匙圈拷貝。當 iCloud
鑰匙圈開啟時，系統會要求使用者製作 iCloud
安全碼。恢復託管的鑰匙圈需有此安全碼。依

照預設，系統會要求使用者提供簡單的四位數

安全碼數值。然而，使用者也可以自行指定較

長的代碼或允許其裝置製作加密的隨機密

碼，可以自行記錄和保存。 
 
iCloud 家庭成員共享 

家人共享群組[3]是一個有隱密性的公開空

間，在這裡面，所有成員動向都透明化，成員

間可以互相瀏覽對方的私人資訊、檔案資源，

有需要時也可自由取用，減少個別傳送的步

驟，更為便利。要組織家庭群組需要從設定

→iCloud→找到家人共享，由家中任意一位成

人從中輸入成員們的 email 帳號，而後系統會

發邀請通知給家人；被邀請者按下接受，即完

成。 

 
圖 6.iCloud 雲端運用家人共享 

家庭共享可容納最多六位家庭成員，只要

監護人願意代為申請，13 歲以下兒童也能有

自己的 Apple ID；雖然兒童擁有個人 ID，但

在家庭群組中一切動向皆有成人看管。Apple 
在提供便利同時，同時也對兒童保護。家人共

享群組，只要一人購買，所有成員可以一起享

受。家庭成員的購買項目會自動出現在每位成

員的 iTunes 或 AppStore 已購買標籤中，家人

間可以共享 APP，而不需另外付費。啟用家人

共享後，手機會自動增加一個 Family 相簿，只

要把想共享的照片、影片存到這本相簿，家庭

成員在他的手機就能打開，自行挑選使用，可

以在相簿中看到其他人添加進來的相片跟影

片，同時進行評論。家庭共享的行事曆功能，

會同步每個成員家中行事曆帶。家庭共享還有

核准購物這一道消費防線。小朋友想趁只要按

下購買，系統會立刻傳送核准確認到監護人的

手機，決定權將會在監護人身上做最後確認。

加入家人共享群組，成員的位置資訊都會自動

顯示在尋找我的朋友 App 上。隨時掌握家人行

蹤。只要是家庭共享群組內的成員都可以看見

對方手機位置。 

2. 文獻探討 
本章共分為三小節，第 2.1 節將介紹雲端

安全聯盟(CSA,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16]；
第 2.2 節是雲端服務；第 2.3 節是相關雲端文

獻探討 
 

2.1 雲端安全聯盟(CSA, Cloud Security 
Alliance)  

雲 端 安 全 聯 盟 (CSA, Cloud Security 
Alliance)成立於 RSA Conference 2009，為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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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非營利組織 致力於在雲端運算環境下提

供最佳的安全方案。自其成立起，雲端安全聯

盟發佈的雲端安全指南及其開發成為雲端運

算領域令人矚目的重要文件，雲端安全聯盟發

佈了新版的《雲端安全指南 v3.0》[4]，指南中

代表著雲端運算和安全業界對於雲端運算及

其安全保護的認識。 
雲端安全聯盟 CSA 的宗旨：  
(1)提供用戶和供應商對雲端運算必要的安全

需求與資安認知。 
(2)促進對雲端運算安全最佳做法的獨立研究  
(3)發起正確使用雲端運算和雲端安全解決方

案的宣傳和教育計畫  
(4)創建有關雲端安全保證的問題和方針的明

細表。 

 
圖7 CSA 雲端資訊安全應用領域影響因子

[16] 
行動化 

強化軟體與部署到實體行動裝置的安全

分析行動裝置的作業系統與操作上的安全問

題以雲端為基礎的管理架構、配置、政策以及

資料的管理，以實現全方位的管理機制。解決

BYOD 對於企業的影響，包括個人或是企業所

擁有行動裝置軟體開發的最佳實例。 
 

大數據 
定義可擴展的技術，以應用在資料中心的

安全以及隱私的問題創建最佳的實踐，以應用

在資安與隱私權的巨量資料分析協助產業與

政府採用最佳的做法與其它的組織建立聯

繫，以協調發展巨量資料分析與隱私資料的保

護標準加速新的研究，目標以解決資料安全與

隱私的議題。 
 

隱私權協議準則 
2013年 2月發佈雲端供應商隱私權協議準

則在 PLA 的議題中(傳統的作法僅採用服務水

準協議)，雲端服務供應商需清楚的定義對於隱

私資訊的保護與資料儲存的保護程序提供雲

端服務的用戶相關工具，以量測與驗證雲端服

務供應商對於個人資料保護的承諾 提供合約

與協議的參考，以確保雲端服務供應商與用戶

之間的關係，包括對於隱私資訊與資料保護的

作法。 
 

雲端服務威脅 
該協會定義出目前雲端最常發生的資安

事件，經過整理一共有八項，條列出以下的事

件： 
(1)資料洩露。 
(2)資料遺失。 
(3)帳戶劫持。 
(4)不安全的阻斷服務。 
(5)惡意的內部人員。 
(6)濫用與惡意的使用。 
(7)未盡職責的調查。 
(8)共享技術的議題。 
 
2.2 雲端服務 

雲端運算的名詞最早是由 Google 提出[2]，
但此概念並非由 Google 獨創，目前所熟知的雲

端運算也是經由過去一連串如網格運算、公用

運算等技術逐漸演進而來。廣義來說，任何網

際網路上提供的運算資源和隨選服務都是雲

端運算服務的涵蓋範圍，只要滿足彈性使用和

可擴充的特性，並不一定需要完全符合分散式

電腦運算架構。在多方闡述中，事實上以美國

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IST)[5]最具權威，其

雲端定義為：雲端運算是一種模式，能方便且

隨需求應變地透過連網存取廣大的共享運算

資源，並可透過最少的管理工作及服務供應者

互動，快速提供各項服務。NIST 提出的定義

中，也進一步說明雲端運算的四種佈署模式、

三類服務模式、以及五項重大特徵以及一般特

性，其整體架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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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雲架構[15] 

 
重點特徵 

依據 NIST(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美國國家技術標準局)所定義

的內容[5]，雲端運算有五大重點特徵： 
(1)隨需應變自助服務(On-demand Self-service) 

消費者可依據使用需求狀況自行使用雲

端服務，不需再透過雲端供應者與之互動。 
(2)網路使用無所不在(Broad Network Access) 

網路使用無所不在，亦即雲端供應者服務

可隨時在網路取用，且使用者端無論大小，均

可透過標準機制使用網路。 
(3)共享資源池(Resource Pooling) 

資源彙整讓雲端供應者透過多租戶模式

(Multi-tenancy)服務消費者，依據消費者要求，

來指派或重新指派實體及虛擬資源，在所在地

獨立性的概念下，消費者通常不知道所有資源

確切位置，只可能掌握國家、州或資料中心等

大範圍區域地點。其中資源包括儲存、處理、

記憶、網路頻寬和虛擬機等。 
(4)快速重新佈署靈活度(Rapid Elasticity) 

彈性亦即能因應需求彈性且快速調整資

源規模大小，對消費者而言，所提供的這種能

力似乎是無限的，可以在任何時間被購買任何

數量。 
(5)服務可計算(Measured Service) 

計算服務量測中，雲端服務各層次均由雲

端供應者掌控與監管，這對於計費、存取控

制、資源優化、處理能力規畫及其他工作相當

重要，確保資源使用可被監測、被控制和被報

告，為供應者和消費者雙方提供透明化服務使

用資訊。 
 

服務模式 
根據 NIST 定義[5]，雲端服務架構可依服

務類型指標劃分為基礎架構、平台以及應用三

大層次，分別為基礎架構即服務(IaaS)、平台即

服務(PaaS)以及軟體即服務(SaaS)。所謂服務類

型是指雲端運算能為使用者提供什麼樣的服

務，而透過這樣的服務能讓使用者獲得哪些資

源，以及用戶如何運用這樣的服務。分別介紹

如下： 

 
圖 9 雲端服務架構圖[15] 

 
(1)基礎架構層(IaaS)，即基礎架構即服務，是

虛擬化後的硬體資源和相關管理功能的集

合，透過虛擬化技術將運算、儲存和網路等資

源抽象化，實現內部流程自動化和資源管理優

化，進而向外部提供動態、靈活的基礎架構服

務。此層的消費者使用處理能力、儲存空間、

網路元件或中介軟體等基礎運算資源，還能掌

控作業系統、儲存空間、已部署的應用程式及

防火牆、負載平衡器等，但並不掌控雲端的底

層架構，而是直接享用 IaaS 帶來的便利服務。 
(2)平台層(PaaS)，即平台即服務，為雲端應用

提供了開發、運行、管理和監控的環境，可說

是優化的雲端中介軟體，優良的平台層設計可

滿足雲端在擴充性、可用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

要求。此層的消費者可透過平台供應商提供的

程式開發工具來將自身應用建構於雲端架構

之上，雖能掌控運作應用程式的環境，但並不

掌控作業系統、硬體或運作的網絡基礎架構。 
(3)應用層(SaaS)，即軟體即服務，是軟體的集

合，這些應用架構於基礎架構層提供的資源以

及平台層提供的環境之上，並透過網路交付給

用戶。此層提供的應用可讓其使用者透過多元

連網裝置取用服務，僅需打開瀏覽器或連網介

面即可，不再需要擔心軟體的安裝與升級，也

不必一次買下軟體授權，而是根據實際使用情

況來付費。而對應用開發者來說，可以方便地

進行軟體部署和升級，不需管理或控制底層的

雲端架構，例如網路、伺服器、作業系統、儲

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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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模型 
雲端運算按照供應商和使用者所屬關係

可分為四大類，即公用雲、私有雲、社群雲和

混合雲[5]。分別說明如下： 
 

 
圖 10 雲端運算部署模型[15] 

 
私有雲(Private Cloud)：雲基礎設施專為組

織而運作，這可能是由組織本身或第三方管理

者就地部署或遠端部署。其中，私有雲除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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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雲(Community Cloud)：雲基礎設施由

眾多利益相仿的組織掌控及使用，社群成員可

共同使用雲端資料及應用程式，擁有共同的關

注問題，例如特定任務、安全要求、政策考量

等。可能由組織或第三方管理，且可以就地部

署與遠端部署。 
公用雲(Public Cloud)：雲基礎設施提供給

一般大眾或一個大產業集團，由銷售雲服務的

組織所擁有，除彈性之外，又能具備成本效

益。其中公用一詞並不代表絕對的免費，但也

可能代表免費或相當廉價，另外公用並不表示

使用者資料可供任何人查看，雲供應者通常會

對使用者實施使用存取控制機制。 
混合雲(Hybrid Cloud)：雲基礎設施是由兩

個或兩個以上組成的雲(私有、社群或公用)，
此種雲維持單一實體，但是藉由標準或專有技

術聯繫在一起，使資料和應用程序具可移植

性。此類這個模式中，使用者通常將非企業關

鍵資訊外包，並在公用雲上處理，但同時掌控

企業內部機敏服務及資料。 

 
2.3 相關雲端文獻探討 

本章節透過相關歷年相關雲端文獻探

討，可以知道目前雲端服務的使用廣泛度，及

在使用資料儲存的時候，與本地儲存優缺點，

以及歷年重大雲端服務資安事件。 
 
2.3.1 iOS 裝置控制  

Jitendra Singh[8]有針對雲端服務的優缺點

做出比較與討論，其他熱門使用的雲端系統，

如 google driver、dropbox、iCloud 等，作者提

到市面上的雲端軟體使用者最需要考量的兩

個問題就是資安與可用性。 
  
Jitendra and Ashish[8]也提到雲端儲存服

務會是未來的趨勢，會取代傳統的一般電腦本

機儲存習慣，在使用者使用經驗下考量的是雲

端服務的可用性、價格、與安全性，雲端儲存

有如下幾個優點： 
(1) 可以在有網路的環境下隨時存取： 
取代現有的隨身碟，只要有網路就可以隨時存

取網路檔案。 
(2) 可作異地備援的資料保全： 
不怕電腦硬碟掛了造成文件的資料匣內容不

見。 
(3) 網路分享： 
可與信任的使用者，共享同個資料匣。 
(4) 支援行動裝置： 
舉凡 iOS，、Android 或是 WindowsPhone，都

有相關配套可以瀏覽或下載檔案。 
 2.3.2 歷年重大雲端軟體服務資安事件 

Rachna Jain [12]提出各大知名雲端軟體有

發生過資安事件，可不得不讓人在使用雲端軟

體的時候需要注意資安考量，以下列出知名事

件 
Dropbox 

發生時間 2011/06 根據 Dropbox 官方的確

認，在太平洋時間下午 1:54 到 5:46 分的時間，

其 服 務 的 使 用 者 可 以 任 意 的 密 碼 登 入

Dropbox，也就是說在將近四個小時的時間

裡，用戶帳號被放置在具有極大潛在危險的情

況下。由於 Dropbox 的帳號是使用用戶的

email，這表示，你可以登入任何你擁有 email
的 Dropbox 帳戶，Dropbox 的工作人員表示，

目前他們評估受到影響的人數約為總帳戶數

的 1%。 
Microsoft Business Productivity Online Suite  

發生時間 2010/12 微軟企業生產力線上套

件配置錯誤，導致暴露了用戶聯繫人的通訊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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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給其他客戶。 
GoGrid 

發生時間 2011/03 可能是透過第三方軟體

洩漏了使用者帳號資訊，包含了信用卡資訊。 
AppleiCloud 

發生時間 2014/09 iCloud 爆發私人照片遭

駭客竊取並散布的事件，於 iCloud 上的照片全

被駭客破解密碼，並且將檔案存放於其他網路

空間、散佈在網路上表示一向注重個人隱私與

資安問題的蘋果公司，居然出現這樣的漏洞，

覺得相當不可思議。iCloud 洩密事件其實有駭

客在 Github 上公開 iCloud 暴力破解工具，讓

一些設定較簡單密碼在幾萬次的嘗試下進行

暴力破解的動作，這是毫無技術困難度的攻

擊，AppleiCloud 沒有任何告警機制，而後續的

明星私人照片陸續外洩而被公開時，讓雲端存

放資料的安全問題又再度讓使用者失去信心。 
Sony PlayStation Network 

發生時間 2011/4 索尼 (Sony)PlayStation 
Network(PSN)在 4 月 20 日遭駭客入侵，被竊

取 7 千 7 百萬筆 PS3 及 Qriocity 音樂隨選服務

使用者的個人資料；在 5 月 3 日又被揭露，Sony
旗 下 線 上 遊 戲 子 公 司 網 站 Sony Online 
Entertainment(SOE)有 2,460 萬筆個人資料遭到

駭客竊取。 
至於飽受爭議的信用卡資料是否外洩，

Sony 先前 7,700 萬筆的外洩個資中，仍未確認

其中 1 千萬筆信用卡資料是否外洩，但在線上

遊戲 SOE 外洩的資料中，則確認駭客成功取得

23,400 筆、從 2007 年後逾期的信用卡資料，

美國以外有 12,700 筆的信用卡卡號及有效日

期資料遭竊。 
Sony 迄今遭到外洩的個資已經超過 1 億

筆，外洩個資內容包括用戶名稱、地址、電子

郵件信箱、生日、性別、電話號碼、帳號、密

碼等，甚至有外電報導，連 PSN 安全提問的問

題也在外洩資料之列。Sony 在第一波暫停 PSN
服務大約 3 天後，才對外公布個資外洩的事

實。該起事件不僅外洩了用戶的帳號、密碼、

住址、電子郵件等，甚至還包括了重要的信用

卡號，受害人數直逼上億。 
Xbox Live  

發生時間 2014/3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市一

男童 Kristoffer Von Hassel，年僅 5 歲講話還有

些不太清晰，竟然與多位資安專家一起名列微

軟 3 月份資安通報有功的研究員，因為他發現

了躲避 Xbox Live 帳號檢查的方法。目前微軟

已經修補了這個程式漏洞。 
Twitter Breach 

發生時間 2013/2 資訊安全主管 Bob Lord
表示，該網站偵測到異常現象，有不知名人士

試圖取得用戶資料，雖然該網站立即採取措

施，仍懷疑 25 萬名使用者資料可能已經外

洩。 隔日 Twitter 發出電子郵件警告這些用戶，

告知使用者帳戶已遭非 Twitter 相關的網站或

服務所盜用，並已經直接變更使用者密碼，要

求使用者依照標準流程重新設定密碼。 
 

2.3.3 在智慧型手機上使用者安全知覺探討 
之前 Erika Chin[6]提出,使用者在使用智慧

型手機的時候,會因為使用裝置的不同而有不

同的安全認知,特別是桌上型 PC 與手持裝置有

明顯的差異性。 
 

3. iCloud 安全性分類 
本章分兩節，第 3.1 節討論 iOS 安全性，第

3.2 節針對 iCloud 安全性做分類，並且提出安

全性設定建議。 
 

3.1 iOS 系統安全性 
系統安全性旨在確保每部 iOS 裝置的所有

核心元件都能為軟體和硬體提供安全保護。這

包含啟動程序、軟體更新和 Secure Enclave。
此架構是 iOS 安全性的核心並不會影響裝置的

正常使用。iOS 裝置的硬體和軟體經過緊密的

整合，可確保系統的每個元件獲得信任，並對

系統整體進行驗證。從初次啟動到 iOS 軟體更

新、再到第三方的 App，每個步驟都經過分析

和審查，以確保硬體和軟體以最佳方式協同執

行，並適當地使用資源。安全啟動鏈啟動程序

中每個步驟包含的元件都經過 Apple 加密簽署

以確保其完整性，且只有在驗證信任鏈結後，

每個步驟才能繼續。這包含 bootloader、核心、

核心延伸功能和韌體。開啟 iOS 裝置後，其應

用程式處理器會立即執行唯讀記憶體中的程

式碼。此類無法更改的程式碼是在製造晶片時

完成設定，且已間接獲得信任。 
iOS 加密與資料保護 

安全啟動鏈、程式碼簽署及執行階段程序

安全性都有助於確保，只有受信任的程式碼與

App 可在裝置上執行。iOS 還有其他加密與資

料保護功能可保護使用者資料的安全，即使是

安全性基礎架構的其他部分遭到破壞。這對於

使用者與 IT 管理者都大有助益，可隨時保護個

人與企業的資訊，並提供裝置遭竊或遺失時，

於遠端立即完全清除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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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iOS 安全性架構圖[20] 
 

除了 iOS 裝置內建的硬體加密功能，Apple
也使用名為資料保護的技術，進一步保護儲存

於裝置快閃記憶體中的資料。資料保護可讓裝

置回應如來電之類的常見事件，也可以對使用

者資料啟用較高層次的加密。訊息、郵件、行

事曆、聯絡資訊、照片和健康資料值等主要系

統 App 預設都會使用資料保護，而安裝於 iOS7 
或更新版本上的第三方 App 可自動獲得此項

保護措施。檔案系統中所有檔案的元資料都使

用隨機密鑰進行加密，該密鑰是在首次安裝 
iOS 或使用者清除裝置時製作而成。檔案系統

密鑰則儲存在 Effaceable Storage 中。因為該

密鑰儲存在裝置上，因此它不是用來維護資料

的機密性，而是可以視需求快速清除，或者由

使用者或管理者從行動裝置管理(MDM)伺服

器、Exchange ActiveSync 或 iCloud 發出遠端

清除指令來清除[23]。以此方式清除密鑰將會

透過加密的方式讓裝置上的所有檔案無法取

用。檔案的內容使用檔案專屬密鑰進行加密，

該密鑰使用類別密鑰封裝並儲存在檔案的元

資料中，檔案元資料接著又使用檔案系統密鑰

進行加密。類別密鑰使用硬體 UID 取得保護，

而某些類別則透過使用者密碼取得保護。此階

層架構同時提供了彈性與效能。例如，更改檔

案的類別只需要重新封裝其檔案專屬密鑰，更

改密碼只需要重新封裝類別密鑰。 
 

 

圖 18 iOS 系統加密模型[21] 
 
iOS App 安全性 

App 是現代行動安全架構最關鍵的要素之

一。雖然 App 可顯著提高使用者的生產力，但

若處理不當，也可能對系統安全性、穩定性和

使用者資料產生負面影響。有鑑於此，iOS 提

供了多重保護來確保 App 經過簽署和驗證，且

以  Sandbox 技術限制，進而保護使用者資

料。這些要素為 App 提供了穩定且安全的平

台，讓成千上萬的開發者能夠在 iOS 上提供數

十萬款的 App，而不會影響系統的完整性。使

用者可以在其 iOS 裝置上取用這些 App，無須

過度擔心病毒、惡意軟體或未經授權的攻擊。 
App 程式碼簽署 

一旦 iOS 核心啟動後，它將控制可執行哪

些使用者程序和 App。為了確保所有 App 均來

自核准的已知來源且未被竄改，iOS 會要求所

有可執行的程式碼均使用 Apple 核發的憑證進

行簽署。裝置所隨附的 App 則由 Apple 簽署。

第三方 App 也必須使用 Apple 核發的憑證進行

驗證和簽署。強制性程式碼簽署將信任鏈的概

念從作業系統延伸至 App，可防止第三方 App
載入未簽署的程式碼資源，或使用自行修改的

程式碼。 
 
延伸功能 

iOS 可允許 App 透過延伸功能來對其他

App 增加功能。延伸功能是具有特殊用途的已

簽署可執行二進位程式碼，封裝在 App 內。系

統會在安裝時自動偵測延伸功能，並讓使用相

符系統的其他 App 使用這些延伸功能。支援延

伸功能的系統區域稱為擴充點。每個擴充點都

提供 API，並為該區域強制執行規則。系統依

據擴充點特定的比對規則來決定哪些延伸功

能可供使用。系統會自動視需要啟動延伸功能

程序，並管理它們的生命週期。授權可用來限

制特定系統應用程式的延伸功能可用性。例

如，今天顯示方式 Widget 只顯示在通知中心

內，而共享的延伸功能則只能從共享面板中使

用。擴充點有 Widget、分享、自定動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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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文件提供程式和自定鍵盤。延伸功能會

在其自己的位址空間中執行。App 與其啟動的

延伸功能之間的通訊使用由系統架構所協調

的程序間通訊。它們無法存取彼此的檔案或記

憶體空間。延伸功能的設計旨在將它們彼此區

隔、與其包含的 App 區隔，並且與使用它們的

App 加以區隔。與其他第三方 App 類似，它們

也以 Sandbox 技術限制，且擁有的容器會與包

含 App 的容器隔開。不過，延伸功能與其容器

App 對隱私控制具有相同的存取權限。因此，

若使用者對 App 授予聯絡資訊的存取權限，該

App 中嵌入的延伸功能也會獲得此許可權，但

由 App 啟動的延伸功能則不具有該許可權。 
iOS 網路安全  

除了 Apple 用於保護 iOS 裝置上所儲存資

料的內建安全保護，也有許多網路安全措施可

供企業組織採用並確保資訊從 iOS 裝置來回傳

輸時安全無虞。行動使用者必須能在全球各處

存取公司網路，因此很重要的一點是確保獲得

授權並且其資料在傳輸期間受到保護。iOS 使

用標準網路通訊協定並使開發者能夠存取這

些通訊協定，以進行受認證、已授權且已加密

的通訊。為了達成這些安全性的目標，iOS 整

合了經過實證的技術和最新標準來進行 Wi-Fi
和行動數據網路的連線。在其他平台上，需要

用防火牆軟體來保護開放式通訊埠，以防止入

侵。因為 iOS 透過限制監聽埠以及移除不必要

的網路工具程式，使受攻擊的範圍減小，因此

在 iOS 裝置上不需要額外的防火牆軟體。 
 
 iOS 網際網路服務  

Apple 已內建一套強大的服務來協助使用

者更充分地使用裝置並提高生產力，其中包含 
iMessage、FaceTime、Siri、Spotlight 建議、

iCloud、iCloud 備份和 iCloud 鑰匙圈。這些 
Internet 服務都具備了 iOS 在整個平台上推動

的安全性目標。這些目標包含資料的安全處

理，無論是裝置上儲存的靜態資料或是透過無

線網路傳輸的資料；保護使用者的個人資訊；

以及對資料和服務的惡意或未經授權的存取

威脅加以防護。每項服務在使用其本身的強大

安全性架構時，絲毫不影響 iOS 整體的易用性。 
 

iOS 裝置控制  
iOS 支援具彈性的安全性原則和設定，讓

使用者容易實施並管理。這可讓各機構保護公

司資訊並確保員工遵守企業要求。例如，作為

員工自攜裝置(BYOD)計畫的一部分，員工甚

至可以使用自己攜帶的裝置。公司可以使用密

碼保護、設定描述檔、遠端清除和第三方 
MDM 解決方案等資源來管理裝置流通並協助

確保公司的資料安全，甚至在員工使用私人的

iOS 裝置取用資料時，亦能保障安全。 
 
3.2 iCloud 安全性分類 

本節將 iCloud 的關於安全性的部分做出

分 類 [1] ， 並 且 根 據 網 路 上 的 參 考 資 料 
[16][17][23]提出安全的與使用建議。 
 

項目 建議設定 

使用裝

置驗證

我的 Apple ID->管理 Apple ID->密
碼與帳號安全在雙步驟驗證底下，

選取開始設定，然後按照螢幕上的

指示操作 

個人資

料保護

開啟自動刪除密碼錯誤超過 10 次以

上刪除所有資料 
開啟遠端刪除遠端控制是否刪除裝

置之所有資料 
開啟遠端定位遠端控制定位裝置之

目前位置 
遺失模式位置資料僅會要求時才透

過裝置傳送，任何其他時間並不會

傳送或記錄位置資料,最近一次的裝

置位置資料會以加密格式儲存在

Apple 的伺服器上 24 小時，之後就

會永遠刪除 
遠端鎖定遠端清除功能可永久且安

全地清除裝置的資料 

iCloud
鑰匙圈

規範信任設備 
只有經過核准的受信任裝置才能存

取 iCloud 鑰匙圈。 
設定->iCloud->鑰匙圈 
設定安全碼 
使用進階設定選擇長度超過四位數

的 iCloud 安全碼。 
停用鑰匙圈 
停用鑰匙圈恢復功能，也就使遍及

核准裝置中的 iCloud 鑰匙圈保持最

新狀態，但不會儲存已加密的資料。

設定->iCloud->鑰匙圈。 

照片隱

私  

我的照片串流 
將不要的照片從我的照片串流中刪

除 
共享照片 
將不要的照片和影片從共享的相簿

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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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者 
將訂閱者從所建立的共享相簿中移

除  
iCloud 照片共享 
使用家人共享，會自動加入 iCloud
照片共享家庭成員共享相簿。可以

控制要分享哪些照片、影片以及評

論 

位置共

享  

共享位置 
使用家人共享，可以選擇是否和家

庭成員共享裝置的位置資訊。預設

為不會共享裝置的位置資訊。位置

只有在朋友要求查看裝置位置，或

選擇在訊息中傳送目前位置時，才

會從裝置傳送出去 
尋找我的朋友 
使用尋找我的朋友App或 iOS8內建

的訊息 App，與朋友和家人分享位

置若要讓某人查看裝置位置，必須

先授予這個人權限  
分享我的位置 
向所有好友隱藏置按下一個開關即

可，最近一次的已知位資料會在

Apple 的伺服器上以加密格式只儲

存 2 小時，之後就會永遠刪除。 

Touch 
ID 

與免責聲明要詳細閱讀 APP 安裝時

的告警內容與免責聲明  

使用 Touch ID 加解密手機鎖 

   表一 iCloud 安全性分類一覽表 

 

4. 結論與未來展望 
隨著智慧手機的發展，行動上網裝置越來

越普及。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過去以本地端

儲存為主的使用習慣，漸漸被雲端服務所取

代。過去行動裝置使用者多半習慣將照片、影

片、文檔等資料，存放在隨身碟上，以便攜帶

至不同的電腦上，進行這些檔案的分享。現在

只需要透過網路連結，就可以將這些需要被分

享、或是有待存取編輯的資料，放在遠端主機

上，在有需要取用時，就能透過網路的連線進

行下載，保持資料維持在最新版本。當然，雲

端服務另一個重要的優勢，就是支援了多裝置

的同時存取，在使用上更具彈性。然而隨著雲

端服務的便利性，衍生出來的就是使用者資安

認知的使用問題。針對 iCloud 服務的安全選項

作詳細探討，正確安全的使用 iCloud 雲端服務

需要透過完整持續的教育訓練來達成目的。本

論文透過研究標的 iCloud 雲端服務的安全控

制措施依照性質進行分類整理，提出實際使用

時的安全設定建議，能讓使用者在使用便利的

雲端服務，能相對安全的使用環境，在安全性

的設定上提供更進一步的參考，以增加個人資

訊的防護，降低可能的風險。 
展望未來，透過持續教育訓練來加強使用

者的安全意識與認知，讓使用者對 iCloud 雲端

服務設定熟悉。從雲端服務的觀點來看，建議

雲端服務使用者在使用便利的 iCloud 雲端服

務的同時，透過教育訓練的方式讓使用者提高

相對應正確的資安風險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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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機器學習演算法就民歌、古箏、

搖滾與流行四種音樂類別進行模式識別研究，

分類預測模型為有向無環圖支援向量機

(DAGSVMs)與倒傳遞神經網路(BPNN)模型。

研究結果顯示，四類樂音中民歌與搖滾兩類類

別之檢測率，DAGSVMs 優於 BPNN，綜合四

類音樂類別之平均檢測率，BPNN 為 86.5%優

於 DAGSVMs 的 84.9%。四類音樂中民歌音樂

檢測率較低之結果，可能是因為 24 個 MFCC
特徵屬性，不能有效區分民歌音樂與搖滾音樂

此兩種樂音，建議可開發加入新的音樂樣本特

徵，以提升識別檢測率。 

關鍵詞：音樂識別、有向無環圖支援向量機、

倒傳遞神經網路。 

 
Abstract 

 
In this study, using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investigate pattern recognition for 
various music categories. The classification 
model employ directed acyclic graph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DAGSVMs) and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N) model. 
The study samples includes four categories of 
music: folk, zither, rock and po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ccuracy rate of DAGSVMs model 
for folk and rock music is better than BPNN 
model, whereas the average accuracy of BPNN 
model of 86.5% is slightly better than 
DAGSVMs model of 84.9%. The lower accuracy 
rate of folk recognition is probably because 24 
MFCC feature attributes can not effectively 
distinguish folk and rock music, implying that 
new music characteristics features need to be 
developed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detection rate. 

Keywords: Music recognition, directed acyclic 
graph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1.前言 
 

音樂是種藝術，每個旋律每首歌曲都會被

留存下來，歌曲逐漸增加，音樂的種類也日漸

繁多，使得人們在聆聽音樂時的選擇多元且繁

雜，如何能快速分類出各種音樂類型成為音樂

管理的一個重要課題，因此本研究對音樂分類

的方法進行測試及分析比較，提供往後在研究

音樂分類上另一個可行預測模型(Ana Rebelo 
et al. 2012)。 

音樂受到文化的影響很深，不同的文化背

景會產生出全然不同的音樂型態。影響音樂的

因素非常的多，包括社經組織狀態和經驗、氣

候和科技的發展。音樂傳達情感和想法、演奏

家及作曲者的態度，也能改變欣賞音樂的情境。

現今，音樂是人們生活中不可或缺的一部份，

許多人喜歡聽音樂來放鬆心情或者紓解壓力，

有些店家也會播放音樂藉以製造氣氛，在不同

的場合所使用的音樂類型都有所不同，像婚禮

時播放喜氣或者浪漫的歌曲，或者舞廳會播放

搖滾類的歌曲。 

本研究挑選出民歌、古箏、搖滾和流行這

四類音樂，參考各篇文獻，得知有向無環圖支

援 向 量 機 (Directed Acyclic Graph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DAGSVMs)方法對「一對一」

方法及「多對多」方法的誤分問題進行了改善，

且精確度較「二元樹」方法為高，因此嘗試使

用 DAGSVMs 演算法來建構分類模型，以進行

音樂分類。 

 
2.研究方法 
 

在音樂識別的領域中，回顧其他研究有使

用過 HMM、GMM、PNN 等分類方法進行分

類 ， 而 使 用 支 援 向 量 機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SVM) 與倒傳遞神經網路 (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N)做音樂分

類的研究較少，於是本研究便由此下手，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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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測試 SVM 與 BPNN 的分類模型，並對兩種

方法的分類結果進行分析比較。 

 
2.1 SVM 

 
SVM 是建立在統計學習基礎理論上所發

展出的新學習方法，在 1995 年由 Vapnik 等人

所發展出來的監督式統計學習演算法(Cortes 
& Vapnik 1995；Vapnik 1995)。SVM 是一種新

的資料探勘分類技術，此模型能使預測精度達

到最大，且不需要過度配適訓練資料。至今，

SVM 已成功的應用於各個專業領域上，例如：

數據分類、回歸估計、函數逼近等。不過 SVM
應用最為廣泛的當屬在模式識別領域，已成功

的用於許多模式識別的問題，包括手寫字的辨

識(LeCun et al. 1995)、人臉的辨識(Osuna et al. 
1997；林諺熙 2005)及語音辨識(Schmidt 1996)
等問題(李柏勳 2010；蔡志堅 & 蔡易行 2007；
陳佳威 2011)。 

 

2.2 多分類 SVM 
 

典型的 SVM 可以同時運用於線性及非線

性資料的分類演算法，是一種二元分類器

(two-class classifier)，但是在實務上常需要分類

兩類以上的資料，因此，將 SVM 推廣到多分

類就變成了研究重點之一。到目前為止，已經

提出了許多解決 SVM 多分類的方法，包括有

「一對多」方法、「一對一」方法、「二元樹」

方法與「DAG」方法(Yuan-Pin Lin et al, 2009;
余輝 & 趙暉 2008；宋強等人 2010；孫林 & 
楊世 2009)。 

SVM 多類分類最早使用的是「一對多」方

法。該演算法是從資料集中挑出一類正類，剩

下的所有類別作為負類，再對分好的兩個類別

訓練出兩類分類器，如此一來對於 k 個類別共

需要建構 k 個分類器。在對未知樣本進行測試

時，使用 k 個 SVM 對未知樣本做測試，共有 k
個決策函數值，取決策函數值輸出最大的類別

作為測試樣本所屬的類別。 

「一對一」方法是每次從 k 個類別中挑出

兩個不同類別，對這兩類進行訓練建構兩類分

類器，這樣共建構出 k(k-1)/2 個分類器。在對

未知樣本進行測驗時，k(k-1)/2 個分類器會分

別對未知樣本做判斷，決定所屬類別，最後將

所有結果加總起來，得到最高判斷數的類別為

未知樣本所屬的一類。 

「二元樹」方法是將支援向量機和二元樹

相結合，以獲得最優二元樹結構。本方法首先

將所有類別劃分為兩個子類，再將子類進一步

劃分成兩個次級子類，如此循環至所有節點只

包含單一類別為止。由於不同層次結構對分類

精確度有一定影響，且這種影響可能產生「誤

差累積」的現象，所以為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需要選擇一個適合的二元樹結構，為了使二元

決策樹有最好的性能，必須在決策節點近似最

優方法將多類樣本分成兩組，並使聚類中心的

距離最大，且每組樣本數據分歧最小。 

DAGSVMs分類法是由 platt提出的決策導

向循環圖 DDAG 導出的，主要是為了改善「一

對一」和「一對多」方法所存在的誤分、拒分

區域問題。此方法只需要 k-1 個決策函數就可

以得出結果，分類速度較「一對一」方法和「一

對多」方法快，而且不存在誤分、拒分區域。

由於分類的特殊結構，使其有一定的容錯性，

而且分類精確度比一般的「二元樹」方法高。 

 
 
2.3 BPNN 

 
BPNN 屬 於 前 饋 式 網 路 (Feedforward 

Network)架構與監督式學習過程，也是目前類

神經網路學習模式中最具代表性，應用最普通

的模式，早在 1974 年，Werbos 便於其博士論

文中提出加入隱藏層設計之網路學習演算法 
(Werbos 1974)，但是直到 1986 年 Rumelhart
和 Hinton 等人提出通用差距法則(general delta 
rule)並發表倒傳遞類神經網路理論後，其價值

才正式被肯定。此網路之基本原理是反覆將誤

差函數傳回網路中，利用最陡坡降法 (the 
gradient steepest descent method)修正加權值與

偏權值，以達網路最小誤差，並且具有學習與

回想功能(林文彥 2010)。 

 

2.4 主成份分析( PCA) 
 

 PCA 是一統計方法，通常被用來找尋高

維度數據集之模式(Patterns) (Shlens, 2009)，可

得較低維度但保有大部分數據集變異的維度

壓縮結果。PCA 進行步驟簡述如下：首先對數

據集中各屬性之樣本做正規化；第二步驟求出

共變異矩陣(Convariance Matrix, CM)；第三步

驟求 CM 之特徵值與其對應之特徵向量，所求

得特徵向量為組成主成份之各原始變數之權

重值；第四步驟將原始數據依特徵向量計算出

主成份。本研究在結果與討論那一節，針對

BPNN 分類器計算所得之最後結果檢測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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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DAGSVMs 分四類績效  

  民歌 古箏 搖滾 流行

run1 82.4% 86.6% 84.3% 85.6%

run2 78.6% 84.3% 86.2% 87.8%

run3 81.9% 91.8% 85.8% 85.9%

run4 84.5% 87.6% 76.4% 81.6%

run5 86.3% 85.6% 83.9% 88.7%

run6 81.3% 82.2% 81.6% 90.0%

run7 86.2% 90.5% 75.5% 92.2%

run8 81.3% 91.6% 80.8% 89.7%

run9 82.5% 85.4% 79.2% 92.5%

run10 77.2% 88.8% 85.7% 86.4%

avg 82.2% 87.4% 81.9% 88.0%

std 2.9% 3.2% 3.9% 3.3%

 

表 2 BPNN 分四類績效  

  民歌 古箏 搖滾 流行

run1 67.7% 100.0% 91.9% 92.2%

run2 69.7% 100.0% 87.7% 89.0%

run3 63.1% 100.0% 93.7% 91.1%

run4 67.9% 100.0% 91.9% 91.3%

run5 89.0% 100.0% 71.0% 91.7%

run6 84.6% 100.0% 61.7% 89.6%

run7 80.6% 97.5% 59.9% 89.6%

run8 63.3% 100.0% 89.6% 93.4%

run9 65.7% 100.0% 88.3% 88.9%

run10 84.0% 100.0% 80.8% 94.7%

avg 73.6% 99.7% 81.6% 91.1%

std 9.9% 0.8% 12.9% 1.9%

 

 

 
圖 2 DAGSVMs 與 BPNN 績效比較  

 

表 1、表 2 與圖 2 為使用經訓練後之

DAGSVMs 與 BPNN 兩分類器進行模擬識別後

之績效，圖表中結果顯示民歌與搖滾兩類識別，

DAGSVMs 優於 BPNN，尤其是民歌的檢測率

高出 8.6%，但是古箏與流行音樂的識別結果，

卻得相反趨勢，其中古箏的檢測率 DAGSVMs
低於 BPNN 有 12.3%，將四種音樂類別檢測率

再作平均後所得， BPNN 為 86.5% 優於

DAGSVMs 的 84.9%。 

 

表 3 BPNN 分三類績效  

  類別 民歌 古箏 搖滾 流行

民古搖

三類 

avg 79.1% 100.0% 87.7% - 

std 7.4% 0.0% 6.9% - 

民古流

三類 

avg 99.4% 99.9% - 90.6%

std 0.9% 0.3% - 3.1%

民搖流

三類 

avg 76.8% - 77.6% 94.4%

std 10.3% - 17.5% 4.0%

古搖流

三類 

avg - 99.9% 100.0% 90.4%

std - 0.2% 0.0% 6.2%

績效 avg
avg 85.1% 99.9% 88.5% 91.8%

std 6.2% 0.2% 8.1% 4.4%

 

 

表 4 BPNN 分二類績效  
 

  類別 民歌 古箏 搖滾 流行

民搖 
二類 

avg 76.1% - 91.3% - 

std 10.1% - 4.8% - 

民古 
二類 

avg 99.8% 100.0% - - 

std 0.5% 0.0% - - 

民流 
二類 

avg 99.5% - - 96.5%

std 0.8% - - 2.3%

古搖 
二類 

avg - 100.0% 100.0% - 

std - 0.0% 0.0% - 

古流 
二類 

avg - 98.8% - 93.8%

std - 2.1% - 4.8%

搖流 
二類 

avg - - 100.0% 94.9%

std - - 0.0% 3.5%

績效 avg
avg 91.8% 99.6% 97.1% 95.1%

std 3.8% 0.7% 1.6% 3.5%

 
相關研究已顯示，就兩個類別分類問題，

一般情況 SVM 是優於 BPNN 的。但就多類別

分類問題，情勢就可能改變，其原因是 SVM
的原始著眼點是二元分類問題，為使用 S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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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多元分類問題時，就必須架構較複雜的步

驟始能解決多類分類問題，而所增加的分類識

別步驟，將使最終分類誤判與漏判增加。此乃

因為每一步驟都會有誤差，步驟增加，累計誤

差的次數就增加，最終檢測率就會下降。 

表 1 與表 2 中之 std 表示分類模型檢測率

的離散變異程度，此結果顯示此兩分類模型就

強健性比較，DAGSVMs 優於 BPNN，此結果

可能是因為 SVM 與 BPNN 的學習理論統計基

礎是分別建立在結構化風險最小誤差法

(Structural Risk Minimization, SRM)與經驗風

險最小化 (Empirical Risk Minimization)之差

別。 

表 2 中 BPNN 的民歌音樂類別檢測率只有

73.6%，本研究為了解此檢測率偏低的原因，

進一步分別進行「四類中任取三類」(共 4 種)
與「四類中任取兩類」(共 6 種)之分類模擬識

別的測試，結果如表 3 與表 4 所示。 

表 2、表 3 與表 4 經比較後，顯示各平均

檢測率隨分類種類減少而逐漸提升。此結果是

因為分類種類增加，各類別間之識別干擾誤差

也隨之增加之故。 

從表 3 與表 4 中之檢測率結果數據中，顯

示會拉低民歌音樂類別檢測率，是當民歌與搖

滾兩種音樂類別一起出現等待分類之情況時，

此趨勢在表 1 與表 2 也出現，但較不明顯。此

結果可能是本研究所選用之 24 個 MFCC 樂曲

特徵屬性，較不易區分民歌與搖滾兩種音樂類

別，解決方法是尋求其他更有效的樂曲特徵屬

性來對此兩種樂曲進行識別。 

圖 3 是表 2、表 3 與表 4 彙整之折線圖，

圖中除顯示以上所分析之趨勢外，也明示 24
個 MFCC 樂曲特徵屬性，很適合用來識別古箏

此音樂類別，其對古箏之分類識別，達到接近

100%之完美績效結果。 

 

 
圖 3 BPNN 分 2 類、 3 類與 4 類績效比較  

    對於以上分類績效結果，可進一步透過主

成分分析(PCA)結果來討論。先說明接下來的

分析圖形內容，自以下圖4至圖9，為以原始數

據進行PCA後之分析結果，其中pc1、pc2與pc3
分別為經PCA後第一、第二與第三主成分。各

圖中左上角的子圖是以pc1與pc2為座標所描繪

之研究樣本點，其他子圖類推，而右下子圖所

示是為從大到小排序之特徵值。 
    表4 顯示，古箏與搖滾2類音樂之分類結

果皆為100%，此結果從下圖4可清楚確認之。

藍色標示古箏音樂樣本點，綠色標示搖滾音樂

樣本點。圖5也印證為何民歌與古箏2類音樂可

以達接近100%之分類檢測率。 
 

 
圖 4 古箏(100%)與搖滾(100%) 2 類音樂 

主成分分析結果 

 

 
圖 5 民歌(99.8%)與古箏(100%)2 類音樂 

主成分分析結果 

 
    圖6結果顯示民歌與搖滾經PCA轉換後無

法很好的將其劃分為 2 類，從分佈點與特徵值

大小排序皆隱含此必然結果，故民歌與搖滾 2
類之分類結果為較差的 76.1%與 91.3%，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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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民歌(76.1%)與搖滾(91.3%)2 類音樂 

主成分分析結果 

 
 

    接下來檢視分 3 類的情況，圖 7 與圖 8 為

此情況之主成分分析結果。圖 7 顯示民歌、古

箏與流行 3 種音樂之主成分分析結果，藍色標

示民歌音樂樣本點，綠色標示古箏音樂樣本點，

紅色標示較分散的流行音樂樣本點，pc1-pc2
子圖顯示此 3 類音樂樣本點大略是可區分的，

會造成分類錯誤主要來自流行音樂(紅色)樣本

點，這只能藉由其他主成分的可能區分效應來

完成 3 類分類結果，最後結果顯示分別有不錯

的 99.4%、99.9%與 90.6%之檢測率。 
    圖 8 顯示民歌、搖滾與流行 3 種音樂之主

成分分析結果，藍色標示民歌音樂樣本點，綠

色標示搖滾音樂樣本點，紅色標示較分散的流

行音樂樣本點，pc1-pc2 子圖顯示民歌與搖滾

此 2 類音樂樣本點幾乎重疊，但流行音樂樣本

點大體與另兩類樣本點是可區分的，因此造成

最後結果分別有不佳的 76.8%、77.6%與 94.4%
之檢測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前面圖 6 中

顯示，當只單純識別民歌與搖滾 2 類音樂時，

檢測率分別為 76.1%與 91.3%，但若加入第三

類流行音樂進行 3 類識別時，加入的流行音樂

樣本點會打亂干擾前 2 類音樂識別率，其中民

歌音樂識別無甚影響，但搖滾音樂識別從

91.3% 降低至 77.6%，足足下降了 13.7%。 
    圖 9 顯示全部 4 種音樂之主成分分析結

果。藍色標示民歌音樂樣本點，綠色標示古箏

音樂樣本點，紅色標示搖滾音樂樣本點，墨綠

色標示流行音樂樣本點，此圖與圖 8 有些類似。

pc1-pc2 子圖顯示民歌與搖滾此 2 類音樂樣本

點幾乎重疊，但流行音樂樣本點雖較分散但大

體與此兩類樣本點是可區分的，另古箏音樂樣

本點分佈較集中，因此造成最後結果分別有

73.6%、99.7%、81.6%與 91.1%之檢測率。 

 
圖 7 民歌(99.4%)、古箏(99.9%)與流行(90.6%) 

3 類音樂主成分分析結果 
 
 

 
圖 8 民歌(76.8%)、搖滾(77.6%)與流行(94.4%) 

3 類音樂主成分分析結果 
 
 

 
 

圖 9 民歌(73.6%)、古箏(99.7%)、搖滾(81.6%)與
流行(91.1%) 4 類音樂主成分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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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對多種音樂類別，包括民歌、古箏、

搖滾與流行共四類，進行分類預測識別。使用

DAGSVMs 與 BPNN 建構預測模型。四類中民

歌與搖滾兩類音樂類別之檢測率，DAGSVMs
優於 BPNN，而另外的古箏與流行兩類，則

BPNN 優於 DAGSVMs，綜合四類音樂類別之

平均檢測率，BPNN 為 86.5%優於 DAGSVMs
的 84.9%。 

四類音樂中民歌音樂檢測率較低之原因，

是由於民歌音樂與搖滾音樂間之識別率低，可

能原因是 24 個 MFCC 特徵屬性，不能有效區

分民歌音樂與搖滾音樂此兩種樂音，建議可開

發加入新的音樂樣本特徵，以提升識別檢測

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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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使用安全設計之探討 

 
 
 
 

 
摘要 

行動裝置除了提供通訊功能外，還能提供

多元功能，因此包含了更多的敏感性資訊。本

論文對 Android 手機的安全控制措施進行分

類，並提出建議的安全設定。提供使用者在使

用手機時能確認相關的安全設定，以確保使用

的資訊安全認知，並降低資安事件的產生。 

關鍵詞：行動裝置、Android、資訊安全認知 
 

Abstract 
Except the daily communication function, 

mobile devices provide variety of functions. 
Therefore, they contain more sensitive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security controls are 
categorized and security settings are 
recommended for Android phones. This provides 
users to confirm the relevant security settings 
when using Android phones. Information security 
awareness can be assured,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events will be reduced. 

Keywords: mobile device, Android, security 
awareness 
 
1. 前言 

行動裝置的普及率愈來愈高，透過行動裝

置上網的使用率也僅次於使用電腦的數量

[2]。當行動裝置有更多應用及與外面連結傳輸

及儲存資料的同時也代表面對更多的資安威

脅。但行動裝置的使用者遍佈的族群更廣泛，

是否這些使用者都有意識到使用行動裝置的

同時，也在面對這些潛在的威脅。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台灣現在的主流手機平台主要為 Apple 

iOS 及 Google Android。相較與 Apple iOS 封閉

式的平台，Android 為開放式平台，從 2009 年

開始在行動裝置的市佔率以驚人幅度成長，到

2013 年的統計資料已顯示有超過 70%的行動

裝置作業系統為 Android。根據趨勢科技調查，

有 76.8% 的國人使用桌上型電腦上網，其後

依序為 Android 手機（72.5%）、筆記型電腦

（50.2%）、平板電腦（32.3%）、iPhone（15.4%）

以及 Mac 電腦（3.1%）[2]。而又以 Android 4.4
代號 Kitkat 的版本市佔率（39.1％）最高[4]。 

 

 
圖 1 Android 各版本市佔率分配 

參考來源：Android Platform Versions [4] 
 

因為現在的手機功能愈來愈多元化，除了

打電話，傳簡訊及傳送 email 外，透過手機作

業系統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式的應用，整合了更

多不同的運用。包含提供電子交易的服務，娛

樂性的應用，各種照片及多媒體資料的存取應

用及整合雲端的各種服務，可讓使用者更方便

透過行動裝置就能存取、同步及使用各種不同

的資訊服務。讓手機成為了愈來愈重要的行動

裝置[2]。因此儲存在手機行動裝置中的敏感性

資料也愈來愈多了。使用者除了在意手機的隱

私問題外，也開始擔心這些敏感性資料是否會

被其他使用者所存取及使用[9]。包含透過手機

進行電子銀行的轉帳交易，各種生活上使用的

資料儲存在手機中方便使用，這些資訊都有可

能因為手機使用時的不慎造成資訊外洩成為

新的資安事件。 
隨著手機應用功能的增加，資安風險的相

關事件也逐年成長。從 2010 年，發現第一隻

Android 的惡意程式開始[5]。行動裝置所需要

的資訊安全防護開始受到重視。開始有許多研

究專注於手機手機應用程式的安全機制、

Android 作業系統安全機制…等的比較。如同

過往我們在電腦上所要求的一樣，也需要透過

適當的機制來保護行動裝置資料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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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為了預防現在的各種資安威脅，使用者需

要更多的資安保護措施[4][5]。一部分資安防護

功能可透過行動裝置本身內建提供的。譬如：

Android 各種功能存取權限及資料加密功能

等。另一部分則需要透過額外附加的控制措施

來降低資訊安全事件所造成危害的風險。譬

如：安裝防毒軟體及對資訊安全認知的教育訓

練等[9]。只有互相搭配使用，才能有效的降低

資訊安全事件發生的機率降低風險[5]。 
 

1.2 研究目的 
在已往的研究中，主要是針對手機平台的

安全性或是手機 App 的安全機制來做研究，較

少著重在使用者對安全認知的相關研究。直到

最近開始有相關調查使用者對手機平台使用

時，最在意的是個人隱私資料是否會被第三方

未經授權的使用者取得[3]。但同時也有研究發

現，一般使用者對於資訊安全相關知識是較為

不足的。 
 

2. 相關文獻探討 
2.1 Android 行動作業系統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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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版電腦等行動裝置的作業系統，由

Google 成立的 Open Handset Alliance (OHA，

開放手持裝置聯盟 ) 持續領導與開發中。

Android 已發佈的最新版本為 Android 6.0 
(Marshmallow) ，但現在手機裝置市佔率最高

仍為 4.4 約 36.1%，次高的為 Android 5.0 
(Lollipop) [16]。 

 
圖 2 Android 各版本市佔率分配 

參考來源：Android Version History[16] 
 
2.2 Android 應用程式發佈流程的差異所

造成的安全性風險 
 

 
圖 3 iOS 及 Android 應用程式發佈的差異 
參考來源：TrendLabs 2013 Annual Security 

Roundup [13] 
 

Android 手機應用程式開發過程中，與 iOS
不同的地方是，iOS 需要經過 Apple 去檢視後

才能出版。Android 的開發者，只需開發者自

行確認後，Google 只會檢查手機/平版的版本

相容性，並不會針對程式內容做檢查就可直接

出版。若 Android 手機應用程式中包含惡意程

式或是對手機上資料進行相關存取，只能依賴

使用者在下載及使用手機應用程式時，確認手

機應用程式的來源及所需權限的來降低資安

風險。 
 
2.3 Android 手機相關權限設定資訊 

在每個 Android 手機應用程式安裝時，會

顯示該應用程式所需要使用的權限資訊。需使

用者接受後，才會開始下載安裝。主要幾種常

見會顯示的權限資訊包含： 
位置資訊權限：分為兩種型式：一種為概

略地點，只使用 Wi-Fi 及行動網路基地台進行

定位服務。另一種為精確地點，會使用 GPS 及

其他網路資訊協助定位。位置資訊就跟使用社

群軟體一樣，讓應用程式搜集使用手機應用程

式時所在的地點資訊。 
裝置狀態及識別碼相關權限：允許這個權

限，可以讓 Apps 讀取裝置上包含來電資訊及

手機的國際移動設備識別碼  (International 
Mobile Equipment Identity, IMEI) 可用來辨識

每一部手機的識別碼，就像是手機身份證一

樣。當要允許此權限時，需先確認該手機應用

程式是否需要讀取手機的狀態資訊，再決定是

否需要允許。 
讀取您的通訊錄和修改您的連絡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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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絡人權限，可以讓手機應用程式存取並修改

相關聯絡人資訊。讀取您的通訊錄權限，可以

讓手機應用程式讀取全部的通訊錄資料，並包

含最常聯絡人的相關資訊。除了手機撥號、簡

訊服務的手機應用程式外，其他手機應用程式

要使用這些權限時，建議確認是否需要允許及

是否有其需要。 
文字訊息相關權限：如果惡意程式擁有此

權限後，透過亂發訊息可能會讓人電話費暴

增。另外讀取您的文字訊息及接收文字訊息，

可能會讓您的隱私資料曝光。所以當要允許手

機應用程式取得此權限時，最好能了解使用的

原因再允許使用。 
帳號相關的權限：“尋找此裝置的帳號”，

此權限讓手機應用程式可以存取帳號管理員

並取得這隻手機上所有相關手機應用程式使

用的帳號資訊。”使用此裝置的帳號”，讓手機

應用程式可以存取此裝置，不會再跳任何權限

需求資訊。”建立帳號及設定密碼”， 可以讓手

機應用程式讀取帳號的相關驗證訊息。因此若

是有惡意程式使用此權限，可以持續使用您的

帳號做任何事情。因此在安全性的考慮上需要

確認使用的原因再允許使用。 
在每個 Android 手機的「設定」中「安全

性」裡，可以檢示手機安全性的相關設定。譬

如：不明來源。預設沒勾選的狀態下，只能安

裝從 Google Play 提供的應用程式。勾選後，

就能允許各種來源來的手機應用程式程式都

可安裝。但除非完全瞭解該動作的風險，一般

不建議修改此項設定。 
除了可透過 Android 手機的安全性確認應

用程式的安裝來源外，使用者若想瞭解手機中

安裝了那些應用程式及這些應用程式使用了

那些權限。則可透過手機中的可透過手機中的

「設定」中「應用程式」來查看該應用程式被

授與了那些權限。  
 

3. Android 行動裝置資訊安全認知文

獻探討 
3.1 Android 手機資安事件統計 

到 2014 年 3 月，Android 平台上惡意程式

已經超過 2 百萬個[12]。而且成長的速度還在

增加。另從研究報告中，指出最常出現的幾種

權限應用錯誤造成的資安事件。 
Network-based/GPS Location：透過手機定

位或是 Wi-Fi 取得定位資訊。可以讓開發者提

供區域化的廣告，但也可讓攻擊者提供特定區

域或語言的惡意程式。 

 

 
圖 4 Android 應用程式含有惡意程式統計圖 

參考來源：趨勢科技新聞[12] 
 

檢視網路狀態：允許應用程式檢視網路資

訊，包含 3/4G 連線資訊及 Wi-Fi 連線資訊，用

來提供更新資訊或是連線到特定網站。但也可

能會被惡意程式利用，偷偷建立持續的連線，

導致電力使用及網路流量使用超過預期。增加

額外的成本或不便。 
檢視 Wi-Fi 狀態：可讓手機應用程式存取

Wi-Fi 資訊。但也可被利用知道 Wi-Fi 的資訊，

透過已知的漏洞進行攻擊或是偷取 Wi-Fi 密

碼。 
取得正在執行應用程式清單：可讓手機應

用程式辨識那些程序在執行。亦可被利用取得

程序清單後，將特定程度刪除。通常是將保護

手機機制的應用程式做程序停用。譬如：將防

毒軟體防護程序停用。 
允許存取網際網路：讓應用程式可以存取

網際網路。惡意程式可透用此權限在使用者不

知道的狀況，連上網路下載其他惡意程式。或

是對特定主機進行遠端攻擊。 
讀取手機狀態及辨識資訊：可讓手機應用

程式讀取手機辨識碼或相關手機資訊。有些程

式只會檢視手機資訊來做辨識的動作，擁有此

權限就可假冒成該手機進行相關存取。 
開機自動啟動權限：讓後應用程式在開機

後自動執行的權限。惡意程式取得此權限後，

將會在每次開機後就自動執行，監控整個手機

開機後的所有活動行為。 
控制振動通知權限：此權限可停止正常系

統告警的振動機制。讓使用者更不容易知道手

機的異常行為狀態。 
睡眠機制權限：控制是否會進入睡眠待機

模式。惡意程式擁有此權限，就可確保惡意程

式即使在看似休眠中的狀態持續進行檔案的

傳輸。 
讀取/刪除 SD Card 資料：讓手機應用程式

可以讀取外接儲存空間。擁有此權限時，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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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SD card 上的資料傳送到其他網站，或是將

SD card 上儲存的資料刪除。 
傳送簡訊：允許手機應用程式傳送簡訊資

料。擁有此權限的惡意程式，可以傳送簡訊，

造成大量額外的費用。或是利用此途徑將敏感

性資訊送出。 
上述為幾種常見的Android 權限可能造成

的風險事件。隨著應用程式的種類多元化，所

需的權限也大不相同。所以在允許使用時，需

要更加注意[18][22]。 
 

3.2 行動裝置常見的惡意程式及分類 
防毒軟體公司趨勢科技也公布十大惡意程

式排行，包含：偽應用程式 30% 、資料竊取

軟體 (21%) 、廣告軟體 (18%) 、高價服務濫

用  (14%) 、遠端控制木馬程式 Rooter/RAT 
(13%)  和惡意下載軟體 (4%) [2][3]。依常見

的惡意程式並依惡意程式的行為類型可簡易

分類[6] [8]如下：  
銷售/竊取使用者個人資訊：透過手機安裝

的應用程式取得使用者的相關訊息，包含：使

用者位置、通訊錄清單及手機的 IMEI 碼等。

大部份的惡意程式取得這些資訊是為了能夠

取得使用者的財務相關資訊如銀行帳號及密

碼等。 
盜打電話或傳送訊息：此惡意程式會偷偷

送出簡訊或撥打高額付費電話[10]。傳送簡訊

可以讓該手機變成寄送廣告簡訊的平台，而且

不易追蹤到真正廣告簡訊的發起端來源。甚至

有些惡意程式更利用簡訊的方式送出遠端指

令進行搖控攻擊的行為[22]。除了會被誤當為

廣告簡訊來源或是惡意攻擊來源之外，還會需

要付擔額外的電信費用。 
惡意廣告軟體行為：惡意程式透過安裝在

手機上時，依據取得使用者上網的記錄資訊，

增加特定目標的網頁點擊率，優化該網站在搜

尋引擎中的排名。此種行為除了會增加使用者

網路使用率及手機電量的使用外，還會洩露使

用者上網的習慣隱私訊息[20]。有的甚至跟電

腦的廣告軟體一樣，在使用手機應用程式時，

自動跳出廣告訊息或是惡意訊息，讓使用者誤

觸造成進一步的攻擊型為，如：對特定目標進

行分散式阻斷攻擊  (Distributed Denial of 
Service,由多台裝置對單一特定服務進行大量

存取造成該目標無法正常提供服務) [18]。 
竊取信用卡或手機支付相關訊息：NFC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已 可 應 用 在

Android 手機上進行近距離交易，但也增加了

安全性的風險。惡意程式，可以借此竊取交易

的信用卡相關資訊[21]。 
針對這些惡程式的行為有研究發現，大部

份的惡意程式都是透過使用者因在安裝手機

應用程式時同意給予了錯誤的權限限制，導致

這些應用程式可以進行相對應的行為。因此在

安裝任何手機應用程式前務必確認相關的使

用權限資訊。 

 
3.3 行動裝置常見的安全性威脅 

現在手機功能愈來愈強大，使用者對手機

的依賴性也愈來愈高。除了手機相關的安全設

定外，包含手機資料的保護及手機遺失時的相

關處理都需要特別的注意，已避免當手機遺失

時，相關的資料包含電子郵件、照片及個人隱

私都跟著曝光洩露，造成更嚴重的損失。常見

的安全性威脅及說明如下[25]： 
使用手機連到惡意網站造成資料外洩：現

在手機的功能相關方便，不在只是收發簡訊及

撥打電話。也能連上網際網路，連接社群應

用。若是使用者一不注意，誤點到釣魚訊息或

是瀏覽到惡意網站，都有可能造成自身帳戶密

碼的資訊外洩或是將手機上的敏感性資料分

享至公開網路上，造成進一步的資安事件。 
使用不安全的網路連線：利用手機使用免

費的公用 Wi-Fi 網路，剛好有心人事或駭客可

輕鬆側錄到相關傳送資料。造成敏感性資料外

洩，如：身份證字號、信用卡號碼等。 
安裝不安全的應用程式：手機上誤裝惡意

的應用程式或是對安裝手機應用程式的權限

認知不足。導致有心人士透過惡意程式的功能

將手機上的敏感性資料公開上傳，造成資安事

件的產生[9]。 
手機遺失造成資料的遺失：除了手機的操

作不慎造成的資安事件外，手機的遺失也是常

見的威脅。北美知名電信商研究報告指出每日

超過 20 萬的手機遺失或是損害，造成手機使

用者的不便[15]。若是手機沒有設定足夠的安

全設定及對手機上資料做加密的處理，當手機

遺失時，撿到手機的人就可以輕易查看裡面的

資訊。若手機資料未有效備份處理，當手機遺

失或故障時，裡面的資料也無法在存取一樣會

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 
 

3.4 行動裝置的安全設定建議 
基於前述所提的相關安全性威脅，各資訊

安全廠商及研究安全機構針對 Android 手機所

提供的安全設定提出相關建議的設定及注意

事項[11]。用來避免及降低資安風險及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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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以下是整理資安廠商所提供的基本手機

安全設定建議： 
不在手機上自動儲存密碼：許多人在瀏覽

網頁或應用程式時會自動記錄密碼，雖然可以

方便使用者使用。但也方便當有人借用手機

時，也能輕易就能瞭解及登入該網站或應用程

式並存取相關資訊。不在手機上自動儲存密

碼，可避免當別人使用此手機裝置時，多一道

保障避免陌生人登入或存取相關資訊。 
使用手機內建的安全設定：手機通常會提

供一些基本的安全性選項。譬如：螢幕鎖定、

資料加密功能。啟用這些功能，可以增加當有

人取得手機時，登入手機的困難性。另外建議

設定手機密碼時，不要使用太過簡單易猜的密

碼，這樣就失去設定密碼的意義了。 
將手機應用程式鎖定：將有使用敏感性資

料的手機應用程式上鎖。可利用第三方的手機

應用程式程式，當使用者要開啟這些含有敏感

性應用程式時，需要額外輸入驗證機制。這樣

即使有借用手機或手機遺失時，不致於可存取

上面安裝的手機應用程式。此建議設定，不需

套用在所有的手機應用程式上，只需要套用在

含有敏感性資料上的手機應用程式即可[14]。 
瞭解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權限的重要性：當

在安裝手機應用程式時，Android 手機會提示

該手機應用程式會使用那些相關權限。瞭解該

手機應用程式會使用那些權限是很重要的一

件事。可以讓使用者知道此手機應用程式可以

存取到那些資料[24]。若是無法瞭解權限裡的

內容，至少可參考一下有相關安裝該手機應用

程式的使用反饋資訊或是評比分數，來做為使

用該手機應用程式前的基本參考。另外就是不

要從不信任的來源下載相關手機應用程式[7] 
[14] [23]。 

使用安全的網路：當在公用場合使用公開

免費的 Wi-Fi 時，容易讓旁邊的有心人士借此

監聽您的網路傳輸資料，若傳輸資料未加密

時，將會造成資訊外洩。若此時還有傳輸安全

性或敏感性資料時，將會造成資訊外漏[14]。 
使用安全性軟體應用程式保護行動裝置：

建議在手機上安裝防毒軟體，可針對惡意程式

偵測監控外，也對手機瀏覽網頁時提供多一份

安全的防護。 
建立手機備份資料：此為建議必要選項。

當手機被偷或故障造成裡面的資料無法存取

時，還可透過定期備份手機資料的方式。將遺

失的資料還原。若是手機遺失，最佳的處理方

式是將手機的資料全部清除，此時若有備份資

料就可以不用擔心是否會因為移除資料造成

資料無法還原的損失。 
啟用手機追蹤功能：當手機遺失或被偷還

想把手機找回。那至少先有在手機上開啟此功

能。這樣當手機遺失時，還有機會透過 GPS 定

位的方式找到手機最後出現的地點進行搜

尋。若未開啟此功能，那連最後找回手機的機

會都沒了。 
啟用遠端清除手機資料功能：此功能是當

手機遺失或被偷竊時，可透過遠端控制的方式

將手機的資料完整的清除，避免手機裡的資料

外洩。 
 

4. Android 手機的安全控制分類整理

與防護目的 
4.1 基本手機安全設定 

設定 SIM 卡鎖：此功能是當手機開機時必

需先輸入 SIM 卡密碼正確才能進入開機程

序。設定此功能，除了因為要啟用資料加密時

需要設定外，還可避免當有人撿到該手機，將

該 SIM 卡取出後，直接開機開始使用。建議設

定此項目。設定方式：至手機「設定」中「安

全性」選項裡「設定 SIM 卡鎖」。 
設定螢幕鎖定功能：設定此功能後，使用

該手機的人必需先解鎖後才能開始使用，可避

免陌生人撿拾手機後直接使用。建議所有使用

者必需設定此項目設定，並且設定為 PIN 碼，

除了可增加陌生人使用手機解鎖困難外，並在

設定資料加密時，會利用此碼將手機相關資料

做加密動作。設定方式：至手機「設定」中「安

全性」選項裡「螢幕鎖定」選擇「PIN 碼」並

輸入 PIN 碼。 
設定螢幕自動鎖定功能：此功能是當手機

未使用時，經過設定時間後，自動上鎖。可避

免使用者使用手機後未將手機上鎖，造成旁人

拿取手機時可直接讀取該手機資訊或直接使

用手機功能。建議設定此項目功能。設定方

式：至手機「設定」中「安全性」選項裡點選

「自動鎖定」，並設定經過多久就自動將螢幕

鎖定。 
手機資料加密功能項目：此功能能將手機

存取的資料加密包含記憶卡資料一起加密。可

避免當有人拾獲手機時，將記憶卡取出直接讀

取裡面相關資訊。建議啟用該設定，來避免當

人拾獲手機時能輕易讀取裡面相關資料。設定

前先確認有啟用設定螢幕鎖定。設定方式：至

手機「設定」中「安全性」選項裡點選「對手

機進行加密」。設定完成後需要重新啟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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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並在每次重新啟動手機時都需輸入 PIN 碼

後才會開機。 
 

4.2 手機網路相關安全設定 
關閉 Wi-Fi 無線網路設定：此功能是將手

機無線網路功能關閉。建議是不使用無線網路

可以關閉。當開啟使用時也需注意。若是在公

用無線網路場合避免使用未加密的無線網路

服務。除了可避免在公開環境被人側錄網路傳

輸資料外，也可避免登入到假的無線網路服

務，被盜取相關隱私資訊。設定方式：至手機

「設定」中「無線與網路」選項裡的「Wi-Fi」
調整成「關閉」。 

關閉藍芽設定：此功能是將藍芽網路設定

關閉。建議是不使用時就將此功能關閉。啟用

時，也需注意配對設備是否為確認可連結的設

備再輸入所需驗証碼。這樣可以避免與未知的

設備做連結而誤傳手機中的相關資訊。設定方

式：至手機「設定」中「無線與網路」選項裡

的「藍芽」調整成「關閉」 
關閉可攜式無線基台設定：關閉可攜式無

線基地台，除了可以節省手機電池的使用外。

更重要的是可避免因開放無線基地台功能給

別人連接使用時，未經授權的設備也一起使用

了該分享連線。除了會佔用頻寬外，更可能讓

未經授權的設備竊聽網路傳輸的資訊或是遭

守對方遠端連線的攻擊。建議是關閉此設定，

除了在必要使用的環境下才開啟使用。而且開

啟使用時，要連線的設備必須輸入正確的驗証

密碼後才能使用。設定方式：至手機「設定」

中「無線與網路」點選「更多」在裡面的「數

據連線與可攜式無線基地台」勾選「可攜式

Wi-Fi 無線基地台」來啟用設定。接著點選「可

攜式 Wi-Fi 無線基地台設定」中「配置 Wi-Fi
無 線 基 地 台 」 將 「 安 全 性 」 設 定 改 為

「WPA2-PSK」並輸入密碼。只後需要連接此

無線訊號的裝置必需知道密碼後才可連線。 
使用行動網路：此功能預設是開啟的，使

用此功能時手機會利用行動網路業者提供的

網路服務讓使用者進行上網的功能。建議是開

啟的，因為包含手機遺失等定位及搜尋功能都

會用到此服務，但若是到國外使用時，建議先

確認網路費率後才開啟。已避免網路費用爆

增。設定方式：至手機「設定」中的「無線與

網路」點選「更多」選項裡的「行動網路」並

勾選啟用「行動數據連線傳輸」。有勾選此項

目，手機才會透過電信業者提供的行動網路進

行資料傳輸。 

關閉無線及 GPS 定位設定：關閉此設定可

避免手機應用程式利用無線網路或行動網

路，搜集使用者手機裝置的位置，進而分析使

用者習慣出沒的地方。建議當有使用需求時再

開啟該設定。如使用地圖導航功能時。設定方

式：至手機「設定」中「位置」選項裡，將「模

式」更改為僅限裝置 GPS。 
關閉定位行動資料傳輸：此功能與上述功

能不同是，上述功能是允不允許手機提供定位

資訊。此功能為是否要將定位的資料傳送至

Google 定位記錄。此服務是可以讓使用者去追

蹤該手機有去過那些地方。建議是關閉此服

務。避免第三方單位利用搜集使用者定位記

錄，分析使用者習慣及出沒的地方。設定方

式：至手機「設定」中「位置」選項裡的「定

位服務」點選「Google 定位紀錄」調整成「關

閉啟用」。 
 

4.3 手機應用程式相關設定 
在 Android 手機中，此類型相關設定雖然

不多，但最為重要。也最容易被使用者忽視的

設定項目。 
設定手機應用程式安裝來源：強烈建議不

要從非信任的來源下載應用程式。一旦允許從

不明來源安裝應用程式時，任何惡意程式都有

機會透過此功能將木馬或是其他惡意程式下

載至手機中。建議是絕對不要勾選啟用允許從

不明來源安裝應用程式。設定確認方式：至手

機「設定」中「安全性」選項裡，確認未勾取

「不明來源」項目。 
確認各手機應用程式使用權限：此功能主

要的目的是讓使用者知道，手機裡面有安裝了

那些應用程式並且知道這些應用程式可以存

取那些權限。在前面提到的各種因為權限的關

係所造成的風險或是威脅，百分之九十都是因

為應用程式的權限所造成的。所以知道如何查

看該應用程式有那些權限對使用 Android 手機

的使用者來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查看的方

式：至手機「設定」中「應用程式清單」裡，

點選要查看的每個應用程式名稱並檢視權限

內容。 
保持應用程式的更新：因為手機應用程式

就跟電腦作業系統一樣，可能使用久了發現有

些安全性的漏洞就必需透過應用程式更新來

修復這些漏洞避免造成進一步的災害。設定方

式：至手機點選「Play 商店」，可從目錄項目

中點選「我的應用程式」，並針對需要更新的

應用程式點選「更新」進行更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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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手機資料相關設定 
手機資料相關設定主要是針對手機裡的資

料備份及當手機遺失時如何處理做說明介

紹。尤其是手機遺失後的處理，一定要記得進

行相關資料清除動作，才能避免進一步的風

險。 
手機備份設定：此功能是將手機裡存放的

資料，進行資料備份。未來當手機遺失及故障

時可以將資料還原使用。Android 手機已經有

與 Google 帳號作連結。當手機遺失或故障後，

可在新手機上套用相同的帳號，即可將原有手

機的資料透過帳號的連結將資料還原。設定方

式：至手機「設定」中「備份與重設」選項裡，

勾選「備份我的資料」並設定備份帳號。待同

步後，就會將手機裡的相關資料備份一份在設

定的備份帳號中。之後手機只要透過此帳號，

就可以進行還原。 
手機遺失設定—清除手機資料：此功能會

將手機上的資料清除並還原成手機出廠預設

值。當確認手機遺失後，請進行相關步驟，已

避免手機裡的訊息、照片及其他相關資訊外

洩。執行方式：登入網頁 Google Android 裝置

管理員點選清除。一旦點選後，當手機連上

線，就會自動進行還原預設值的動作，將手機

裡的資料清除。此步驟是最後的手段，可避免

手機遺失後讓人輕易的取得手機裡的重要資

料。 
上述為 Android 手機的相關安全性功能介

紹及說明，主要是針對常見的威脅做預防及事

後補救的動作。希望能讓使用者瞭解到手機廠

商針對常見的手機威脅是有提供基本的對應

方式，但除了依靠手機廠商外，還是需要使用

者在資訊安全的認知上有所提昇才能有效降

低資安事件的風險。 
 
5. 結論與未來展望 

本論文透過了解 Android 手機所提供的基

本安全控制措施依照性質進行分類整理，並提

出建議的基本安全設定。提供使用者在使用手

機時能確認相關的安全設定，以確保使用的資

訊安全認知，並降低資安事件的產生。 
展望未來研究可進一步透過問卷調查的方

式，將分類項目結合問卷題項，評估 Android
手機使用者對使用 Android 手機時的安全認知

及手機的資訊安全問題是否有所注意。瞭解未

來是否需要加強使用習慣的相關教育訓練來

強化對使用手機的安全認知，以更有效的預防

資安事件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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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NFC技術之校園學習護照 APP架構 

 

 

 

摘要 

 
隨著資訊科技及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智

慧型手機的使用是逐漸普及的，使用者能夠透

過專屬的平台下載多樣性的行動應用軟體

(APP)，以取得所需要的服務功能。NFC 是一

種短距高頻無線通信技術，而且對於結合智慧

型手機有增加使用的趨勢，例如：應用在小額

付款、資訊查詢及門禁卡等。本研究是結合

NFC技術，提出一個大學校園學習護照的 APP

架構，且提供一個整合環境，解決學習護照紙

本管理的問題及提升學生參與演講活動記錄

查詢的正確性。本研究實作一個 APP 雛型系

統，以展示本研究架構的可行性。 

關鍵詞：NFC技術、學習護照、行動應用軟體。 

 

Abstract 
 

As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dvances, smart phones are gaining more 

popular. The users can utilize the proprietary 

platforms for downloading various mobile 

applications through smart phones and get 

the provided functions to their needful 

service. Moreover, the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 (NFC) is a short-range high 

frequency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re is an increasing usage 

tren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smart phones with 

NFC technology, which applied in 

micropayment, information inquiry and 

access card, etc. This study has combined 

NFC technology to propose an APP 

framework for the learning passport in the 

university campus. It can provide an 

integrated environment to solve the problems 

for paper management and promote the 

accuracy through information query for the 

student records of participated speech 

activities.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has 

constructed an APP prototype to show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framework. 

Keywords: NFC technology 、 Learning 

passport、Mobile application. 

 

1. 前言 
隨著科技的發展，手機所提供的功能，也

不只是人與人之間的通訊而已，許多的功能及

服務近年來一直推陳出新，另外根據資訊工業

策進會 2014 年的新聞稿[2]中指出，台灣 12歲

以上的民眾，已有 1,432 萬人持有智慧型手機

或平板電腦，普及率達 69.1%，由上述可知手

機已經是目前許多人生活上不可缺少的物品

之一。 

NFC 的全名為「近距離無線通訊技術

(Near Field Communication，NFC)」，是一種短

距高頻無線通信技術，主要由非接觸式射頻識

別（RFID）技術演變而來，並向下兼容 RFID 

的技術，可提供裝置在 10cm 的範圍內進行非

接觸式數據資料傳輸與交換[8]，而隨著時間以

及裝置的進步，NFC也應用在校園裡，常見的

應用有小額消費、點餐、校園安全、設備管理

和校園資訊查詢等。NFC 的技術不只可提升大

學校園運作的效率，並可讓校園更安全，也可

使學生的日常生活與新的資訊技術連結與使

用，以提升校園中師生對資訊科技的應用能力

及創新力[4]。 

由於某些大學校園裡的學習護照是採紙本

的方式記錄該學生的參與演講的次數及相關

資料，紙本方式的記錄，可能會發生學生的紙

本遺失，導致以往參與的演講紀錄皆無法查

詢，且無相關的佐證資料證明其曾參加過的活

動紀錄，以及每學期都須以人工的方式審查每

本學習護照是否有符合相關記錄，增加主管單

位的人力負擔及工作量。因此本研究將原先學

習護照紙本的部份，轉為電子化，並結合 NFC 

的技術，開發一套 APP系統，讓進場及退場都

能以 APP的方式記錄，且可協助主管單位管理

學生學習護照紀錄，並將學生紀錄儲存於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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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可讓學生隨時查詢紀錄內容及驗證正

確性，進而減輕人員的負荷及提高管理的便利

性與正確性。 

 

2. 文獻探討 
主要分成行動設備發展、NFC 通訊模式及

App Inventor 三部分進行探討。 

 

2.1 行動設備的發展 

 

行動通訊的技術發展到了 3G 的時代，行

動載具不再只是接聽電話及收發訊息的功能

而已，更包含了多媒體功能，例如：拍照、錄

音、錄影等。在通話方面，已加上視訊的功能，

不僅可傳輸雙方的影像進行視訊通話，而且可

視訊會議或遠端商品外觀確認等。 

智慧型手機連結至網路，更可隨時隨地瀏

覽網頁、查詢資料、定位導航及玩線上遊戲等

功能。行動載具如有搭載 NFC 的功能更可做

為電子錢包、門禁卡、快速的交換資訊等便利

的應用。3G 的時代讓行動載具更便利及更聰

明，所以出門在外，或是在家中，人們已經離

不開手機了。在我國資訊通訊技術的發展近十

年來，其中的「行動台灣計畫 」(M-Taiwan)

主要就是在推動行動化，計畫內容包括「寬頻

管道建置計畫」及「行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

[3]。行動台灣應用推動計畫是由經濟部所負責

執行，主要目的是在推廣無線寬頻網路的建

設，加速興起無線頻寬應用的服務，進而帶動

整體資通訊產業的發展。在我國也因 3G 的發

展以及無線網路的推廣下，行動載具的功能越

來越多，國人的智慧型手機持有率逐漸增加，

這也使得行動載具漸漸的成為國人生活上，不

可或缺的一項設備。 

 

2.2 NFC 的通訊模式 

 

近場通訊 (Near Filed Communication， 

NFC)是一遵循「ISO/IEC 18092」與「ISO/IEC 

21481」標準短距離無線連接技術，使電子裝

置能夠簡單且安全的雙向通訊，並允許使用者

透過「單觸」的方式執行非接觸式交易、存取

數位內容以及連接其他 NFC 裝置。其中，NFC 

是 一 項 結 合 了 非 接 觸 識 別 與 互 聯

(Interconnection)的技術，運作於 13.56MHz 的 

RF 頻率上,其感應範圍為 20cm，傳輸速率可

為 106、212 或 424Kbps，屬於無線射頻識別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RFID)技術的一

種。基本上，NFC 是從非接觸式智慧卡技術演

變而來，能夠向下相容 Sony 的 FeliCa 及符

合 ISO/IEC14443 type A 的非接觸式智慧卡，

使得具有 NFC 功能的電子裝置成為商業交易

安全的電子支付工具[5][7][9][11]。 

NFC 是由 RFID 射頻識別標籤技術發展而

來。RFID利用 IC來存放辨識資料、以射頻電

波來傳遞資訊，並且可以用非接觸式的方式重

複讀寫紀錄，使得 RFID 在物流供應鏈中發展

迅速。而 NFC元件架構比 RFID更為強大，包

括一顆安全晶片、NFC 通訊晶片與感應的天

線。這使得 NFC能夠讓設備進行非接觸式點對

點傳輸，也能夠讀取或寫入非接觸式卡片或

RFID Tag，甚至可以模擬非接觸式卡片，作為

一般 Contactless Smart Card 非接觸式智慧卡使

用。 

NFC 的特點是：連結快速、具安全隱密

性、以及容易操作，因此特別適合用於近端交

易系統[6]。NFC分別為三種主要操作模式：讀

寫資料模式(Reader/writer mode)：運用 NFC的

行動載具，可對 NFC的標籤(TAG)，進行標籤

的內容寫入以及讀取標籤內容資訊。可能的應

用：下載優惠券、廣告、公車時刻表、菜單、

旅遊資訊、手機鈴聲等。 

設備互連模式(Peer-to-peer mode)：點對點

模式(P2P)將兩個具 NFC 設備靠近後，即可立

即進行資料的交換傳遞的動作。可能的應用：

交換電子名片、贈送手機遊戲點數等。  

模擬卡片模式(Card emulation mode)：NFC

進入卡片模擬模式後，可像一般非接觸智慧

卡，當各類票卡與門禁卡使用。可能的應用：

交通工具票券、門禁卡、卡片鑰匙、信用卡等。  

 

2.3 App Inventor 
 

App Inventor 原先是 Google Lab 的一個

子計畫，Google 公司在 2010 年，為了讓任何

熟悉或不熟悉程序設計的人能夠開發 Android 

裝置的應用程式，推出 Google App Inventor for 

Android 工具軟體，讓使用者可以運用拼圖模

式來組合程式語法，進而發展 Android 裝置的

應用程式。在 2012 年移交給美國麻省理工學

院行動學習中心，並以MIT App Inventor 名稱

公佈使用[1][10]。 

App Inventor 是一個透過網頁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Google Chrome、Firefox、

Safari) 開發以 Android 環境為主的應用程式

線上服務，App Inventor 伺服器會儲存專案的

工作進度還會協助管理專案的進度，可以隨時

下載到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上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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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yDB 微型資料庫是 App Inventor 所提供

的雲端型微資料庫，透過連結  Google App 

Engine，將資料儲存在網路的伺服器上，進而

實現資料儲存、資料連線，或可做進一步的資

料處理。 

本研究選用  App Inventor 做為開發環

境，因考慮到研發的時間以及後續管理性，故

選用此軟體。 

 

3. APP系統架構設計 
主要分成系統架構、系統功能及系統流程

設計三方面進行說明。 

 

3.1 系統架構 

 

本系統的架構如圖 3-1 所示，每一端都有

專屬的 APP 可進行相關的動作，為表示清楚

每種連接線的顏色各代表每一端所能操作的

功能，藍色代表學生端；綠色代表主辦單位；

紅色代表系統管理者；棕色代表與伺服器的連

接。 

 

 

 
圖 3-1 系統架構圖 

 

 

學生端  APP 具有  NFC 功能及資料讀

取，NFC 的功能具有讀取標籤或學生證的學生

資料，資料讀取可透過伺服器讀取該學生資

料、學習護照資訊及學習護照次數。 

主辦端 APP 具有 NFC 功能、資料讀取

及資料新增，NFC 的功能具有讀取標籤的演講

資料，資料讀取可透過伺服器讀取該學生資料

及學習護照資訊，資料新增可透過伺服器把學

習護照次數及學習護照資訊回傳給資料庫以

更新學生的學習護照。 

 

    系統端 APP 具有所有權限可對系統內的

資料進行新增、修改、刪除，以及具有 NFC 的

功能可讀取學生證或標籤快速尋找該學生的

資料。 

 

3.2 系統功能 

 

本研究於 Android 平台時做出校園學習

護照 APP，並應用 NFC 的特性來改善紙本可

能所造成的困擾，並增加審查的便利性及節省

成本。 

本系統分為學生端介面、主辦單位端介面

以及系統管理者介面三大部分。 

 

學生端 APP介面的主要功能： 

1. 查詢學習護照的總次數：顯示學生參與演講

的總次數。 

2. 查詢學習護照的詳細記錄：可查詢參與演講

的相關記錄，包含：演講主題、演講時間、演

講地點及主辦單位等。 

 

主辦單位端 APP介面的主要功能： 

1. 進場記錄的管理：顯示進場學生的資料及人

次等記錄。 

2. 退場記錄的管理：確認學生是否有聽完演

講，及核發確認訊息，等同於紙本的蓋章記錄。 

 

系統管理者 APP介面的主要功能： 

1. 新增、修改及刪除學生的資料：資料欄位包

括學號、學生姓名、新增學習護照的演講場

次，並同時支援 NFC 的標籤讀取。 

2. 新增、修改及刪除學習護照的演講資料：資

料欄位包括學習護照的演講代碼、演講名稱、

演講日期與時間、演講地點、主辦單位，並同

時支援 NFC 的資料寫入及標籤的讀取。 

 

3.3 系統流程設計 

 

學生端 APP 的流程圖如圖 3-2 所示，開

啟 APP 後學生可選擇使用手動登入或是使用

具有 NFC 標籤的學生證登入，登入時連接伺

服器中的學生資料庫，如果有該學生的資料則

登入；如果沒有該學生的資料則返回登入首

頁，登入後可查看學習護照內容或登出，選擇

登入後返回登入首頁；選擇查看學習護照內容

則進入過去參與的演講清單，選擇其中一項會

從學習護照資料庫讀取該筆的演講資料，顯示

在學生端的頁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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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學生端流程圖 

 

主辦端 APP 的流程圖如圖 3-3 所示，開

啟 APP 後主辦單位可選擇使用手動登入或是

使用具有 NFC 標籤的裝置或是演講卡，登入

時連接學習護照資料庫判斷是否為學習護

照，如否，返回登入首頁；如是，則判斷學習

護照是否存在，如不存在，返回登入首頁；如

存在，則進入學習護照的蓋章介面，進入蓋章

介面後，可選擇進場或退場達到紙本蓋章的目

的。 

選擇進場後進入 NFC 的蓋章介面，使用 

NFC 的功能感應學生證，並即時傳送進場記錄

到學習護照資料庫；選擇退場後，進入 NFC 的

蓋章介面，使用 NFC 的功能感應學生證，並

連接資料庫進行判斷是否有進場記錄，如沒有

進場記錄，則顯示警示框，並不會傳送退場記

錄到學習護照資料庫；如有進場記錄，則傳送

該學生跟該場演講的資料，到學習護照資料庫

及學生資料庫。 

 

 
圖 3-3 主辦端流程圖 

 

 

4. 系統實作 
本研究的開發環境是以 App Inventor 為

基礎，並實作 APP 及雲端資料庫，圖 4-1 為

資料庫的開發環境，左半部為學習護照資料

庫，欄位包括演講名稱、演講時間、演講地點

及主辦單位；右半部為學生資料庫，欄位包括

學號、學生姓名及演講代號。 

 

 

 

 
圖 4-1 TinyDB 微型資料庫的開發環境 

 

 

 

    圖 4-2為 APP 的開發環境，是以 Android 

系統為實作的平台，並模擬實際運作的情境去

開發系統。當學生要查詢自己的學習護照記錄

時，如圖 4-3(左半部)，開啟學生端 APP，並

使用 NFC 功能靠近學生證進行登錄，登錄後

如圖 4-3(右半部)，進入查詢首頁，由於該學生

的學習護照次數是 0 ，故無學習護照內容資訊

可供學生查看。 

 

 

 

 

 
圖 4-2 MIT App Inventor 的開發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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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學生端 APP 登入首頁及查詢畫面 

 

 

    當主辦單位今天有演講活動時，如圖

4-4(左半部)，開啟主辦端APP，並使用 NFC 功

能靠近演講卡進行登錄，登錄後如圖 4-4(右半

部)，顯示該場演講的資訊。開放學生進場時，

主辦端勾選進場及按下確認，如圖 4-5(左半

部)，進入 NFC 的蓋章介面，學生進場時拿出

學生證並靠近主辦端 APP 進行進場記錄；開

放學生退場時，如圖 4-5(右半部)，主辦端勾選

退場及按下確認，進入 NFC 的蓋章介面，學

生退場時，拿出學生證並靠近主辦端 APP 進

行退場記錄。如沒有進場，則顯示退場失敗；

如有進場記錄，如圖 4-6(左半部)，主辦端 APP 

會顯示退場完成。完成退場後，學生再次登錄

學生端 APP，如圖 4-6(右半部)，會顯示學習

護照次數增加一次，查看學習護照內容時，也

會顯示該次的演講內容及相關資訊。 

 

 

 

 

 

 

 

 

 

 

 

 

 

圖 4-4 主辦端登入首頁及操作畫面 

 

 

 

 

 

 

 

 

 

 

 

 

 

 

 

 

圖 4-5 主辦端蓋章及操作介面 

 

 

 

 

 

 

 

 

 

 

 

 

圖 4-6 主辦端蓋章及學生端查詢首頁 

 

 

5. 結論 
本研究實作出以大學校園為主的學習護照 

APP，藉由 NFC 技術傳遞學生資料，供主辦

單位辨識身份以及快速蓋進場及退場的電子

章。學生也可透過 APP 感應具有 NFC 標籤

的學生證快速登入系統，查詢以往參與過的演

講活動記錄。 

 

本研究貢獻分為以下三點： 

1. 電子記錄取代紙本記錄：演講活動的記錄是

儲存在雲端伺服器，因此學生不用擔心參與演

講記錄會隨著紙本的遺失而消失。 

2. 減少紙本審查時的不便性：學校每學期審查

時透過雲端伺服器批次審查是否符合資格，而

不用再用書面的人工審查方式。 

3. 提高主辦單位人數控管及蓋章的便利性：以 

APP 記錄進場的人數能有效控管人數，再經由 

NFC 快速記錄進場及退場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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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研究方面，由於本研究因時間限

制，在 APP 登入方面並不完善，僅以學號及

具 NFC 標籤的學生證進行登錄。因此，在未

來希望能以加密技術或透過裝置搭載的生物

辨識，來保護學生的個資。而本研究僅以單一

校園為例實作開發，在未來可以考量多所學校

有相同機制的情況下，能夠提供各所學校相對

應的多元功能，或可延伸至不同行業如餐廳、

飲料店、藥妝店等等，運用 NFC 的技術提供

店家廣告或專屬的相關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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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電子書應用於國小二年級乘法教學之研究 

 

 

 

 

摘要 

數位科技為帶來生活的便利，將數位科技

融入教學中更成為一種趨勢。本研究旨在探討

互動式電子書應用於國小二年級乘法教學對

學童學習成效與滿意度之研究。 

本研究透過前、後測與問卷，瞭解學童的

學習成效與滿意度。實驗對象為國小二年級學

童，其中一班為實驗組，以互動式電子書融入

二年級的乘法教學；其中一班為對照組一，採

取一般傳統教學；另一班為對照組二，進行書

商電子書教學。教學實驗後分析三組的在學習

成效上的差異，以及探討學習認知的轉變情

形。 

研究結果發現： 

1. 國小學童在實驗後，實驗組學習成就明顯

優於對照組一、二。 

2. 國小學童在實驗後，發現互動式電子書可

增加孩子的學習成效與滿意度。 

關鍵詞：互動式電子書、乘法教學、學習成就、

學習滿意度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ies have brought convenience 

into our life. Apply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teaching has become a trend.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to explore learning achievement 

and satisfaction of second grade students toward 

multiplication teaching using interactive e-books. 

An experiment with pretest-posttest and 

questionnaire were conducted. The second grade 

student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classe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students learned with 

interactive e-book. In the control class I, students 

learn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using 

blackboards. In the control class II, students 

learned with e-book provided by the publisher. 

After three-week teaching, a posttest and 

questionnaire were conducted.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The experimental class shows better 

achievement than other control classes.  

2. The interactive e-book learning could 

enhance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and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Keywords: Interactive e-books, Multiplication 

teaching, learning achievements, learning 

satisfactory 

1. 緒論 

1.1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由於電腦科技的出現與蓬勃發

展，改變了人類的生活型態，特別是全球資訊

網（World Wide Web，WWW）已成為人們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目前台灣數位學習風

氣正在快速的成長中，身為地球村的一份子，

勢必必須面對學習型態的改變，善用各種數位

學習，增加自己的競爭力。 

數位學習種類繁多，其中又以電子書、網

路學習、教學媒體學習最常見，有別於傳統的

學習，只要有載具、網路即可學習，內容富有

吸引力的聲光效果，可以增強孩子的學習動機

與意願，以適當的數位學習產品激發學習動

機，提升學習成效，進而培養學生主動且積極

的學習，顯得更加的重要。 

如何運用科技媒體使自己的教學更加生

古惠潔 張欽智 

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碩士班 

中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e10302001@ chu.edu.tw changc@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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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有趣，也是身為教師應該努力著眼的地方。

現在的教學也不同於以往，書商往往會製作電

子書，配合單槍投影機的教學，學生在這樣的

學習下，處於被動的狀態，看著老師操作投影

機，坐在教室缺乏參與感與學習的主動性。在

教授的介紹下，認識了電子書的編輯軟體，於

是想利用編輯軟體製作出適合孩子的互動式

電子書。 

數學為科學之母，也是孩子從一年級就開

始接觸的主科，而乘法更是後來數學學習的重

要基礎，希望藉由電子書加深學童的乘法概

念，提升學習的興趣，不再害怕學習數學，減

輕老師的教學壓力。 

1.2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1. 希望透過自己設計的電子書，加強二年級

學童對乘法的概念。 

2. 提升二年級學童對乘法的學習興趣，透過

自主與不一樣的學習方式，激發學童不一

樣的學習火花，也希望學童能夠增加學習

信心，提升學習成效。 

3. 藉由電子書加強乘法單位量與單位數的概

念，透過電子書的畫面，孩子自己操作，

讓孩子對九九乘法學習更加有興趣，奠定

良好的基礎，也希望學童不那麼害怕學習

數學，並減少同儕壓力，能夠自主學習。 

1.3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研究者任教之學校二年級共三

個班級的學生為研究對象，屬於小樣本的教學

實驗，因此不宜推論至母群體、其他地區或做

廣泛之推論。研究範圍為翰林版數學科教科書

第四冊乘法單元，本研究自編之乘法教材與使

用的互動式電子書，係研究者根據所了解學生

既有能力與熟悉的生活經驗所挑選設計編

製，也以學生曾經或可能會碰到的假設情境安

排教學，因此無法涵蓋乘法教學的所有項目，

也不一定適用於不同情境脈絡的其他所有發

展教材者。 

2. 文獻探討 

2.1數位學習 

數位學習 (e-Learning)發展已有將近 40

年，隨著科技的進步發展，數位學習不斷的進

化，由單人操作的「電腦輔助教學，CAI」到

多人的線上進行學習的「線上學習」，廣義的

數位學習包含各式各樣自我學習的教學錄音

帶、錄影帶、影音光碟、電子書、CAI教材都

可稱為數位學習；狹義的數位學習即是應用電

腦及網路科技學習，老師和學生能在數位教室

進行教與學，換句話說狹義的數位學習就是網

路學習 (黃國禎，蘇俊銘，陳年興，2012) 。 

吳美美(2004)提出數位學習經常跟「線上

學習」(online learning)、「網絡學習」(networked 

learning)或者「遠距學習」(distance learning)。

英國將「數位學習」定義為「利用資訊傳播科

技(ICT)，幫助學習活動」，將數位學習定義為

「彈性學習」(flexible learning)，學習者利用資

訊傳播科技學習，和傳統面對面學習輪流交

替，使學習者的時間、地點和學習方式更有彈

性。 

數位學習的演進，由 1996 年開始發展，

初期探討的文獻並不多，2000年以前是以出版

的數字是個位數，而後快速的成長如圖 1，美

國專家 Cross 最先提出 e-Learning 這個名詞，

也掀起了企業界和學校對 e-Learning的熱情與

注意。數位學習有不受時空限制學習的好處，

也就是學習的時間及地點已經不再受限於傳

統的教學方式，必須配合老師的時間與教室地

點，只要連線上網，就可以學習。數位學習更

重要的一點，可能很多人忽略了，也就是「個

人化」的功能，即教育觀點所指的適性化教學

的問題。運用資訊科技以及教學內容的設計，

可以針對每個人的特性，提供不同程度的教學

內容，學習者的效果可以提高，這是數位學習

的 一 項 重 要 指 標  (蔡 緒 浩 ， 2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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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數位學習文獻成長趨勢圖 

(資料來源：蔡緒浩，2015) 

數位學習已是趨勢，不管是廣義或狹義的

數位學習，如何善用數位學習的優勢，避免數

位學習的缺點，將數位學習應用於教學中，是

現在教師必備也需善用的能力，未來孩子的學

習勢必與數位學習息息相關，了解數位學習的

趨勢並善用它。  

2.2互動式學習理論 

高啟洲等(2005)指出「互動性」是數位學

習科技跟傳統媒體科技不同的地方，如果能掌

握互動性就能發展出優質適合的教學。（引自

顏永森，胡學誠，柯天盛，2011）。 

互動的種類可分為（錢正之、劉正山，

2008）：1.人際互動：在教學中老師與學生、學

生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即為人際互動，老師提出

問題學生回答，或學生提出問題老師或學生回

答，一般傳統的上課模式即為人際互動。 

2.人機互動：學生與操作介面的互動即為人機

互動，學生在使用電子書，根據自己的學習活

動進行回答與學習，每個人依照自己的進度，

並且可以來回的反覆瀏覽、學習，做錯時電子

書給予即時回饋即是人機之間的互動。 

3.資源互動：即是與電子書內建的資料庫，教

師自己製作的教材，或來自網路的資源等等多

種類的互動即為資源互動，資源互動是提供更

多的內容，提高學生自己的參與，增加學習之

內容。 

根據 Calvert, Strong和 Gallagher（2005）

的研究發現，兒童自己操控學習效果優於成人

操控或成人與兒童共同操控，讓孩子自己控制

是互動一個很重要的部分。Buckleitner (2006)

的研究中亦發現，「兒童高度控制」與「電腦

高度控制」兩種教學軟體環境下，前者會讓兒

童更積極學習，完成更多學習任務。因為在「電

腦高度控制」下，兒童機械性的操作電腦完成

任務，互動性並不高；而在「兒童高度控制」

下，由於兒童主動控制與選擇，在自我控制需

求獲得較好的滿足。因此發現讓兒童操控，讓

兒童感覺有自主能力，更能讓閱讀與學習產生

興趣，注意力、持續力也會增加。 

綜合以上可知互動式學習模式可以增加

學習成效與學習動機，而學習者根據互動性可

以自己掌控學習進度，若在電子書上增加互動

性，可使孩子成為學習的主人，透過互動式的

電子書，提升學習成效與學習參與感，自己掌

握進度，配合個別的學習狀況，無須與別人比

較，針對學習不足之處反覆測驗，找到自己的

學習盲點，進而增加學習成效。 

2.3乘法理論 

2.3.1兒童數概念的發展 

二年級的小朋友屬於具體運思期，此時在

感官實際動作或實用觀念，都可以成功地內

化。但是此時期的思想仍有缺點，他不能超越

現實，他只能針對眼前具體的事物進行思想操

作(黃湘武，1980)。因此具體的操作對這一時

期的小朋友非常的重要。 

兒童的運思階段可分為四個階段：序列性

合成運思期、累進性合成運思期、部分－全體

運思期、測量運思期、比例運思期。序列性合

成運思期，具備此運思的學童能將數個「1」

合而為一，形成一個集聚單位（ composite 

units），例如：10或 15。此階段的學童已具有

數的保留概念，他們把「1」當做一個可複製

並加以計數的聚集單位（陳吟米，2002）。 

累進性合成運思期，指學生進行解題時，從一

個數開始數，而不需把全部的數表現出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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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量的分解與合成，並且一邊進行分解或合

成的活動，一邊將累進的結果予以數值化，此

時，已有較小數內嵌於較大數內的概念例如：

5+3，即 5往上數 3個，6、7、8即可得到答案

(李貞慧，葉啟村，2002)。部分－全體運思期  

，此運思的學童能掌握「1」單位與以「1」為

單位量所合成的集聚單位（例如：10或 100）

間的部分─全體關係，並且明顯地區分兩者的

意義，所以在混合使用兩種以上的被計數單位

（集聚單位）時，不會混淆其計數的意義，可

以將數個集聚單位和數個「1」單位合而為一，

形成新的集聚單位。例如，能區分 5個「十」

與 5個「一」這兩個 5具有不同的意義，而將

55（新的集聚單位）視為 5個「十（集聚單位）」

與 5個「一」的合成結果。 

測量運思期，此運思的學童能掌握「1」與新

的集聚單位（例如：10 或 100）間的部分─全

體關係為基礎，進而能掌握新的集聚單位（例

如：「十」）與以此集聚單位為單位量所合成的

另一個新集聚單位（例如：10 個「拾」，也就

是「百」）間的部分─全體關係，也就是可以同

時掌握兩個層級的部分─全體關係。比例運思

期，此運思的學童能以兩個集聚單位間的關係

為運思的起點，形成新的單位來描述此關係，

也就是能掌握比值或有理數的概念，並且以其

關係為運思的對象，蘊涵著對共變性質的掌

握，被此關係聯絡的兩個集聚單位，如果產生

等比例的變化，並不會改變此關係 (台灣數學

教育學會，2013) 。 

2.3.2乘法的意義 

（一） 單位量轉換  

在兒童運思發展階段裡，單位量的轉換是

兒童數概念的核心，而它與乘除法概念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概念的形成非常重要。歐

基里德（Euclid, 1926）曾說過：「所謂的單位

是指存有而被稱為一的事物。」即一個數是由

單位構成的組合，而單位是「1」或是集聚多

個 1形成「集聚單位」的新單位，這個單位與

新單位的主要功能是用來測量其他集合物。因

此單位是度量的標準，表示以某一量為基本單

位，而單位數則是表示有幾個基本單位。基本

單位可以是「1」，也可以除 1之外的集聚單位。

例如：一盒有 6顆巧克力，若計數單位是「顆」，

則單位量為「1」，單位數為「6」；若以「盒」 

為計數單位，則單位量是「6」，單位數是「1」 

(曾淑芬，2009) 。 

（二） 單位量與單位數 

 單位量是指計數單位的掌握，單位數表徵

計數單位累計的個數（林碧珍、蔡寶桂、楊媖

媖，2009）。例如，「6顆糖裝一包，5 包共有 30 

顆糖。」指的是 5 個「6」可以合成 30 個「1」，

其中 6 是「1」合成的單位，用 6來描述此計

數單位的數量，稱之為「單位量」 ，5 則是

描述單位量「6」的個數，稱之為「單位數」。

（林碧珍、蔡寶桂、楊媖媖，2009）。  

（三） 倍的語言 

二年級學童數概念的發展是屬於累進性

合成運思，在學童熟悉了單位量的轉換之後，

接著讓學童運用「幾個幾」來描述單位量轉換

問題的意義(黃承諄，2006)。  

在累進性合成運思時期中，學童可以重復

地製作一集聚單位（例如在每一個碗裡重複放

入三顆草莓），從而可對重複製作的集聚單位

進行點數活動，因此，可以理解 4 個 3 的語

意，並且利用累進性合成運思的策略，求出 12 

的結果。接著，將此「4 個 3」的活動連結到

「倍」的語言，讓學童練習以「3 有 4 個」

及「3 的 4 倍」來表示。最後再從「3 的 4 倍」

連結到乘法算式記錄「3×4＝12」，來呈現單位

量轉換問題的問題與結果(黃承諄，2006)。 

2.3.3學童的乘法學習問題 

小學生在二年級的課程中開始學習乘法

而且以連加的情境呈現，背誦九九乘法表被視

為學習連加的快速法門；雖然有些學童在學習

乘法當下就能了解乘法，但是，許多學童在整

個小學的過程中一直都有乘法概念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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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k & Kamii, 1996） 

在國小二年級常見的乘法問題有： 

1. 不理解乘法問題情境，以加法代替乘法：

小朋友看見題目例如：「12個雞蛋裝一籃，

3籃共有幾個雞蛋？」，會出現答「12+3=15」

這樣的算法，顯示不理解乘法問題情境，

以加法代替乘法計算。 

2. 單位量轉換困難：研究發現高年級學童在

乘除問題解題策略時，無法分辨單位量或

單位數（劉湘川、許天維、林原宏，1995）。

二年級學童在開始學習乘法時，也會造成

學習的困惑。 

3. 背誦九九乘法表卻無法應用：國內學者認

為初期大部分學生在乘法學習只運用連加

法，待九九乘法表教學之後，改為利用乘

法來解題，如果以機械式的背誦九九乘法

表來求出答案，仍然沒有真正了解乘法的

意義與使用時間，而且也沒辦法以幾的幾

倍來解決乘法問題，正確表示出倍數的概

念（林子幼，2001）。Kamii 與 Livingston

（1994）的研究亦指出學生沒有「又一倍」

的累進概念，無法從已知觀點得知另一個

乘積是多少，例如 8×5＝40，並不代表學生

知道 8×6＝48。 

綜合以上乘法理論，結合數的概念發展、

乘法意義與學童乘法問題，配合電子書的內

容，經過不同學習方法的刺激，反覆的練習，

增強學童單位量與單位數的概念、倍的語言，

透過自主學習及互動的內容，針對自己的學習

問題，了解自己的學習問題，掌握自己的學習

進度，增強乘法的概念，奠定數學的學習基礎。 

3. 系統設計與開發 

本研究使用哈瑪星SimMagic eBook電子

書軟體，可以讓編輯者針對教育科目與內容上

進行運用，包含線上問答、多元展示、影音內

容，使得電子書已經不再是書，而是多元化的

互動媒體內容。系統開發程序如下圖2所示: 

 

圖 2  系統開發流程 

3.1教材設計 

因電子書的製作必須不太困難才會增加

其使用的機率，本論文採用電子書軟體是市面

上較易於上手的電子書製作軟體，它擁有很多

互動的功能，可以增加互動式電子書的趣味性

與使用性。根據教學的單元二上乘法單元，配

合課程內容及能力指標，將課本的教學內容先

製作成簡報，簡報的製作對許多人來說很容易

上手，只要會製作簡報就可以輕鬆編輯出適合

課程的電子書，並可事先設計設定的互動內

容，上網找適合的教學媒體素材，供電子書使

用。 

教材首先介紹乘法的算式，藉由乘法算式

正式帶入乘法單元，配合老師蒐集的教學媒體

簡單了解乘法的概念，接著從二的乘法開始依

序是五的乘法、十的乘法，這些孩童在學數數

時的舊經驗帶入乘法的算式及概念，透過填填

看、連連看、掀開、塗抹等的互動功能學習的

乘法，引起學習的動機，增加學習的變化，如

圖 3、4、5、6、7所示。並且在孩童回答問題

時給予孩童即時的回饋，如圖 8、9 所示，透

過即時的回饋讓孩童馬上知道錯處，針對自己

的錯誤再多加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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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認識乘法算式 

圖 4  2的乘法 

 

圖 5 塗抹、輸入 

 
圖 6  掀開、搬移 

   

圖 7  連連看 

   

圖 8  答對即時回饋 

   

圖 9  答錯即時回饋 

3.2研究工具 

3.3.1學習成就測驗 

本研究之學習成就測驗前測採用全學年

統一的數學科月考試題，由學年老師命題，全

學年老師共同審題，題目的難易度，適合全學

年學生作答。學習成就測驗後測由同學年老師

命題，由學年資深老師共同審題，後測試題配

合教學單元，題目範圍是翰林版二上乘法單

元，教學內容為單位量 2、5、10、3、4 和單

位數 1到 9的範圍。出題教學老師皆不參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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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的編纂。 

3.3.2學習活動問卷 

研究問卷是採單選方式，以李克特五點尺

度計分，以「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

通」、「同意」、「非常同意」五個等級讓學

童勾選，分別給予1分、2分、3分、4分、5分，

問卷分為：學習動機問卷，Hwang, G. J., Yang, 

L. H., & Wang, S. Y. (2013)；學習模式滿意度問

卷，Chu, H. C., Hwang, G. J., Tsai, C. C., & 

Tseng, Judy C. R. (2010)；認知負荷問卷，Hwang, 

G. J., Yang, L. H., & Wang, S. Y. (2013)；個人自

我效能問卷，Wang, S. L., & Hwang, G. J. 

(2012)；科技接受度問卷:，Hwang, G. J., Yang, 

L. H., & Wang, S. Y. (2013) 

3.3.3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資料處理是使用SPSS中文版之套

裝統計軟體程式進行分析工作，所採取的統

計方法分別如下： 

1. 敘述性統計分析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係以人數、標準差、平均數等，瞭解樣本

資料的分數所使用的分析工具。 

2. 獨立樣本t檢定(t-test) 

獨立樣本 t檢定主要是檢定兩組不同樣

本，彼此間沒有任何關聯，在某一個依變

項上之測量值的平均數是否有顯著差異

存在。本研究用來比較不同教學方式之國

小學童的差異情形。 

3.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One-way ANOVA) 

是用來檢定二組或二組以上不同樣本平

均數是否一樣的方法，可以比較樣本與樣

本間平均數的差異。本研究用來比較不同

教學方式對國小學童的差異情形。  

4. 雪費法事後比較 (Scheffe’s method)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之後，若F值達到顯著

差異水準者( p <.05 )，再以事後檢定之雪

費法進一步檢定兩兩組別間的差異，以了

解真正有差異的組別所在。  

4. 實驗設計與結果分析 

4.1實驗設計與流程 

本實驗的設計分為三個班級，一為實驗組

使用自製互動式電子書、二為對照組一使用傳

統教學法、三為對照組二使用書商電子書教

學，實施學校是國小二年級三個班級，實驗對

象的先備知識相同，皆是第一次接觸乘法單

元，實驗的單元為翰林版二上第四、六單元、，

實驗的架構與分組如圖 10與 11所示： 

 
圖 10  實驗架構 

 

圖 11  實驗分組 

由同學年 2個班級的老師共同進行乘法教

學，並於實驗前就月考成績為學習成效前測，

再進行每周兩節課，共三周的時間，上完課程

馬上對學生施行學習成效後測，後測試題分別

給 3個班作答，再來三個班級皆填寫學習活動

問卷。整個的實驗流程如圖 12所示： 

圖 12  實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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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學習成效分析 

實驗組與對照組一、二的前測是以第一次

月考的數學成績，在經過 3週每週 2節課的授

課之後，進行學習成效的後測。。本小節分為

4.2.1學習成效前測；4.2.2學習成效後測。 

4.2.1學習成效前測 

在實驗進行前為了解實驗組與對照一、二

組是否在學習成效上有差異，所以根據前次月

考數學成績，並對其成績做分析，確定三組之

間有無顯著差異。分析結果如表 1所示。 

表 1前測成績差異分析摘要表 

 

根據上表所示，三組成員在數學學習成績

上沒有顯著差異。 

4.2.2學習成效後測 

在實驗三週、每週 2 節課、每節課 40 分

鐘後，對三班級施行學習成效後測，與各班導

師商量評分標準，三份考卷採取相同的評分標

準，批改後進行學習成效分析，分析結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後測成績差異分析摘要表 

 

根據上表所示，實驗組與對照組一有顯著

差異；實驗組與對照組二也有顯著差異，由上

表可知互動式電子書對書商電子書與傳統教

學法皆有顯著差異。 

4.3學習成就問卷分析 

實驗過後，分別對三個班級進行學習成就

問卷調查分析。本學習成就問卷採五點量表分

析由低到高依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的方式來呈現

受測者對各個面向問題的認知。共分為 4.3.1

學習動機；4.3.2 個人自我效能；4.3.3 學習模

式的滿意度；4.3.4 認知負荷；4.3.5 科技接受

度 

4.3.1學習動機問卷分析 

問卷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調查學習者對實

驗教學內容，其學習動機之高低。結果分析如

表 3所示。 

表 3 學習動機差異分析摘要表 

 

由上表可知，實驗組的學習動機明顯高於

對照組一、二，互動式電子書的教學學習動機

優於傳統教學與書商電子書教學，可見互動式

電子書的教學可以明顯提高孩子們的學習動

機。 

4.3.2學習模式的滿意度問卷分析 

問卷的第三部分，主要是調查學習者對實

驗教學內容的學習模式滿意度之高低。結果分

析如表 4所示。 

表 4 學習模式的滿意度差異分析摘要表 

 

由上表可知，實驗組學習模式滿意度明顯

高於對照組一、二，這表示互動式電子書的教

學學習模式的滿意度優於傳統教學與書商電

子書教學，可見互動式電子書的教學可以明顯

提高孩子們對學習模式的滿意度。 

 

5. 結論與建議 

5.1結論 

資訊融入教學是現在教學必然的趨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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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具備自製資訊教學的教材能力也益發重

要，而自製電子書就是一個好方法，可以設計

適合自己班級的教材，透過互動性增加孩子的

學習動機、成效。 

根據使用自製互動式電子書實驗學問卷

施測後，我們可以做以下結論: 

1. 互動式電子書明顯提高學童的學習成效，

經過互動式的學習，學童自己掌握學習進

度，可以針對自己不懂的地方重複練習，

學習進度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整個學習狀

態非常的專注，學習成效後測也可以明顯

感受到學童學習的效果，因為他們學習可

以嘗試錯誤，不必擔心同學的嘲笑，即時

的回饋，能讓學童發現錯誤再次嘗試。 

2. 互動式電子書明顯提高學童的學習動機，

學童在學習上明顯的主動、積極，會詢問

老師下次去上課的時間，也會和同學討

論，動機明顯的提升。 

3. 互動式電子書明顯提高學童的個人效能，

在學習過程中，因自己操作，不會有同儕

的壓力，對自己也更有信心，對自己能完

成的信心及整個學習過程，也較沒有使用

互動式電子書時更提升。 

4. 互動式電子書明顯提高學童的學習滿意

度，這樣不同的學習模式，使學童躍躍欲

試，對於整個學習過程充滿期待，相較於

平時的學習更積極、努力，並且希望能在

不同課程中也使用這樣的方式。 

綜合以上結論，互動式電子書可提高學童

的學習成效，尤其是對低成就的學童，讓學童

在學習上更有效果和成就感，互動式電子書也

可提升學習動機、個人自我效能、學習滿意

度，在教學上有很大的幫助。 

5.2建議 

本節根據研究目的與研究結果，提出以下

建議供教學現場及未來繼續研究者之參考，可

分為 5.2.1 教學應用；5.2.2 未來研究，兩個層

面來說明。 

5.2.1教學應用 

教師可以利用互動式電子書根據教學內

容設計適合學生學習之教學活動，例如幾何面

積或體積之教學，設計活潑、有趣與教學目標

契合之教學活動，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

成效。也可廣泛蒐集互動式電子書之教學資

源，應用在自己的教學中，除了數學領域，其

他領域也可嘗試用互動式電子書的方式教

學，讓學童的學習更多元、更有變化。以學生

為學習中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可將互動式電子書使用於低成就的學

童。現在教育部非常重視補救教學，希望能把

每一個孩子帶起來，因此若能將互動式電子書

使用於補救教學中，提升低成就孩子的動機與

成效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5.2.2未來研究 

本研究以國小二年級乘法教學為例，設計

互動式電子書，未來可以對不同年級、不同科

目設計互動式電子書，在研究變項中，建議可

增加學生個人背景變項，例如：認知負荷、科

技接受度、資訊素養、家長社經背景等。本研

究為量化分析未來也可增加質性的訪談，深入

了解學生的學習情意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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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式電子書應用於國小六年級立體形體教學之

研究 
 

 

 

 

 

摘要 

 
｢資訊教育｣是目前教學上的一項重要議

題，而｢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則是教師運用各種

資訊媒材於教學中的創新教學模式，目的為在

教學現場中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 

本研究以國小六年級的｢柱體與錐體｣為

教材內容，結合資訊媒材的特性，善用系統性

的規劃以及結合動畫、圖像、影音等多媒體元

素製作了一套互動式電子書，讓學生從互動式

的動手操作中，學習柱體與錐體的構成要素並

加強其空間概念，以釐清柱體與錐體之幾何概

念展開圖與表面積的計算，進而利用有趣的遊

戲加強學生的學習效果。 

研究結果顯示：透過互動式電子書的教學

設計可讓學生產生學習興趣，對於學生幾何上

的學習能產生有效的助益，不但能增進學習興

趣亦可克服其學習上的困難。 

關鍵詞：數位學習、互動學習、幾何概念學習、

柱體與錐體 

 

Abstrac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n education nowaday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grated into 

Instruction” means that teachers utilize a varie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terials in classes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s and 

improve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In this research, an interactive e-book 

incorporating animations, pictures and videos 

was designed for sixth-grade students on the 

mathematical subject of “cubes and pyramids” 

us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ystematic planning. 

The e-book will allow students to learn the 

structure components and space concepts of 

cubes and pyramids, and furthermore improve 

their learning outcomes through interesting 

built-in gam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active e-book enables students to discover 

more learning joy and overcome learning 

difficulties. 

Keywords: e-learning, interactive learning, 

geometric concepts, cube and pyramid. 

 

1. 緒論 
由於資訊科技日新月異的發展為教育帶

來豐富多樣的教學資源，新的教育科技不只掀

起一股風起雲湧的變化，更改變了學生學習與

教師教學的固有模式，「翻轉教育」的理念促

使教師由傳統教學者轉變成學生學習過程中

的輔導者與學習夥伴。 

1.1 研究背景 

因通訊網路與數位科技的蓬勃發展激發

了許多創新的教學設計，尤其對幾何領域影響

甚鉅，因此融入電腦媒體的輔助教學為不可或

缺的一項利器。電子書可說是傳統書本的電子

呈現，隨著資訊科技不斷的創新應用，內容不

再只有純文字，更包含了多媒體元素，如圖

片、聲音、動畫等。且電子書具有攜帶方便、

搜尋容易、環保等優勢，因此電子書的應用與

需求，在未來發展勢必更加蔚為風潮。 

1.2 研究動機 

在我們生活的空間裡處處充滿了許多的

幾何，而幾何是發展推理能力和視覺表徵，並

且協助學生學習不同學習內涵和過程之間的

內部連結。幾何提供了詮釋和反應外在物理環

境的方法，而幾何也是學習其他數學和科學的

一項重要工具，最重要的是能夠加強其空間思

考，且有助於高層次數學的創造思考（Clements 

& Battista,1992）。 

國小部分的幾何學屬於實驗幾何，目的在

於培養學生對於演繹推理的基礎，並輔助學生

進入國中時的論證幾何，因此我們必須加以了

解學生幾何概念的發展順序，找出其學習之困

難的所在，再設計適合的學習課程，奠定其邏

輯思考的理解核心（劉秋木，民85）。 

由研究發現到當學生學習幾何時可能遭

遇困難的一些原因是因小學部分的幾何學習

只在紙張上解決幾何的問題，而要把這些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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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形看為真正的立體物件（Berthelot & Salin, 

1998）；則學生容易在讀取圖形的時候會混淆

使用二維圖來繪製三維圖，並將這二個圖形看

成為具有相同的表徵（Parzysz, 1988）。因此，

在面對學生學習幾何有困難的情形之下，設計

一個符合現況的幾何認識及表面積教學設計

就顯得有其必要性。要如何將大量且不同的幾

何情境活動融入於立體幾何教學中是值得嘗

試的。因此，對國小學童以互動式電子書應用

於國小數學教學及對此教學活動之相關情意

認知與滿意度，也為本研究之研究動機。 

1.3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下二項： 

1. 透過自行設計的互動式電子書讓學生進行

互動學習並了解柱體與錐體的意義及其差

異。 

2. 比較利用「互動式電子書」教學與「電子書」

及「傳統課室」教學在國小六年級學生在學

習數學幾何單元「柱體與錐體」的學習成

效。 

有鑑於一般傳統課室及電子書教學只能

由教師在台上講授課程，因而為了讓學生也可

以一邊學習一邊動手操作幾何立體圖形，並且

達到遇問題能即時對學習相關資料的搜尋、加

深學習印象的連結與增強學習動機，於是本研

究使用哈瑪星互動式電子書軟體為建置的系

統，搭配影音多媒體自行設計完成互動式電子

書教材並與學生互動來完成學習。 

除了探討分析互動式電子書學習在國小

六年級學生學習數學幾何單元「柱體與錐體」

的學習成就是否有所助益。另外設計了學習活

動情意感知問卷讓受測學生於教學實驗完成

以後進行填答，以便了解並分析探討本教學實

驗活動對三組受測學生在其數學幾何單元「柱

體與錐體」的學習動機、學習模式滿意度、感

知負荷、個人學習效能與科技接受度之影響。 

最後歸納研究的結果，提供未來教師進行

互動式電子書教學的參考，希望應用資訊工具

融入於各領域的教學上、樂趣互動學習的願景

能在國小教學的場域上紮根，真正讓學生具備

了符合數位化的科技世代，並能以資訊工具解

決學習上所遇到的問題而且更能具備帶著走

的能力。 

1.4 研究範圍及限制 

本實驗為國小六年級三個班的小樣本實

驗，不適合推至所有國小學童的母群體。教材

內容為實驗者根據國小六年級南一版幾何「柱

體與錐體」單元，配合課程內容進行分析設

計，因此不能夠涵蓋所有幾何「柱體與錐體」

項目或其他的科目。 

1.5 論文架構 

本論文規畫了五個章節：第一章針對本研

究進行緒論簡介，並在各子章節中詳述研究背

景、動機以及目的；第二章則說明幾何學習理

論與近幾年來竄起的數位學習及互動式電子

書之相關研究進行探討；第三章介紹此研究所

建置之互動式電子書學習系統；第四章則說明

實驗的設計與系統的評估；第五章對此研究進

行結論並且提出未來改進及研究發展的方向。 

2.文獻探討 
本研究設計了一套幾何數學學習系統互

動式電子書，藉以了解此互動式電子書應用於

國小六年級的幾何數學，對學童學習成就之影

響以及學童對此項創新學習模式之滿意度。本

章共分三個部分，2.1 節先探討幾何學習的相

關理論；2.2 節介紹數位學習的定義與其發展

概況；最後的 2.3 節則說明互動式電子書與教

學探討。 

2.1 幾何學習理論 

學生的幾何概念發展與學習理論，依據

Clements 和 Battista（1992）的研究主要可分

為三種理論：Piaget 理論、van Hiele 理論和認

知心理學。以下就三種學習理論加以探討： 

2.1.1 Piaget 理論 

Piaget 等人(Piaget, Inhelder, & Szeminska, 

1960; Piaget & Inhelder, 1967)認為兒童認知的

幾何性質有下列漸近的分化︰ 

(1)位相性 (topological) (2) 射影性 (projective) 

(3) 歐幾里德性(Euclidean)  

Piaget 其理論的重點在於以年齡取向探討

兒童幾何概念的建構與運思程序，建立發展過

程的階段論，他認為兒童對幾何的了解是根據

其周圍環境來辯認的，從而觀察每一件事物。

Piaget 認為每個階段兒童的失敗經驗描述，有

助於研究者瞭解學童在幾何學習時所遇到的

障礙，並藉此設計出適當的網頁教材與學習成

就測驗，提高學習成效並真實評量出學童的幾

何概念。 

2.1.2 van Hiele 幾何思考層次理論 

Van Hiele 夫婦認為學童對幾何知識的認

知方式各有些許不同，在 1957 年提出幾何思

考的模式區分成五個發展的層次-「層次 0~層

次四」（Burger & Shaughnessy, 1986；Fuys et al., 

1988；Crowley, 1990），其各層次的發展與教學

因素相關，不受兒童年齡是否成熟的影響，每

一層次都有其發展的特徵，其概略特徵敘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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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 視覺期 (Visualization) ─第零層次 

(2) 層次一：分析層次（Analysis） 

(3) 層次二：非形式演繹（Informal deduction） 

(4) 層次三：形式演繹（Formal deduction） 

(5) 層次四：嚴密性（Rigior） 

根據 Van Hiele 夫婦研究顯示，上述五個

層次都各有其次序性，學習者必須擁有前一個

層次的概念與策略，才能夠有效地進行下一個

層次的學習活動。 

2.1.3 認知學習理論 

認知學習理論認為學生主要的學習模式

是強調個體如何獲得知識，以及使用知識進行

決策和採取有效的行動。 

Bruner 認為如果我們能將材料加以轉換

使之適合兒童當時認知發展的表徵模式，讓兒

童文字與動畫相結合定能影響學習記憶及理

解，而使學習更加有效。 

Paivo （ 1986 ）則提出「雙碼理論」

（dual-coding theory），用來說明多媒體能使教

學更具效益，而網路電子書媒體更能發揮此二

者知識傳達的功能，如果學習者兼具處理圖形

和聲音與文字的系統資訊能力，相信電子書媒

體會提供學習者更加的學習效果。 

2.1.4 柱體與錐體之教材分析 

國小的幾何教材在圖形與空間之教材綱

要中，將圖形與空間區分為「平面圖形」與「立

體圖形」兩部分。而在「圖形與空間」中學童

判別下列立體圖形時有所困難及混淆。 

錐體在日常生活中不像柱體那麼常見，因此若

能用影片加以介紹，並輔以動畫說明，如印地

安帳篷和金字塔，皆為錐體，道路上使用的橘

紅色圓錐形警示器可視作圓錐體等。 

於此教學策略應強調由具體至抽象，讓學

生由實物轉化至圖像，從觀察規律中發現柱體

及錐體之特性，並從比較特性中強化柱體和錐

體的異同，而作出判別。 

2.2 數位學習的定義與發展概況 

2.2.1 數位學習的定義 

「數位學習是學習者應用各種數位媒體

學習之過程，數位媒體包括了網際網路、企業

網路、電腦、互動電視、錄音帶、錄影帶、衛

星廣播與光碟等。其應用範圍可分為網路學

習、電腦輔助學習、數位化合作學習及虛擬教

室線上學習。」（Alden, 1998）。 

狹義的定義：是以「網路學習」為主，即

指在網際網路上所建構之數位學校，可以讓教

師與學生在數位教室中，進行各種的學習活

動。如圖 1 所示 

 
圖 1 網路學習 

(資料來源：陳年興、楊錦潭。數位學習理論與實務。) 

廣義的定義：指凡是可以利用 e 化之工具

來進行學習的一種模式，就可以稱為

e-Learning。如圖 2 所示 

 
圖 2 e-Learning 

(資料來源：陳年興、楊錦潭。數位學習理論與實務。) 

數位學習主要為提供老師與學生藉由此

資訊平台進行學習。學習者在進行學習時，可

以不限制於時間及地點，依照自己的學習進度

進行學習，更可以彈性的調節自己的學習時

間，在任何時間都可以進行線上學習，學習者

也可以依據自己的狀況，選擇適合的學習工具

與內容（Rovai et al., 2007; Cuthrell & Lyon, 

2007）。 

2.2.2 數位學習發展概況 

在知識經濟浪潮襲捲之下，各國已將數位

學習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最佳利器，並針對

學校、企業及社會推動許多數位學習應用之課

程。我國在 2003 年國家型計畫的帶動之下，

輔助以日漸完善的硬體環境，數位學習市場逐

漸日益壯大，而業者也在政府的補助下積極開

拓市場。 

以市場發展現況與趨勢看來，全球市場規

模不斷持續成長，企業應用數位學習的觀念也

不斷轉變，從最單純的購買數位學習課程一直

至今的強調將數位學習內化於工作流程中，並

藉此以提升企業的生產力。學校教育應用亦持

續擴增中，數位學習課程的數目增加將驅動更

多學生使用。國內線上學習市場持續發燒，產

業型態亦漸漸成形，企業應用方面也走向 ASP

租賃模式，個人市場成長空間仍不斷擴大，未

來值得持續開發。從應用典範的經驗分析看

來，設計符合學習者需求之學習流程與內容，

才能真正達到數位學習的最大效益。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128



發展數位學習教材並運用於中小學正規

教育的場域之中，已是目前各國積極推動的重

點工作之一，其主要之模式仍是透過產、官、

學、研的整合機制，如韓國、日本、中國大陸

等國。 

面對數位學習時代的來臨，未來中小學教

育之學習模式，將導向以學生學習為中心，紙

本教科書不再是學生學習的唯一素材。數位學

習之現況與未來發展，不能夠只靠系統開發及

新功能為主，而是更應該注重教材內容的開發

與教育現場的實務工作結合之研究。 

2.3 互動式電子書與教學探討 

2.3.1 電子書的定義與發展現況 

電子書的起源可溯及 1971 年 Michael 

Hart 的電子圖書館計畫(Gutenberg Project)，計

畫之目的在建立一個純文字內容，而且廣泛可

使用的電子圖書館。之後，其他計畫也至那時

起便在世界各地不斷展開 (Godwin-Jones, 

2003)。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成長快速的網際

網路應用及新型態的裝置與技術，使之以電子

書為主的數位閱讀市場，至此慢慢成熟壯大。

電子書可以說是舊有印刷書本的電子格式出

版品，在過去，曾有多種名稱用來稱為電子書

這類產品，例如：e-Book、filebook、online-book

及 e-text 等(Sohn, 2002)。相較於紙本的實體書

籍，電子書具有傳統書本無法提供的附加價值

如：環保、方便註記、提供多媒體的支援、容

易搜尋、行動閱讀。 

2.3.2 電子書互動功能之研究 

隨著電子書廣泛的大量運用，其閱讀方式

也不斷推陳出新。電子書的閱讀方式與互動性

的設計息息相關，而多媒體互動性設計的重要

意義便在於能夠讓使用的學習者，而非設計的

指導者，來控制整個瀏覽的順序與速度。其互

動性設計牽涉到系統的設計方式（洪文瓊，

1998），但系統的設計方式，則攸關學童是否

能夠完整的接收到教材中所要呈現的資訊，因

此在電子書互動性的設計方式，也是較為重要

的一個環節。 

2.3.3 互動性教學探討 

隨著多媒體與資訊技術的發展，傳統書籍

缺乏與閱讀者「互動」的缺點，在數位時代中

便可以用互動媒體的閱讀型態來補其不足。 

由於資訊科技的日漸蓬勃，使得電子童書

增加了影像、動畫、聲音、配樂、文字及遊戲

等多媒體效果，比起傳統的印刷童書，增加了

書中的趣味互動性，更能讓讀者了解書中內

容。以教學面來說，亦有諸多研究指出，使用

3D 的教學方式，具有互動性、視點轉換與立

體空間等教學特質。 

此外，因遊戲深受學生的喜愛，進而發展

利用遊戲帶領學習的有效教學型態來促進學

習成效。遊戲對於學生學習不僅有教學的作

用，其遊戲中所學得的「手到、眼到、心到」

等三項互動性元素，還幫助學生強化記憶與思

維的提升，培養學生的觀察能力 (竇金城

2004)。由此得知，利用遊戲的教學方式，將有

幫助學生有效的自我學習。運用遊戲來導引學

生的學習，更能發揮學習成效(陳秀英，1995)。

孔子更說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樂之者」，更說明了在樂趣中學習的重要性。 

3. 研究設計與實驗 
為了解互動式電子書應用於國小學童數

學之柱體與錐體單元學習是否有所幫助，透過

SimMAGIC eBook哈瑪星科技多媒體電子書編

輯軟體，自行設計國小六年級「柱體與錐體」

之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並利用此電子書來進

行學習成效的實驗分析與評估，以了解互動式

電子書對學習成效之影響，研究流程如圖 3。 

 

圖 3 研究流程 

3.1 互動式電子書編輯環境 

研究在實驗設計時即考量到學童對於立

體幾何的概念若僅在紙張上教學易造成學童

學習困難。科技發展進步已激發了許多創新的

教學設計，尤其對幾何領域影響甚為鉅大，故

加入電腦媒體的輔助教學不可或缺。而面對幾

何認知複雜性高的問題，電腦可以提供大量的 

不同視覺化表徵使問題得以解決，也可以依據

學習者使用的需求彈性操作，亦能從經驗中得

到的幾何推理方法，讓每個學生都能進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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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實際操作，有趣的完成學習。 

教師是教學流程規劃與教材構思製作的

執行者，對絕大多數不具資訊相關科系背景的

國小教師而言，設計一套互動式電子書是有些

許困難度的。而此套互動式多媒體電子書編輯

軟體可利用簡報進行教學設計，再進入此軟體

中編寫成互動式電子書。 

其步驟為教師先設計教學簡報，再將教學

內容匯入軟體中進行編輯、加入互動功能並於

電腦排版製作完成後，轉存檔案時可選擇 PC

或 Android 系統和 iOS 系統，將檔案匯入至電

腦或平板電腦中，即完成建置一套互動的學習

電子書。 

運用此套軟體系統依據教師教學需求編製成

的互動式電子書，可針對學生的困難處多增設

互動遊戲提高學童的學習興趣，此外，更能藉

此吸引其專注力。 

此互動式電子書編輯完成後選擇將檔案

匯入至電腦，再將此電子書掛於學校校內網站

上，利用電腦教室實施課程時可方便學生點選

使用，以確保教學流程順暢，教學結束後，學

生也可自行利用課餘時間進行再一次的複習。 

3.2 系統架構與實作 

本研究所設計互動式電子書，主要將學生

難以抽象理解的幾何-柱體與錐體，利用多媒體

系統且增加其互動性製作成為有趣味性的數

學互動式電子書，讓學生不只是”聽”課，更能

自己操作。 

本研究所提出的柱體與錐體互動式電子

書學習系統之開發系統架構如圖 4 所示。 

3.2 教材設計 

在數學學習中，因學生的先備知識不同，起點

也不同，所以如果僅用學校選用的版本教學是

無法兼顧每位學生的需求，造成學生只靠背誦

或記憶來學習，對於幾何單元部分更是如此。

而多媒體教材具有聲光互動效果，能引起學生

的學習動機及提升學習的專注力。 

本研究之互動式電子書，設計了與教材-「錐體

與柱體」相關的一連串動畫、遊戲測驗，讓學

生用滑鼠點選進入，依個人的程度進行學習。

教材架構圖如圖 5 所示，內容如圖 6 至圖 12

所示。 

 

 
圖 4 互動式電子書系統架構圖 

 
圖 5 教材架構圖 

 

圖 6 引起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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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辨識柱體的形狀  

 

圖 8 動畫影片介紹角柱及圓柱 

 

圖 9 辨識錐體的形狀 

 

圖 10 分類遊戲  

 

圖 11 角柱組成要素遊戲 

 

圖 12 三角柱的展開圖 

4. 實驗分析與評估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之互動式電子書

學習系統，對學生進行數學幾何學習的適用

性，以「六年級-柱體與椎體」為學習主題，建

立一個資訊融入的互動學習環境。並以六年級

三個班級的學童做為受測對象，分別以互動式

電子書學習、電子書數位學習以及傳統式學習

為架構，進行教學實驗，並在實驗完成後進行

問卷填答，以便了解受測者對本次實驗教學的

成效，在學習動機、個人自我效能、對學習模

式的滿意度，並為了能更清楚了解學生學習成

就的成效差異，選擇於實驗結束的二週後進行

後測，再運用統計分析三組間是否具有差異。 

4.1 實驗設計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比較運用「互動式電子

書」教學、「電子書數位」教學和「傳統式課

堂教室」教學，在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幾何課

程單元「柱體與錐體」之學習成效差異，以及

分析三組學生在實驗教學前後之幾何概念的

理解情形。再針對實驗組學生進行學習情況及

問卷調查，探討實驗組學生在利用互動式電子

書教學過程中之學習情況與意見，希望藉由人

機互動的實際操作以改善學生立體幾何概念

上的學習困難。 

在實驗設計中以整個班級為研究對象，因

受限於師資、時間、設備及學校行政等多方面

的考量，而以自然形成之班級團體為主，在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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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處理設計中將受試者以非隨機分派的方

式，係為準實驗研究之實施特點，其實驗結果

也能夠獲得其較佳的結果。整體的實驗設計流

程如圖 13 所示： 

 

圖 13 實驗設計流程 

為使實驗流程進行順利茲對本次實驗的

前置作業詳述如下： 

1. 實驗場地佈置與設計：本次實驗分為三組

進行，其中互動式電子書組以國小之電腦

教室作為實驗場地，因此必須先將製作完

成互動式電子書掛在學校的網頁上，方便

學生操作使用完成適合實驗的環境。 

2. 實驗分組設計：本研究依照班級分為三個

實驗組別，分別為：「互動式電子書」、「傳

統式課堂教室」與「電子書數位」。其中「互

動式電子書學習組」為本研究的實驗組，

「傳統式課堂教室」為本研究的對照組 A

及「電子書數位」為本研究的對照組 B。 

3. 後測試卷與學習活動問卷設計：後測試卷

題型與內容在考量受測學生學習後對「柱

體與錐體」幾何課程學習成效;而為了達成

研究的目的，編製了柱體與錐體學習成就

測驗，希望能讓學生對所有學習的重點有

其思考複習的機會。此外，為了瞭解此一

學習系統是否確能幫助學生，將另設計一

份學習活動問卷，其中分別就學習動機、

個人自我效能、對學習模式的滿意度，以

期能了解學生對本次實驗學習活動的認知

與態度。實驗教學之自變項、控制變項及

依變項如圖 14 所示。 

    控制變項因國民小學並未實施能力分

班，在常態編班下各班學習能力視為相等，

並且前測經 ANOVA 分析後，p 值為.655，驗

證三組學生在柱體與錐體學習單元前之能力

並無顯著差異。而授課時數係指在校運用排

課節數進行教學之時數，實驗組與對照組 A、

對照組 B 利用課餘時間的學習時數並未列

入。教學進度為國小六年級數學學習單元柱

體與錐體，教學時數為六節，共 240 分鐘。 

 
圖 14 研究架構圖 

4.2 實驗進行 

4.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之實驗人數為 88 人，皆為國小六

年級學生，以班級為單位，將其分為三組，其

中實驗組有 29 人，對照組 A 有 29 人，對照組

B 有 30 人。實驗組在國小電腦教室，利用桌上

型電腦進行互動式電子書的數位學習。而對照

組 A、對照組 B，則在一般教室中進行學習。

詳盡的實驗步驟說明如下： 

 實驗前作業：於正式實驗前，先以三組學生

之數學定期考查成績為前測成績，分析三組

是否有其顯著差異。並測試電腦教室的電腦

及網路是否有無異常，以確保實驗順利的進

行。並在實驗前對實驗組的學習者進行系統

的使用教學指導，以確保學生不會因為操作

問題而影響了學習成效。 

 正式實驗階段：在此階段實驗組進行互動式

電子書教學，對照組 A 進行課堂教室教學

及對照組 B 在課堂教室進行電子書數位教

學，並依教學活動設計進行實驗教學，實驗

組由研究者本身進行教學活動，對照組 A、

對照組 B 則由該班導師進行教學，實施時間

共計二週，六節課。 

4.3 量化分析 

本研究採用之研究工具為獨立樣本單因

子變異數分析、獨立樣本 t 檢定、費雪事後比

較法及描述性統計等方法進行分析。 

為了驗證本研究所提出的互動式電子書

學習模式之成效，以互動式電子書學習架構為

實驗組，而傳統式課堂教室學習為對照組 A 及

電子書數位學習為本研究的對照組 B，進行不

同方式的教學實驗，並在完成學習活動後二週

進行自編學習成就測驗之後測。 

分別就前測與後測之數據，以比較國小六

年級學生經由不同的教學方式學習幾何課程

單元-「柱體與錐體」的學習成效差異，再進行

學習成就的量化分析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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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學習成就前測分析 

於進行實驗前，為了確認三組學習者的數

學程度相當，因此此實驗以前一次數學定期考

查的成績為前測成績，並對此定期考查結果進

行分析以確認此三組學生之數學程度是否有

顯著的差異。分析的結果如表 1 所示： 

表 1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前測成績差異分析摘要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實驗組 29 73.86 19.748 

.425 對照 A 組 29 71.86 20.972           

對照 B 組 30  69 20.403 

P > .05 

由分析結果得知，此三組學生之數學程度

並無顯著的差異（p =.655 > .05）。 

4.3.2 學習成就後測分析 

實驗學習活動結束後二週，透過自編之學

習成就測驗，對實驗組與對照組 A、B 實施學

習成就後測驗，以比較國小六年級學生經由不

同教學方式學習幾何課程單元「柱體與錐體」

之學習成效差異。其顯著性分析結果如表 2 所

示： 

表 2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後測成績差異分析摘要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實驗組(1) 29 92.76 8.688 

8.007
＊＊

 (1)＞(2), (3) 對照 A 組(2) 29 82.21 15.352 

對照 B 組(3) 30 80.40 13.289 

**p < .01 

由上表可以得知，實驗組與對照組 A、B

後測的分析結果達到顯著差異（p = 0.001< 

0.01），表示以互動式電子書教學方式對於提昇

學生的學習成效是有所幫助的。因此，可說明

實驗組在實驗教學後，學生在柱體與錐體的能

力表現上顯著高於對照組 A、B。 

4.4 學習成就與感知之影響學習問卷分析 

為瞭解學生進行本次實驗學習結束後，其

對學習成就與相關感知的感受，因此於活動結

束後，進行了相關的學習成就及認知問卷的調

查。問卷設計以五點量表的方式來呈現，由低

到高依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

通」、「同意」、「非常同意」。 

4.4.1 學習動機問卷分析 

此部分問卷，是為瞭解學生對實驗教學內

容之學習動機為何。其結果分析如表 3 所示：

(學習動機問卷來源: Hwang, G. J., Yang, L. H., 

& Wang, S. Y. (2013)) 

表 3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學習動機問卷分析摘要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實驗組(1) 29 4.192 .289 

55.61
＊＊

 (1)＞(2), (3) 對照 A 組(2) 29 2.892 .375 

對照 B 組(3) 30 3.567 .656 

**p < .01 

從分析結果得知，透過個人電腦呈現互動

式電子書多媒體教材，能有效的增進學生上課

的興趣。學生透過電腦螢幕自己操作及動態教

材效果的吸引，因此學習興趣的大幅提昇。從

學生對上課的期待發現，互動式電子書教學有

效的提昇了學生的學習動機，增進了學習成

效。 

4.4.2 學習模式滿意度問卷分析 

此部分問卷，是為瞭解學生對實驗教學的

內容，所使用之教學方式是否認同。其結果分

析如表 4所示：(學習模式滿意度問卷來源: Chu, 

H. C., Hwang, G. J., Tsai, C. C., & Tseng, Judy C. 

R. (2010)) 

表 4 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學習模式的滿意度問

卷分析摘要表 

組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事後比較 

實驗組(1) 29 4.493 .321 

190.009
＊＊＊

 
 (1)＞(2), (3) 

(3)＞(2) 對照 A 組(2) 29 2.380 .405 

對照 B 組(3) 30 3.133 .506 
＊＊＊

p < .001 

從分析結果可看出，實驗組對於教學模式

的接受度、喜好度、期待值與認同度等，實驗

組的數據明顯優於對照組，顯示出學生對互動

式電子書學習模式的滿意度高。 

對照B組的電子書教學學習模式亦比對照

A 組傳統課室教學學習模式的滿意度高，可推

論多媒體的影音學習模式讓學童感到滿意。 

4.5 小結 

在柱體與錐體的學習成效上，本研究探討

互動式電子書學習系統應用於國小六 

年級數學-柱體與錐體教學學習成效之影響，其

分析結果可歸納出幾項結論： 

1. 經後測分析結果中可知，實驗組與對照組

A、B 的後測分析結果存在了顯著差異（p = 

0.001 < 0.01），表示學生以互動式電子書學

習系統之學習成效較以傳統課堂學習及電

子書數位學習模式為優。 

2. 透過個人電腦所呈現的互動式影音多媒體

教材，能有效引起學生的上課興趣，其受

電腦螢幕所呈現教材動態效果的吸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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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學習興趣大幅的提昇且減少了學生對數

學幾何的焦慮與恐懼感，也從學生對上課

的期待發現，互動式電子書的教學提昇了

學生的學習動機，亦增進學習之成效。 

3. 從問卷質性分析的結果可知，實驗組與對

照組 A、B 在學習模式滿意度上，有其顯

著差異。尤其對於教學模式的接受度、喜

好度、期待值與認同度等，互動式電子書

學習模式更明顯比傳統課堂學習及電子書

數位學習更受到學生的喜愛。 

4. 每位學生一人一機的此種模式，形成了學

生與教師課程講授的互動關係為一對一，

而非傳統課堂教室中多對一的模式，此種

互動式學習使每位學生都能直接在電腦螢

幕中操作及接收課程內容的資訊，減少了

傳統在教室中因為座位距離而產生教學互

動的疏離感，提高其學生的專注力。 

5.結論與未來展望 

5.1 結論 

隨著資訊科技日益千里的不斷進步，資訊

科技與工具已經逐漸為教學的新模式注入新

血；未來將是大量運用電子書於教育上的時

代。而互動式電子書的出現，其若能與教學策

略相結合，即時為學生加強學習的資訊，讓學

生可以依其自我學習進度進行學習，亦能利用

互動練習增強學生的學習印象，更為互動式電

子書的學習成效注入一劑教學強心針。為探討

互動式電子書學習系統應用於國小六年級數

學-柱體與錐體教學，對學童之學習成就與學習

模式滿意度的影響，本研究參照多媒體教材設

計原理，建置一套「互動式電子書學習系統」。

並透過教學實驗的施測及問卷調查之方式來

分析實施後的結果，得到下列幾項結論： 

1. 對於國小六年級學生學習柱體與錐體而

言，「互動式電子書學習系統」對使用者

的學習成就有顯著的提昇。 

2. 「互動式電子書」教學的學習模式讓學生

感覺上課生動有趣、輕鬆愉快，學生更期

待使用互動式電子書進行數學的學習活

動。 

3. 「互動式電子書」的學習模式並不會因此

而降低學生的自我的學習效能。 

4. 運用資訊科技輔助的教學模式的確能夠幫

助學生提昇學習的成效，且透過互動的電

子書多媒體教材，能夠更吸引學生的注意

力，刺激學生的思考，得到更好的學習成

就。 

5.2 未來展望 

科技、媒體在日新月異不斷變化的衝擊之

下，市面上琳瑯滿目一種比一種更炫、更刺激

的各種教材林立，也越來越多高科技產品陸續

推陳出新，電子書的發展亦如火如荼地展開。

而對國小學童來說，首先面臨的難題是如何建

構合適學生使用的電子書系統，才能夠重新思

考和定義電子書在教學上的應用。 

在未來的教學工作上，有鑑於互動式電子

書在教育環境的應用將日趨完善成熟， 

本研究將「互動式電子書學習系統」應用於數

學學科上；在未來亦可嘗試將本教學模式系統

應用於不同的學科上，以便瞭解此系統在不同

領域課程中的適用性，並且推及增加實驗樣本

的數量來加強其分析的可信度。 

新的科技所帶來刺激的學習經驗可能無

法持續很久，新奇、有趣的學習新體驗，雖然

能暫時刺激學生的學習動機，但久而久之學生

的好奇心結束，不再對系統感覺新奇，而資訊

科技應該如何帶入「豐富」的學習內容，給予

學生新的思考體驗，這仍值得深入探究。因

此，要讓互動式電子書學習內容豐富教學者就

必須深入探究學生的興趣與內在動機及學習

困難所在，設計出能激發學習動機的教材內容

於互動式電子書中，才能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

所助益。 

參考文獻 

[1] 陳年興、楊錦潭 (2007)，數位學習: 理論與

實務，博碩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 劉秋木（1996），國小數學科教學研究，五

南圖書出版社，台北市。 

[3] 竇金城(2004）。遊戲教學再提升國小英語學

習動機之探討，南縣國教，13，16-17。 

[4] Alden, J. (1998). A trainer’s guide to 

web-based instruction: Getting started on 

Intranet-and Internet-based training. 

Alexandria, VA: ASTD Press. 

[5] Berthelot, R. & Salin, M.H. (1998) The Role 

of Pupil’s Spatial Knowledge in the 

Elementary Teaching of Geometry. In C. 

Mammana & V. Villani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Teaching of Geometry for he 21st Century. 

Dordrecht, NL: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6] Burger, W. F.& Shaughnessy, J. M. (1986), 

Characterizing the van Hiele levels of 

development in geometry,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17(1), 

31-48. 

[7] Chu, H.C., Hwang, G.J., Tsai, C.C., Tseng,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134



Judy C.R. A two-tier test approach to 

developing location-aware mobile learning 

system for natural science course.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0;55:1618–1627. 

[8] Clements, D., & Battista, M. (1992). 

Geometry and Spatial Reasoning. In D. 

Grouws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 

420-464).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9] Crowley, M. L. (1987), The van Hiele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geometric thought, In 

M. Lindquist ＆  A. P. Shulte (Eds.), 

Learning and Teaching geometry, K-12, 1-16, 

Reston, VA: NCTM. 

[10] Cuthrell, K. and Lyon, A. (2007).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What do online 

students prefer? In MERLOT Journal of 

Online Learning and Teaching, 4,  357-362. 

[11] Fuys, D. (1985)。Van Hiele Levels of 

Thinking in Geometry, Education and Urban 

Society, 17(4), 447-462. 

[12] Godwin-Jones, R. (2003), Language 

Learning & Technology, vol. 7, no. 2, pp. 12 – 

16. 

[13] Hwang, G. J., Yang, L. H., & Wang, S. Y. 

(2013), A concept map-embedded educational 

computer game for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natural science 

courses. Computers & Education 69: 121-130 

[14] Parzysz, B. (1988). "Knowing" vs. "Seeing": 

Problems of the Plane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Geometry Figures.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19, 79-92. 

[15] Piaget, J., & Inhelder, B., 1967,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Space, W. W. Norton, New 

York. 

[16] Piaget, J., Inhelder, B., & Szeminska, 

A.,1960, The Child’s Conception of 

Geometr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ondon. 
[17] Rovai, A., Ponton, M., Wighting, M., & 

Baker, J.,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udent 

Motivation in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E-Learning Cours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E-Learning, vo. 6, no. 3, July 2007, pp. 

413-432 

[18] Sohn, W. S., Ko, S. K., Lee, K. H., Kim, S. 

H., Lim, S. B., & Choy, Y. C. (2002). 

Standardization of eBook documents in the 

korean industry. Computer Standards & 

Interfaces, 24(1), 45-60.  

[19] Wang, S. L., & Hwang, G. J. (2012), The 

role of collective efficacy, cognitive quality, 

and task cohesion in 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CSCL). Computers & 

Education 58(2): 679-687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135



Development of A Secur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FIDO and OTP 

Bing-Ruei Yang #1, Takafumi Hayashi #2, Neil Yuwen Yen #3 
#Computer Network Systems, The University of Aizu 

Aizu-Wakamatsu City, Fukushima-ken 965-8580, Japan 
1yung.binray@gmail.com 
2takafumi@u-aizu.ac.jp 
3neilyyen@u-aizu.ac.jp 

 
Abstract—Our lives are changing from a wide 
range of online services over the Internet. 
Currently, the penetration of the Internet is 
high. However,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as progress that makes the threshold of the 
attack skill of the network be reduced. The 
attackers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on the 
Internet, they creak accounts, passwords and 
especially confidential data from end users in 
order to obtain improper benefits. Using 
passwords to prevent such attacks is one of the 
solutions at present. But however, the longer 
the password is,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for 
users to remember it. Therefore, this study 
comes up with an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one-time passwords and 
biometric for the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The 
mechanism improves the level of security of 
the authentication, and make the user quickly 
finish the authentication. The method captures 
the biometric of the user, and encrypt it by 
different codebook for each authentication for 
the concept of one-time passwords. 
Simultaneously, the codebook will be 
disassembled, the user need to get two 
combination key for the codebook. The 
combination key is encrypted by different 
symmetric key for that reducing the risk of the 
crack. Moreover, there use many hash 
function and symmetric-key encryption in the 
mechanism for the security, so the mechanism 
not only improve the level of the security, but 
also quickly finish the authentication. 
 
Keywords—one-time passwords, biometric, 
information security,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dynamic passwords 

1.!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is fast. There 
have many service on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makes convenient of the life, and affect our life 
so much. For example, Alphabet Inc. provides 
Google search engine, Gmail, Youtube [11-13]. 
Naver corporation provides communication 
service [16]. Dropbox Inc. provides the cloud 
service [14]. Facebook Inc. provides social 
service [15]. Those also are common online 
service which saves much information of the user. 
Therefore, it makes a convenient of our life, and 
generate many businesses. 

The online service has a common characteristic, 
the service also needs an account, if the service 
need save the information of the user. Relatively, 
the user needs many accounts, if the user uses 
many services. And an account is cracked, other 
account will be cracked, if the password strong of 
the user is not enough, and other account and 
password is same. The user need to remember 
many passwords, if the user uses different 
passwords. Moreover, the attacker covets the 
information of the user, and try to steal the data, 
such as replay attack, man-in-the-middle attack, 
impersonation attack and etc., if the account save 
many data. The data are maliciously using. For 
example, unauthorized purchases on the credit 
card, personal data is trafficked or the user is 
counterfeited for the bilk. 

Based on the reason, the study proposes a 
mechanism for that resolve weak passwords 
problem and multiple sets of password problem. 
The second section introduces related work. In 
the third section, we introduce our mechanism, 
and describe how to operate. We analysi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chanism, and describe how 
to mutual authentication, the codebook has how 
many kinds of change in the fourth section. The 
fifth section is attack analysis. Finally, sixth 
section describes our contribution and improving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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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LATED WORK 

One-time passwords that have two 
characteristics, one is the timing, another one is 
the metering [2, 3, 4, 7, 10].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so it is usually used for the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For example, Chun-Ying 
Huang et al, they propose a mechanism through 
the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to transfer one-time 
passwords in the limit time. The mechanism that 
has three roles, one is the user, one is the web site 
and another one is the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The mechanism that has two process, one is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and another one is the login 
process. 
(1)!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as shown in Fig. 1. 

Step 1a. The user login to his instant 
messaging account. 

Step 1b. The web site login to his instant 
messaging account. 

Step 2. The user send a login request to the 
web site. 

Step 3. The web site send a message that the 
web site need the account of instant 
messaging of the user. 

Step 4. The user sends his account of instant 
messaging to the web site.  

Step 5. The web site sends what a challenge 
of CAPTCHA.  

Step 6. The user is conducted for the 
challenge of CAPTCHA.  

Step 7a. The web site shows what a login page 
for the one-time passwords.  

Step 7b. The web site new the account of the 
user to his list of the user of the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Step 8. The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of the 
web site send a request to the user for 
new it to list. 

Step 9. The user confirms the request.  
Step 10. The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of the 

web site show a message that the user 
has been new to your list.  

Step 11. The the web site sends a one-time 
password to the user. 

Step 12. The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of the 
web site sends a one-time password to 
the user. 

Step 13. The user input the one-time passwords 
at the login page. 

Step 14. The web site shows the result of the 
verification. 

 

 
Fig. 1 The registration process of the mechanism 

of Chun-Ying Huang et al 
 

(2)! The login process, as shown in Fig. 2. 
Step 1a. The user login to his instant 

messaging account. 
Step 1b. The web site login to his instant 

messaging account. 
Step 2. The user sends a login request to the 

web site. 
Step 3. The web site shows what a login page. 
Step 4. The user input his account and code of 

CPATCHA.  
Step 5a. The web site shows what a page of the 

authentication for the one-time 
passwords. 

Step 5b. The the web site sends a one-time 
password to the user. 

Step 6. The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of the 
web site sends a one-time password to 
the user. 

Step 7. The user input the one-time passwords 
at the login page. 

Step 8. The web site shows the result of the 
verification. 
 

 
Fig. 2 The login process of the mechanism of 

Chun-Ying Huang et al 
 

Mohsin Karovaliya et al [6], they propose a 
mechanism through short message service to 
transfer one-time passwords in the limit time. The 
mechanism that has two roles, one is the user and 
another one is the ATM (automated t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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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 as shown in Fig. 3. This is the steps of 
the login:  
Step 1.! The user inserts the ATM card with the 

reader. 
Step 2.! ATM calculates the people is over one 

or not front ATM by the camera of 
ATM.  

Step 3.! ATM is comparison the user front and 
the user of card holder that is same or 
not.  

Step 4.! The server sends one-time passwords to 
the phone of the holder through SMS.  

Step 5.! The user input the passwords to ATM. 
ATM judge the one-time passwords is 
true or not. The user need to re-enter, if 
the one-time passwords is an error. And 
the card is blocked, and notifies the 
user, if the user over three errors. 

 

 
Fig. 3 Mechanism of Mohsin Karovaliya et al 

 
Hyun-Chul Kim et al [2], they propose a 

mechanism through certificate and public key 
encryption [1, 2, 5, 6] verify the identity and 
protect the package. The mechanism that has four 
roles, they are the user, CA (certification 
authority), RA(registration authority) and the 
service provider. The mechanism that has four 
process, namely, "certificate issuance and 
registration", "user registration", "user 
authentication" and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1)! Certificate issuance and registration, as 

shown in Fig. 4. 
Step 1.!The user request certificate registration 

with RA. 
Step 2.!RA transfer user information to CA. 
Step 3.!CA save user information in the database. 
Step 4.!CA transfer reference number and 

approval code to RA. 
Step 5.!RA transfer reference number and 

approval code to the user. 
Step 6.!The user request certificate with CA. 
Step 7.! CA transfer certificate to the user. 

 
Fig. 4 Certificate issuance and registration of 

Hyun-Chul Kim et al 
 

(2)! User registration, as shown in Fig. 5. 
Step 1.!The user transfers ID and certificate to 

the service provider. 
Step 2.!The service provider request certificate 

status with CA. 
Step 3.!CA check the certificate status in the 

database. 
Step 4.!CA response certificate status with the 

service provider. 
Step 5.!The service provider register ID and 

certificate information in the database. 
Step 6.!The service provider response registration 

result with the user. 
 

 
Fig. 5 User registration of Hyun-Chul Kim et al 

 
(3)! User authentication, as shown in Fig. 6. 
Step 1.! The user transfers its own ID to service 

provider and requests the information to 
generates one-time password. 

Step 2.! The service provider generates label L, 
random value R and symmetry key K. 

Step 3.! The service provider encrypts L, UII1 
and K by the public key of CA, and 
transfer it to CA. 

Step 4.! CA decrypts it, and get L, UII1, K. 
Step 5.! The service provider generates HLU1. 
Step 6.! The service provider encrypts HLU1 by 

K, and transfer it to CA. 
Step 7.! CA decrypts it, and get HLU1. 
Step 8.! CA generates HLU2, and comparison 

HLU1 and HL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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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9.! CA check the certificate status. 
Step 10.! CA encrypts CS and L by K, and 

transfer it to the service provider. 
Step 11.! The service provider decrypts it, and get 

CS and L. 
 

 
Fig. 6 User authentication of Hyun-Chul Kim et 

al 
 

(4)!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as shown in Fig. 7. 
Step 1.! The service provider encrypts L and R 

by the public key of the user, and 
transfer it to the user. 

Step 2.! The user decrypts it, and get L, R. 
Step 3.! The user generates GP. 
Step 4.! The user encrypts GP by the private key 

of the user, and get DSGP. 
Step 5.! The user encrypts DSGP by the public 

key of the service provider, and get 
EDSGP. 

Step 6.! The user transfer EDSGP to the service 
provider. 

Step 7.! The service provider decrypts EDSGP, 
and get DSGP. 

Step 8.! The service provider decrypts DSGP, 
and get GP. 

Step 9.! The service provider generates GP1. 
Step 10.! The service provider comparison GP 

and GP1. 
Step 11.! The service provider response 

authentication result with the user. 

 
Fig. 7 Password authentication of Hyun-Chul 

Kim et al 
 

Three scholars that each one proposed a 
secur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using one-time 
passwords. The mechanism of Chun-Ying Huang 
transfers the one-time passwords through instant 
messaging service. However, the one-time 
passwords are a plaintext, when the web site 
transfers the one-time passwords to the user. 
Therefore, the attacker can easily get the one-time 
passwords, when he knows which one is the 
transmission path. Mohsin Karovaliya et al 
proposed a mechanism that judge the user is true 
or not front ATM through one-time and biometric 
[8, 9]. The mechanism has high security, but it 
only can used on the closed network, so reducing 
the practicability. Hyun-Chul Kim et al also 
propose a mechanism through certificate and 
public key encryption verify the identity and 
protect the package for identity authentication. 
However, due to it often use the public key 
encryption, so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chanism 
is not fast. 

3.! OUR MECHANISM 

In this chapter, we describe the mechanism 
how to operation, and introduce our method that 
are how to generate a codebook, encrypt the 
plaintext and decrypt the cipher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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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Scenario 
The user generates a combination key 1, and 

send a login request and the combination key 1 to 
the server, when the user wants to login. The 
server generates a combination key 2, and send 
these data to the user, when it receives the login 
request from the user. Finally, the user generates 
a value R, then make the dynamic codebook by 
the combination key 1, 2 and value R, after the 
user receives these data. And the code of 
biometric of the user will be a dynamic code of 
biometric of the user using the dynamic codebook, 
and the user sends the value R and the dynamic 
code of biometric of the user to the server for that 
verify his identification, as shown in Fig. 8. 

 

 
Fig. 8 Scenario 

 

3.2.!Mechanism 
In the mechanism, we are using many hash 

functions and symmetric encryption function. The 
following describe that each variable means what, 
as shown in table 1. 

 
TABLE 1 

Variable Description 
Variable Description 

! User. 
" Server. 
#$% ID of &, &='!. 
(% The & of combination key, &=1, 2. 

()*+, 
The &  of symmetric-key between 
the user and the server,'&=1, 2, 3 

- 

This is a random number for 
making the codebook, the length 
is same with the biometric of the 
user. The range of number is 
from 0 to 3. 

.% The & of timestamp, &=1, 2, 3. 
./0% The & of hash value, &=1, 2, 3. 

$12% Dynamic code of biometric of &, 
&='!. 

2% Code of biometric of &, &='!. 
12 Dynamic codebook. 

3% Secret value of &, &='!. The value 
shared with the server. 

ℎ(�) Hash function. 

7%(�) Symmetric encryption function 

via & , & = '12 , ()*+8 , ()*+9 , 
()*+:. 

 
Workflow:  
Step 1.!The user generates (; , timestamp and 

verify value, when the user login. And 
these data will be encrypted by 
symmetric encryption, and send to the 
server. 
./0; = ℎ(#$), (;, .;, 3)) (1) 

Step 2.! The server generates a timestamp and 
computes the time difference by the 
timestamp of the packet, and check that 
the data are correct or not by the verify 
value, when the server received data from 
the user. Then the server generates (> , 
new timestamp and verify value, if those 
are not tampering. And encrypt these data 
by formula (2), then send to the user. 
()*+9 = ℎ(()*+8, ./0;, 3))  (2) 
./0> = ℎ((>, .>, 3))  (3) 

Step 3.! The user generates a timestamp and 
computes the time difference by the 
timestamp of the packet, and check that 
the data are correct or not by the verify 
value, when the user received data from 
the server. Then the user scans his 
biometric by the scanner, and generates a 
value R, and make a dynamic biometric 
by the dynamic codebook. And then 
generate a timestamp, verify value, and 
encrypt these data by formula (4), then 
send to the server. The user will get 
access right, if his dynamic biometric, the 
time difference and the verify value also 
are correct, as shown in Fig. 9. 
()*+: = ℎ(()*+9, ./0>, 3))   (4) 
$12) = 7?@(2))  (5) 
./0A = ℎ($12), -, .A, 3))  (6) 
BCD'()*+8 = ℎ(()*+:, -, ./0A, 3))  (7) 

 

 
Fig. 9 Mechanism 

 

4.! OUR CODEBOOK  

The section describes how to generate 
codebook, and introduces combination key, 
include the format, and the method of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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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Combination Key and Value R 
(;  is a random string consists of 32 zeros 

and 32 ones. (> is a random string consists of 'A' 
to 'Z', 'a' to 'z', '0' to '9' and two special characters. 
Each character of the (> is not repeated. Value R 
is a random number for making the codebook, the 
length is same with the biometric of the user. The 
range of number is from 0 to 3. 

4.2.!Generation Method of Codebook 
When the user wants to generate the 

codebook, he has to compare (;  with (> . Each 
character of (> has to be divided by 2, and get the 
remainder, and then find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 For example, the first code of (> is 9, so 
the remainder is 1 on the figure 10. Therefore, we 
need to find the corresponding value of (;, and 
we will get that the value of the positions of the 
corresponding code of the codebook is 9. 

 

 
Fig. 10 Generation method of codebook 

exemplary diagram 
 

5.! ENCRYPTION, DECRYPTION AND 
DYNAMIC CHANGE 

The section describes how to encryption, 
decryption, and how to change the codebook. 

5.1.! Encryption and Decryption 
We have to assume the string of the 

codebook is a cube that are four to the power of 
three. The encryption method and decryption 
function is done by the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es, as shown in figure 11. We find the 
coordinates of 'H', if the character 'H' will be an 
encrypted character, and the coordinate will be 
the ciphertext. For example, the ciphertext of 'H' 
is '230', and we only find the coordinate, then we 
will get the plaintext, when we want to decrypt 
the ciphertext.  

 

 
Fig. 11 Decryption method exemplary diagram 

 

5.2.! Dynamic Changing 
Each character is encrypted by the different 

codebook. The codebook is auto-conversion, 
when the last character was encrypted. The 
conversion method has three stages, namely is X 
stage, Y stage and Z stage. When conducting the 
X stage, the codebook will cut into four pieces on 
X-axis, and the first value of each piece (x, 0, 0) 
decide the new position. The order of shift that 
compute the new position of the codebook from 
small to large by X-axis. The computing method 
is that the first value of each piece (x, 0, 0) 
divided by four, and take the remainder. The first 
value has to plus the corresponding values of the 
value R, and then divide by four, and take the 
remainder, the other three values don't need to do 
it. The remainder decides that the shifting steps of 
the piece. The remainder plus one, until the new 
position is not occupied, if the new position has 
been occupied. And the remainder will be zero, if 
the value over three. Y stage and Z stage similar 
X stage, but the conversion axis are different. 
When the Z stage is finished, the new codebook 
is generated, as shown in Fig. 12 to Fig. 14.  

 

 
Fig. 12 X stage 

 

 
Fig. 13 Y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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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4 Z stage 

 

6.! PERFORMANCE ANALYSIS 

The section describes how to mutual 
authentication for each unit, and describes the 
security of the codebook. Finally, shown as 
performanc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6.1.!Mutual Authentication 
Mutual authentication [3, 10] means each unit 

can prove their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 between 
each unit. The receiver can check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 side by the data of the other side. When 
the both sides can check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 
side, the goal of mutual authentication is 
achieved. Usually, hash function and public key 
encryption are used for mutual authentication. 

In the study, the user and the server have a 
same secret data 'X'. The secret data 'X' is a 
private data, only the user and the server have it. 
And the hash value is used in each step in the 
mechanism for the verification, the hash value 
can check the packet is tampered or not. 
Therefore, the hash value can check the identity 
of the other side is correct or not, because the 
hash value consists of secret data 'X' and other 
data. 

6.2.!Security of the Codebook 
The codebook is a string of 64 characters that 

consists of 0 to 9, lowercase a to z, uppercase A 
to Z as well as two special characters. The 
codebook is one-time, so the user will get 
different codebook for each login request. The 
change rate of the codebook is 64!, thus the user 
gets same codebook that the probability is small. 
When the biometric of the user is encrypted by 
the codebook, each character is encrypted by the 
different codebook. Therefore, the change rate of 
dynamic biometric is that 64! multiplied by the 
length of the biometric of the user. The attacker 
can't crack the password without short password. 

6.3.!Performance 

In the mechanism, the user uses the symmetric 
encryption in the step 1, step 3, the total is three 
times. The server only uses once in step 2. About 
the hash function, the user and the server need to 
verify the verify value is true or not, and produce 
new symmetric key encryption, so the total is six 
times, as shown in table 2. The symmetric key 
encryption and hash function does not take up too 
much computing resources, so the mechanism has 
a good performance. 

 
TABLE 2 

Performance Analysis 
Unit: Times 

 Symmetric-key 
Cryptography 

Hash 
Function 

User 3 6 
Server 1 6 

7.! ATTACK ANALYSIS 

The section analysis the security of 
mechanism via that simulate replay attack, man-
in-the-middle attack and impersonation attack.  

7.1.!Replay Attack 
Replay attack [10] can take the access right of 

the user via that the attacker intercept the packet 
of the user, and send it to the server. Due to the 
verify data all in the packet, so the attacker 
doesn't need to know that the account, the 
password and other verify data, the attacker only 
intercepts and send the packet, it will get the 
access right of the user. 

In the mechanism, each data always different 
without the ID of the user in each step. Therefore, 
no matter what the attacker intercepts any packet 
and replay attack, finally always be fail. 

7.2.!Man-in-the-middle Attack 
Man-in-the-middle (MITM) attack [3, 4] mean 

the attacker intercepts the packet for tapping and 
modifying, when the units are communicating. 
Normal status is that the units are communicating 
directly. However, when the user is attacked, the 
transfer mode will be that the user A conveys to 
the attacker, and the attacker conveys to the user 
B. And the users don't know that their packet is 
stolen, modified.  

The attacker only can get the ID of the user 
and the ciphertext, if the attacker attack by MITM. 
Because each packet is encrypted before the user 
send packet to the server in the mechanism. 
Therefore, no matter what the attacker intercep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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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packet, it also can't get useful information, as 
the packet always is ciphertext. 

7.3.!Impersonation Attack 
Impersonation attack [3, 10] mean the attacker 

counterfeit some unit in the mechanism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user. The attack mode usually 
is used in the phishing, such as the counterfeit 
web login page of Facebook, Google, Yahoo, etc. 
for getting the account, the password of the user. 
It will cause a problem that the data of the user is 
leaked. 

In the mechanism, the attacker has not the 
secret value and symmetric key, so the attack will 
be failing, if the attacker disguises the user, and 
send the ID of the user and fake packet to the 
server. The attacker can't make correct key and 
verify value, then the attack will be failing, if the 
attacker disguises the server. 

8.! CONCLUSION 

The study proposes a secure authentication 
mechanism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FIDO and 
OTP. The user doesn't need to remember any 
password, and it can verify his identity safely. 
The biometric of the user be the dynamic 
biometric by the concept of OTP for that avoid 
data leakage. The mechanism does not take up 
too much computing resources, so the user can 
verify his identity quickly, as shown in table 1. 

About the codebook, the study proposes a 
codebook that the codebook is generated by two 
combination keys. Two combination keys are 
generated by different unit for reducing the risk 
of stealing. The amount of change of the 
codebook depends on the length of the password. 
Therefore, each character of the password is 
encrypted by different codebook, the 
characteristic make that the attacker is hard for 
counterfeit the user. 

However, the encryption function has a 
shortcoming. Due to the encryption function is by 
three-dimensional coordinates, so the ciphertext 
is three times as long as the plaintext. The 
problem can be a goal of improved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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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lecare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TMIS) 
is one of the major techniques used to guarantee 
the authorized access to th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Patients and doctors could remote login 
the system to query corresponding records. Also, 
instinct hospitals could share essential 
information immediately once a consultation is 
required. In this article, we have adopted the 
visual secret sharing (VSS) technique to develop 
an efficient TMIS with privacy-preserving 
property. Specifically, an OTP is stacked out at 
the smartphone monitor to enhance the 
communic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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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4 VSS  
 

(R), (G), (B)  

 

3.4.1  

 

1. 512*512

sin, cos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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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Y: ( r)* 		�� 
�� � � � � � 
2.

3-4

3-5  

  
3-4  3-5 

 

 

3.4.2  
 

1. OTP    

OTP 0487888
3-6~3-8  

2.

0 ~300 60  

3.

(255)
(0)

Rb R 255
Rb

 

4. ( 3-9)
( 3-7)

3 RGB
G

3 RGB B
3-10  

5.       
      

3-11~3-13  

  

   
3-6  3-7  3-8  

   

3-9  3-10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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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3-13

 

 

4.  
 

 
 
4.1  
 

IDR

s IDLR

IDR hash

 
 
4.2  
 
 
OTP

ID PW

 

 

4.3  
 

(time1, IDLR, A1, A2)

time1'
(time1', IDLR, A1, A2)

A1=h(IDR) c1 time1 time1'
 

 

4.4  
 

ID, PW
M1 = PWD a1, 

M2 = a1 IDLR h(PWD), M3 = a1 IDR

ID, PW
M1, M2, M3

M1', M2', M3' ID
PW  

 

4.5  

 

hash
s

ID, PW

s
 

 

4.7  
 

ID, PW
M1 = PWD a1,  

M2=a1 IDLR h(PWD), M3=a1 I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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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60 ﾟ) (g) (180ﾟ) (h) (300ﾟ) 

 
5-1 VSS( )  

 

 
5-2 VSS( )  

 
 

ID PW
a1

A1=h(IDR) c1 time1, A2=h(c1) PWD
A2

c1, ID, PW
ID, PW  

 

� 5.  
 

 
 
5.1  
 

5-1
Th hash

Tx Xor
TE  

    
(a)  (b)  (c)  (d)  

    
(e)  (f) (60 ﾟ) (g) (180ﾟ) (h) (300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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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2Th+4Tx 3Th+Tx+TE 

 
8Th+15Tx 9Th+8Tx+TE 

 
6Th+11Tx 2Th+3Tx+TE 

 16Th+30Tx 14Th+12Tx+3TE 
5-1 hash

Xor

 
 
5.2  

5-1

654S868ST
5-1.a~5-1.c

5-1.f~5-1.h 60 ﾟ, 120
ﾟ 180ﾟ 5-2

5-2.a~5-2.c
975KE8518S 60
ﾟ, 180ﾟ 300ﾟ 5-2.f~5-2.h

 
 

6.     
 

TMIS
hash

X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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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智慧型裝置於 WiFi 區域網路之應用 

 
 

摘要 
近年來，智慧型裝置的進步及無線網路的

普及，帶給人們更多的便利。但隨著大量的使

用網際網路的資源，問題也跟著隨之發生，網

路資源濫用、網路阻塞、連線不穩、…等問題。

而利用不經網際網路傳輸的無線區域網路能

做到有效率、且較安全的傳輸，如此，勢必能

達到節省網路資源的目標。本論文使用Android
系統之智慧型裝置結合 WiFi 無線區域網路傳

輸，實現 WiFi 區域網路傳輸之應用。以此為

基礎，實踐出無線區網的教學廣播系統及點餐

系統。本論文創作理念在於「即使在沒有連接

網際網路的環境下，仍可透過手機無線區域網

路連線，來做到一些本該用網際網路連線的功

能」。希望在未來，以無線區域網路為基礎的

應用能更為普遍。 

關鍵詞：WiFi 區域網路、Android、廣播教學

系統、點餐系統。 

1. 前言 
近年來智慧型裝置的發展迅速，其中又以

Android 系統發展速度最為驚人，從最初 2008
年 10 月上市的第一支 Android 智慧型手機

T-Mobile G1起到 2015年發佈的 Android 6.0系
統(Marshmallow)止，在短短 7 年，Android 手

機的市占率已經高達 85%，圖 1.1 為全球 2015
年的智慧型手機市占率 [2]。 

 

 
圖 1.1 全球 2015 年的智慧型手機市佔率 

由圖 1.1 可知，智慧型裝置的作業系統以

Android 與 iOS 為市場上佔有率較高的兩個系

統，其中，Android 系統的裝置在全球是最為

普及的智慧型裝置，儘管有專家預估，iOS 系

統市佔率在幾年後會小幅上升，但 Android 系

統的市場佔有率還是高出 iOS 許多。Android
系統是開放系統，不僅資源豐富、操作容易、

開放的使用權限也比 iOS 系統多、開發資源較

iOS 多了許多、且開發門檻較低、等，這些

優點是本論文選擇以 Android 為作業系統之智

慧型裝置做為開發裝置的幾個重要原因，圖 1.2
為手機市佔率曲線圖 [3]。 

 
圖 1.2 手機市佔率曲線圖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進步，各式各樣的智

慧型式裝置開始貼近人們的生活，使得這些裝

置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部分。智慧型

裝置隨著時間的推進，其應用也漸漸增加，其

中裝載的硬體功能也越加的多，如內建 GPS 定

位、攝影機的影像擷取、藍芽及 WiFi 的無線

傳輸連結、等功能。網際網路的發達，WiFi
大量的建置於各地區，是現今社會的一種面

貌，在這便利且強大的無線網路使用環境下，

其實潛藏許多問題，如過度使用網路資源占

用、網路阻塞、連線數過多以造成速度不穩、

等情況；因此，WiFi 區域網路應用就具有其

可行性，在特定範圍內傳輸所需的資料，其不

僅僅不需佔用網路的資源，且擁有穩定且簡單

的傳輸方式。 

2. 背景知識 
2.1 Android 平台架構 

洪若偉 林志涵 池浩宇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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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是一個以 Linux 為基礎的開放原

始碼之行動裝置作業系統，也是一個很完整的

平台，開發者可以使用 Android SDK 工具來撰

寫 App 應用程式，對於使用者而言，Android
開機即可使用，使用者還可依照個人喜好做出

不同程度的自定義；而對於廠商而言，Android
又是一個開放式的平台，任何廠商皆可以隨意

使用 Android 作業系統來開發硬體設備的驅動

軟體。Android 最早的一個版本 1.0 beta 發佈於

2007 年 11 月 5 日，以每半年發表一次新版本

的快速發展，至今已經發佈了多個更新版本，

但也因如此頻繁的更新系統版本，導致許多上

市的智慧型裝置因為硬體問題無法升級而迫

使產品的壽命減短。 
Android 是一個智慧型裝置的完整作業系

統，大致上可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採用 Java 語

言來撰寫應用程式，而下層則採用 C 語言來撰

寫系統程式。如果我們將上下兩層再度細分，

則可將上面的 Java 應用層分為應用架構

(application framework) 與 應 用 程 式

(applications)，然後，將下面的 C 語言系統層

分為系統函式庫(libraries)及 Linux 作業系統

層，如圖 2.1 為 Android 的系統架構圖[4]。 

圖 2.1 Android 系統架構圖 

2.2 WiFi 簡介 

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師協會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簡稱 IEEE)
於 1997 年開始定義了 802.11 無線區域網路

(wireless LAN)技術規範，最初的傳輸速率只有

2Mbps，到了 1999 年又相繼推出兩個標準，

802.11a 與 802.11b(傳輸速率達 11Mbps)，此

時，802.11b 產品價格比較讓一般使用者可以接

受。在 2003 年推出第三種標準 802.11g(傳輸速

率可達 54Mbps)定義出來了，2009 年 9 月又正

式批准 802.11n 的新標準，傳輸速率理論值達

300Mbps，此項新標準應該要比 802.11b 快上

50 倍，而比 802.11g 快上 10 倍左右。802.11n
也將會比以前規格的無線網路傳送到更遠的

距離。 
WiFi 是一個無線網路通訊技術的品牌，由

Wi-Fi 聯盟（Wi-Fi Alliance）所定義並持有，

使用在經驗證的 IEEE 802.11 標準的產品上，

目的是改善基於 IEEE 802.11 標準的無線網路

產品間的互通性。久而久之，人們就將 WiFi
這個名稱等同於無線區域網路(WLAN)。它是

一種短程無線傳輸技術，能夠在 90 公尺的範

圍內支援接入的無線電信號。隨著技術的發

展，以及 IEEE 標準的出現，現在 IEEE 802.11
這個標準已被統稱為 WiFi 。 Wi-Fi 是由

AP(Access Point，無線存取點)和無線網卡組合

而成的無線網絡。AP 一般稱為無線網路基地

台或接入點，它是當作傳統的有線區域網路與

無線區域網路間的橋樑，因此，任何一台裝有

無線網卡的客戶端電腦便可直接與無線基地

台連線、交換資料，免去網路線佈線的問題。

其工作原理相當於一個內置無線發射器的

Hub(集線器)，而無線網卡則是負責接收由 AP
所發射信號的客戶端設備。家庭中最常見的無

線設備就是使用無線 AP，在這個無線 AP 的電

波所覆蓋的有效通訊範圍都可以採用 WiFi 連

接方式來進行上網，如果無線分享器連接了一

條 ADSL 線路或者別的上網線路，則又被稱為

熱點(hot point) [5]。 

2.3 Socket 通信简介 

Android 與伺服器的主要溝通方式有兩

種，一種是 Http，另一種是 Socket。兩者的最

大差別在於，Http 連接使用的是“請求回應方

式”，即在請求時建立連接通道，當客戶端向伺

服器發送請求後，伺服器端才能向客戶端傳送

資訊。而 Socket 通信則是在雙方建立起連結

後，就可以直接進行資訊的傳輸，不需要每次

由客戶端向伺服器發送請求。 
Socket 在程序內部提供了與外界通信的端

口。透過建立 Socket 連接，可提供通道以讓彼

此可以互相傳輸資訊。Socket 的主要優點有資

訊遺失率低、使用簡單且易於移植。在發送和

接收資訊時，使用 Socket 可以將應用程序添加

到網絡中，與處於同一網絡中的其他應用程序

進行通信。簡單來說，Socket 提供了程序內部

與外界通信的端口並為通信的雙方提供了資

訊傳輸通道。根據不同的的底層協議，Socket
的實現是多樣化的。如圖 2.2 所示，為 TCP/IP
協議的過程，在這個協議當中，主要的 So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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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為串流接口（stream socket）和資料報接

口(datagram socket)。串流接口將 TCP 作為其

端點對端點的協議，提供了一個可信賴的串流

服務。資料報接口使用 UDP 協議，提供資訊

打包並發送的服務[6]。 

客戶端
Socket

服務器
Server Socket

輸出流
Output Stream

輸出流
Output Stream

輸入流
Input Stream

輸入流
Input Stream

圖 2.2 TCP 通信模型 

3. 系統功能與方法 
智慧型裝置在未來會逐漸取代現今的電

腦，這是目前全球的主要趨勢。在現今的生活

中，無線網路的取得及建置非常容易，但還是

有許多地方並無完善的無線網路環境，所以，

無線區域網路還是有其開發的必要。本論文

中，我們試著將智慧型裝置與無線區網作結

合，以達到在無網際網路的情況下也能運作的

應用。在此，我們將其應用在教學廣播系統及

點餐系統上。 

3.1 教學廣播系統 

教學廣播系統，是以智慧型裝置及無線區

域網路為基礎所開發出的應用系統。未來的 e
化教室將會大量使用智慧型裝置來建置教學

系統，我們以目前現有的技術及裝置來實踐系

統需求的功能。此系統的架構圖如下圖 3.1 所

示。該系統的功能將會在下方一一做介紹。 

圖 3.1 系統架構圖 

3.1.1 建立連線 

學生端可以透過老師端的 IP 進行連接，學

生端要進行連線時會傳送老師端的 IP 位址和

Port 以進行確認，當老師端接收到該資訊時，

會確認 IP 位址和 Port 是否正確，確認成功後，

老師端會把學生端傳送登入時的姓名加入到

List 清單中。 

學生端

輸入IP、Port
學號、姓名

接受姓名
並加入至List

進行IP、Port確認

老師端

IP、Port

建立連線

傳送姓名

圖 3.2 連線建立示意圖 

3.1.2 廣播功能 

廣播功能是透過手機截圖方式來進行資

料的傳遞，當手機把圖片擷取下來時，會把圖

片轉成 byte 資料後，再傳送給每位學生端，當

學生端接收到資料後，會先把這些 byte 資料轉

換成圖片，並且顯示在自己的螢幕中，圖 3.3
為老師端廣播系統的流程圖。在此，我們也設

計成學生端或老師端都可以進行廣播功能。 

主介面

學生端老師端

登入介面

老師端功能畫面 學生端功能畫面

廣播功能 廣播功能

否

是

 
圖 3.3 廣播系統的流程圖 

我們在實作中，發現廣播系統中的畫面擷

取，無法輕易的實現。在現有 Android 釋出的

開發程式碼中，並無提供擷取開發的應用程式

以外畫面的功能。為了實現此功能，我們須取

得手機的最高權限，並以命令字元的方式才能

實現此功能。如圖 3.4 所示為擷取畫面的程式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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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擷取畫面的程式碼 

 

3.1.3 點名功能及聊天室功能 

在點名系統中，老師端會把先前學生端連

線進來的資訊取出並列成清單，點名清單可使

用勾選的方式來進行學生點名。 
聊天室的功能是提供一個可以讓學生自

行討論並將討論的資料做紀錄的功能。學生端

在聊天室中輸入的文字，可傳送至老師端，老

師端會將接收到的訊息進行儲存，然後，再把

資料傳送給每個學生端，當學生端接收到資料

時，就會把接收到的文字顯示於自己聊天室的

視窗上。點名及聊天室的流程如圖 3.5 所示。 

主介面

學生端老師端

登入介面

老師端功能畫面 學生端功能畫面

點名功能 聊天室

否

是

送出資料 送出資料

儲存資料 送出訊息

是 是

否否

圖 3.5 點名及聊天室的流程 

3.1.4 成果展示 

本系統已製作完成，其簡介放置於Ｙ

ouTube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KlrlzORZaD0」網址上。如下將簡介該系統的

相關功能及使用 

(1) 登入介面 

1. 點選”?”即可進入幫助，會介紹各項功能。 
2. 點選設定鈕可以選擇離開 App。 

3. 點選老師進入登錄畫面。 
4. 點選學生進入登錄畫面。 

如圖 3.6 所示為本系統登入畫面。 

(2) 主介面 

1. 老師端: 老師端會顯示自己的當前 IP 位

置。輸入教師姓名及員工編號即可進入老師端

畫面。 
2. 學生端: 輸入姓名及編號和老師端 IP 即可

進入學生端畫面。點選設定鈕即可出現設定

IP，可設定並儲存老師端 IP，之後就可直接登

入。 
如圖 3.7 所示為本系統登入畫面。 

 
圖 3.6 登入介面 

圖 3.7 老師端及學生端登入主畫面 

(3) 聊天室功能 

1. 點選聊天鈕即可進入聊天室，可方便討論。 
2. 在輸入框內輸入文字，按下送出即可將當前

文字傳送進入至聊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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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聊天室介面 

(4) 點名系統 

1. 點名系統只有老師端才會顯示功能。 
2. 可以將勾選中的資料儲存，按送出會把資料

文件會儲存在 SD 卡。 
3. 文件會以月、日、時、分排列，且內容會顯

示點到的人名和已點名人數。 

圖 3.9 點名系統介面 

(5) 廣播系統 

1. 需要 Root 裝置才能進行廣播功能傳輸畫

面，接收則是各裝置都行。 
2. 老師學生都可以點選廣播功能將當前畫面

傳送給其他使用者的畫面。 
3. 再次點選廣播即可停止傳送畫面。 

圖 3.10 廣播功能示意圖 

3.2 點餐系統 

點餐系統，是以智慧型裝置及無線區網為

基礎開發的系統。近來，因應環保方式的餐廳

點餐，現在開始有許多相對應的產品開始上

市。我們將開發以智慧型裝置來做到不需離桌

就可點餐，櫃台也會即時取得點餐的項目，最

後，雇客進行結帳時，會將資料進行儲存以方

便結帳核對。 

(1) 顧客端 

連線方式與教學廣播系統相同，在此就不

再多加贅述。登入操作不須顧客自行操作，在

第一次登入後，App 系統就會直接記錄，之後

即可直接登入。運作流程圖如圖 3.10 所示。 

登入介面

登入介面

菜單選擇

失敗

成功

傳送是否成功

成功失敗

菜單傳送

  
圖 3.11 顧客端流程圖 

在介面操作上，菜單選擇功能中能點選確

認後，可用”+”及”-”來選擇數量，如圖 3.11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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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若商品想要取消點選只需長按選項，他就

會跳出選單進行確認，如圖 3.12 所示。最後確

認菜單就按結帳將菜單傳送至櫃台。 

圖 3.12 菜單選擇介面 

圖 3.12 取消所選擇菜色 

(2) 櫃台端 

流程圖如圖 3.13 所示。接受顧客端連線

後，會等待點餐資料進入。輸入的菜單會顯示

於右邊選單中，在選單中只會顯示桌號及總金

額。菜單排序會依點餐順序來排列，時間越早

越上面。點擊右邊任意選項，就會在左邊顯示

其菜單詳細內容。最後結帳時點選右邊選擇欲

結帳的桌號再按”結帳”鈕，結帳結束後此菜單

會在選單中消失，然後會依時間及日期存入其

特定的資料夾。如圖 3.14 所示。 

4. 結論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以 Android 智慧型裝

置結合 WiFi 區域網路來開發教學廣播系統及

點餐系統這兩個系統的應用。在實作的過程

中，我們遭遇到許多不好解決的問題，例如：

自動螢幕截圖問題，為了解決此問題，我們嘗

試了許多方法，但都無法達到預想的功能。之

後，我們才找到將裝置以 root 身份來取得擷取

畫面的權限之方式，讓跳出應用程式的視窗

時，還可以繼續做自動截取畫面的功能，在解

決此問題後，我們就順利的完成了主要的畫面
廣播功能。本篇的作品也是在眾多無線網路應

用的產出之一，藉此論文實作的機會，使我更

進一步學習了無線區域網路的技術。希望在未

來，WiFi 區域網路的技術能有更多的應用。 

主畫面

菜單接收

菜單選擇

儲存是否成功

成功失敗

菜單資料儲存

 
圖 3.13 櫃台端流程圖 

圖 3.14 櫃台端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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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光學尺進行鑽孔機定位控制 
 

 
 

摘要 
 

由於傳統大型的鑽床機器僅透過類比式接觸

開關，控制鑽床進程長度，因此精準度差，運用類

比計時的方式控制鑽床進退屑動作，會消耗許多時

間，且易導致效率變低，鑽頭易損壞等問題。所以

我們搭配光學尺來改善鑽床進程的精準度，和進退

屑時的效率變好，以 MSP430F5342A 為核心，將光

學尺給予的訊號結合繼電器來控制鑽床上、下移

動。電路部分包含:MSP430 為控制電路、光學尺訊

號偵側電路、繼電器驅動電路、鍵盤、LCD 模組及

整流穩壓電路。其中利用鍵盤輸入鑽床進程長度及

鑽程進程變速長度，使整個作業時間變得更有效

率。 
 

關鍵詞：光學尺、MSP5342 微處理器、鑽床。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large drilling machine use 
analogical contact switch to control its process. Thus, 
the accuracy of its position is not good. The drilling 
machine always uses the timer to control the drilling 
deep that waist much time, and easily let the drill 
damage. In this project, we used a Lase Linear Scal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controller used a 
MSP430F5342A microcontroller as the core, the Lase 
Linear Scaler as position index, and control relay to 
control the motion of the drill. The controller also has 
a keyboard, a LCD module and a regular circuit. 
Using the keyboard input the motion length and the 
changed speed position. The designed controller could 
let the worker time the drilling machine shorter. 
Keyword: Photo Linear Scaler 、MSP430、Drilling 
machine 

 
 

前言 

 
現今的鑽床機器雖然有全自動以及半自動的

存在，但成本卻很高，然而傳統大型的鑽床機器僅

透過類比式接觸開關，控制鑽床進程長度，因此精

準度差，運用計時的方式控制鑽床進退屑動作，會

消耗許多時間，且易導致效率變低，鑽頭易損壞等

問題。因此我們將傳統鑽床機器結合光學尺，改善

其精準度，加上退屑功能，使工作效率提升，操作

失誤率下降，以達到低成本，高效率的半自動鑽床

機器。 

 

2.1 系統架構 
 

本專題設計了一套系統，透過使用者輸入所需

數值，經由微控制器透過光學尺的即時測量，判斷

設定的定位點是否達到，進而控制鑽床動作。如圖

1 所示，系統架構包含:光學尺電路、控制器(繼電

器)、微控制器、LCM、鍵盤、鑽床、電源電路。 
  

      

 
 
 

圖 1. 系統架構圖 
 
 
2.1.1 光學尺 
 

蔡仁洲 吳冠頡 侯耀翔 劉省宏 
朝陽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朝陽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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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題所使用光學尺接腳分別是電源、接地、

A脈波、B脈波、和參考點輸出。全長為 17cm，精

度為±10μm，輸出訊號週期為 20μm。 

(1)電源:                                       

 通常所使用的電壓為 5v，也可以調整到 10v

依照操作者的需求來設定調整。 

(2)接地:                                   

 與所使用的電源共地。 

(3)A 脈波和 B脈波:                                     

 如圖 2，此兩信號的波形相位差 90 度，在做

左右測移電路的時候，需要靠兩信號的配合才能進

一步確認光學尺是左移或者右移。 

 

 
圖 2. A 脈波和 B脈波相位差 

 

(4)參考點輸出:                               

 在測量精準度時都會有所謂的誤差，所以參考

點輸出的功用是在一段距離內輸出一個校準脈

波，例如用 50mm 輸出一個依照全長比例去做調整

200mm 了話就設定 5個以此類推，如圖 3。[2] 

 

 
 

  圖 3. 參考點輸出 

 
2.1.2 左右測移電路 
 

 本專題運用 D型正反器正緣觸(IC-4013)的功

用，將 A脈波當作輸入端 D，而 B脈波作為 Clock

端，只有在低電位變成高電位才會動作。把正反器

的輸出 Q與/Q 各別接至互斥或閘的輸入，而另一端

輸入接地，當輸出 Q為 1，/Q 為 0 時，接至 Q的互

斥或閘輸出為 1，/Q 的互斥或閘為 0，使紅色 LED

導通，綠色 LED 不導通，反之，如圖 4，[2]。 

 

 
圖 4. 左右移波形比對 

 

 
圖 5. 整體測移電路圖 

 
2.1.3 繼電器 
 

繼電器是一種利用小電源當作開關去驅

動大電流的元件，當我們微控制器給予繼電器

訊號時，電晶體會將其訊號電流放大使繼電器

動作，相對地，若我們微控制器不給訊號時，

電晶體就會形成斷路，電流就不會流進繼電器

中的線圈。反接二極體的功用則是怕當關閉繼

電器的時候會產生反電壓導致二極體和 MCU 毀

損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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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繼電器電路圖 

 
 2.1.4 LCM 
 

透過設計者的需求可以達到多樣式的變

化，LCM 顯示器模組可以顯示兩行的字幕，總

共 20 個字元，可輸入多元化的字樣，例如英

文、數字、ASCII….等。液晶顯示面版功率消

耗低，因為液晶版面本身是不會發光的，而背

光模組能使液晶版面上的字顯示更清楚， 

我們在LCM的電源與接地端加入了電感和

電容，如圖(7)，目的是要抵抗在繼電器跳動的

過程中瞬間所產生的雜訊去干擾到 LCM，使面

板上會出現不是我們所設定的符號，或是造成

畫面當機的反白的因素。 
 

 
圖 7. LCM 電路圖 

 
2.1.5 鍵盤 
 
 我們所使用的鍵盤是用 4X4 的規格，可以搭配

著 LCM 透過簡單的設定模式，來補足設計者的需

求，如圖 8。 

 
圖 8. 鍵盤電路圖 

 
2.2 軟體架構 
 

 本專題使用光學尺訊號做計數的功能，當光學

尺動作時，會產生兩個相位差 90 度的訊號及一個

參考點輸出訊號，我們將兩個相位差 90 度的訊號

透過 XOR 邏輯閘輸出做為 Clock，此訊號產生一個

脈波為 10um，我們將 Clock 訊號當作一個外部中

斷，當 MCU 接收到訊號時，會開始計數光學尺的位

移量，而參考點輸出訊號是在校準 Clock 訊號的誤

差，所以我們將把參考點輸出訊號當做另一個外部

中斷，此外部中斷使用在於判斷是否回到自訂的原

點。我們還使用到繼電器來控制機台的動作，讓此

機器自動化。 
  

 
圖 9. 軟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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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MCU 
 
 本專題使用德州儀器所開發的晶片型號為

MSP430F5342A。用來接收光學尺的訊號，並加以計

算處理後，操控相關單位動作。其中我們使用了

Port1 與 Port2 做為外部中斷使用，外部中斷比數

位 I/O 輸入部分多一部分區塊如圖 10.紅框部分 

 

 

 

 

 

 

 

 

 

 

 

 

 

 

 

 
圖 10. 外部中斷 

 
 第一個外部中斷是由參考點輸出訊號觸發，此

中斷判別自訂原點位子並將第二個外部中斷的計

數做重置的動作，而繼電器跳動時，會產生雜訊使

MCU 計數錯誤，所以在判斷式加上更多條件來減少

因雜訊干擾所產生的錯誤， 

 第二個外部中斷是由 Clock 訊號觸發，此中斷

是計數光學尺的位移量，由左右測移電路來判斷目

前是該遞增計數或遞減計數，在此中斷也做了控制

繼電器的動作。 

 

3.1 左右側移電路 
 
(1) 我們將光學尺的訊號端接上我們的電路板， 

如圖 11。 

 

 
圖 11 光學尺訊號端 

 
 

(2) 當我們使用到進刀的時候，MCU 接收到光學尺

所傳達的訊號，並分析鑽頭走了多少距離，且控制

紅色的 LED 燈發亮，表示現在是進刀狀態，反之，

如圖 11、圖 12、圖 13 和圖 14。 

 
 圖(11)進刀工作           圖(12)進刀狀態  

 

 

 

 

 

 

 

 

 

 

 圖(13)退刀工作           圖(14)退刀狀態  

 

3.2 馬達升降控制流程 
 
 由於考慮到效率以及過熱的問題，所以我們將

慢程設為固定一公分的長度，鑽頭不會因為一次鑽

孔太深而過熱，也不會因為一次鑽孔太淺導致鑽孔

時間變長。然後考慮到保護機器不會因為回到頂部

時的撞擊改變原點而有偏差，我們將機器原點設在

光學尺三公分的位置。 

(1)首先輸入終點及變數點，判斷機器的鑽孔深度

以及有無退屑功能。當設定的終點減變數點小於等

於一時，機器無退屑功能，當設定的終點減變數點

大於一時，則有退屑功能，如圖 15。 

 

 
圖 15. 流程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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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以有退屑功能為例，輸入確定後啟動機

器，機器到達我們的自定原點時，會開始進行計

數，接下來會先到達我們輸入的變數點，由快程轉

成慢程，慢程行進一公分後，機器進行退屑的動作 

，如圖 16。 

 

 
圖 16. 流程圖(2) 

 
 

 

 

(3) 退屑時，機器會回到我們所輸入的變數值，再

次進行鑽孔的動作，如圖 17 

 

 
圖 17. 流程圖(3) 

 
 

 

 

 

(3) 考慮到效率的問題，第一次鑽孔已經鑽過部分

會以快程進行，由於鑽頭碰觸到未鑽孔部分才進行

慢程的動作，會因為切換的延遲時間，導致部分尚

未鑽孔的地方以快程進行鑽孔，而造成鑽頭毀損，

所以我們將第二次的變數點是由前一個鑽孔的底

部減 5mm 來設定的，這樣鑽頭會在碰觸到尚未鑽孔

的地方之前就切換為慢程的動作。重複進行動作，

直到到達我們設定的終點時，機器回到我們自定的

原點，等待我們下一次的操作，如圖 18。 

 

 
圖 18. 流程圖(4) 

 

4.成果檢討 

 
 本專題已將所需的功能完成，但是仍有不足的

地方和能夠再加強的部分，如下列幾點: 

(1) 當機器需做退屑的時候，鑽頭再折返點處仍有

些誤差值，無法非常精確。 

(2) 機器運作所產生的干擾我們盡可能的降到最

低，但無法完全的排除。 

(3) 本專題是設計成半自動化操作，若能在結合工

業用的機械手臂來配合，將可提高生產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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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利用 3D 列印與雷射雕刻技術來製作物品在近

年來漸漸地開始流行。隨著需求與製作的方向不同 

有越來越多不同尺寸與型態的機器被製作出來。本

專題研究的目的是針對特製的 3D 列印機構，對它

設計一套控制系統，將欲列印的圖檔所轉換出來的

尺寸圖，能完整的在 3D 列印機構呈現。專題中建

構出操作者使用介面，資料傳輸介面，3D列印機構

控制電路和韌體程式，控制韌體採用 TI MSP430 

F5342 為控器，可以讓 3D列印機構正確完成列印動

作。 
 

關鍵詞：3D 列印機構、雷射雕刻、TI MSP43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3D printer and laser carving technique 
have been used to make some articles. But, the some 
manufacturing needs and methods are different. Many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3D printer are developed. In 
this project, the goal was to develop a control system 
for a mechanism of special 3D printer which could 
control the 3D printer to finish the designing 3D 
schematic scale. We finished a user interface in PC, 
data communication between PC and controller of 3D 
printer, controller circuit, and controller firmware. TI 
MSP430 F5342 was used as the controller. Our 
designed control system could accurately control this 
mechanism to do the 3D printer.       
 
Keywords: 3D printer, Laser carving technique, TI 
MSP430 
 
1. 前言 

 
1.1 背景說明 
    在這個科技化的時代中，人類每天都不斷地追

求進步和更大的便利性，所以 3D 列印技術就這樣

發展出來而且日益普及化了。3D 列印這項技術運用

的範圍非常廣泛，小至毫米級大的甚至可用來建造

房屋。但是有如此多樣化的機器不一定都能夠符合

我們所要印製產品的需求，因此就有了自製機台的

出現，而使用自製的機構所要面臨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何去控制它，讓它能夠依照我們所設計的尺寸需

求來製作成品。 

 

1.2 研究目標 
    此套控制程序的目的在於解決非市售的自製

三軸機構控制，當市售的機台不符合我們需求的時

候，就必須尋求方法解決問題，而這個方法通常就

是自製一台符合需求的機台來應付所需。而新的機

台製作出來之後，首先面臨到的就是因為它的獨特

性並不一定能與市售機台共通使用相同的傳輸製

作流程。所以我們設計了一套控制程序讓自製機台

能夠簡易的就能夠經過簡單的程序就能使用。 
 
 
2. 系統介紹 
    本套控制程序的目的在於解決使用一台自製

的三軸機構所必須面臨的問題，因與市售機型不同

的是自製機構並非固定規格，為了與繪圖軟體相互

搭配我們從繪圖軟體輸出數值的擷取開始做起，而

其餘韌體部分則是以 MCU為核心來進行對硬體部分

的控制以及狀態之偵測。 

 

2.1 系統架構 
    本套控制程序架構如下圖 1 所示： 
    當使用繪圖軟體將欲製作之物品的檔案完成

之後，我們將其輸出的座標檔案做機構能辨別的格

式擷取，接著透過 Matlab 經由 PL2303 之 USB 線路

傳輸方式傳送至我們以 MCU 為核心設計的電路板

上進行計算以及控制，以達到驅動三軸機構進行動

作的目的。 
 
 
 
 
 
 
 
 
 
 
 
 
 
 
 
 
 

轉換座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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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 控制程

序架構圖 
 
2.2 操

作流程 
    當我們使用繪圖軟體將欲製作之物品的圖形

檔繪製完成之後，經過轉換輸出會成為本三軸機構

所能執行之檔案規格，從電腦端介面能夠選擇所要

之檔案以及 PL2303 之 USB 端子在電腦端相對應之

COM 腳位，接著就能夠開使進行座標資料傳輸，

同時三軸機構動作並開始進行雕刻或印製。 
 
3. 系統功能 

就整套三軸機構控制程序而言： 
(1) 數據轉換與擷取 
(2) 步進馬達控制 
(3) 工作範圍偵測 

 
 
4. 功能分析 

 
4.1.繪圖軟體資料擷取 
    要列印一個物品它的來源就是由繪圖軟體輸

出，但是繪圖軟體的設定並不能直接符合我們所使

用的自製三軸機構，所以就要依照機構上所使用之

步進馬達的精度還有能夠工作的長度範圍來訂定

所能接受的數值範圍。我們先將圖檔以文字方式開

啟並只擷取其中之座標資料，接著依照機構所能行

走之範圍格式進行數字擷取。擷取前資料如圖 2。 
 

 
 
 
 
 
 
 
 
 
 
 

 
 
 
 
 
 
 
 
 
 
 
 
 
 
 
圖 2 擷取

前 
繪圖軟體完成後之檔案以文字檔案方式開

啟，會看到其中有許多不必要以及 Matlab 無法辨識

及傳輸的字元，我們將多餘的字元去除以及依照計

算過後機構能夠辨識的數值格式進行截取，讓機器

能夠正常刻印。擷取後如圖 3。 
 
 
 
 
 
 
 
 
 
 
 
 
 
 

 
 
 

圖 3 擷取 後 
 

4.1.1 範圍計算 
我們所使用的三軸機構如圖 4 所示。其三個軸

皆由獨立的步進馬達組成，每個步進馬達之行程為

25mm、一步為 0.002mm 且每 500 步為一圈，因而

得知每一圈行走之距離為 1mm。但因為其三個軸上

皆附有紅外線感測器所組成之上下界感測器，經我

們實際測試後得知其有效工作長度約為 23mm。故

我們以步進馬達之一步為 1 點來計算，乘上步進馬

達所行走之 23 圈後得知馬達所能接受之單一座標

值上限為 11500。 
 
 
 
 

Matlab 傳送資料 

MCU 進行控制 

三軸機構做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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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三軸機構 
 
4.2.資料傳輸 
    資料經過傳換完成之後皆會透過 Matlab 端經

由 PL2303 來進行傳輸座標資料進入 MCU 的動作。

在座標傳輸的部分是採取逐列傳輸的方式進行運

作，目的是避免資料傳輸過程中有遺失的情況出

現。在操作介面中能夠選取所要製作之檔案以及

USB 介面在電腦端所對應的 COM 腳位，以及進行

連線即開始穿送座標資料之案鍵。圖 5 為操作介面。 
 

 
圖 5 操作介面 

     
    在資料傳輸方面是以 PL2303 線材來進行資料

的傳輸以及交換，如圖 6。其電腦端是使用 USB 介

面，會有對應的 COM 點位需要設定，而與電路板

連接端則是使用 RX/TX 來與 MCU 進行資料的交

換。傳輸方式則是因 Matlab 的限制，必須將數值除

以 255 之後將商值與餘值傳輸至 MCU 端，再進行

數值還原的動作。而主要交換的訊息有電腦端傳進

座標資料以及結束碼、檢查碼的交換。 
 
 
 
 
 
 
 

圖 6  PL2303 線材 

 
4.3.韌體簡介 
 

 4.3.1 使用之 MCU 簡介 
    本專題所使用之 MCU 為德州儀器公司所製造

之 MSP430F5342A 型號。我們將其置於轉接板上再

與我們所洗製之電路板結合，如圖 7 所示。我們使

用此款 MCU 進行步進馬達正反轉控制、上下限偵

測以及歸零等控制功能使用。 
 

圖 7 MSP430F5342A 
 

4.3.2 韌體功能架構 
    我們以 MSP430F5342A 為控制核心來進行各

項控制以及狀態的偵測及顯示。韌體功能架構圖如

圖 8 所示。 
 
 
 
 
 
 
 
 
 
 
 
 

           圖 8 韌體功能架構圖 
 
 
 

MSP430F5342A 

正反轉控制 歸零 上下限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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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硬體功能及介紹 
    本專題之硬體核心為一台自製之三軸機構，其

送進行 3D 雷射雕刻之模式為採取光聚合，以聚焦

方式讓負光阻樹脂硬化進而形成欲製作之物品。而

其主要結構是由三個獨立之步進馬達所組成之連

動機構，我們所製作出之功能為三軸同時動作並且

能夠同時進行 3D 印製功能。 
 
 4.4.1 步進馬達控制 
    此三軸機構之三個軸皆由獨立之步進馬達所

組成(如圖 9)，其訊號來源是由 MCU 計算出所需動

作之行為結果以後，傳輸出正轉或是反轉信號至與

其搭配之控制盒(如圖 10)，接著驅動使馬達開始運

作。 
 
 
 
 
 
 
 
 
 
 
 
 
 
 
 
 
          圖 9 獨立之步進馬達照 
 
 
 
 
 
 
 
 
 
 
 
 
 
 

 圖 10 與步進馬達搭配之控制盒 
 

 4.4.2 上下限偵測及控制 
    每個軸所能夠行走的範圍以及工作範圍階被

其軸上所安裝的上下限偵測器所限制住，感測器如

圖 11 所示。其上有三組 24 伏特之紅外線偵測器，

我們只取左側以及右側的感測器來做使用，最左側

的為上限偵測，以及右側的下限偵測。 
 
 
 
 

圖 11 上下限感測器 
    當感測器未被遮蔽時，它會持續的送出 24 伏

特的電壓信號，MCU 端也會應由降壓電路偵測到

有信號的輸入。當某個軸的遮蔽片遮蔽到感測器時

電壓就會中斷，MCU 端也會及時知道是哪個軸的

上限或下限被遮蔽進而做出相對應的動作。 
 

4.4.3 歸零動作介紹 
再歸零動作這方面分為兩種不同的歸零模

式，如下所示： 
(1) 作品完成後正常歸零。 
(2) 開機以及偵測到狀態異常後，先向外行走一定 
    距離再重新進行歸零。 
 
    在物品刻印完成之後會進行主動歸零的動

作，其動作方式就是當結束碼傳輸進 MCU 之後，

代表作品已經刻印完成了，三個軸就會同時向原點

方向進行迴轉，每當任何一個軸到達上限點被偵測

到時就會停止，直到三個軸的上限都偵測到為止。 
流程如圖 12 所示。 
 
 
 
 
 
 
 
 
 
 
 
 
 
 
 

       圖 12 正常歸零流程 
而在每一次重新啟動時以及出現異常過後的

歸零方式會有些許不同，因為是以紅外線偵測方式

來判斷位置的關係，每當開機時就算是在原點位置

被偵測到我們也無法確定是否真的是剛好遮蔽狀

態，或許有的軸被轉動過遮蔽的比較多，而發生異

常過後也是一樣的強況，我們無法的知任何一個軸

是否都剛好是在相同的歸零點位，所以我們設計了

不同的歸零方式來做區別。此種方式比正常歸零多

了一個向外行走 3 圈的步驟，目的是為了讓三軸都

先離開原點的感測器再重新做歸零定位，進以確定

下次進行動作會從精準位置開始。如圖 13。 
 

刻印完成 

同時向原點行進 

三軸皆到達原點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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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特殊歸零方式流程圖 
 
 4.4.4 電路板介面介紹 
本專題所使用的控制核心為 MCU，所以我們親自

設計了一塊電路板並且以手洗方式完成。主要輸入

店員為 24 伏特，其上包含了輸入電壓的分配以及

降壓、上下限偵測電路、控制線的連接以及狀態燈

號的顯示。電路板如圖 14 所示。右下的紅色 LED

為電源燈，當電源正常輸入時亮起；下方中間綠色

LED 為定點提示燈，當達到座標定位時會閃爍一次: 

中間黃色 LED 為狀態提示燈，閃爍表示等待資料輸

入、恆亮則代表正在工作中。 

 
             圖 14 電路板全貌 
 
5. 成果檢討 

本專題已大致完成所設定的目標，其中也碰到

許多困難，例如電路板的設計，以及程式的撰寫設

計，最終還是達成了所設定的目標，對未來的期望

則是希望當有人因需求而必須自製三軸機構時能

夠對他有所幫助。 
但針對整套控制流程還是有些地方需要進行

改進才能使整套系統更加完美。以下陳列出尚可改

進之部分。 
(1) 電腦端介面目前只有檔案選擇，尚未有即時顯

示製作之進度的部分。 
(2) 資料傳輸與製作之速度需要有效提升，否則製    

做時間過長。 
(3) 繪圖軟體輸出未與系統直接整合，繪圖軟體之

檔案必須額外使用程式轉換才能進行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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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專題所使用之延伸行三軸機構為中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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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或異常排解後 

向外旋轉 3 圈 

向原點迴轉 

三軸皆到達原點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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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Arduino 之智能拐杖開發 
 

 
摘要 

由於社會結構變遷，老年人獨處的時間日益

增加。老年人的行動以及安全逐漸重要。拐杖是

老年人重要的隨身物品之一，尤其是行動不便

者。老年人許多身體的機能逐漸老化，比如:聽

力、視力、行動力、支持力、平衡力等。因此我

們製作一個適合老年人使用的多功能拐杖。本專

題基於 Arduino 開發智能拐杖，此拐杖具有以下

六個功能，一、超音波距離感測，二、跌倒警

報，三、危險警報按鈕，四、照明設備，五、在

暗處自動亮光，六、GPS 定位等。首先我們考慮

居家安全，當老人家因視力衰退許多物品無法看

得清楚，因此我們以上下高度感測障礙物的方式

提醒老年人注意行走環境。其次，老年人最擔心

跌倒，因此我們也以三軸加速規做為跌倒警報。

另外，當老年人覺得危險時，本設計拐杖也有緊

急按鈕可供使用者使用。而照明設備除了可以讓

老年人在暗處看見行走路徑外，更可以提醒周遭

的人注意老年人的存在。若老年人必須出門時，

有了 GPS 定位，便能輕鬆知道使用者所在位置。

此專題可以應用在年長者、行動不太方便者，增

加使用者的安全。 

 
關鍵詞：年長者、智能拐杖、超音波測距、GPS 定

位。 
 

Abstract 
 

Due to the change of social fabric, the time alone 

for the aged is increased. The environment and safety 

for elder is important. Crut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elongings for elder, especiall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body functionality of many elder is 

gradually degenerate, such as: hearing, vision, action, 

supportive, balances and so on. So we make a walking 

stick with multi-function for the elderly. Based on 

Arduino technology, we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a 

smart crutch. This crutch has the following six 

features, 1. ultrasonic distance sensing, 2. fall alarms, 

3. hazard warning button, 4. lighting equipment, 5. 

automatic light in the dark, 6. GPS positioning. First, 

we consider home security. The elderly can’t see 

clearly due to his vision loss, intelligent crutches can 

sense obstructions to remind the elderly attention in 

his walking environment. Secondly, the elderly are 

most worried about the fall, so we embedded fall 

alarm based on three-axis accelerometer technology. 

In addition, when the elderly feel danger, the design 

of a cane is also available for users to use the 

emergency button. Lighting equipment not only 

allowing the elderly to see clearly in the dark , but also 

reminding people who are around the elderly must pay 

attention. If the elderly have to go out, our developed 

smart crutch with GPS will be able to easily know the 

location of the user. This topic can be used in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y to increase the 

safety. 

 
Keywords: Elder, Smart Crutch, Ultrasonic 
Ranging, GPS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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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目前國內擁有許多種類的拐杖，但是對於老

年人或者行動不便者而言，功能都較單一或薄弱，

無法幫助他們行動，因此我們想要至做一個穩固

且多功能的智慧型拐杖。在技術上我們以Arduino
進行研發，以老年且行動不便為發想，結合各式功

能，增加其多樣化的功能性，達到使用者生活上的

便利。我們開發的智慧多功能拐杖含有以下幾個

功能：1. GPS定位功能:可利用回傳的座標，輸入在

GOOGLE MAP即可知道其現在所在的位置，2. 超
音波感測及提醒:當接近障礙物時會有聲音警報作

為提醒，3. 跌倒警報-MPU6050:使用者跌倒，拐杖

呈水平狀態時，便會發出警報聲，尋求旁人協助，

3.光敏模組:當光線昏暗時，LED會自動發亮，4.夜
間照明系統:夜間行走時可手動開啟，照明路面以

防危險，5.警報呼救系統:使用者遇到危險或突發

狀況時，能按下按鈕發出警報聲。 
 

2. 實驗方法 
 
在眾多的拐杖中，我們選擇使用四角拐杖，其

優點為穩定性佳、重量適中、機動性高。在軟體方

面，我們採用Arduino 1.6.5，搭配包含GPS模組、

超音波感測模組、三軸加速規等。圖一為我們開發

平台Arduino Uno控制板上視圖。 
 

 
圖 1、 Arduino Uno 控制板 

(圖片來源：Arduino.cc) 
 
Arduino 是一種開放授權的互動環境開發技

術，開放源碼 open - source。不僅軟體是開放源

碼，硬體也是開放的。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類，分

別是 Arduino 硬體、Arduino 軟體、 Arduino 
擴充元件，硬體部分可分為類比/數位輸入和輸

出，USB 的資料傳輸和供電等。表 1 為 Arduino 
I/O board 接腳說明。 

 
 
 
 
 
 

表 1、Arduino I/O board 接腳說明[1] 

 
 
 
以下介紹本開發之外接模組，圖 2 為超音波元

件的外觀圖。超音波從發射到返迴是兩段距離，

計算時必須將結果除以 2 才是正確的物體距

離。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底下的公式算出物體距離

（距離單位為公分，其中 timing 是測量得到的

音波傳播時間）： timing / 29 / 2。[2] 

 
圖 2、超音波元件外觀(HC-SR04) 

本開發所用的 MPU6050(三軸加速規)[3]，其

規格如下所述，核心晶片：MPU-6050 模塊，如

圖 3 所示 。供電電源：3-5v（內部低壓差穩

壓）。 
通信方式：標準 I²C 通信協議 。晶片內置 16bit 
AD 轉換器,16 位數據輸出 。 螺儀範圍：±250 
500 1000 2000 °/s。加速度範圍：±2±4±8±16g。 

圖 4 為光敏電阻，是隨入射光的強弱（光子

的多寡）而變化的電阻，這種光敏電阻的特點之

一是「敏感」的範圍較大，他不像光電效應那

樣，只是某一特定頻率的光子照射時才會擊出電

子。 

Digital I/O 共 13 接腳，數位輸出/輸入端 

(pin 13 作為 LED 指示用) 

Analog Out 共 6 接腳，在 Digital I/O 中的 

pin 3,5,6,9,10,11 可做類比輸出 

使用 

Analog In 共 6 接腳，類比輸入端 pin 0~5 

Tx/Rx 支援 Tx/Rx 訊號輸入輸出（若 

使用時，Digital I/O pin 0,1 不可 

作為數位輸出入/使用） 

USB 傳輸

與供電 

支援 USB 直接供電，以及 USB 

接頭資料傳輸 

輸入電壓 可選擇 USB 直接供電或外部供 

電(建議 7V~12V)，用 JUMP 切 

換  (Duemilanove 版本改用自

動 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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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MPU6050(三軸加速規) 

 
 

 
圖 4、光敏模組 

 
圖 5 為蜂鳴器，其發聲的原理是利用 PWM 

產生音頻，驅動蜂鳴器，讓空氣產生振動，便能

發出聲音。只要適當地改變振動頻率，就可以產

生不同音階的聲音。如果再搭配不同的節拍，就

可以播放一首歌了。 
 

 
 

圖 5、蜂鳴器原件 
 
全球定位系統，如圖 6 所示（英語：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通常簡稱 GPS），又稱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它可以為地球表面絕大部分地區

（98%）提供準確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度的時間

標準。其優點 1. 隨著微型 SD 接口。2. 有源天

線設計，具有高接收靈敏度，兼容普通天線。3. 
極快的首次定位時間在低信號電平。 
 

 
圖 6、Arduino GPS Shield 

 
3. 系統展示 
 
3.1 超音波展示 
 
如圖 7 所示，左邊顯示的為拐杖上方超音波；右

邊顯示的則為下方超音波。 
 

 
圖 7、超音波程式 

 
 
 

3.2 MPU6050 展示 

 
圖 8、MPU6050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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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MPU6050 取得空間姿態的 row data，我們需

要 MPU6050 來幫我們判斷現在拐杖是正或是倒

的，框起來部分如果是“小於 0”，代表現在拐

杖是倒下的，如圖 9、10 所示，並會發出聲響讓

人知道使用者現在需要幫助。 
 

 
圖 9、MPU6050 顯示-1 

 
圖 10、MPU6050 顯示-2 

3.3 光敏模組展示 
 

 
圖 11、光敏程式 

 
使用 Arduino 板配合光線偵測元件偵測光線的強

弱，並以 LED 指示光線的強弱，當光線轉暗時，

點亮 LED，反之，光線轉強時，關閉 LED，如下

圖 12 所示。 
 

 
圖 12、偵測光線 

 
3.4 Arduino GPS Shield 
 
圖 13 為 GPS 接收到衛星的訊號，回傳目前的位

置坐標，紅框標起來的地方。 
 

 
圖 13、GPS 接收衛星訊號 

 
圖 14 為 GOOGLE MAP 打上 GPS 接收到的座

標，即可知道位置。 
 

 
圖 14、輸入座標 

 
3.5 緊急求救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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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求救鈴程式 

 
此功能可以讓使用者在遇到緊急狀況時，按下按

鈕尋求協助，如圖 16 所示。 
 

 
圖 16、求救鈴按鈕圖 

 
4. 結論 
 

國內老年人口比例日亦趨增，因此拐杖的需

求與實用度及便利性相對的增加，國內市場上雖

然有零零種種的拐杖，但其功能性較單一。 我
們研發的拐杖集結各種實用性高的功能，不僅有

在晚上會自動發亮的光敏模組及可手動開啟的手

電筒功能能確保使用者夜間行走的安全，還有跌

倒警報功能，拐杖呈水平狀態就會發出警報，超

音波感測障礙物功能，遇突發狀況，可手動開啟

的警報系統，最重要的是我們擁有 GPS 全球定位

功能，只要連接電腦，將回傳的數值輸入到

Google map 內，便可知道目前使用者所在的位

置。 相信一隻拐杖擁有以上介紹的各種功能，

絕對能夠為使用者帶來更便利更加舒適的生活品

質，也可以讓使用者的家人更加安心其安全。 
 
5. 參考文獻 
 
[1]、http://interactive2go.blogspot.tw/2009/04/get-
to-start.html  NTERACTIVE2GO 
[2]、http://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2/09/hc-
sr04.html  HC-SR04 超音波感測器介紹 
 
[3]、http://ming-
shian.blogspot.tw/2014/05/arduino21mpu6050row-

data.html Arduino 
範例 21：利用 MPU6050 取得空間姿態的 row 
data 
[4]、 
http://www.itead.cc/itead-gps-shield.html  
Arduino 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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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吉他自動調音器之開發 

 

 

 

摘要 

 
我們已經成功的製作一個電吉他自動調音

器。市面上一般的調音器只能手動調音，自行旋轉

弦鈕同時與調音器上顯示做比較，再逐一將每條弦

調準，才完成調音的步驟。這樣的過程是費時且麻

煩的。 為了避免在調音時浪費太多時間，我們專

門為電吉他設計了一台自動調音的裝置，利用馬達

自動將要調音的弦調整到正確的音頻，與人工方式

比起，能夠大大減少調音的時間與提升調音準確

性。此外，本開發自動調音系統還能切換想要演奏

的調性，只需要在調音前預先設定好，就能依照選

擇的調性做調音。除了自動調音的功能外，我們還

設計了可以將弦快速旋緊及鬆解的功能，讓使用者

可以在弦斷裂或生鏽時，利用裝置快速將弦做更

換。一般電吉他拾音器所產生的電壓大約

0.5-0.8mV，但是 Arduino類比接腳只能接收 0V到

5V來判斷高低位，因此我們利用正相放大器將訊號

放大到將近理想值±2.5V，再發送訊號進入 Arduino 

analog輸入腳位。本專題設計的裝置可以適用於所

有種類的電吉他，可提供樂手快速且方便的調音流

程，避免手動調音時所浪費的多餘時間，進而大幅

增加了演奏與練習的效率。 

 

關鍵字: 拾音器、自動調音、重新調音、快速換弦 
 

Abstract 

 
We have successfully implanted an automatic 

tuning system for electric guitar. The tuning of 
commercial pickup device must be adjusted by hand. 

According to the pitch value displayed on the monitor 

of tuner, the user tune the machine head to get the 

same pitch. Repeat these steps until all strings were 

tuned completely. Such a process is time consuming 

and cumbersome. In order to avoid wasting too much 

time at the console, we designed specifically an 

automatic tuning device for electric guitar. The motor 
will be tuning the strings to the correct tightness 

automatically. Compared with the pickup, automatic 

tuning system can greatly reduce the time and upgrade 

tuning tuning accuracy. In addition, our developed 

automatic tuning system can also switch the tone you 

want to play. Users only need to set up in advance 

before tuning, automatic tuning system will be able to 

d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lected tone tuning. In 
addition to automatic tuning functions, we can also 

design a chord quickly tighten and release functions. 

When the string breaks or rust, the user can use this 

device to quickly replace string. Generally, the 

required voltage of pickup is about 0.5-0.8mV. 

However, the range to judge the low-high voltage 

level for Arduino is from 0-5V. Therefore, the required 

voltage was amplifier to around 2.5V of setting 
voltage, and then send the signal into the Arduino 
analog input pin. The topic of designed device can be 

applied to all kinds of electric guitar. The provided 

quick and easy tuning process can save unnecessary 

wasted time, thereby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the 

performance and efficiency of practice for musicians. 

 

Keywords: Pickup Device, Automatic Tuning, 

Re-tuning, Fast Changing Strings 

 

1. 前言 

吉他早在 19 世紀已經示很普遍的樂器，但是

吉他的音量小，通常只能做為伴奏的樂器，直到西

元 1930 年吉他拾音器的發明後，電吉他便成為各

種音樂風格演奏的重要角色，而電吉他的演奏方式

以及其音效的多變性更為人們所吸引並學習。至今

不管是深受年輕人熱愛的搖滾樂，或是讓人放鬆舒

適的爵士樂。因此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決定提升

吉他調音的便利性，讓熱愛音樂的人們能因此而更

加地享受練習；對電吉他的演奏有更深一層的熱

忱。 

踏入電吉他的最出門檻是調音，初學者常因為

調音的問題而卻步。因此，我們製作出一個自動調

音系統，此裝置的功能為自動將樂器調音至正確音

準，利用接收樂器的頻率訊號決定調音方向及幅

度，以方便使用者不管是練習或者演奏時，能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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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且準確將樂器音準重新校正，並馬上進入狀況開

始練習及表演。由於接收的數位訊號精度準確並且

與裝置調音馬達相對應並同步執行，因此其調整偏

移值得精確度比人為調音更為精準，不必擔心調音

後仍不對調的問題。 

2. 實驗方法 

Arduino 互動程式開發的設計師 Amanda 

Ghassaei 在研究中提出[1]，若直接將音訊發送進

Arduino，所轉換出的電壓波形會輸出以零為中心的

±V訊號，但 Arduino 類比接腳只能接收 0V到 5V來

判斷高低位，且透過外接音訊所發送進裝置的電壓

訊號通常很微弱(通常為 200~250mV)，因此在開發

上必須調整電壓。我們運用 TL082和電阻將訊號做

非反相放大，所以我們選用 22k 歐姆和 100k 歐姆

來做訊號的放大，當訊號通過電阻時得到放大倍率

為 1+100/22=4.6，能將原本的訊號放大 4.6 倍左

右，這樣壓值會被放大到±2.3V接近理想值±2.5V。 

 
圖 1. 訊號波形放大前後差異圖 

 

然後根據她提到可用 2 個電阻串聯做分壓並

用電容將訊號中心偏移。運用了 2 個 100k 歐姆的

電阻和 10uF和 0.1uF的電容，先將 Arduino 5V電

壓做分壓後得 2.5V，在經放大器後連接 10uF 和

0.1uF電容輸出進入 A0腳位，藉此將送進的電壓訊

號中心點偏移置 2.5V左右。 

 
圖 2. 訊號波形偏移前後差異圖 

 

最後利用 ADC Timer interrupts計算出正弦波

的頻率，方法是透過 A0 連續採樣，每經過中心值

2.5V(8 位元訊號為 127)且斜率也為上升狀態，則

儲存那個位置點並使 timer值增加，並在下一次經

過且斜率也是上升狀態時回傳 timer值，此時計算

出的就是訊號的週期。因為基本音頻訊號採樣頻率

約為 38.5kHz，且 ADC轉換需要花費 13個時間週期

(clock)，因此我們將 ADC 計數器頻率在編手動設

定為 500kHz得到接近我們所需的採樣頻率(500/13

約等於 38.5kHz)，而將算出的採樣頻率除上計算出

的 timer值就可得出訊號的頻率值。 

 
圖 3. 頻率計算程式碼 

2.1 系統電路圖 

本系統利用TL082放大電路將原本接收到的電

壓訊號放大到 5V(p-p)範圍內，並利用 DC直流偏移

將原本 0V 偏移至 2.5，供 Arduino 類比訊號 A0 腳

位接收並運算。 

8、9、10、A3、A4、A5腳位為最粗到最細弦所

對應到黃色 LED位置。12腳位為大按鈕來控制回到

上一個要調音的弦。5、11 腳位為小按鈕控制馬達

正反轉(鬆緊弦)。2、3、4 腳位對應到 6 段波段開

關 1、2、3位置來做切換調性使用。 

 
圖 4. 自動調音系統電路圖 

 

2.2 系統工作流程圖 

 
圖 5. 自動調音系統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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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系統功能 

(1)自動調音 

(2)多組調性可以選擇 

(3)快速鬆緊弦來更換新弦 

(4)手動更換條音的弦 

 

表 1. 與一般市售調音器做比較 

 
一般市售調音

器 
自動調音器 

調音速度 慢 快 

準確度 普通 準確 

調音方式 手動調音 自動調音 

系統化 單純調音 
整合許多功能

與調音 

更換弦速

度 
慢 快 

CP 值 低 高 

 

3. 研究成果及討論 

接收頻率部分，我們利用程式碼分析發送進

Arduino analog 輸入腳位的訊號並進而確定音訊

頻率。頻率取樣範圍設為 38.5kHz(可接收任意波

形)，並利用接收進來的訊號所生成的正弦波峰對

峰值檢測頻率，並藉由 loop 迴圈不斷讀入新的頻

率值以做為持續判斷條件的參數。 

自動調音部分我們藉由編譯進 Arduino 的程式

計算出頻率，並將頻率值與預先設定好的正確音頻

值做比較，進而驅動伺服馬達正反轉，以達到自動

調音的效果。而裝置開啟時是由最粗弦開始調音，

調至對應的黃燈閃爍時表示音準正確並調音完

畢，閃爍完時裝置將會自動切換亮下一顆燈，表示

可開始為下條弦做調音，依序進行即可完成 6條弦

的調音動作。使用者也可利用大按鈕切換燈號，以

控制當前要調音的弦。 

而切換調性的部分，我們利用 6 段切換開關連

接 Arduino作 loop迴圈判斷，藉由開關狀態決定 6

條弦在特定調性的正確頻率，而設定常用調性有三

種：吉他標準調性、全弦降半音以及 Drop C 調，

設定完畢後即可繼續調音步驟，裝置將會自動依照

使用者設定好的調性調音。 

 

3.1 成果展示 

在馬達部分，必須考慮到旋轉吉他旋轉扭力以

及連續旋轉的問題，因此在步進馬達被屏除。我們

使用伺服馬達，並藉由頻率判斷角度。另一個必須

克服的問題是，伺服法達只能定位 0~180 度，因此

必須調整伺服馬達可以依據訊號調決定旋轉方向

以及轉速，進而順利達到快速調音的目的。 

在操作方面，首先將電吉他導線插入我們自動

調音器的音源輸入插孔，並開啟電源，如圖 6所示。 

 
圖 6. 音源輸入及開起裝置圖 

 

開啟裝置後第一顆黃色 LED會亮起，表示可以

開始從吉他中最粗弦，第 1條弦，調到最細弦，第

6 條弦，並利用波段開關來選擇當前想要調音的調

性組合，可選擇 3種不同調性，如圖 7所示 。 

調性分別為： 

(1)標準調   (2)降半音  (3)Drop C調 

 
圖 7. 燈亮起後選擇調性示意圖 

 

如圖 8 所示，將馬達套上電吉他的旋鈕並彈撥

要調音的弦，持續彈播直到黃色 LED閃爍 3次表示

已經調到正確音準，黃色 LED會跳至下一個與下一

條弦所對應的燈，如圖 9所示，繼續下一條弦的調

音，依序將 6條弦調至正確音準即可完成調音。 

 

 
圖 8. 馬達連接電吉他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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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跳至下一條弦對應黃色 LED 燈示意圖 

 

如圖 10所示，也可利用大按鈕切回到上一條弦

對應到黃色 LED燈的燈號，重新做調音動作。 

 
圖 10. 大按鈕示意圖 

 

為了快速更換弦，如圖 11所示，我們額外增加

了兩個小按扭分別用來將弦轉緊或轉鬆，提高更換

電吉他上弦的效率。將馬達套上電吉他的旋鈕，按

下對應的小按鈕即可調整馬達正反轉讓弦可以變

緊或變鬆。 

 
圖 11. 鬆緊弦示意圖 

4. 結論 

透過設計互動式產品提升人們的生活效率以及

品質一直是科技業相當重視的領域之一。經過這次

的開發研究，讓我們認識到許多有關 Arduino 設計

與應用方面的知識，並且對於互動式系統設計產生

了許多想法以及興趣。 

我們已經成功開發出電吉他自動調音器。藉由

這次的開發，可以讓初學者可以快速的調音，幫助

初學者可以跨越學習電吉他的門檻。市售的調音器

除了安裝附雜外，必須手動調弦以及自己確認音準

等因素都會讓初學者卻步。我們開發的電吉他調音

器具有(1)自動調音，(2)可選擇多組調性，(3)可

快速鬆緊調音等功能，讓學習電吉他更具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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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 OpenStack建置雲端資安練習平台(CTF) 

中文摘要 

傳統對於伺服器的定義都是一機多服務

制，如此一來不僅會讓機器應付太繁雜的工

作，且有硬體上的限制。在雲端運算出現

後，將繁雜的計算服務個別獨立一台，並透過

網路將服務串聯起來形成大型的平台，提供 IT

服務，由於雲端運算使用的是「虛擬」資源，

不僅增加計算效率，也降低主機的負載，且能

同時提供給使用者更快速的服務。 

 由於網際網路相關資訊技術越來越重

要，資訊安全的重要性也隨之增加，而 Capture 

the flag(CTF)競賽在國內外是相當盛行的資安

競賽，許多大學或資安團隊皆會透過此競賽進

行資安技術的練習來增加資安相關實務經驗。 

 基於上述兩點，本研究利用開放原始碼

(Open Source) 的  IaaS 雲 端 平 台  ─ 

Openstack，設計線上資安攻防練習平台，介

紹 CTF 的形式與所需具備的技術，接著與實

際網路環境中較容易遭受攻擊之威脅做競賽

題目。平台也採用較簡易的題目做為競賽題

目，讓一般使用者參與，透過 CTF 學習資訊

安全相關知識，既可避免真實攻擊別人時觸犯

法律，也可達到學習目的。 

關鍵詞：雲端運算、OpenStack、奪旗競賽、

虛擬資源、資訊安全 

Abstract 

   Traditional servers are defined lots services 

in a machine, this way not only make the 

machine work too complicated, but have 

restrictions on the hardware. The complicated 

compute services are separate into single service, 

and combine the service through internet be a 

large platform to provide IT services, cause 

cloud computing is use "virtual" resources, not 

only increase the computational efficiency, but 

also reduce host's load, and can also provide 

most fast service to users. 

 Because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importanc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have increased, and 

Capture the flag(CTF) contest at domestic and 

overseas is more popular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est, many universities and security team are 

through the contest to increase information 

security-related practical experience. 

 For these, in this study, we are use of open 

source IaaS cloud platform - OpenStack, 

designing online information security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practice platform, introduced with 

the desired form of CTF technology and related 

technology, then we use more vulnerable to the 

threat of attack as contest topic. The platform 

also uses a simple topic as the contest topic for 

general user to join, and through CTF to learn 

information security-related knowledge, boy 

only can avoid breaking the law when the real 

attack,  but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Keywords: Cloud Computing、OpenStack、

Capture The Flag(CTF)、Virtual Resource、

Informa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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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對於使用雲端運算[1]，大部分開發人員

會覺得使用相關套件跟尋找配備是非常困擾

的事情，通常都需要跟學校的資訊中心或是企

業合作才能獲得較大型配備架設環境來提供

學術相關研究。  

 基於以上問題，本研究找到 OpenStack

基金會所開發的雲端套件，此雲平台可用兩台

以上的家用電腦架設，並且利用虛擬機建置服

務，而服務配置部分也做得相當好，不會讓主

程序飢餓，於是我們利用虛擬機來建置雲端資

安練習平台(CTF) [2]來提供社群使用者來練

習，藉此提升社群交流以及大眾的資安觀念，

讓資安圈可以在台灣多點注意。 

2. 系統環境與特性 

2.1 系統環境 

本研究採用高度穩定性的CentOS[4]系統

建置 OpenStack[3]雲端平台並結合 Ruby on 

Rails打造線上資安練習平台(Capture the flag, 

CTF)。 

 OpenStack 是一個自由軟體和開放原始

碼項目打造基礎設施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且有 Apache許可證授權，並以運

算(Nova)、網通(Neutron)、儲存服務(Swift)

和儀表板 (Horizon)服務來打造雲端服務平

台，並且利用虛擬資源對外帶來運算服務，

以便利彈性擴充或調度。 

當中的服務可依照管理者的需求去安

裝，其內部服務為下列 9項： 

(1). Nova：這部分為主要運算服務，目的

在於部署與管理虛擬機器的功能，而

此服務是可擴展至多台的運算服務，

藉此讓虛擬機的運算資源最大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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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Glance：虛擬機器磁碟或伺服器的映像

檔尋找、註冊以及服務交付等功能。 

(4). Horizon：提供簡易Web介面和管理控

制台，讓 IT人員可以綜觀雲端服務目

前的規模與狀態，並能夠統一存取、

部署與管理所有雲端服務所使用到的

資源。由於 Horizon 可擴展的網頁式

Application，所以可藉此整合第三方

的服務或是產品，像是計費、監控或

是額外功能。 

(5). Cinder：主要是提供 Block資料存取，

另外整合了運算套件，可讓 IT人員查

看儲存設備的容量使用狀態，具有快

照(Snapshot)功能。 

(6). Keystone：具有中央目錄，能查看哪位

使用者可存取哪些服務，並且，提供

了多種驗證方式。 

(7). Neutron ： 提 供 網 路連 接 即 服 務

(Network-Connectivity-as-a-Service) 功

能，讓網路管理功能且可擴展，透過

API來管理的網路架構系統，使其支援

眾多的網路供應商和技術，而 IT人員

可分配 IP位址、靜態 IP或是動態 IP。 

(8). Ceilometer：提供 OpenStack雲端服務

可藉由監控與量測 OpenStack 的使

用，來收集 CPU與網路的使用資料，

以提供收費計價（Billing）、評測

（Benchmarking）等使用，或是使用

這些資料當作評估系統延展性以及進

行系統相關統計之用。 

(9). Heat：主要提供一個以模板（Template）

為基礎的架構來描述雲端的應用，模

板中可以讓使用者建立如虛擬映像實

體（Instance）、浮動 IP 位址、安全群

組（Security Group）或是使用者等

OpenStack各種資源，也就是說，Heat

讓使用者可以設定一個雲端應用模

板，來串連建立設定相關所需的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1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Apache%E8%A8%B1%E5%8F%AF%E8%A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9%9B%E6%93%AC%E6%A9%9F%E5%99%A8


3 

 

OpenStack服務資源，而不必一個個分

別去建立設定。 

 Ruby on Rails（簡稱 ROR，或 Rails）[5]，

是一個使用 Ruby 語言寫的開源 Web 應用框

架，它是嚴格按照 MVC 結構開發的，透過

MVC 模式，我們可以有系統的建構程式碼，

並且分離程式邏輯和使用者介面，讓前端與後

端開發者可以獨立作業，也讓程式碼有著一致

性的結構，增加程式的可讀性。 

以下三點為MVC架構在 Rails中的分類： 

(1). Models：代表了應用程式的資料和操作資

料的邏輯。在 Rails 中，Models 主要的

功能是負責操作資料庫資料表。在大多

數的情況，一個資料表就對應了一個 

Model。你的應用程式商業邏輯也會放在 

Models 中。 

(2). Views：代表了應用程式的使用者介面。在 

Rails 中，Views 通常就是有內嵌 Ruby 

程式(可以操縱如何顯示資料)的 HTML 

檔案。Views 負責提供資料給瀏覽器或

其他發 HTTP 請求的軟體。 

(3). Controllers：它是 Models 和 Views 之間

的黏著劑。在 Rails 中，Controllers 負

責處理從瀏覽器進來的 HTTP 請求，並

對 Models 詢問資料，然後將資料傳進 

Views 中顯示出來。 

 

2.2 系統特性 

本研究參考 OpenStack - Documentation 

for Juno[6]的系統文件建置雲平台，利用分散

式運算特性將功能分別以三個以上主機

(Controller, Network, Compute1…)呈現，如此

一來可增加主機們的運算效率並減少作業系

統的負擔。雲平台內的虛擬機是使用

KVM(kernel-based virtual machine)建立，且虛

擬機必須使用 nova 套件所建立出來的金鑰才

可登入，避免安全性相關的問題。 

 資安練習平台是以存取控制、密碼學以

及安全架構設計網頁與題目，目的是透過模擬

各式各樣的安全性問題，讓使用者從中得知漏

洞的嚴重性並且了解攻擊是如何進行，增加使

用者資安的觀念進而防範漏洞的產生。 

3. 系統概述 

3.1  系統架構 

 本節將介紹我們的研究方法及步驟，系統

架構如圖1所示，後續我們將對系統的流程與

架構做詳細介紹，其系統架構如下： 

 

圖 1系統架構流程圖 

步驟一： 管理者可連接至伺服器裡並透過指

令選用虛擬機的資源來分配大小並建立。 

步驟二：  Controller 會透過遠端程序呼叫

(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7]相關套件呼叫

Network 以及 Compute Node 裡的 Nova 跟

Neutron套件建立並配置網路給虛擬機。 

步驟三： 由於是自製映像檔，檔案內已經將

整個服務建置完成，所以管理者只需將資安練

習平台啟動即可。 

步驟四： 使用者透過網頁連接平台，註冊並

登入後即可練習。 

步驟五：網頁會將使用者資料存至資料庫中方

便管理者管理。 

步驟六：管理者可透過 noVNC[8]所提供的功

能在網頁查看虛擬機是否有出錯，以及可在網

頁上觀察 OpenStack整體服務狀況。 

步驟七：Horizon 則將管理者的要求傳回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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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去變更。 

  OpenStack 實體主機規格如表 1 所示，

因 Compute Node需使用虛擬機來架設服務，

所以需要規格較好的 CPU 與較大的記憶體

空間，而 Controller Node 與 Network Node

雖然需處理不同的服務，但相較於 Compute 

Node，所需要的記憶體比較少，CPU 規格也

不需跟 Compute Node一致。 

表 1 OpenStack主機規格 

Node CPU Core Memory 

Controller Intel E7400 

2.80GHz 

2 4GB 

Network Intel E7400 

2.80GHz 

2 4GB 

Compute1 Intel i7-4790 

3.6GHz 

4 4GB 

  本研究使用 Ruby on Rail(RoR)來開發

CTF 網站，使用 MVC(model-view-controller)

系統，model負責與資料庫溝通，view負責將

介面顯示在使用者的瀏覽器上，controller 則

分析使用者的 Http Request，並轉交給 model

和 view 做下一步處理，由於邏輯跟使用者介

面分離，在程式碼維護上也容易許多，架構下

如圖 2所示。 

 

圖 2 Rails MVC架構圖 

  除此之外，RoR 有兩個開發原則，分別

是不做重複的事(Don't Repeat Yourself)和慣

例優於設定(Convention Over Configuration)，

第一個因 RoR是基於 Ruby的網頁架構，所以

擁有 Ruby的動態性質，能夠輕鬆把程式碼縮

減至最少，第二個是 RoR 會預設好大部分的

設定，在開發過程中不需在設定檔上花費心

力，也因為這些特色，讓開發人員可以在短時

間內提升生產力。 

3.2 系統特色 

本研究以 CentOS 7 作業系統架設

OpenStack雲端平台並與Ruby on Rails作為練

習平台開發軟體，本研究有以下幾點特色： 

(1). 管理性（manageability）：使用Horizon所

提供的Dashboard管理其虛擬機狀態以及

虛擬機所提供的服務。 

(2). 資訊安全（security）：透過CTF網站可練

習到密碼學、資訊隱藏、網路安全以及

系統安全相關的技術。 

(3). 高可用性（high availability）：使用KVM

所提供的快照(Snapshot)備份，如此一來

即使在使用過程中系統故障，也可藉此

功能還原系統找出錯誤。 

(4). 分散式管理 （distributed management）：

將主機分別以Controller、Network以及

Compute去作分類，讓主機分別去處理計

算量較複雜的部份，例如：網路分配計

算、虛擬機資源分配計算等，降低主機

負載且可增加虛擬機的運轉速度，如此

一來也可將所消耗之總能源降至最低。 

我們的系統包含以下二大部分： 

1. OpenStack雲平台：可在網頁(Horizon)上得

知虛擬機目前使用狀態以及主機資源被利用

多少。  

2. CTF練習平台：不同分類的題型讓使用者可

以依照自己喜好去作練習，分數也依照題目難

度而定，且有排行榜可讓使用者得知自身的程

度在哪。 

4. 系統實現 

本研究分為二大部分：OpenStack 雲平

台、CTF練習平台，以下為本研究規劃之操作

介面流程圖，並將針對這二大部分詳細說明。 

4.1  OpenStack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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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顯示整個流程，管理者在登入系統

後，若要建置虛擬機，Controller Node會要求

管理者所需要配置給虛擬機之資源，其後將配

置內容傳送給 Compute1 Node，讓 Compute1

利用KVM內部指令來建置管理者所需要的虛

擬機，若資源不足或網路錯誤則會回傳錯誤，

建置成功後則會跟 Network Node 要求一組

IP，讓管理者方便登入。  

當前OpenStack主要用於測詴各項伺服器

映像檔之建置、雲端運算實驗、以及實驗室同

學一同使用。本論文就是在OpenStack 上開發

CTF雲端練習平台，管理者可以透過網頁介面

(Horizon)登入OpenStack，並可在登入時看到

整體資源使用率。 

 圖 4 為管理者在網頁上建立虛擬機所需

選擇大小以及映像檔的地方，可在當中選擇所

要配置的私鑰以及對外以及內部網路，如圖 5

所示。 

 

圖 4 虛擬機建立圖 

圖 3 OpenStack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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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對外 IP分配圖 

 圖 6 則是在 OpenStack 中虛擬機的資訊

圖，當中可以知道對內外 IP、私鑰、資源大小

以及能在下拉選單中使用快照、重新配置資

源、虛擬機主控台等功能。 

 如圖 7 所示，若管理者較習慣在命令自

元操作，也可在指令列上直接下建立指令，執

行速度也較網頁上快速許多，另外也可在主控

台中利用 noVNC所提供的功能直接在網頁上

使用虛擬機來做軟體服務，如管理者是用非

Linux時也可操作，圖 8為實際使用情況。 

 

圖 8 遠端命令字元使用圖 

 Horizon中有選項可察看網路拓樸圖，因

網路部分是使用 Open vSwitch[9]來打造整體

環境，可讓管理者在當中看到使用中的 Router

以及整體配置狀況，如要限制特定網域使用，

也可直接點選 Router進去設定其限制。 

4.2 CTF練習平台 

 我們主要套用 Bootstrap這個框架，它是

由 Twitter[10]所開發的專案，它提供了很多版

面配置樣式，可以輕鬆的套用各種功能，再外

觀上面也非常講究，而且說明文件中詳細的解

說每個樣式跟功能的用法，非常容易上手。 

CTF 主要是透過在網頁上建置題目提供

使用者練習，藉由 CTF 來增加大眾的資安觀

念，題目當中也會有提示，讓系統給予使用者

練習中的回饋，流程圖如下圖 9所示： 

圖 7 虛擬機建立指令 

圖 6虛擬機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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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CTF流程圖 

 網頁主要分為幾個部份，主頁、題目、

排名、註冊及登入，會由路由設定檔中將使用

者的請求做導向，設定檔如圖 10所示。 

 

圖 10路由設定檔 

 devise_for會分別導向到註冊及登入，root

則是主頁導向，其他分別將題目、排名，使用

get導向到對應的頁面第並用post將提交的旗

幟(flag)送到題目頁面作驗證。題目頁面是整

個CTF的核心部份，它必須顯示題目、驗證答

案以及資料庫的更新，圖11是題目頁面主要驗

證程式碼。 

 

圖 11答案驗證函式圖 

 網站內題目類別分為綜合練習、Liunx提

權以及網站資訊安全，在第一項內主要分為檔

案漏洞、資訊洩漏以及 Javascript 練習，第二

項則是需要使用者連線至並透過一些指令提

權找到檔案內的訊息，藉此找到答案，最後一

項主要是要讓使用者觀察網頁程式碼中的漏

洞，透過一些例外請求來讓主機發生錯誤，利

用錯誤讓答案產生出來。 

5. 結論 
本論文以 IaaS 作為基礎架構所製作的

OpenStack並結合 Ruby on Rails 來打造 CTF

練習平台，供使用者能在雲端學習資安領域的

資源，且使用者也不知雲端主機所在的位置在

哪，即使損毀只要利用 OpenStack所提供的功

能即能快速還原雲端虛擬機，不須重新將主機

重灌來還原系統，比起過往一服務一主機有著

不同的好處。 

但由於主機配備較低，我們可以認為這

是一個初步的概念，其應該尋找更大型的配備

來建置雲平台，提供使用者更好的體驗。然

而，目前的研究雖只讓使用者練習到最近熱門

的資安，日後也可在雲平台上架設不同的性質

的作業系統來供他人使用，讓 OpenStack能有

更多不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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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腦波測量與工作記憶測驗之 App 對於障礙兒童

之影響 

 

中文摘要 
本研究是為了使一般紙本測驗提升便

利性並電腦化，因此我們開發了結合腦波之

工作記憶 App 測驗(Working Memory App 

Test, WMAT)。我們透過WMAT 與魏氏兒童

智力量表第四版(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Fourth Edition, WISC-IV)來測量

12 位 6 歲到 12 歲之障礙兒童的工作記憶表

現進行結果比對，並觀察WMAT與WISC-IV

的同時效度，以及在障礙兒童的工作記憶表

現與腦波變化的相關性。由實驗結果顯示，

WMAT 與 WISC-IV 的原始分數之同時效度

於數、字序列以及順逆向記憶排序(記憶廣度)

呈現顯著正關係。在工作記憶與腦波的相關

性分析中，算術表現在平均 Alpha 波、平均

Beta 波、平均 Gamma 波、平均 Delta 波、平

均 Theta 波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在 WMAT 與

WISC-IV 之工作記憶表現有中度以上的同

時效度，因此我們發現到不同的測量方法並

不影響障礙兒童的表現。在算術測驗表現會

影響障礙兒童的全部腦波值，所以算術表現

差，平均腦波值都會升高。 

關鍵詞：腦波、工作記憶、魏氏兒童智力量

表、認知訓練、行動裝置 

Abstract 
In this stud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and computerized the general 

paper test. We developed the 

electroencephalograms of Working Memory 

App Test (WMAT) for children. We used the 

WMAT and 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Fourth Edition (WISC-IV) to 

measure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of 12 

impaired children 6 to 12 years old via 

comparing and observing the concurrent 

validity of WMAT and WISC-IV. We also 

explored the working memory of impaired 

children performance correlated with EEG 

change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WMAT and WISC-IV of original score 

concurrent validity in Letter-Number 

Sequencing and Sequence and Reverse Sorting 

Test (Digit Span) showed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Regarding to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 in working memory and EEG, 

the Alpha waves of average, Beta wave of 

average, Gamma wave of average, Delta 

waves of average and Theta waves of average 

exhibited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The 

WMAT and WISC-IV in working memory 

performance showed moderate concurrent 

validity. Therefore, we found different methods 

of measurement do no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impaired children. Finally, we foun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Arithmetic will affect the value 

of all impaired children's EEG, so poor 

performance of Arithmetic the EEG average 

values are increased. 

Keywords：EEG, Working memory, WISC-IV, 

Cognition training, Mobile device 

1. 引言 

在柯慧貞學者[1]的分析報告中指出，隨

著智慧型手機或平板之普及，使用智慧型手

機或平板的年齡層也越來越低。其次，根據

教育部統計，各年齡層智慧型手機使用率高

達 85.2%以上，開始接觸與經常使用智慧型

手機的階段為國小生，其用途除了上網外，

絕大多數為玩遊戲。不過近年來益智遊戲或

腦力測驗遊玩人數越來越多[3]，因此我們整

合紙本測驗並開發在行動裝置上，除了能增

加兒童對做測驗的意願外，也有方便攜帶、

容易操作、快速計算等特性。下表1將WMAT

與傳統紙本測驗工具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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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MAT與傳統紙本測驗之比較 

 WMAT 紙本測驗 

測驗工具 智慧型手機或平板、腦波儀 指導手冊、紀錄本、答案紙、筆、碼表等 

操作 簡單 複雜 

即時腦波回饋 有 無 

計算結果時間 快 慢 

移動性 高 普通 

   

智力是一種重要且最經常評估於心理

學的結構之一[13]，在國內外市面上測量智

力工具相當多，以下是包含工作記憶子測驗

的傳統測驗與電腦化測驗分別有：魏氏兒童

智力量表第四版(Wechsler Intelligence Scale 

for Children-Fourth Edition, WISC-IV)、綜合

性非語文智力測驗(Comprehensive Test of 

Nonverbal Intelligence, CTONI)、自動化工作

記憶評估測驗(Automated Working Memory 

Assessment, AWMA)。下表 2將上述三種工

具測驗與結合腦波的工作記憶 App 測驗

(Working Memory App Test, WMAT)作比

較。 

目前用於測量兒童智力最受歡迎的工

具為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測試年齡為

6到 16歲，此量表有四個主要因素：(1)語文

理解指數(2)知覺推理指數(3)工作記憶指數

(4)處理速度指數[25]。其中在工作記憶包含

記憶廣度與數、字序列測驗兩個子測驗和算

術替代測驗，著重於測量工作記憶能力，工

作記憶包含注意力、心智控制及推理、聽覺

的短期記憶、排序技能和視空間想像力、其

目的為提升整體學習效率和工作效能。 

在常見的障礙兒童中，包括過動症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 、 特 殊 語 言 障 礙 (Specific and 

Language Impairment, SLI)、學習障礙、自閉

症(Autism)、動作損傷兒童。在過動症方面，

工作記憶呈現小的效果值，其中算術分測驗

所得之量表分數差異效果值最大。雖然

ADHD兒童的智力功能與一般兒童無異，但

在工作記憶測量上的表現，則會明顯比一般

兒童的表現差[5, 7, 8, 9, 14, 19, 20, 24]。

Fenollar 等人[11]指出 ADHD 孩童在魏氏智

力量表的評估結果，在工作記憶指數的表現

較健康控制組孩童低，在不專注型 ADHD

有正向差異；若是混合型 ADHD則無。這可

用來鑑別診斷注意力不集中型 ADHD。在特

殊語言障礙方面，Montgomery學者[17]指出

許多兒童患有特殊語言障礙在言語工作記

憶和語言學習或處理的領域上有缺陷。許多

兒童的詞彙或形態的學習和句子理解或處

理的問題與他們缺乏工作記憶能力有關。

Montgomery 學者[18]指出在言語工作記憶

的句子理解上，SLI 兒童的回答比同年齡之

正常兒童在雙負載條件任務(包括語義的類

別、單詞所指的大小)的字數較少，但同年齡

之正常兒童的表現不受影響。Montgomery

學者[18]再將 SLI 兒童與相匹配的接收性詞

彙兒童進行雙負載條件任務，兩組顯示出在

雙負載狀態比其他條件還差。在學習障礙方

面，在閱讀障礙的工作記憶所得之組合分數

平均數均顯著低於對照組，且差異效果值最

大是工作記憶。在工作記憶子測驗中，數、

字序列和算術的差異效果值較大[12, 22]。在

自閉症方面，工作記憶呈現中度效果值[25]。

在動作損傷兒童方面，工作記憶子測驗中的

算術之差異分數也有較大的效果值[25]。 

 

表 2 各種工具之測驗項目比較 

 WMAT AWMA[4] WISC-IV[25] CTONI[15] 

測驗方式 行動裝置 電腦 紙本 紙本 

口頭工作記憶 無 有 有 有 

語文工作記憶 有 有 無 無 

排序工作記憶 有 無 有 有 

視覺空間工作記憶 無 有 無 無 

視聽覺工作記憶 有 無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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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已經有許多文獻證實障礙兒童的

腦波異常，Barry學者和 Clarke 學者[6]發現

在 ADHD兒童的中央、中線、前額區域皮質

反應過慢。ADHD的腦波顯示在休息狀態下，

Theta 波升高，Alpha 和 Beta 波減少，或是

升高 Theta 或 Alpha(放鬆) 和 Theta 或 Beta 

比例可用來區別 ADHD的次族群。Matousek

等人[16]發現 Theta 或 Alpha(放鬆)的比例在

ADHD 兒童和對照組兒童之間的群體差異

是一個很好的預測。Van de Weijer-Bergsma

等人[23]指出 SLI 兒童隨著年級的進展，視

覺空間工作記憶對個體差異的數學表現水

平之預測值會減弱，而言語工作記憶的預測

值會提高。Rebecca 等人[21]指出 SLI兒童的

視覺短期工作記憶被發現能具體預測的數

學成績。Evelien 等人[10]表明在精神病理學

之 SLI兒童的工作記憶缺陷通常會連結額葉

功能的障礙。 

腦波與心電圖的測量類似，它並不會傷

害腦細胞或危害人體。腦波在透過儀器測量

後，能夠探測出在不同狀態下所產生出來的

電位變化，而不同的電位會生成不同的波型，

以下是常見的腦波訊號[2]： 

1. Alpha 波：頻率為 7.5 到 11.75 Hz的慢速

波，此波是在意識清醒且身體在放鬆狀

態時所產生，但在警覺及焦慮時會逐漸

減少。 

2. Beta 波：頻率為 13到 29.75 Hz的快速、

低振幅波，此波在清醒時產生的腦波狀

態，與思考、處理訊息、精神集中、焦

慮有關。 

3. Gamma 波：頻率為 31到 49.75 Hz，是一

個寬頻率信號，通常在大腦活躍時信號

越強，影響注意力、意識、減輕壓力。 

4. Delta 波：頻率為 0.5 到 2.75 Hz的慢速、

高振幅波，是屬於在無意識層面的腦波

狀態，也是恢復體力所需要的波。 

5. Theta波：頻率為 3.5 到 6.75 Hz，是潛意

識層面的腦波狀態，與作夢、冥想有關，

影響人的態度、信念、行為等，也是靈

感、創造力的來源。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將傳統紙本測驗移植到行動裝

置上，如此一來能提升便利、簡單和快速等

特性；第二階段，首先探討 WMAT 與

WISC-IV 個別的工作記憶子測驗(數、字序列、

記憶廣度、算術)呈現的同時效度，接著觀察

障礙兒童的工作記憶子測驗表現與腦波變

化的相關性。 

2. 方法 

2.1 軟體開發 

2.1.1 開發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腦波儀器是由Neurosky

神念科技所開發的腦立方，它有別於一般傳

統溼式電極且複雜的腦波儀，因為它的體積

小、方便攜帶，而且是利用乾式電極感測。

腦立方的感測部位在前額葉，利用一個 EEG

通道就可以測量出用於研究的高精度腦電

波信號，再透過 ThinkGear 晶片感測後，顯

示出一般人就能夠辨別的 eSense 指數，例如：

專注度和放鬆度，甚至還可以測量出眨眼動

作的信號，不過不單只有測量上述腦波值，

還能探測出較詳細的腦波值，例如：High 

alpha、Low alpha、High beta、Low beta、Mid 

gamma、Low gamma、Delta以及 Theta。 

eSense 指數將專注度與放鬆度轉化成 1

到 100的數值來表示，每秒會更新輸出一次。

數值在 1到 20之間代表低值區；21到 40之

間代表較低值區；數值 41 到 60之間代表一

般範圍，也就是腦波測量的基線；數值 61

到 80之間代表較高值區；數值 81到 100 之

間代表高值區。數值越大表示專注力與放鬆

到達了高水準；數值越小表示受測者處於分

心、焦慮、行為異常的狀況[2]。 

WMAT 是在 Android 作業系統中開發，

由 Android Studio所編寫而成，並使用 Nexus 

7平版電腦(Android 4.4.4)來運行。 

2.1.2 系統架構及流程 

下圖 1 為 WMAT 的架構圖，首先輸入

基本資料後，選擇工作記憶子測驗(數、字序

列、順逆向記憶排序、算術)，接著開始作答，

過程中會記錄答對題數及分數，還會呈現即

時的專注度與放鬆度，並且在背景紀錄即時

的腦波數值(Alpha、Beta、Delta、Theta、

Gamma 波)。當作答結束後，系統會輸出測

驗總分數、總共作答時間和詳細腦波平均數

據。 

下圖 2 是 WMAT 處理流程，其顯示了

做WMAT的主要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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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結合腦波工作記憶 App測驗架構圖 

 

 

圖 2 結合腦波工作記憶 App測驗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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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基本資料與前測 

 進行測驗前需要輸入基本資料，內容包

括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當入完成後，系

統會算出受測者的年齡，接著就可以開始做前

測，如下圖 3情境前測畫面，使用腦波儀來記

錄受測者的腦波數據，時間維持 2分鐘，其內

容包括了四種情境：(1)閉眼放鬆：受測者坐

在椅子上，雙手放在腿上，以背靠椅背的方式

做休息，並且做韻律呼吸來達到放鬆。(2)平

常休息：受測者以正常生活中自己習慣的一套

休息方式來休息。(3)閱讀文字：要求受測者

專注地看一部動畫繪本，在看完之後會詢問受

測者其故事內容及後續發展。(4)算術：主試

者出幾題數學題目，以基本的加減乘除為主要

出題，難度由簡單問到困難。 

2.1.4 工作記憶子測驗 

下圖 4 是數、字序列測驗畫面，此測驗

為視聽覺提示，在倒數 10 秒後會開始出現題

目，題目會依難度顯示不同數量之數字和字母，

每次只出現單一數字或字母，顯示時間為 1秒。

當題目顯示完後立即開始作答，受測者須按照

數字和字母順序觸控按鍵，數字由小到大排序、

字母由 A到 I排序，先輸入數字或字母皆可。

例如題目出現：9、E、2、C，則答案須輸入：

29CE或是 CE29。題目共 30題，無時間限制，

測驗過程中會即時顯示每秒腦波(專注度、放

鬆度)，越後面的題目難度會增加，數字與字

母出現越多個。 

下圖 5 是順逆向記憶排序測驗畫面，是

將記憶廣度加入排序功能，此測驗為視聽覺提

示，題目共 32題，前 16題是順序題，在倒數

10 秒後會出現題目，題目會依難度顯示不同

數量之數字，每次只出現單一數字，顯示時間

為 1秒。當題目顯示完後立即開始作答，受測

者須由小到大排序題目出現的數字，例如題目

出現：8、3、6，則答案須輸入：368；相對的，

在 17題開始是逆序題，在 5秒後會出現題目，

受測者須由大到小排序題目出現的數字，例如

題目出現：1、9、8、5，則答案須輸入：9851。

此測驗無時間限制，測驗過程中會即時顯示每

秒腦波(專注度、放鬆度)，越後面的題目難度

會增加，也就是數字增多。 

 

圖 3 情境前測畫面 

 

圖 4 數、字序列測驗畫面(HA: High alpha, 

LA: Low alpha, HB: High beta, LB: Low 

beta, MG: Mid gamma, LG: Low gamma, 

D: Delta, T: Theta) 

 

圖 5 順逆向記憶排序測驗畫面(HA: High 

alpha, LA: Low alpha, HB: High beta, 

LB: Low beta, MG: Mid gamma, LG: 

Low gamma, D: Delta, T: Th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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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 6是算術測驗畫面，此測驗為視聽

覺提示，在倒數 10秒後出現題目，問題敘述

由近似真人發音之語音輸出題目，受測者須依

照題目說明按下正確答案。題目共 32題，每

題限時 30秒，題目可重覆唸出，計算部分須

心算，不可用計算機及手算，越後面題目越

難。 

2.2.2 實驗工具 

在實驗的硬體設備有：Mindwave Mobile

腦力方、平版電腦 Nexus 7(Android 4.4.4)、魏

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WISC-IV)。軟體應用

程式：結合腦波的工作記憶 App測驗(WMAT)、

SPSS ver. 20。問卷：孩童評估表(包括教養評

估 APQ、ADHD篩檢 SNAPIV、兒童活動量

表)。 

2.2.3 實驗流程 

 首先讓受測者測量 WISC-IV 之工作記憶

子測驗(數、字序列、記憶廣度、算術)，將測

量結果用紙本記錄下來。接下來戴上腦波儀後

開始測量 WMAT，在進行子測驗前會先做前

測，將其數據做為之後分析比較的基礎值。前

測結束後即開始工作記憶子測驗(數、字序列、

順逆向記憶排序、算術)，腦波數值會在作答

期間即時記錄並輸出，當作答完成後腦波儀會

中斷連線，並且會立即顯示測驗結果和平均專

注度、放鬆度、High alpha、Low alpha、High 

beta、Low beta、Mid gamma、Low gamma、

Delta 以及 Theta 波，接著進行完數據的存檔

後即完成測驗。 

3. 結果 

3.1 實驗數據 

下圖 7、8、9分別是 12位受測者之數、

字母序列、順逆向記憶排序、算術的各腦波功

率譜密度，其數值是以前測之平常休息情境的

平均腦波值為基準，接著再與各子測驗之平均

腦波值做運算，並觀察受測者的前測平均腦波

與子測驗平均腦波之間的差異。以下公式(1)

為功率譜密度。 

(1) 

因為 Mindwave Mobile 腦力方所測量出

來的 Alpha、Beta和 Gamma 波為 High alpha、

Low alpha、High beta、Low beta、Mid gamma、

Low gamma，所以我們將其數據用以下公式

(2)、(3)、(4)分別算出 Alpha、Beta和 Gamma

波。 

  (2) 

   (3) 

  (4) 

下圖 7、8、9中可以發現受測者 2相較

於其他受測者的平均 Theta 波偏高；受測者 11

相較於其他受測者的平均Theta波、平均Alpha

波偏低。受測者 2與受測者 11症狀分別為發

音障礙與注意力不足，因此由上述可知，發音

障礙會使平均 Theta波升高；注意力不足會使

平均 Theta 波與平均 Alpha 波降低。 

 

圖 7 數、字母序列之各腦波功率譜密度 

 

圖 6 算術測驗畫面(HA: High alpha, 

LA: Low alpha, HB: High beta, LB: Low 

beta, MG: Mid gamma, LG: Low gamma, 

D: Delta, T: Th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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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順逆向記憶排序之各腦波功率譜密度 

 

 

 

 
圖 9 算術之各腦波功率譜密度 

3.2 數據分析 

 在WMAT與WISC-IV之原始分數相關性，

數、字序列測驗表現的 r = .639、p = .025*、

R2 = 0.408，順逆向記憶排序測驗表現的 r 

= .695、p = .012*、R2 = 0.484，算術測驗表現

的 r = .571、p = .052 、R2 = 0.326(*p < .05，r = 

0.5 - 0.7是中度相關)。R平方係數介於 0與 1

之間，越接近 1表示相關性越高。由上述分析

與下圖 10 之線性關係可以看出，數、字序列

測驗表現、順逆向記憶排序測驗表現呈現顯著

的正關係，算術測驗則無顯著相關，換句話說，

在 WMAT與WISC-IV 的工作記憶表現，其中

數、字序列測驗表現與順逆向記憶排序測驗都

有中度以上的同時效度。 

在WMAT之各子測驗的原始分數與各腦

波的相關值分析中，在算術表現之平均 Alpha

波的 r = -5.79、p = .049*、R2 = 0.335，平均

Beta 波的 r = -.588、p = .045*、R2 = 0.345，平

均Gamma波的 r = -.583、p = .047*、R2 = 0.340，

平均Delta波的 r = -.588、p = .044*、R2 = 0.346，

平均 Theta 波的 r = -.628、p = .029*、R2 = 0.394 

(*p < .05, r = 0.5 - 0.7是中度相關)。R平方係

數介於0與1之間，越接近1表示相關性越高。

由上述分析與下圖 11、12、13 之線性關係可

以看出，算術測驗表現之平均 Alpha 波、平均

Beta 波、平均 Gamma 波、平均 Delta 波和平

均 Theta 波都呈現顯著的負相關，但數、字母

序列表現和順逆向記憶排序表現與平均腦波

值的相關值都無顯著關係。因此可以觀察到障

礙兒童的算術測驗之表現會影響全部的腦波

參數值，所以若算術表現好，全部的平均腦波

值會降低；若算術表現差，全部的平均腦波值

會升高。下圖 11、12、13 之平均腦波值代表

共同認可的電流量值及各類型腦波頻帶，而這

些值並沒有單位，因此在互相比較時，對於考

慮相對量與時間波動才有意義。 

 

圖 10 WMAT與 WISC-IV工作記憶子測驗表現之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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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WMAT數、字序列測驗表現與各平均腦波之線性關係 

 

 

圖 12 WMAT順逆向記憶排序測驗表現與各平均腦波之線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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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WMAT算術測驗表現與各平均腦波之線性關係 

 

4. 討論 
本文使用自行開發之結合腦波的工作記

憶 App 測驗(WMAT)來測量障礙兒童的工作

記憶表現，從結果得知不管使用傳統紙本測驗

(WISC-IV)還是數位化的測驗(WMAT)，其測

驗效果有不錯的相似度，所以障礙兒童不會因

為測驗方式的不同而影響到工作記憶的表現。

在結果數據中顯示，以算術測驗表現為代表在

各腦波都有顯著負相關，但在數、字序列和順

逆向記憶排序測驗分析中無顯著相關，有可能

是因為受測者數量過少或症狀種類太多，所以

未來是需要單一症狀去探討的。因為 WMAT

結合視、聽覺工作記憶測驗，使得讓視覺能力

與聽覺能力無法分辨出差別，所以在未來會將

視、聽覺分開，除了觀察兩種記憶能力之間的

差別外，也許在數、字序列與順逆向記憶排序

的腦波值相關性會更高。之後 WMAT 將設計

出腦波特定回饋相關訓練，並加入一些腦波比

率指標 (Ratio index)，例如： SMR(Sensory 

Motor Rhythm)、困倦水準(Drowsiness level)

等，探討認知表現與腦波比率指標有無相關，

如此一來能利用 WMAT 的迅速計算、簡單操

作、即時回饋等特性來呈現出多種詳細數據，

讓做測驗變成一件方便又輕鬆的事情。 

5. 結論 
本文透過 WMAT 測量障礙兒童對於工作

記憶之影響，並使用 SPSS ver. 20做資料分析。

目的是探討WMAT與WISC-IV的同時效度以

及利用 WMAT 測量障礙兒童腦波值的相關性。

經由上述結果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 WMAT 與WISC-IV 的數、字序列測驗表

現和順逆向記憶排序(記憶廣度)表現有顯

著的正相關，且有中度以上的同時效度，

因此WMAT 與WISC-IV 有替代性。 

2. 在算術之原始分數與平均 Alpha波、平均

Beta 波、平均 Gamma 波、平均 Delta波、

平均 Theta波都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因此，

算術測驗會影響障礙兒童的全部腦波值，

若算術表現差，平均腦波值都會升高。反

之，算術表現好，平均腦波值都會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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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繪圖硬體實做降低三維震波模擬之耗散計算 

 

 

 

摘要 

 

本 論 文 推 導 並 改 善 Kurganov 

algorithm 中處理 2D 抗耗散項的方法且推

廣到 3D，並在多 GPU 上實做。 

關鍵詞：GPGPU, Euler equation, Kurganov 

algorithm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will extend the 

modification for the 2-D anti-dissopation 

algorithm of Kurganov-type of finite volume 

method in the shock waves simulation to 3-D 

and implement it on GPU 

Keywords: GPGPU, Euler equation, 

Kurganov algorithm. 

 

1. 前言 

本論文主要是模擬以理想氣體奠基於質

量，動量，和能量守恆，由尤拉方程(Euler 

equation)的雙曲系統所描述的動力系統。在過

去的三，四十年，研究人員已經在這一領域提

出了許多方法而有了長足的進步 [8]。中央迎

風 （ central-upwind -- 

Riemann-problem-solver-free and central 

Godunov-type projection-evolution）方法[1]-[7], 

[9]-錯誤 ! 找不到參照來源。以繞過解決 

Riemann 問題為主要特色，提供令人激賞的進

步，並因此簡化了複雜和大量的計算。中央迎

風框架也顯著減少出現在 staggered center 

scheme 中的數值耗散問題。研究人員藉由更精

確的估計 Riemann fan (由初始狀態因不連續

而散開的區域) 的寬度而逐步改善計算，並以

更陡的斜率達到更高階的內差來重建區域分

佈。最後，半離散的配置使得擴展到多維度更

方便。如[1]中所述，這一系列的演算法得到分

辨率高，簡單性，普遍性，和穩定的優點。 

在此應用中，我們嘗試了幾種不同的組態

後發現，抗耗散項 (anti-dissipation terms)（4）

是改善不連續點附近計算精度的關鍵。鑑於降

低耗散是不容易在短模擬時間內或在低解析

度能觀察到，我們在 GPU 上實做模擬程式並

且達到在 13.5 小時內完成一次模擬，使我們可

以觀察抗耗散機制的最終影響。 

在解決 1D 的尤拉方程，原型[1]保持盡可

能窄的不連續性。然而在模擬二維 Euler 方程

時它顯現了疲軟的跡象，這是由於公式（4）

過度使用了一些斜率限制器所造成的，其原來

的目的是在滿足 Total-Variation-Diminishing 

(TVD）的條件之下，限制區域之間介面的斜

率，以避免振盪。在我們之前研究當中已經成

功的推導出二維最佳抗耗散項的解[10]。 

然而，僅在二維模擬並無法解決三維的問

題，在此論文中我們將詳述推導出 3 維中處理

anti-dissipation terms 的方法。 

2. 數值演算法 

三維尤拉方程可寫成 

 ( ) ( ) ( ) ( )t x y zf g h s   U U U U U . (1) 

 Where,  

 

 

 

2

2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 y z t u v w E

f f u v w E

u uvw u P u E P

g v uvw v P v E P

h w uvw w P w E P

   

   

  

  

  



 

 

  

  

U

U

U

U

 

其 中  ( , , , )x y z t  為 密 度 , 

 , , , , , ,( , ,), ( ), ( ),x y z t x y z t x yw zu tv  為速度, 

( , , , )E x y z t  為總能量 , ( , , , )P x y z t  為壓

力 。  它 們 的 關 係 為 

2 2 21
( )

1 2

P
E P u v w


   


;   為常數與

氣體種類有關, ( )s U  為來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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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離散型的 Kurganov scheme [1] 是整

合下列的常微分方程 (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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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s to reconstruct ( , , , )nx y z tU  in 

a neighborhood of ( , , )j i kx y z  at time 
nt . 

UNW UNE USW USE DNW DNE DSW DSE

, 1, , , , 1, , , , 1, , , , 1, , ,W int int E

, 1, , 1/ 2, , 1/ 2, , ,

, 1/ 2,

, 1/ 2, , 1/ 2,

1/ 2, ,

minmod , , , , ,
2 2 2 2

,

m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x

i j k

i j k i j k

y

i j k

w w

a a

   

  

  

 



    
   

 




U U U U U U U U
U U

Q

Q

USW UNW USE UNE DSW DNW DSE DNE

1, , , , 1, , , , 1, , , , 1, , , ,S int int N

1, , 1/ 2, , 1/ 2, , , ,

1/ 2, , 1/ 2, ,

, , 1

, , 1/ 2

inmod , , , , ,
2 2 2 2

,

minmod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z

i j k

w w

b b

   

  

 

 





    
   

 





U U U U U U U U
U U

U

Q

DSW USW DNW UNW DSE USE DNE UNE

, , 1 , , , , 1 , , , , 1 , , , , 1 , ,D int int U

, , 1/ 2 , , 1/ 2 , ,

, , 1/ 2 , , 1/ 2

, , , , ,
2 2 2 2

.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i j k

w w

c c

   

 

 

 

    
   

 



U U U U U U U U
U

  

 (2.4) 

1

1 1

min( , , ),  if 0 1, , ,

minmod( , , ) max( , , ),  if 0 1, , ,

0,                                      otherwise.

m i

m m i

c c c i m

c c c c c i m

  


   



  (2.5) 

, 1/ 2,

x

i j kQ , 1/ 2, ,

y

i j kQ  and , , 1/ 2

z

i j kQ  為抗耗

散項用來降低數值計算的耗散 (nume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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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積分  ODE (2), 每個時間步都由

CFL-condition 所限制，亦即, 

     1
, ,

1/2 1/2 1/2 1/2 1/2 1/2

min , ,
max , max , max ,

n n
i j k

j j i i k k

x y z
t t t CFL

a a b b c c
      

     

   
     
   
 

 

(3) 與其他演算法[2][3][6][7]的主要差

異為加入額外的抗耗散項 (4) 與推廣到三

維。這些項可增進在不連續點附近的計算

精確度。 

3. GPU 實做 

我們用 CUDA 在 3 個 GPU 上實做整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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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為了效率起見，我們切割 z 軸方向為三塊

分配給三顆 GPU，亦即同一個 xy 平面一定落

在同一顆 GPU。由於架構上的限制，每個運算

區塊大小為 16×8×4，運算時需邊界多 2 個元素

如圖 1。而在交界的地方則必須相鄰兩顆 GPU

交換資料，交換的資料量為兩片 xy 平面大

小。演算法如下 

 while(Time_Remain > 0) { 

  do { 

   integrate result; 

   wait for all GPU; 

   calculate vector field; 

   wait for all GPU; 

} repeat until all component done; 

 } 

內迴圈計算單一時間步的各項係數，每算

完一步，所有 GPU 都必須同步才能開始下一

步。 

 
圖 1. 重疊區的使用. 

 

4. 實驗結果 

我們推導出改善 Kurganov algorithm 中處理

3D 抗耗散項的方法並在 GPU 上實做。 

定義域: 
1

0 , 0 1
4

x y     

邊界條件: 

0x  及 1/ 4x  皆為反射邊. 

底邊 0y  固定為 post-shock state. 

上邊 1y  , 固定為初始 pre-shock state.  

狀態方程式: 
5

3
   

內部網格點初始設定: 

1

2
y  , post-shock state:

0

2

0

0.025 cos(8 )

2 1

u

v c x

P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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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P
c




 , 

1

2
y  , pre-shock state:

0

1

0

0.025 cos(8 )

1.5

u

v c x

P y





   
   
   
     
   

   

 

CFL number: 0.475 

Running time: 1.95t   

實驗結果顯示我們已經完成的三維爆震波模

擬。圖 2、3 為極座標模式，圖 4 為笛卡爾座標模

式。 

 
圖 2. 96×96×386 模擬成果及切面所在位置 

 
圖 3.橫切面. 

 

 
圖 4. 576×8×2304 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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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我們推導並改善 Kurganov algorithm 中處理

2D 抗耗散項的方法且推廣到 3D，並在多 GPU 上

實做。由於繪圖卡記憶體的限制，我們僅能做到 96

×96×386 或 576×8×2304，雖然如此，這仍然遠高

於文獻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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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之設計與製作

摘要 
本研究設計並製作⼀一仿甲蟲步態之低成

本六⾜足機器⼈人。︒｡此機器⼈人以兩顆伺服⾺馬達直

接驅動機器⼈人的六⾜足，其⾜足部以連動式半擺

臂設計，仿甲蟲⾏行⾛走步態，使機器⼈人可於崎

嶇路⾯面⾏行⾛走移動；此機器⼈人之系統電路架構

包含微控制器、︑､2顆伺服⾺馬達、︑､無線傳輸模

組、︑､⾺馬達驅動控制電路、︑､電池；同時設計⼀一

使⽤用者軟體介⾯面於電腦端，便於讓搜救⼈人員

與機器⼈人互動；機械結構則包含連動式半擺

臂⾜足型、︑､及承載⽤用壓克⼒力板、︑､及鋁鐵⽀支架

等。︒｡由實驗結果可知，藉由無線傳輸模組，

使⽤用者可於遠端傳送控制命令，根據控制要

求此六⾜足機器⼈人除可靈活前進、︑､後退、︑､及左

右轉外，亦可穩定⾏行⾛走於不平滑之地⾯面及傾

斜坡段地形，平均速度約為 3.6 cm/s，最⼩小旋

轉區域半徑 11 cm，總重量約 207g。︒｡此六⾜足搜

救機器⼈人亦可更進⼀一步應⽤用於各種探索情

境，如野外探勘或家庭看護等應⽤用。︒｡ 

關鍵詞：搜救機器⼈人、︑､伺服⾺馬達、︑､六⾜足機器

⼈人、︑､野外探勘。︒｡  

Abstract 
A low cost hexapod robot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in this study. The robot can imitate 

the gait of beetles and can be used for the 

applications of wild explorations or to search 

and rescue in disasters. The electrical parts of 

this robot includes the micro-controllers, 2 servo-

motors, a set of th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module, and batteries. The users can remotely 

control the movement of the robot. As 

demonstrated in experiments, the average 

forward speed and the minimum returning-

radius of the robot are about 3.6 cm/s and 11 

cm, respectively. The total weight of the robot is 

about 207g。︒｡ 

Keywords: Field explorations, hexapod robots, 

rescue robots, servo motors, and USAR. 

1.前⾔言 
在災害發⽣生時，如何於傾倒的斷垣殘壁中，

在⿈黃⾦金救援時間內搜尋⽣生還者，常為救災⼈人

員最⼤大的挑戰。︒｡災害環境現場，可能空間狹

⼩小，路⾯面傾斜且佈滿⽡瓦礫，也可能於空氣中

佈滿灰塵或有毒氣體，導致救災⼈人員無法直

接進⼊入災難環境，亦不易判斷⽣生還者的可能

位置⽽而予以適時的援救。︒｡⽽而搜救機器⼈人正可

於災難發⽣生時，取代搜救⼈人員進⼊入災難現場。︒｡

⼤大部份的搜救機器⼈人體積⼩小，乘載攝影機、︑､

有毒物質偵測器或急救藥物，可進⼊入傾倒建

築物中、︑､或狹⼩小空間中 (UBERN  SEARCH 

AND RESCUE (USAR) )[1-3]，同時，機器⼈人

藉由通訊設備回傳影像或地理資訊，與救災

⼈人員進⾏行互動。︒｡⽽而專⾨門⽤用於礦災時之搜救機

器⼈人[4-6]，必須可進⼊入窄⼩小且深⼊入的崩塌礦坑

中，同時需能偵測礦坑中之空氣成分，並對

⽣生還者進⾏行位置判斷。︒｡⽽而由於搜救機器⼈人需

⾏行⾛走於傾斜路⾯面或⽡瓦礫堆中，因此機器⼈人之

⾜足部結構設計，必須滿⾜足可跨越障礙物之要

求。︒｡如[4]中所提，其輪⾜足部加裝了懸架式搖

桿型設計，使其機器⼈人於崎嶇路⾯面⾏行⾛走時，

可⾃自⾏行調整其機器⼈人之輪⾜足⽔水平⾼高度⽽而順利

跨越障礙物。︒｡亦有部分機器⼈人其輪⾜足部為可

變形之設計，在機器⼈人於平路⾏行⾛走時，以輪

⾜足形式加快其移動速度，⽽而在機器⼈人需跨越

障礙物時，其輪⾜足結構可變形為擺臂的形式

[7]。︒｡其中亦有將機器⼈人之⾜足部設計為擺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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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使機器⼈人可直接⾏行⾛走於類似樓梯結構

之路⾯面[8]。︒｡⽽而當機器⼈人進⼊入災難環境中時，

有可能在遠端的搜救⼈人員，是無法由機器⼈人

回傳的影像判定其位置及災難情況，此時，

若搜救機器⼈人本⾝身，具有⾃自我學習的機制，

並可具有部分⾃自主判斷與⾃自主移動能⼒力時，

將有助於提⾼高搜救的效率[9]。︒｡ 

有鑒於以上所述，本研究設計⼀一低成本之

⼩小型六⾜足搜救機器⼈人，此機器⼈人體積⼩小，總

重量低，耗電量低，仿甲蟲⾏行⾛走步態，其⾜足

部為連動式半擺臂之設計，由兩顆伺服⾺馬達

直接連動六⾜足，機器⼈人於⾏行⾛走時，六⾜足會協

調性的抬離地⾯面跨越砂⽯石及爬⾏行；機器⼈人可

深⼊入傾倒的建築物內，整體設計簡單且易於

操控。︒｡ 

2. 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之設計 
本研究所設計之⼩小型六⾜足搜救型機器⼈人系

統包含：⾺馬達驅動與控制電路、︑､機構設計、︑､

與軟體控制介⾯面。︒｡其主要系統架構如圖1所

⽰示，以下將就各個部份詳細介紹。︒｡ 

A. 機器⼈人端之⾺馬達驅動與控制電路 

本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之⾜足部，左右兩

側各以⼀一顆伺服⾺馬達做驅動，⾺馬達直驅單⼀一

關節控制，接著再以機器⼈人單側三⾜足各⾃自連

動之運動⽅方式，來表現其⾏行⾛走動作。︒｡這樣的

設計可以單顆⾺馬達同時控制多⾜足節，亦可減

少⾺馬達之使⽤用數量與系統承載之重量。︒｡ 

當機器⼈人端透過無線通訊模組接收使⽤用者

控制端所送出之訊號後，便經由微處理機送

出相關之脈波寬度驅動⾺馬達。︒｡此訊號包含兩 

圖1 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 之系統架構圖 

顆伺服⾺馬達之旋轉⾓角度值，分別⽤用以控制

機器之⾏行⾛走⽅方向及機器⼈人之⾏行⾛走速度。︒｡以

下為機器⼈人端各主要元件之功能說明： 

1. 伺服⾺馬達：⽤用以控制機器⼈人之⾏行⾛走⽅方向及

速度。︒｡ 

2. 微處理機：經由無線通訊傳輸模組接收使

⽤用者端之控制訊號，處理判斷後送出相關

之脈波寬度訊號，⽤用以驅動⾺馬達。︒｡ 

3. 無線通訊模組：⽤用於機器⼈人端接收使⽤用者

控制端送出之控制訊號。︒｡ 

B. 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 之機器結構設計 

 此機器⼈人在結構上以鋁板、︑､⽊木板及壓克

⼒力板等作為機器⼈人之乘載底板，乘載所有機

械結構、︑､控制電路、︑､傳輸模組、︑､⾺馬達及電池。︒｡

其連動式半擺臂之⾜足部設計如圖2所⽰示。︒｡以機

器⼈人左側做說明，將機器⼈人位於中間的第⼆二

⾜足關節直接與⾺馬達之軸承連結，第⼀一與第三

⾜足再與乘載底板做⼀一可活動之固定連結；其

中第⼆二⾜足再與第⼀一、︑､三⾜足以傳動桿做⼀一活動

式連結。︒｡當⾺馬達轉動第⼆二⾜足之關節時，同時

帶動第⼀一⾜足及第三⾜足擺動，雖然三⾜足皆無法

以360度擺動，但三⾜足於⾺馬達轉動時可輪流離

地，以達跨越⽡瓦礫堆之能⼒力，因此，將此結

構設計稱之為連動式半擺臂。︒｡⽽而機器⼈人兩側

⾺馬達可獨⽴立控制，使機器⼈人達到⾏行⾛走時⽅方向

與旋轉⾓角度之控制。︒｡ 

3.  實驗 
本論⽂文所提之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初步

完成之雛形外觀設計如圖3所⽰示，機器⼈人之外

觀架構分為兩層： 

圖2 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之單側⾜足部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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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之使⽤用者控制界⾯面 

1. 第⼀一層：第⼀一層架構由⽊木板及壓克⼒力板黏

合⽽而成，⽤用為乘載兩顆伺服⾺馬達、︑､電池及

連結⾜足部的活動結構。︒｡ 

2. 第⼆二層：為控制電路承載層，本機器⼈人直

接將此控制電路板放置於⾺馬達與電池上⽅方。︒｡

此機器⼈人之測試硬體及軟體介⾯面設計包含

： 

1. 無線通訊模組：無線通訊之操作頻率為

433MHz，傳輸速率可達 9600bps，最遠傳

輸距離為 200 m。︒｡ 

2. 伺服⾺馬達之控制電路與程式撰寫：此機器

⼈人之硬體電路包括低成本且易於使⽤用之8

位元51系列之微處理器，⽤用以負責傳送⾺馬

達之驅動訊號、︑､⽅方向控制、︑､速度控制與使

⽤用者端間之通訊傳輸。︒｡伺服⾺馬達型號為

S35-STD，其透過周期性脈波訊號來做驅

動。︒｡當驅動脈波寬度⼩小於1.5ms時，⾺馬達

會順時針旋轉；當脈波寬度等於1.5ms時，

⾺馬達不動作；⽽而當脈波寬度⼤大於1.5ms時，

⾺馬達就會逆時針旋轉。︒｡使⽤用者可藉分段控

制來改變⾺馬達的旋轉⾓角度，進⼀一步改變機 

器⼈人之⾏行⾛走速度。︒｡ 

3. 使⽤用者端控制介⾯面設計：此控制介⾯面初步

以使⽤用Visual Studio 2010來設計，此介⾯面

⾯面功能包含無線通訊裝置的開啟與關閉，

及機器⼈人前進與左右轉等動作控制，其使

⽤用介⾯面如圖4所⽰示。︒｡  

4. ⾜足部機械結構設計：為了可使機器⼈人順利

⾏行⾛走於沙⽯石地及崎嶇不平的路⾯面，機器⼈人

之⾜足部設計於⾏行⾛走時，需可跨越⼀一定深度

或⾼高度的間隙或障礙物。︒｡⽽而當⾜足部機械結

構完成製作後，再將之組裝於伺服⾺馬達的

軸承，由⾺馬達帶動⾜足部的相關連動，其⾜足

部連續作動圖可如圖5所⽰示。︒｡ 

5. 所需電⼒力：此雛形 BeetleBot 所需供電為10

顆之1.5V電池，可達⾄至少1.5⼩小時之連續操

作時間。︒｡ 

6. 此雛形 BeetleBot 之總重量約為 200 g。︒｡ 

4.  結論 
 本研究所提之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可

於沙地及⽯石礫堆中前進、︑､後退、︑､左轉及右轉，

圖6為此機器⼈人於野外沙地⾏行⾛走之圖。︒｡當⾺馬達

軸承與第⼆二⾜足之連接半徑越⼤大，⾜足部的擺動

⾓角度將越⼤大，可跨越之障礙物⾼高度亦能越⾼高。︒｡

其平均直⾏行速度約為 3.6 cm/s，最⼩小旋轉區域

半徑約為11 cm。︒｡ 

 未來研究，將改進此機器⼈人之建構材質

與⾏行⾛走跨越時之擺臂⾼高度，使其機械結構更

為堅固，並可跨越較⾼高之障礙物；同時，加

裝攝影機與感測器於機器⼈人之乘載基板，使

Communication port

The Motions of BeetleBot

圖3 六⾜足仿甲蟲步態機器⼈人之外觀 (a)機器⼈人之側⾯面圖；(b)機器⼈人之正⾯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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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具備實際之搜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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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物聯網之服務機器人 

 
吳世弘 吳亦鈞 張家勳 湯智淵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shwu@cyut.edu.tw 

 

 

 

摘要 

根據互聯網數據中心（IDC）在 2013 年的測

算，具備物聯網特質的事物約有 91 億件，這個數

字到 2020 年將增加至 280 億，到 2025 年將進一

步增加至 500 億。物聯網的構成部分可以有各種各

樣的組織方式。因此在現代社會裡，物聯網是不可

或缺的東西，機器人是指透過電腦程式做可以運動

的機器，能把類似人類或動物智慧表現出來，於是

我們將這物聯網與機器人的概念結合起來，開發出

了可以透過遠端溝通並且語音命令提供回報的物

聯網之服務型機器人。第一種是巡邏拍照，第二種

是利用機器人去指定地點進行紅外線遙控電器包

括待機中家電。 

 

 

關鍵詞：物聯網、機器人、遠端連線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ternet Data Center (IDC), in 2013 

the number of things as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s 

about 9.1 billion, this figure will increase to 28 billion 

by 2020, and by 2025 will further increased to 50 

billion. IoT involvd a wide variety of components. In 

the modern society, both Iot and robot are essential. 

Here robot refers to the machine through a computer 

program can move, and show intelligent behavior 

similar to humans or animals. We combine the 

concepts of IoT and the robot, and developed a service 

robot that can take voice commands remotely via 

Internet. The first service that the robot can provide is 

home patroling and photographing, and the second 

service is remote control electric appliances including 

home appliances. 

Keyword : IoT(Internet of Thngs), robot, Remote 

control 

1. 前言 

1.1研究動機 
目前的物聯網科技的趨勢不斷的進步，機器人

已和人類有密切關係，如現代人工作繁忙機器人可

以當管家幫助我們打掃，而移動式平台機器人操作

簡單，是機器人入門的好工具所以我們選擇移動式

平台機器人當我們專題出發點，我們的研究結果是:

對著手機說話後再由機器人運作透過顏色辨識器

來確認房屋位置，再由超音波避障和 webcam 巡視

並拍照記錄，之後透過筆電去運算完成整個流程。 

1.2研究目的 
我們分析許多情境，並列出服務型機器人該有

的功能，受限於各項資源，年度實作下列兩項: 

(1).巡邏拍照找物品:當主人出門在外，有東

西忘記帶，可以用網頁向機器人發出命令，巡邏拍

照並回傳照片回網頁。 

(2).開關家電:主人如果是個行動不便者，可

使用語音傳送命令給機器人，機器人會去指定區域

完成所要執行的命令。 

1.3 研究方法 

1.討論所要做的功能，把可能做到的事情先列

出來。再從中選出最可能做到的事。 

2.實作機器人的各個功能並且單獨測試，來觀

察個別功能是否正常，再進行修改，使其提升程式

的穩定性。 

3.最後把個別功能結合起來，進行完整的測

試來查看是否有發生衝突。討論需要修改的地方，

並改善該部分。 

1.4遇到困難 
(1)錄音:為了要能夠使用語音辨識，所以我們需要將

使用者的聲音錄下來。 

(2)辨識:辨識需要建一個很複雜的引擎，所以必須依

賴公開的服務 

(3)權限問題:為了要使用網頁技術來操作語音辨識

引擎，需要修改語音檔伺服器的權限。 

1.5解決方法 

1.錄音:使用文獻[17]的網頁，用 HTML5、CSS、

javascript，去實現一個有錄音功能的網站，最後

使用 ajax把錄音後的音檔 post到後端進行下載動

作。 

2.辨識: 使用文獻[18]的網頁，一步一步安裝環

境，先使用 arecord 進行錄音，然後進行語音辨識。 

3.權限問題:在後續進行結合的時候，產生了權限

問題，使用者沒有 root 權限去執行語音轉檔與更

改權限，因此新增一個使用者，把 Apache 的權限

更改成新的使用者，並且更改 sudo 的權限，解決

的 root 權限的問題。此用法含有漏洞，容易被駭

客入侵，正在解決此辦法中。 

2. 系統架構 

2.1 車身介紹 
體尺寸長寬高為 35cm × 34.5cm × 62cm，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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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鋁合金與壓克力板。 

車體內可以放置 12v 與 6v 的電池各一顆同時

可以加裝:Basic Stamp、Arduino、Raspberry Pi…

等，目前安裝兩塊 Basic Stamp，兩塊 Arduino，

一塊 Raspberry Pi。在平台上方設置 Webcam。 

2.2 機架結構 
    此機器人所使用的硬體主要分為五個部分: 

(1) Webcam、(2) BASIC Stemp、(3)超音波、(4) 
Arduino 相容控制板、(5) 顏色辨識器 

   
圖 1 系統整體架構圖 

 

2.3使用介面說明 
   圖 2 是屬於測試操作介面，(1) :連接機器人的

port、(2):沿牆巡邏+尋找物品+拍照服務、(3):啟

用家電服務、(4):測試區域分為 turn_open:攝影機

轉動方向測試、infswitch_test:紅外線啟動開關

測試、infinline_test:紅外線沿線走測試 color:

顏色辨識測試、webcam_open:啟動攝影、

take_picture:拍照、(5) :攝影機顯示畫面區域 

 

 
圖 2 機器人介面圖 

 

 
圖 3 使用者介面 

3. 系統功能方法 

3.1 語音辨識 
當按下講話時，參考[17]的網站，網頁會對瀏

覽器發出一個開起麥克風的請求，並開始錄音，按

下講完了後，後端會把剛剛的音檔存取在 Server

端，最後按下指派任務，先使用 Linux的指令 ffmpeg

把音頻轉換成 Google指令的頻率，再用 shell 

script 的呼叫 Python程式，一開始先取得 Google 

Speech API 的授權碼，運用 Python 的 pcyurl的函

式把音檔透過 Web Speech API 的網址與授權碼取

得權限進行解析，最後回傳字手機首頁上。 
 

 
             圖 4 語音命令 

圖 4是使用語音辨識後回傳到使用者端的結果。 

3.2超音波避障 
距離量測之超音波感測器，乃是利用超音波感

測器之 發射器發出超音波至接收器收到由目標物

體反射之回映 所需的時間(t) 來獲得被測物與測

量源之間的距離。 其關係式： 

距離=音速（C）*回傳時間（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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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超音波強度與距離關係圖[2] 

 

圖 6超音波測試距離圖 

依據偵測距離障礙物的距離有多少，再進行特

定的避障判斷使機器人可以達到自主巡邏。圖 6為

測試距離所獲得的結果。第一個數字表示為第幾個

超音波，後面 3 個數字則為距離，單位為公分。 

 
     圖 7超音波位置圖 

3.3顏色辨識器數據 
介紹顏色辨識使用之前，先簡單敘述，為何僅

有紅、綠、藍三個檢出 部分，卻能辨識介於中間

的顏色。一般由於任何光皆能分解成 R、G、B 三

原色，因此對於中間色亦可由 R、G、B 的成分光

量來檢出，以辨識原來的顏色。例如 在辨識黃色

物體時，從物體上反射出的紅與綠光約 50:50，而

藍色成分極少，因 此利用這些比例即可辨識黃

色。為了要在一個辨識裝置上來判斷各種中間顏

色，必須準備決定顏色比例的程式，再利用電腦去

做處理。 

 
       圖 8 顏色辨識器數值 

圖 6是 R,G,B三數值在一個區塊所測出來的

值，可知道是哪種顏色 。 

紅色範圍:R:36-45、G:6-10、B:10-15 

藍色範圍:R:6~11、G:10~25、B:30~50  

 

 
          圖 9 顏色辨識器位置圖 

3.4紅外線遙控發射器 
紅外線（infrared、IR），俗稱紅外光，其波長

在 770nm（奈米）至 1mm（毫米）之間，而人眼可

感知的電磁波波長一般在 400 到 700nm 之間，所以

紅外線屬於不可見光，在通訊、探測、醫療、軍事

等方面有廣泛的用途。例如:遙控器。 

我們先使用一片 Arduino 相容控制板，藉由圖

10 紅外線開關發射器和圖 11 紅外線開關以差不多

40-50 公分左右的距離來進行開閉家電動作。 

 
           圖 10 紅外線發射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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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紅外線遙控開關 

4. 系統流程與執行畫面 

4.1系統操作流程圖 
使用者使用手機連接網路，開啟網路後執行命

令，命令會回傳到 Server 端，Server 端再把資料

傳送到機器人進行任務，機器人拍完照片後把照片

存取在 Samba上面，再由 Server 端進行照片讀取，

並顯示在網頁上。 

 

 
圖 12 系統架構圖 

4.2 尋物流程服務 

4.2.1模擬情境 
家中無人時最怕就是忘記拔插頭、瓦斯是否關

閉等事件，此時主人可利用通訊設備(Android手

機、桌電/筆電)來遙控機器人，確認瓦斯開關是否

已關閉及插座是否拔除，再等待主人是否要執行其

它事情。 

 
     圖 14 尋物流程圖 

4.2.2 執行畫面 

 
圖 15 執行畫面 

圖 15 為機器人運用顏色辨識器到達每一定

點，進行拍照，並在服務結束後，回傳照片結果給

使用者，如圖 16 

 
圖 16 回傳照片結果圖 

4.2.3 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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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實驗結果圖 

大部分的執行結果都非常成功，但是有一些失誤，

比如說沒偵測到紅色區塊，撞到周邊假牆壁，導致

假牆壁倒塌使得超音波抓不到值，導致機器人出現

異狀。 

4.3 開關家電服務 

4.3.1 模擬情境 
夏天到了，有一個身體有缺陷的人(沒有手或

沒有腳)或行動不便的人覺得很熱，想要開電風

扇，但不方便，這時可以呼叫機器人來幫忙啟動開

關，等主人確定有開啟電風扇後再等待主人是否要

執行其它事情。 

 
       圖 18 開關家電流程圖 

4.3.2 測試結果 

 
       圖 19 實驗結果圖 

5. 結論與未來展望 

5.1結論 
    在沒製作專體時，都由學長們帶領我們如何寫

程式去執行機器人，無論是軟體還是硬體或者是程

式要如何編寫機器人才可順利執行，在此老師也借

由這次的新光保全比賽讓我們體會原來輸贏不重

要，重要是機器人有很多小細節要注意因此我們也

明白專體要做什麼了，因今年專體展時間較早，所

以目前我們做了兩項服務，開/閉家電、網頁遙控

尋找物品，可讓使用者不必擔心家中無人以及讓使

用者可以輕鬆一些。而在這兩項服務中，最難做的

是無法用 Apple 手機執行語音辨識服務，只能使用

安卓手機到網頁遙控尋找物品中回傳照片到用戶

瑞，主要是因為 Apple 自家系統太過於封閉及一些

技術無法支援下只能使用安卓手機進行控尋。 

 
5.2未來展望 

我們目前的功能有開/關家電、網頁遙控及定

點尋找物品，開/關家電的動作我們希望還可以加

上手臂去開更多的家電如開冰箱、電腦及微波爐

等，但因為手臂馬力不大無法開啟較重的門如開冰

箱，因此需要大扭力的馬達或是一些支撐方式來改

善，而網頁語音辨識希望可以支援 Apple ios 系統平

台已便更多使用者使用。 

    我們期望本專體在未來研究時，能加入以下功

能及改善方法: 

1. 沿牆走的改善： 

    沿牆走目前僅能夠朝著牆壁走，目標是不

用朝著牆壁走可以自由任意走動，使得未來做

的事件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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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超音波偵測改善: 

超音波偵測所回傳的值會導致 Delay，

造成原本該停止的地方卻延誤了一些距離才

停止，這會導致離物品或牆壁太近而去撞到。

我們希望能加上模糊理論來改善，並且能精準

的算準位置。 

3. 降低成本: 

希望可以使用 Raspberry Pi2 去取代機

器人上面的電腦，進而減少成本需求，且方便

攜帶。 

4. 影像處理: 

希望未來可以使用 Kinect 去取代

Webcam，增加機器人的視覺能力，並搭配骨架

圖，可以增加更多服務。 

 

5. 人機互動: 

人機互動是目前最欠缺的趨勢，可以運

用 Google Speech API 與自然語言辨識去讓機

器人理解說話內容，然後進行回話等互動。 

 

6. 電池續航力: 

現階段電池因使用傳統電池不僅重又耗

電無法待機一天以上，希望未來可以加入氫電

池，因為氫電池是透過混合氫和氧產生電力，

產生輕微的水蒸氣和熱能這不僅航力佳又環

保。 

 

7. 機器人體積: 

現階段機器人體積不再是又大又重，而是

像 LEGO-NXT robot 一様不占空間逹到重量

輕體積小的概念。 

 

8. 雷射避障: 

目前機器人架構上面是使用超音波進行

壁障，如果使用雷射避障可以達到室內定位的

效果與減少死角導致碰撞問題的產生。 

 

    希望未來這些功能及改善方式在成功結合及

開發後，機器人不在是幫忙主人做一些簡單的事

情，而是更進一步做以往傳統機器人做不到的事情

如開家電、機器人遙控其他機器人做打掃家裡，也

同時增加人機互動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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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深度感測與機械手臂取物之研究 

 

鄭文昌, 黃暉凱, 阮巽政, 簡敬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e-mail: wccheng@cyut.edu.tw 

 

摘要 
 

結合攝影機與機器手臂取物已經許多應

用，但在某些環境下，由於光源不足或目標物

與背景顏色相近時，常導致辨識錯誤，改善方

法常使用深度攝影機，在次研究中，我們結合

深度攝影機和工業用機械手臂系統完成一套

不同角度自動取物系統，系統利用深度攝影機

拍攝深度影像，判斷出目標物的角度，使機械

手臂夾爪目標物，並放置在目標位置，將實驗

驗證，深度攝影機確實能有效在光源不足或物

體與背景不易分割情況下，順利完成目標物辨

識，並且決定目標物角度，並正確順利完成自

動目標物夾取。 

 

關鍵字：影像辨識，深度影像切割、手臂控制

系統。 

Abstract 

 
Combined with the robotic arm and 

cameras to extract object had been proposed in 

many applications, but in some circumstances, 

due to the lack of light or similar object and the 

background color, often lead to identification 

errors, improve the methods commonly used 

depth cameras. In the study, we combined depth 

cameras and industrial robot systems to 

complete a different angle automatically extract 

system, the system uses a depth camera to 

capture the depth image to determine the angle 

of the target object, the mechanical arm grips 

object, and placed in the target location. Form 

the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depth camera can 

indeed effective in insufficient light or an object 

and the background is not easy to split,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object recognition, 

and decided to target angle, and correct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automatic object 

gripping. 

Keywords: Image processing, Depth image 

segmentation, Robot Control System. 

 

1. 簡介 

 
機械手臂是具有模仿人類手臂功能並可

完成各種作業的自動控制設備，機械手臂有多

關節連結並允許在平面或三度空間進行運動

或使用線性位移移動，構造上由機械主體、控

制器、伺服機構和感應器所組成，並由程式根

據作業需求設定其一定的指定動作。在 1980

年代機器手臂已成功的應用於汽車製造業等

產業，例如組裝、噴漆、焊接、高溫鑄鍛等繁

重工作，皆能以機器手臂取代人工作業，除了

工業製造上應用，還有商業、農業、醫療救援、

娛樂服務、軍事保全甚至在太空探索等領域，

都可以發現其應用裝置[1, 2]。 

現代機器人科技日新月異，也愈來越貼近

日常生活[3, 4]，與人類更進階互動，將會是

更大挑戰，目前機器手臂透過攝影機結合，可

以完成與人或互動或自動取物的功能，但在某

些應用環境中是屬於無亮光或環境與目標物

顏色過於相近，以致使用一般攝影機無法正常

判斷目標確切位置，所以像聲納或深度探測等

感測器對於機器人來說變得相對重要。在此研

究我們嘗試結合深度攝影機與機械手臂來完

成物體方位判定與機器手臂自動取物。 

本研究最主要功能就是讓手臂可以以各

種不同角度抓取物件，但如果使用一般攝影機，

在某些環境下(例如:目標物體與背景顏色數

值相近)，攝影機無法正確辨別目標物所在位

置及型態角度，而且距離也是一般攝影機無法

準確判斷物體方位的一大原因，於是本研究將

使用深度攝影機解決此問題，希望最後能夠達

成結合手臂與深度攝影機來針對不固定角度

的物體並取物，在此研究透過深度攝影機將可

以感測出目標物所在位置，俯視形狀，所處高

度，以便程式計算出機械手臂移動的座標點與

最後手臂的擺放姿勢，不僅能避免移動時的碰

撞，也較能使動作更為流暢。 

文章結構如下，第二章為系統架構，第三

章為深度影像比對與角度偵測，接下來為實驗，

最後章節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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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流程 
 

圖 1所示為系統流程圖，使用者開啟程式

後，會先由深度攝影機讀取影像，再由電腦計

算比對目標物角度，並配對至能夠控制手臂動

作腳本，選好動作腳本，再依序將腳本內命令

傳送至手臂端由手臂執行動作。 

 
圖 1. 系統流程圖 

3. 目標物角度偵測 

 
本研究影像處理主要利用openCV來完成

處理[5]，一開始由深度攝影機擷取影像後，

設定ROI (Region Of Interesting)範圍(如圖3)，

因為擷取畫面時是擷取到全畫面深度，但是本

研究物體擺放位置只有在某個範圍，所以我們

可以設定 ROI 來加快比對速度以及提高判斷

的正確位置，為了清楚顯示物體位置與計算角

度，接著之對深度影像進行二值化來分出物體

與背景，由於深度影像的灰階值代表攝影機與

物體的距離，在深度攝影機與目標物體放置位

置固定下，距離二值化可以利用兩個臨界值分

出來目標物體，可以清楚看到物體的形狀，接

下找出目標物體輪廓並完成計算角度。影像處

理完整流程如圖 2 所示。 

 

圖 2. 影像處理流程 

 

圖 3. 深度影像及彩色影像範例 

 

ROI在 openCV函式庫中創建ROI可使用

CvRect 資料結構搭配函數 cvSetROI()，CvRect

是矩形結構，其中包含起點座標與矩形寬與高

參數，二值化處理方法則使用 cvThreshold()

函數。角度的計算時則使用 cvFindContours()

函數並搭配 CvBox2D 矩形結構，與 CvRect

結構不同的是 CvBox2D 的結構裡有包含偵測

物體的角度參數，因此可以運用到這個結構角

度參數完成角度偵測。實作時先找尋輪廓，找

出包圍目標物體的最小輪廓，得到輪廓後再使

用 cvMinAreaRect2()函數來描述找出目標物

體的最小輪廓，圖 4 是函數 cvMinAreaRect2()

通過建立凸外形並且旋轉外形以尋找給定 2D

點 集 的 最 小 面 積 的 包 圍 矩 形 。

cvMinAreaRect2()函數會回傳以 CvBox2D 的

結構，再來就是使用 CvBox2D 結構中參數的

得到目標物角度。 

 
圖 4. 最小矩形輪廓 

開始 

讀取深度影像 

計算目標物角度 

選取對應動作

腳本 

送出腳本命令 

至手臂 

未完成

命令? 

結束 

否 

設定 ROI 

二值化 

找輪廓 

計算角度 

深度影像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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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Box2D()函數原型如下， 

 

typedef struct CvBox2D { 

CvPoint2D32f  center, 

CvSize2D32f size,  

float   angle};  

 

第一個參數表示圖形的中心，屬於

CvPoint2D32f 結構，第二個參數表示圖形的長

和寬，屬於 CvSize2D32f 結構，第三個參數表

示水平軸與第一個邊的夾角。 

 

4. 深度攝影機與機器手臂 

 

本研究實驗攝影機選擇 Asus Xtion Pro 深

度攝影機[6]，如圖 5 所示，此攝影機體型小

比較容易安裝，採用可輕易隨插即用的 USB 

設計，並搭配相容於 OPNI NITE 中介軟體的 

Xtion PRO 開發解決方案，Xtion PRO 開發解

決方案可讓開發人員將最新的體感技術應用

於各種用途及產業，使其從競爭者中脫穎而出。

例如，電子看板是此技術的理想用途之一，亦

可用於行銷、導引或觀光用途。復建醫療也是

體感應用的理想領域。有許多領域可受益於動

作感應技術，例如教育、醫療、會議及遊戲等

[4]。Xtion PRO 開發套件具有極高的開放性。

您可以創作自己的應用程式來發展事業，或讓

人們的生活更便利且更直覺。任何人都可以開

發自己的應用程式。透過開發人員的想像力，

可以創作並運用影響深遠的應用程式[7, 8]，

表 1 為 Xtion Pro 深度攝影機規格。 

表 1. Xtion Pro 深度攝影機規格 

傳輸距離 0.8m ~ 3.5m 

視野 58° H, 45° V, 70° D 

(Horizontal, Vertical, Diagonal) 

深度影像

大小 

VGA (640x480) : 30fps 

QVGA (320x240): 60fps 

作業系統

支援 

Win 32/64:XP/Vista/7 

Linux Ubuntu 10.10:X86, 32/64bit, 

Android(by request) 

介面 USB2.0 

程式設計

語言 

C++, C# (Windows), C++(Linux), 

JAVA 

作業環境 Indoor 

產品尺寸 18 x 3.5 x 5 cm 

 

圖 5. ASUS Xtion PRO 深度攝影機 

 

在機器手臂方面，本研究實驗使用機台為

三菱 MITSUBISHI 6 軸 ROBOT 系統如圖，機

台規格如表 2。系統除一台個人電腦以及機器

手臂外，還包含一個Robot控制箱(CR2DA-700)

和手動 Robot 操作遙控器，以下簡單說明基本

操作。 

 

圖 6. 三菱 MITSUBISHI 6 軸機器手臂系統 

表 2. 機台規格表 

機台尺寸 (L):1200mm 

(W):1500mm 

(H):1800mm 

電源 3ФAC220V, 50/60Hz 

 

4.1 CR2DA-700 中型 Robot 控制箱 

 

圖 7 為 CR2DA 中型 Robot 控制箱，連接

至機械手臂與 PC 端之間，面版上有(a)鑰匙開

關、(b)燈號數字顯示器、(c)緊急開關以及(d)

一些按鍵。 

 
圖 7. CR2DA 中型 Robot 控制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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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鑰匙開關：鑰匙轉向左方，為機器手臂為

手動模式 MANUAL，此時使用者可以使

用遙控器控制手臂的移動。而當鑰匙轉向

右方，為自動模式(AUTOMATIC)，此時

由電腦利用程式控制手臂移動。 

(b) 燈號數字顯示器：面版上左上角的顯示器

可以查看目前手臂移動速度、錯誤訊息顯

示等，也可以在小視窗上看到程式執行的

行數，如果發生錯誤可以知道應該從程式

中第幾行開始偵錯。 

(c) 面版按鍵：表 3 為按鍵名稱與功能說明，

方便使用者對手臂進行操作與設定。 

表 3. 為按鍵名稱與功能說明表 

按鍵名稱 說明 

CHNG DISP 可以切換顯示資訊 

UP DOWN 可以加快/減慢手臂移動 

SVO ON/OFF 開啟/關閉手臂控制 

START/STOP 開啟/關閉ToolBox對手臂

的控制 

RESET 發生錯誤可以重置控制箱 

END 停止目前動作 

EMG.STOP 立刻停止所有動作 

 

4.2 機械手臂遙控器 

 

圖 8 為機器手臂系統的手動遙控器，遙控

器可以手動控制手臂位置並搭配 ToolBox 做

點位設置，主要用來控制機械手臂位置，控制

模式共分為2種，分別是XYZ和 JOINT兩種。 

 

圖 8. 機械手臂遙控器 

 

首先將控制箱鑰匙開關切換到手動模式，

“MANUAL”，接著打開遙控器電源，並且啟

動遙控器面版上的電源開關，則機器手臂進入

操作模式，此時按下遙控器面版上“F1” 按鍵

則進行 JOINT 模式，而按下遙控器面版上“F2”

按鍵則進行 XYZ 模式。 

 

(a). XYZ 控制模式 

 

圖 9 為 XYZ 控制模式面版資訊，此模式

以機械手臂於空間座標的 XYZ 軸之數值設定

位置，面版顯示器上右邊的 ABC 則分別為夾

爪的座標位置。此模式優點能較快將手臂移動

至指定位置，但缺點是此模式操作較為複雜。 

 

圖 9. XYZ 控制模式面版顯示內容 

 

(b) JOINT 控制模式 

 

此模式則以機械手臂6個軸心為控制軸，

分別設定六個軸的旋轉角度方式進行控制，數

值分別為 J1, J2, J3, J4, J5和 J6，圖 10為 JOINT

控制模式面版資訊，此模式優點是操作方式淺

顯易懂，缺點是操作速度偏慢，需要移動每個

軸心點位置。在 JOINT 模式中，將點位設置

為 J1:0, J2:0, J3:90, J4:0, J5:0, J6:0 時手臂的姿

態如圖 11 所示，圖 11(a)-(c)為不同視角看到

的影像。 

 

圖 10. JOINT 控制模式面版顯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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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圖 11. J0 到 J6 均為 0 時手臂姿態圖 

 

5. 實驗結果 
 

在此研究實驗，初步假設目標物出現範圍

為 60 度到 120 度之間，每 15 度一個單位則目

標物出現時角度有 60、75、90、105 以及 120

等五個個角度，因此針對此五個角度，設定移

動機器手臂的對應位置點的一連串動作腳本，

當影像辨識得到角度後，則依照角度依序輸出

對應的動作腳本到機器手臂進行移動控制，以

下以某一角度為例，說明其一連串對應點的腳

本： 

Step (1)：開啟攝影機，偵測目標物位置和

角度，並將偵測到的資料傳送至手

臂端開始動作。如圖 12(a)。 

Step (2)：手臂調整角度移動至目標上方，

並開啟夾爪。如圖 12(b)。 

Step (3)：手臂向下夾取目標物，如圖 12(c)。 

Step (4)：手臂向上移動回上方，如圖 12(d)。 

Step (5). 移動至目的位置上方，如圖 12(e)。 

Step (6)：移動至目的位置，如圖 12(f) 

Step (7)：移動至目的位置並打開夾爪，如

圖 12(g)。 

Step (8)：移動回目的位置上方，如圖 12(h)。 

Step (9)：移動回初始位置, 並重新偵測是

否還有物體，如圖 12(i)。 

 

6. 結論 
 

本研究使用深度攝影機結合機器手臂針

對不固定角度的目標物進行比對辨識，透過深

度攝影機將可以感測出目標物所在位置，俯視

形狀，所處高度，以便程式計算出機械手臂移

動的座標點與最後手臂的擺放姿勢。實驗結果

證實深度攝影機確實可以解決有關於色差及

目標高度不確定之問題，且透過此研究讓我們

學會如何操控機械手臂，如何將兩個不同控制

端的程式結合，並完整連結彼此。希望未來工

業 4.0 的時代下，可以改善人類生活品質與生

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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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夾取物體流程的連續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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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oi Tower-機械手臂結合圖形識別之應用 

 
 

 

 

 

 
摘要 

 
工業用機械手臂的運用越來越普遍，但是

由於缺少視覺能力，使得手臂功能受到限制，

因此，在本論文中將機械手臂結合圖形識別技

術、來實現一個典型河內塔的積木移動，將移

動路徑的解法轉換成手臂移動積木的步驟，完

成對河內塔積木可以快速準確地從初始狀態

移動到結束狀態。 

系統運作分為四個步驟：運用圖形識別來

取得積木初始狀態、運用遊戲樹找出解法路徑、

將路徑轉換成手臂移動步驟、控制機械手臂移

動積木。 

因手臂預設的控制模式為單一的定點移

動，缺乏效率，因此本論文進一步對手臂操控

進行的優化包括：優化手臂的移動路徑、優化

對機械手臂傳送資料模式、優化手臂移動速度

及手臂接受指令的停頓時間。上面三個部份的

優化加速比分別是 108%, 231%與 135%，最終

全部整合後的加速比達 338%。透過上述結果

顯示，本論文確實達成整合機械手臂與圖形識

別技術，實現預期目標。 

關鍵詞：工業用機械手臂、圖形識別技術、樣

本比對、遊戲樹 

 

Abstract 
Industrial robotic arms are widely used in 

many applications. However, the lack of vision 

limits the application domains. In this paper, an 

application is developed by combining the 

robotic arm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technique. 

The application is the well-known Hanoi tower. 

The steps for moving discs, i.e., blocks, are 

transformed to a series of commands for 

controlling the robotic arm. The blocks can be 

moved efficiently from the initial state to the 

final state for solving Hanoi tower. 

The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phase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blocks, the 

exploration of the game tree to find out the 

solution pa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lution path 

to command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robotic arm 

by sending commands. 

The initial control mode of a robotic arm is 

based on a set of fixed points. It is inefficient 

since a short pause is needed between two 

commands to wait for the finish of the previous 

command. Therefore, three improvements are 

made to the system, including the improvement 

of moving path, data transmission, the moving 

speed and pause time. The speedup of these 

three improvements are 108%, 231% and 135%, 

respectively. The overall speedup is 338%. The 

abov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ystem achieves the 

purpos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robotic arm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technique. 

Keywords: industrial robotic arm, pattern 

recognition, template matching, game tree. 

 

1. 簡介 

工業機械手臂是近幾十年發展起來的一

種高科技自動化生產設備，能模仿人類手臂的

某些動作功能，用以按固定方式抓取、搬運物

件或操作工具的自動操作裝置。它可代替人的

繁重勞動以實現生產的機械化和自動化，能在

有害環境下操作以保護人身安全，因而廣泛應

用於機械製造、冶金、電子、輕工業和原子能

等部門。它的特點是，可通過編程來完成各種

預期的作業任務，在構造和性能上兼有人和機

器各自的優點，尤其體現了人的智能和適應性，

並有極高的精準度。 

另外，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資訊處理過

程日趨複雜，應用範疇也與日俱增，使得影像

處理需求增加。含有影像攝取鏡頭的硬體設備

越來越多，並融入各種生產製造、商業行為甚

至日常生活，不同應用的資訊系統漸漸倚靠自

動化影像辨識技術，完成各種新的應用。透過

電腦運算技術方法達到圖形的自動判讀的圖

形識別（Pattern recognition）技術，與人工智

慧之發展日趨密切。若要實現機械手臂的高度

自動化操作，圖形識別也許將會成為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因此在本論文中嘗試結合工業用機

械手臂與圖形識別技術，來解決河內塔的搬移

問題。 

2. 系統概述 

本系統使用三菱電機工業用機械手臂

（MITSUBISHI ELECTRIC MELFA）精準，

迅速的完成河內塔積木之移動，並結合圖形識

別和路徑搜尋演算法，對河內塔積木進行定位，

搜尋最短移動路徑並完成對積木的移動。而在

搬移過程暫停手臂動作，接著人為改變積木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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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位置或增減積木，系統都可以重新計算並繼

續完成移動工作，實現一定程度的智慧化。 

系統由攝影機，PC，手臂控制箱，機械

手臂組成。首先由操作系統對攝影機下達指令，

攝影機會回傳積木擺放狀態的影像，系統將計

算出最短移動路徑，以及手臂的動作，並將這

些資料傳送到手臂控制箱。手臂控制箱則會下

達指令讓機械手臂開始移動積木，如圖 1所示。 

 
圖 1：系統示意圖 

 

2. 系統實作 

2.1  機械手臂連線方式 

系統使用 TCP 的連線的方式控制機械手

臂，通訊協定為 TCP/IP。需要先完成環境的

設定(IP、連接埠)後連線才可以控制機械手臂。

由 PC 端傳送指令（點位坐標，夾爪動作等）

至控制箱，控制箱解讀訊號，轉換為 ACSII

編碼，再控制手臂工作。PC 亦可從控制箱讀

取信息，例如手臂當前坐標。 

 

2.2  圖形識別技術 

本系統使用模版匹配(template matching)

的圖形識別技術，利用攝影機取得的圖像來獲

取積木的擺放狀態。圖 2為模板匹配的的視窗，

截取影像和對比樣板會在最左邊顯示出來，還

可以選擇色彩空間和縮放因素。色彩空間可令

擷取影像和比對樣板在二值圖像、灰階圖像、

彩色圖像中選取，而縮放因數代表在所有方向

上對樣板的縮放程度。縮放因數越小，匹配速

度越高，但也需要源圖像中匹配目標與對比樣

板的大小更加相近。 

這裡一共使用了六種比對方法，分別是平

方差匹配法，相關匹配法和相關係數匹配法，

以及對他們做了歸一化處理。經過多次試驗，

選定歸一化相關係數匹配法的進行匹配。 

 
圖 2：模版匹配視窗 

2.3  河內塔最短移動路徑搜尋 

為了計算最短移動路徑，必須得到每個擺

放狀態下一步所有可能的移動方式，這裡以圖

3移動步驟樹狀圖表示之。開始是積木的初始

擺放狀態，然後計算出下一步所有可能的移動

方式，接著刪除重複出現的擺放狀態，以此類

推，就會得到每一個擺放狀態所有可能的移動

方式。通過這種方法，可以在樹狀圖中找出所

有解開河內塔的步驟，並選出最短的路徑。 

 
圖 3：移動步驟樹狀圖 

 

河內塔積木的初始擺放位置分三種情況：

積木依照大小順序擺放在第一排，如圖 4(a)；

積木在符合遊戲規則的情況下隨意擺放，如圖

4(b)；積木不按遊戲規則任意擺放，如圖 4(c)，

甚至缺少積木，如圖 4(d)。 

系統先判斷積木是否缺少，若缺少積木，

則先計算出積木數量 n，再使積木數字由小到

大分別用 1-n代替。如只有數字為 1、3、4、6

的積木，則分別用 1、2、3、4 代替，作為初

始狀態資料的輸入。而步驟的產生仍用積木本

身的數字。 

無論積木如何擺放，依據上面的步驟，系

統都可以搜尋出最短移動路徑，如圖 5 所示，

輸入積木的擺放狀態，若該位置沒擺放積木，

則用 0表示。 

  
        (a)                 (b) 

  
       (c)                 (d) 

圖 4：四種可能的擺放狀況 (a)正常擺放的河

內塔 (b)按遊戲規則隨意擺放的河內塔 (c)不

按規則隨意擺放的河內塔 (d)不按規則隨意擺

放，且缺少積木的河內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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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5：搜尋解答路徑的實例 (a)正常擺放的路

徑搜尋 (b)不按規則擺放的路徑搜尋 

 

2.4  河內塔移動步驟計算 

計算出最短移動路徑後，需要將其轉換為

手臂移動的點位及夾爪的動作。先設定點位代

號，如表 1.所示，一共 18個點位。為了使移

動路徑盡可能縮短，令個代號包括 1、2、3號

點位，分別代表手臂在該位置夾取積木的點位、

手臂將積木抬起 3mm 的點位，手臂在積木正

上方 5mm 的點位，令手臂正好越過積木。如

圖 6所示。 

表 1：積木擺放位置代號 

A柱 B柱 C柱 

P06 P12 P18 

P05 P11 P17 

P04 P10 P16 

P03 P09 P15 

P02 P08 P14 

P01 P07 P13 

 

   
(a)           (b)           (c) 

圖 6：(a)手臂夾取積木的點位 (b)夾取後

上移的點位 (c)手臂正好越過積木的點位 

 

令 1、2號積木放在 A柱，將 1號積木移

至 C 柱，其步驟為 1AC，轉換為具體點位應

為：初始點位→P023→P021→P022→P142→ 

P131，手臂移動過程如圖 7所示。夾爪在 P021

關閉夾取積木，在 P131 張開，放下積木。手

臂完整動作為初始點位→P023→P021→夾爪

Close→P022→P142→P131→夾爪 Open。 

 
圖 7：手臂移動過程示意圖 

 

系統將所有移動步驟轉換為手臂的點位

及夾爪開關的動作，轉換的實例如圖 8所示。 

 
圖 8：點位轉換計算 

 

3. 系統優化 

3.1  原始系統的問題 

 原始系統是使用原本廠商提供之手臂操

控工具所實作出來，這裡列出發現的問題： 

 移動路徑不是最短 

為了避免手臂在移動過程中碰撞到其他

積木，最初設定的移動方式為夾取積木後在垂

直方向移動至該柱最高點，再進行水平方向移

動，但是比較浪費時間。 

 傳送控制命令缺乏效率 

因手臂預設的控制模式為單一的定點移

動，缺乏效率。且手臂控制箱在控制手臂完成

一次移動後，無法立即接收下一個指令，而需

要進行短時間的停頓，這造成時間的延遲。 

 控制命令之間停頓時間過長 

由於不確定每次命令送出並移動後所需

要的停頓時間，因此將停頓時間取最大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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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設定為 1.8s。大多數情況下該停頓時間是過

長的。 

 無法任意暫停手臂的動作 

手臂在移動時，控制箱無法接受任何訊息。

只有通過緊急停止按鈕來暫停手臂的動作。 

3.2  優化方法 

 為了提升原始系統的效能，因此嘗試從不

同面向進行系統優化，優化的重點如下： 

 優化手臂的移動路徑 

判斷出移動路徑上最高的積木高度，使手

臂水平移動時，可正好躍過移動路徑上積木，

可縮短垂直方向的移動距離。 

 優化資料的傳送模式 

改變資料的傳送模式，一次傳送數個移動

點位的資料，大幅縮短停頓時間。此方法需要

改寫控制箱的程式，使用 Melfa Basic 語言進

行實作。 

 優化手臂移動速度 

將機械手臂的移動速度由最初設定的 50%

提高至 100%。 

 優化手臂接受指令的停頓時間 

手臂在完成移動後需要一小段時間才能

接受下個指令，這段時間稱為基礎工作時間，

這裡將停頓時間進行優化。優化方式說明如下： 

最理想的停頓時間=手臂移動所需時間

（總路程/速度）+基礎工作時間，用於判斷何

時下達手臂夾爪的開關指令。 

這裡將三個點位之間的距離差值忽略，令

豎直方向代號差為 1時，手臂移動所需時間為

X，起始柱移動代號差值為 a，移動柱移動代

號差值為 b，基礎工作時間為 N，水平方向每

移動一柱所需時間為 Y，手臂接收資料之停頓

時間為 T，T可以由公式(1)來計算得知。 

 

T = {

(𝑎 + 𝑏) × 𝑋 + 2𝑌 + 𝑁, 𝑀𝑜𝑣𝑒 𝑓𝑟𝑜𝑚 𝐴 𝑡𝑜 𝐶||
𝑀𝑜𝑣𝑒 𝑓𝑟𝑜𝑚 𝐶 𝑡𝑜 𝐴

(𝑎 + 𝑏) × 𝑋 + 𝑌 + 𝑁, 𝑜𝑡ℎ𝑒𝑟𝑠                          

  (1)  

 

透過實際量測得知 X=0.075s，Y=0.2s，

N=0.75，這三個參數就會代入公式(1)中以計

算出合適的停頓時間。 

 

 提高系統可操作性，加入中斷功能 

利用執行緒，將移動指令分段傳送至控制

 箱。通過暫停執行緒來中斷手臂工作。 

3.3  優化效果 

這裡針對原始系統與優化後的系統進行

實際移動時間的量測，發現移動路徑優化的加

速比隨著積木數量的增加而降低，原因是隨著

積木的增加，減少的距離占總移動距離的比例

下降，如表 2.藍色折線。3塊、4塊、五塊積

木時加速比分別為 116%、113%、108%。 

速度及停頓時間優化的加速比隨著積木

數量的增加而上升，如表 2.綠色折線。3 塊、

4塊、五塊積木時加速比為 125%、131%、135%。 

資料傳送模式優化的加速比最高，如表 2.

紅色折線，由此可見基礎工作時間占工作耗時

的比重相當高。3 塊、4 塊、五塊積木時加速

比為 191%、210%、231%。 

將所有優化方式結合后，加速比隨著積木

數量的增加而上升，如表 2.紫色折線。3 塊、

4塊、五塊積木時加速比為 279%、311%、338%。

由此可見。優化方式確實極大縮短了工作時間，

提高了系統的工作效率。 
表 2：優化方法效果比較 

積木數量 

優化方法 
3 4 5 

移動路徑 116% 113% 108% 

資料傳送 191% 210% 231% 

速度與停頓時間 125% 131% 135% 

全部結合 279% 311% 338% 

 

4. 結論 

 本論文中說明一個運用工業用機械手臂，

並結合圖形識別技術的系統，可以自動化解決

河內塔的搬移問題，重要幾點結論如下： 

 本系統確實達成整合機械手臂與圖形識

別技術，可以快速準確的搜尋出各種狀態

的河內塔移動路徑并完成移動，實現系統

的預期目標。 

 針對系統的缺陷進行優化改善后，工作時

間明顯縮短，以五塊積木的河內塔為例，

加速比達 338%，大幅度提高了系統的工

作效率。 

 圖形識別技術，與人工智慧之發展日趨密

切。若要實現機械手臂的高度自動化操作，

圖形識別也許將會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 

 在資訊技術不斷地提升其功能與應用領

域的同時，一般使用者有相當多的需求卻

尚未被有效的滿足，起因於使用者大都無

法自行擴充來超越系統原先實作出來的

功能範疇。本系統中所提出來的機械手臂

結合圖形識別，針對使用者的需求，利用

攝影機取代人的眼睛來做手臂操作，未來

會持續將類似的設計概念應用到更多的

使用者需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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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工業用機械手臂之自動拼圖系統的實現 
 

 

 

 

 

 

摘要 

工業化機械手臂在現在自動化製造的流程中佔

有很重要的角色，其也是工業 4.0 發展趨勢中重要的

一環。因此，在本論文中將機械手臂、輸送帶、感

測器以及攝影機進行結合，並設計出一套系統讓機

械手臂可以自動化的完成積木拼圖。在系統運作上，

機械手臂不只是進行固定的動作，它可以經由取得

攝影機影像之後進行圖形識別功能，以判斷出目前

的積木塊是拼圖的哪一塊，這樣就可達到了自行拼

圖的動作。系統也展示出了機械手臂的精準度以及

運作效率，以呈現手臂在未來各種應用的發展可能

性。 

關鍵詞：機械手臂、圖形識別、輸送帶、感測器 

 

Abstract 
Industrial robotic arm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urse of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to the trend of Industry 4.0. Therefore, a 

system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by using a robotic 

arm, conveyer, photo interrupter and camera to finish 

the task of assembling a child’s puzzle in this project. 

The robotic arm is not only controlled to perform 

pre-defined fixed operations. It can also be controlled 

to perform dynamic ope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identified block in a puzzle. The system demonstrates 

the precision and efficiency of a robotic arm and many 

possible application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mechanical arm, pattern recognition, 

conveyor belts, sensors 

 

 簡介 
在現代工業製造產業中，機械手臂已經成為了

普遍使用的設備之一，在人力密集時代，一條作業

線會需要好幾百位以上作業員，這也使得營運成本

較高，不過隨著工業用機械手臂的出現，讓得作業

線所需作業員人數大幅降低，除此之外，機械手臂

的精準度以及 24 小時的運作，提高工廠的生產效率

與品質，上述各種原因使得機械手臂具有取代人力

的成本效益。 

本論文藉由輸送帶、工業用機械手臂和圖形識

別系統的結合，可以把規格相同的積木完成拼圖的

動作，一開始將積木放置於輸送帶上方，等積木被

光感應器偵測到時會立即停止輸送帶，接著透過攝

影機擷取積木影像，再透過圖形識別技術來判斷該

積木屬於拼圖中的哪一個部分，然後將積木放置到

對應位置上，重複上述流程以達成自動拼圖的目

標。  

 

 系統流程 
為了達成自動拼圖的目標，本論文設計的流程圖

如圖 1 所示，一開始先讓輸送帶將積木往前送，而

感測器會判斷是否感測到積木，當感測到積木時輸

送帶就會停止將積木往前送，然後開始執行積木識

別。 

積木識別步驟中，首先攝影機會將所拍攝到的影

像中積木的影像擷取出來，再將擷取出來的積木影

像與事先建立的樣板進行逐一匹配，以得知積木屬

於拼圖中的哪一個位置，這時就會開始運算機械手

臂夾取與移動積木的路徑。 

由於欲完成的拼圖是以垂直方式呈現，因此當圖

形識別比對結束時，會將得到的目前積木的位置進

行判斷是否可以直接放上目前的積木之上，若是無

法直接放在目前積木之上，系統會先將順序不符的

積木移動到暫時區放置，接著放入目前的積木之後，

再將暫時存放區的積木放回目前積木的上方。 

當完成以上步驟後系統會判斷是否已將所有的

積木放入拼圖中，若是尚未完成，就會讓輸送帶繼

續將剩餘的積木往前送以重複以上步驟。若是已經

完成拼圖之後，系統會將機械手臂的移動速度降低，

接著以緩慢的速度推動拼圖，將垂直拼圖之間的間

隙去除以完成拼圖。 

開始

感測器端
有積木?

輸送帶停止
執行積木識別

否

是

積木與樣板
匹配?

是

將暫存區的
積木放回

輸送帶運行

否

可直接
放上積木?

是

否

否

放上目前積木

所有積木
已放入?

是

結束
推動積木
去除間隙

把順序不符的
積木移到
暫存區

放上目前積木

 
圖 1: 主要系統流程圖 

 

 下面內容中將針對系統流程的主要三個部分：

包含輸送帶運作流程，圖形識別運作流程以及機械

手臂運作流程，分別進行說明。 

 

2.1 輸送帶運作流程 
輸送帶運作流程如圖 2所示，當輸送帶運行後，

在運行過程中會判斷拼圖所需的積木數量是否已被

廖珗洲 黃冠瑜 葉凌承 陳膨琛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hcliao@cyut.edu.tw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224



到達，若是的話，輸送帶就會結束運作，反之感測

器就會持續感測是否有積木到達，接著執行圖形識

別對目前的積木進行辨識，機械手臂就會依照其辨

識結果將積木夾取並移動到正確位置上，最後判斷

是否完成了整個拼圖，直到拼圖完成為止。 

開始

輸送帶運行

感測器是否

感測到積木？
輸送帶停止

否

已取得

所有積木？
結束是

是

否

圖形識別系統

機械手臂

所有積木已

放入？

是

否

 
圖 2: 輸送帶運作流程圖 

 

2.2 圖形識別運作流程 
圖形識別流程如圖 3 所示，一開始先處於等待

狀態，等待輸送帶停止將積木往前送。接著攝影機

會將拍攝到的積木影像擷取出來，並與事先建立一

組樣板逐一進行匹配，當匹配成功就會依據結果進

行機械手臂的控制，將積木夾取並移動到正確位置

上，直到完成所有積木的辨識為止。 

開始

攝影機擷取

積木影像

積木影像

與樣板比對

積木與樣板

是否匹配？

機械手臂

切換至下一個樣板

是

否

結束

是

等待輸送帶停止

所有積木已

放入？

輸送帶停止

是

否

 
圖 3: 圖形識別運作流程圖 

 

2.3 機械手臂運作流程 
流程圖如圖 4 所示，一開始等待圖形識別辨識

的結果。在得到結果之後，系統會判斷目前的積木

是否可以直接放上某一個拼圖柱中（該拼圖為 44，

故有 4 個拼圖柱），若是可以放入就直接控制手臂夾

取積木放入。不然，就會把順序不符的積木由拼圖

柱中取出並放在暫存區中，接著將目前的積木放入

後，再將暫存區中的積木取回。一旦所有積木都已

經放入，就會將手臂移動速度降低，以緩慢的速度

推動拼圖柱去除柱子之間的間隙以完成拼圖。 

開始

等待圖形識別系統

的結果

放上目前積木

輸送帶

否

所有積木已

放入？

是

結束

推動積木

去除間隙

可否直接放上

目前積木？

是

把順序不符的
積木移到
暫存區

將暫存區的

積木放回

放上目前積木

否

 
圖 4: 機械手臂運作流程圖 

 

 圖形識別的方法 
這裡將在下面幾個小節中說明圖形識別流程中

所使用的方法內容： 

3.1 擷取積木的影像 
主要使用OpenCV的 cv::VideoCapture類別來取

得攝影機的即時影像，接著使用類別中的函式

isOpened 來判斷是否有找到並開啟攝影機。當感測

器偵測到積木並停止輸送帶之後，接著將積木所在

的範圍擷取出來並將其存儲成新的.jpg 檔，如圖 5

範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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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a)攝影機影像 (b)取出積木影像 

 

3.2 積木與樣板的匹配 
當取得目前積木的影像後就會進行樣板匹配的

步驟，這裡使用 OpenCV 裡的 matchTemplate 函式，

主要針對進行匹配的原始圖與目標圖，在原始圖上

將目標圖會不斷地由左到右由上到下的滑動，以得

到原始圖上各個位置的匹配值，接著找出最大值以

定位出目標圖的位置。 

另外，在 matchTemplate 函式裡有 6 種相似的方

法，本系統使用 CV_TM_CCOEFF_NORMED (標準

相關係數匹配法)作為樣板匹配方法。其運算時透過

減去各自的平均值，以及除以各自的方差（標準差

的平方），可以將積木影像與樣板影像都標準化，確

保影像的光照亮度比較不會影響計算結果。下面公

式(1)為標準相關係數匹配方法計算方法，T’為樣板

影像，I’為即時積木影像，(x, y)為某個欲匹配的左上

角座標，(x’, y’)為樣板影像的寬與高座標。一個積木

影像與樣板匹配的範例如圖 6 所示： 

 



 








yx yx

yx

yyxxIyxT

yyxxIyxT
yxR

,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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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a)積木與樣板進行匹配 (b)匹配結果 

 

 機械手臂擺放積木與完成拼圖 
4.1 取得目前積木的位置 

目前設定是以 4 個柱子，每一柱可以放入的積木

數為 4 個的方式來擺放積木並完成拼圖，柱的設定

從左到右為(A, B, C, D)，每一柱由上到下以 C 柱為

例是 (9, 10, 11, 12)。如圖 7 所示： 

 

 
圖 7: 拼圖擺放方式 

 

透過圖形識別的方式可以找出目前所要放入積

木的位置，亦即目前積木是屬於那一柱的那個位置

的積木，得知這項資料後就可以計算出機械手臂的

動作步驟。 

 

4.2 計算機械手臂動作的步驟 

當得知目前判斷的積木是屬於 x柱中第 y個位置

後，這個步驟的計算動作主要分為三種情況： 

1. 判斷在 x 柱中是否有屬於該柱的積木已放入其

中，如果沒有積木在其中，就可直接將目前的積

木放入該柱中 

2. 若是 x 柱中最上方的積木編號是否大於目前要

放入的積木，若是的話，表示可以直接將目前的

積木放到柱中最上方的積木之上 

3. 若是 x 柱中最上方的積木編號是否小於目前要

放入的積木，若是的話，會將柱中最上方的積木

夾取到暫存區，等目前的積木放入柱中後，再將

暫存區積木取出並放回柱中。 

這三種狀況分別如圖 8 到圖 10 所示。 

  
圖 8: 無積木在柱中時直接放入的實例 

   
圖 9: 有積木在柱中但可直接放入的實例 

   
圖 10: 有積木在柱中但不可直接放入的實例 

4.3 機械手臂推動拼圖柱完成拼圖 
當機械手臂已經將所有的積木都擺放到拼圖柱

中後，拼圖柱之間還存在著一些間隙，如圖 7 所示，

為了去除柱與柱之間的間隙，系統會控制機械手臂

的移動速度，以緩慢的速度推動拼圖柱 A 向右靠攏

以去除間隙及完成拼圖，如圖 11 所示。 

  
(a)                    (b) 

圖 11: (a)推動拼圖柱去除間隙 (b)完成拼圖 

暫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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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現在我們所設計的機械手臂移動並擺放積

木的方式外，只要符合目前設備的需求也可以設計

其他不同的方式，因此，接著將說明如何設定機械

手臂的動作與調整其移動速度。 

 

 機械手臂的設定 
5.1 點位與機械手臂移動的設定 

要控制機械手臂可以進行移動來完成一個動作，

首先需要以設定點位的方式使機械手臂可以從點 A

移動到點 B。如圖 12 所示： 

  
圖 12: 點 A 到點 B 示意圖 

在設定點位時，主要使用手臂三菱原廠提供的

RT-Toolbox，來將機械手臂目前的坐標記錄下來，再

將記錄的坐標放入變數(P1)裡，如圖 13 所示： 

P1=(617.190,22.210,701.410,-178.610,63.890,-179.200)(7,0) 
P2=(617.190,22.210,902.920,-178.610,63.890,-179.200)(7,0) 

Pa_0=(573.200,201.430,902.940,-178.610,63.890,-179.200)(7,0) 

Pa_1=(573.200,201.430,699.130,-178.610,63.890,-179.200)(7,0) 
Pa_2=(573.200,201.430,745.880,-178.610,63.890,-179.200)(7,0) 

Pa_3=(573.200,201.430,789.920,-178.610,63.890,-179.200)(7,0) 

Pa_4=(573.200,201.430,835.420,-178.610,63.890,-179.200)(7,0) 

圖 13: 點位坐標示意圖 

設定好一組機械手臂的點位後，系統就可以透

過程式呼叫並將預定移動到哪個坐標位置的指令傳

送給機械手臂，在接收到指令後機械手臂會移動至

指定的坐標位置。如圖 14 所示： 

*S10MOVE 
  Mvs P1 

  Wait M_Fbd<0.02 

Rerurn 

圖 14: 機械手臂移動指令程式碼示意圖 

解決點位坐標的設定問題後，接著又因為所能

使用的點位坐標只有 7 個而受到限制，因此查閱原

廠提供的手冊後，發現程式設定中只使用了 3 條輸

入信號源，導致只有 7 個點位可以使用，因此，嘗

試新增 3 條輸入信號源，讓可使用的輸入訊號達到

000001 至 111111，亦即有 63 個輸入訊號，如圖 15

所示： 

(a) case RobotCode::StartPos: 
   m_pOUT[2]->SetValue(0); 
   m_pOUT[3]->SetValue(0); 

   m_pOUT[4]->SetValue(1); 

   break; 
 

(b) case RobotCode::StartPos: 

   m_pOUT[2]->SetValue(0); 

   m_pOUT[3]->SetValue(0); 

   m_pOUT[4]->SetValue(0); 

   m_pOUT[5]->SetValue(0); 
   m_pOUT[6]->SetValue(0); 

   m_pOUT[7]->SetValue(1); 

   break; 

圖 15: (a)原始訊號設定 (b)修改後訊號設定示意圖 

 

5.2 自動控制機械手臂移動的速度 
系統最後會降低機械手臂的移動速度，讓其以

緩慢的速度推動積木柱去除柱與柱之間的間隙並完

成拼圖。同樣透過原廠手冊找到在 Basic Stamp 程式

碼中可以使用 Spd 指令讓機械手臂可自動的提高與

降低其移動速度。如圖 16 所示： 

*S300MOVE 
  Spd 10 

  Mvs Push1 

  Wait M_Fbd<0.02 

Return 

圖 16: 控制手臂移動速度 10%的程式碼 

 

 結論 
本論文將工業用機械手臂、輸送帶、感測器以

及攝影機進行結合，一般既有的設備在結合圖形識

別系統後，讓機械手臂具備視覺能力，能夠依據實

際狀況自行判斷與運作，大幅降低人為的控制。 

目前所學習到的技術還有進步的空間，可以更

進一步針對各個步驟進行精進，以提升系統整合及

各項技術的能力，讓機械手臂的用途更多元化。 

在邁入工業 4.0 的時代，透過學校建置的工業用

機械手臂系統，可以在學校接觸到業界所使用的設

備平台，並進行相關系統的開發，透過這樣的訓練

機會可以在踏入業界前累積更多經驗，收穫相當豐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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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手臂結合 RFID 加工廠 
 

 
摘要 

 
由於社會結構變遷，隨著"RFID"技術的風

行，加上現代人忙碌的生活，以及人力不足的

社會中，機械手臂為我們帶來許多的便利性，

像是一些較簡單或精密的組裝工作，或是危險

的工作都可以交由機械手臂來執行，機械手臂

可以提升產品技術與品質，而這些初期工作大

多可以藉由機械手臂來完成，機械手臂的精

準、低誤差對於產品的品質掌握自然擁有其優

勢，且可減少品管所花費的時間與人力。這次

論文我們主要是透過"RFID"跟"機械手臂"的結

合以達到一個人流物流的"監控"，方便產線人

員以及上層管理人員只需要看著電腦螢幕就

可以了解到目前生產的狀況如何，並且增加公

司的產能，將所有原物料都貼上" RFID Tag"，
利用" RFID "實現對產品訊息的讀取與控管，

並利用機械手臂來做加工更可以減少人力的

消耗，並增加產品的品質與產量。 

關鍵詞：機械手臂、RFID、RFID 標籤、人物

流監控。 

 
Abstract 

 
Due to changes in social structure , with the 

popularity of "RFID" technology , coupled with 
the modern busy life , and lack of human society , 
the mechanical arm brought us a lot of 
convenience , such as some of the more simple or 
sophisticated assembly work or dangerous work 
can be performed by the robot , the robot arm can 
improve product technology and quality , and 
most of the initial work of these can be 
accomplished by a mechanical arm , a 
mechanical arm precision , low error to master 
the natural quality of the product has its 
advantages, and can reduce the time it takes 
quality control and manpower. The topic we are 
mainly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RFID" with " 
robot " to achieve a flow of logistics "Monitoring 
" to facilitate the production line staff and upper 

management personnel need only look at the 
computer screen we can see that the current 
production status, and increase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capacity , all the raw materials are 
labeled "RFID tag ", using "RFID" reads the 
message of the product realization and control, 
and the use of robotic arms to do the processing 
but also can reduce the consumption of 
manpower and increase product quality and yield. 

 
Keywords: mechanical arm , RFID, RFID tags , 
one logistics monitoring . 
 
1. 前言 
 
1.1 背景說明 

 
由於RFID可運用的方面很廣，包括產品識

別數量管制、門禁管制、產品監控、甚至是野

生動物以及家畜的識別等各方面的應用，因此

我們就藉著這次做論文的機會，把RFID跟機械

手臂來做一個結合變成一個簡易的加工廠，目

前我們所做到的功能包含:人員的門禁管控(透
過RFID卡片的讀取判斷是否為合法使用者)、
使用者級別權限的區分(透過RFID的UID來辨

別使用者權限，並且只有最高權限管理者擁有

新增、刪除使用者的權限)、物流的監控(透過

將所有物品都貼上RFID標籤來識別該原物料

的種類，並且控管該原物料的庫存數量以及加

工完成的數量)、物料短缺提醒(透過原物料的

自動盤點系統以提醒該產線人員是否該補貨

了)、機械手臂自動化加工(透過RFID的讀取，

以用來判斷該原物料的種類，並進行相對應的

加工動作，以及異物的排除集中管理)。 
 

1.2 研究內容 
 
軟體：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 

開 發 軟 體  Microsoft VisualStudio2008、
Microsoft VisualStudio2010 、RT Toolbox。 

硬 體 ：  RFID Reader(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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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eader) 、Tag、三菱機械手臂、Web Cam網

路攝影機、Robot。 
 

2. 系統概述 
 
2.1 系統架構流程介紹 
 

首先使用 RFID 來做一個門禁系統登入的

動作，登入成功後進入使用者操作畫面，啟動

系統放入原物料到傳輸帶上，當原物料經過了

RFID Reader會進行讀取並判斷物料種類，當

到達紅外線感測點後停止傳輸帶動作，並且啟

動機械手臂來進行相對應的加工動作，動作完

成後系統會自動盤點待加工物料數量以及成

品數量。 

 

 
圖 1、系統架構流程圖 

 

2.2 系統開發工具 
 
2.2.1 RFID 
 
2.2.1.1 RFID 定義 
 

無 線 射 頻 識 別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是一種無線識別技術，透

過商品上的微晶片「標籤」，可將資訊連至後

端資料庫裡，用以識別、追蹤與確認商品的狀

態。最大的好處是能提高整體物品管理效率及

節省人力成本，比目前條碼系統有更高的效率

與彈性。 

而 RFID 標籤大多具有以下兩個部分：一是其

具有積體電路以便儲存及處理資料，調變和解

調變無線電信號，還有針對不同應用衍生而出

的其他特殊功能；其次則是標籤上會有天線用

以接收和傳送信號。該論文中所用到的 RFID

如圖 2。 

 

 
圖 2、 RFID標籤與讀取器 

 
2.2.1.2RFID 組成元件 

 
如圖 3 所示，RFID 通常會包含三大重要

元件，這些元件對 RFID 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其主要分為前端與後端，前者包含硬

體等接收讀取的裝置，後端則如同系統的基本

要素，有資料庫或其他應用程式等等。 

 

 
圖 3、RFID組成元件 

 
2.2.1.3 RFID 內部構造 

 
由圖 4 中可得知，RFID 標籤內含微細的

晶片 (Chip) 及天線 (Antenna)，其細部內容物

如下： 

 

 
圖 4、電子標籤細部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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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線：用來接收由讀卡機送過來的信號，

並把所要求的資料送回給讀卡機。 

� AC to DC電路：把由讀卡機送過來的射

頻訊號轉為 DC電源，並經大電容儲存能

量，再經穩壓電路以提供 IC 穩定的電源。 

� 解調變電路：把載波去除以取出真正的調

變訊號。 

� 微處理器：把讀卡機所送過來的信號解

碼，並依其要求回送資料給讀卡機，若為

有加密的系統還必需做加解密動作。 

� 記憶體：做為系統運作及存放識別資料的

位置。 

� 調變電路：微處理器所送出的資訊經由調

變電路調變後載到天線送出給讀卡機。 

通常以電池的有無區分為被動式、半被動式和

主動式三種類型，被動式標籤是接收讀取器所

傳送的能量，轉換成電子標籤內部電路操作電

能，不需外加電池，可達到體積小、價格便宜、

壽命長以及數位資料可攜性等優點。記憶體空

間從 16 位元到 512K 位元組以上。 

 
2.2.1.4 RFID 讀取器 
 

讀取器大多數會與應用系統結合使用，可

接收主機端的命令，對於儲存在標籤的資料以

有線或無線方式傳送回主機，因為是利用電磁

波傳遞能量與訊號，電子標籤的識別速率每秒

可達 50 個以上。 

讀取器內含控制器 (Controller) 及天線 

(Antenna)，如果讀取距離較長，則天線會單獨

存在。有些 RFID 設備可以將資料寫入電子標

籤中，稱為寫入器 (Writer)；同時具備讀取和

寫 入 功 能 的 設 備 就 稱 為 讀 寫 器 

(Reader/Writer)。 

依通信流程、電子標籤與讀取器的資料傳

輸方式（感應耦合、電磁反散射耦合、近耦合

等）以及頻率範圍等方面的不同，非接觸傳輸

方式也有不同的區別，但所有讀取器在功能原

理和設計構造上都很相似，均可簡化為高頻介

面和控制單元兩個基本模組（如圖 5）。 

高頻介面包含發送器和接收器，其功能包

括：產生高頻發射功率以啟動電子標籤並提供

能量；對發射信號進行調變，用於將資料傳送

給電子標籤；接收並解調來自電子標籤的高頻

信號。不同的 RFID系統在高頻介面之設計上

會具有些許差異。控制單元的功能包括：與應

用系統軟體進行通信，並執行應用系統軟體發

來的命令；控制與電子標籤的通信過程（主從

原則）；信號的編解碼等。對一些特殊的系統

還有執行反碰撞演算法，對電子標籤與讀取器

間要傳送的資料進行加密和解密，以及進行電

子標籤和讀取器間的身分驗證等附加功能。 

 

 
圖 5、讀取器內部構造 

 
2.2.1.5 RFID 運作流程 
 

RFID 系統的資料傳輸嚴格按照「主從原

則」進行。發出指令的方向為應用程式→閱讀

器→電子標籤，返回應答的方向則相反。具體

來說，閱讀器通過發射天線發送一定頻率的射

頻信號，當電子標籤進入發射天線工作區域時

產生感應電流，電子標籤獲得能量被啟動；電

子標籤將自身編碼等資訊通過內置發送天線

發送出去；系統接收天線接收到從電子標籤發

送來的載波信號，經天線調節器傳送到閱讀

器，閱讀器對接收的信號進行調變和解碼，然

後送到後端系統進行相關處理；系統根據邏輯

運算判斷該標籤的合法性，針對不同的設定做

出相應的處理和控制，發出指令信號控制並執

行動作。 

電子標籤則是一種被動的回信裝置，當系

統啟動時，由讀取器產生特定頻率的無線電訊

號，激發標籤內部晶片中的程式，進而產生射

頻電波，並將記憶體中的識別碼 (ID Code) 傳
回讀取器，再經由解碼之後，由主控電腦進行

判別，完成識別功能。 

讀取器在於傳送資料和能量，然後激化標

籤並讀取標籤資料，且一個讀取器可讀取多個

不同標籤。讀取器由系統頻率產生器產生工作

頻率，接著微處理器產生要送至標籤的訊號給

調變電路，調變電路把訊號調變成載波，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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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頻功率晶體，最後由天線將無線信號發給標

籤。 

天線接收標籤所回覆的資料後，傳送至接

收器解碼後，再送至上層的控制器，由控制器

將解碼後的資料傳給資料庫及電腦等外部裝

置，若屬加密的系統，也一併作加解密處理。 

運作流程圖，如圖 6所示: 

 
圖 6、RFID運作流程圖 

 
1. 讀取器透過天線送出一定頻率的射頻信

號。 

2. 當標籤進入無線範圍時產生感應電流而

獲得能量，向讀取器送出 ID 碼等訊息。 

3. 讀取器採集訊息並解碼。 

4. 讀取器將訊息／數據送至應用系統主機

進行處理。 

 

2.2.1.6 RFID 各種頻率的應用 

 

圖 7 是本篇論文所用到的 RFID 規格表。 

 

 
圖 7、RFID規格 

 

 
圖 8、頻率與應用對照圖 

 

2.2.2 機械手臂及其他硬體實務圖 
 

圖 9、圖 10是本篇論文中所使用到的硬體

設備，其中包含:機械手臂、webcam、PC、機

械手臂手動控制器、Rotbox。 
 

 
圖 9、硬體實物圖 

 

 
圖 10、硬體實物圖 

 

3. 系統展示 
 
3.1 開發介面展示 
 

圖 11 是我們在開發程式的一個開發環境

以及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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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開發介面 

 
3.2 系統畫面展示 
 

 
圖 12、人員門禁系統登入畫面 

 
圖 12 為使用者登入介面，使用已建檔的

RFID 卡片來做為門禁卡登入，登入後會進入

到使用者操作介面如圖 13，之後啟動貨物盤點

系統以及新增原物料如圖 14、圖 15 所示，當

原物料使用完畢後會跳出圖 16 畫面已提醒該

操作者該補貨了。 
 

 
圖 13、使用者操作介面 

 

 
圖 14、啟動自動原物料盤點系統 

 

 
圖 15、新增原物料名稱以及數量 

 

 
圖 16、原物料清空提醒畫面 

 
3.3 實機操作畫面展示 
 

首先如圖17先放入原物料(物體A)啟動傳

輸帶，當 A 經過了感測點後進行讀取判斷如圖

18，之後到達紅外線感測點停止傳輸帶動作如

圖 19，手臂進行夾取並執行相對應的動作如圖

20、圖21。 
 

 
圖 17、放入原物料(物體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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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物體經過RFID感測點進行讀取判斷 

 

 
圖 19、到達紅外線感測點 

 

 
圖 20、啟動手臂夾起物體 

 

 
圖 21、夾取物體到相對應位置 

 

4. 結論 
 

現今社會中 RFID 已經是非常普遍且平民

化了像是鈔票及產品的防偽技術以及電子收

費、病人的電子病歷、物流管理……等等，最

常見的就是我們平常坐公車所使用的悠遊

卡，RFID 提供了使用者更迅速的結賬速度、更

高品質的服務以及便捷的生活。在本論文中，

我們以 RFID 加工廠為藍圖，提出自己所想的

架構及運作模式；精簡其大部分所提到的服務

與規劃，目標著重於人員門禁系統、自動判斷

的方式、機械手臂的連接、以及倉庫原物料盤

點的動作，以減少人員的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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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障礙及防掉落自走車 
 

 
 

摘要 
 

本篇論文製作一台 Arduino 遙控避障礙及

防掉落自走車，硬體方面，核心控制端選擇了

Arduino UNO 控制板為基礎，搭配 L298N 馬達

驅動版驅動兩顆 DC 馬達，循跡方面使用紅外

線陣列感測器偵測黑線，手機與 Arduino 溝通

是使用藍芽的方式，將整體製作成類似戰車的

外觀，在造型方面也與許多自走車有所不同；

搭配自主開發的手機APP，控制自走車的行動。 
 
關鍵詞：Arduino、藍牙、自走車、行動裝置關

鍵詞：Arduino、藍牙、自走車、行動裝置。 

 
Abstract 

 
In this work, we design and implement a 

bluetooth remote controlled and monitored of a 
caterpillar track vehicle with Arduino. With the 
bluetooth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we can 
remote control the caterpillar track vehicle with 
Arduino under the dangerous environments. The 
caterpillar track vehicle with Arduino cannot only 
remote control wirelessly but also can monitor 
and catch target objects.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caterpillar track vehicle with Arduino 
consists of one Arduino UNO and two DC 
motors with L298N driver. The bluetooth 
interface is controlled by the smartphone. 
Arduino UNO can master the electronic signal 
transmission in physical layer. We use the APP as 
a main program to control the Arduino UNO. The 
caterpillar track vehicle with Arduino not only 
can be controlled through bluetooth, but also can 
monitor environment in long distance and catch 
target objects. 

 
Keywords: Arduino, bluetooth, caterpillar track 
vehicle, smartphone. 
 

1. 前言 
 
1.1 研究目的 

 
如何使用 arduino 程式與感測器做連接埠控制

週邊設備，達成目的。 

自走車遇到障礙點時，是否能當下即時反應。 

如何利用無線技術，控制車體行走達成目的。 

 
1.2 研究目標 

 
瞭解 arduino 如何控制馬達組成一台車體。 

瞭解無線通訊控制與傳輸。 

瞭解 arruino 週邊感測器原理與應用。 

透過無線遙控的介面來遙控自走車。 
 

1.3 準備工作 

 
了解 Arduino 和 Android 程式相關書籍。 

了解 Arduino 和 Android 程式的運行及指令 。 

了解各式模組的差異及用途使用方式。 

各式零件的架構。 

一台擁有 Android 系統的智慧手機 。 

紅外線、光敏模組研究及製作。 

 
1.4 研究方法 

 
先測試所有零件、控制板、模組是否為常。 

撰寫 Arduino 和 Android 程式，測試電路板是

否沒問題 。 

開始撰寫程式。 

組裝基本自走車移動零件。 

燒入程式，測試自走車移動及程式運行。 

燒入手機程式測試及檢查問題。 

手機與自走車連接藍芽模組，測試檢查。 

裝上紅外線模組與光敏模組，檢查是否為正常

啟用。 

實際操作校正問題。 

最後校正。 

 

1.5 系統架構 

 

洪士程 李正中 游東霖 許喻智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schong@cyut.edu.tw s10127019@cyut.edu.tw s10127049@cyut.edu.tw s10127117@cy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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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走車主要由 2 顆步進馬達來推動車子的走

向，並由在自走車前方的一組紅外線感測器及超音

波來偵測前方障礙。至於遙控方面由紅外線遙控與

java 語言編寫出來的手機架設控制介面後，利用藍

芽無線技術配對後，使手機 APP 程式用發射訊號藉

由手機藍芽傳送至 arduino 板連接藍芽模組，使車

子上的接收到訊號以達遙控功能。

 
圖 1. 整體流程圖 

 

 
圖 2.紅外線控制端 

 

2 操作及使用 
 
2.1Arduino UNO 控制板 
 

Arduino 是一種開放授權的互動環境開發

技術，互動裝置其實無所不在，像是冷氣的恆

溫裝置，便是使用感測器偵測環境溫度，進行

室內溫度的自動調節；還有汽車使用的倒車雷

達，過於靠近物體便會發出聲音警告駕駛者。

這些裝置為生活增加不少安全及便利，互動能

帶給使用者驚喜，有時會以藝術品的方式呈現

在生活當中。 

以往要處理相關的電子設備時，需要透過

工程師。大多數的設計工具都是為了工程師設

計，除了電路外還需要廣泛的知識，才有辦法

完成電路。還好微處理器有了長足的進步，除

了在使用上變得更為容易，價格上的減少更降

低了學習的門檻。 

Arduino 是一塊 Open source 的 Simple i/o
介面板，並且具有使用類似 java, C 語言的開

發環境。可以快速使用 Arduino 語言(基於

wiring)與 Flash 或 Processing…等軟體，作出互

動作品。Arduino 可以很容易搭配電子元件，

例如 LED、步進馬達…等，進行各類功能設

計。Arduino 微處理機控制板採用 Atmel 

Atmega8-16PI/PU 單晶片作為系統核心， 可

透過 USB 接頭與個人電腦連接，作為程式傳

輸以及供電之用，透過 DC IN 接 頭可外接 

5V~12V DC 輸入來供電，提供 Arduino 獨立

運作所需之電源，而透過電源輸出接孔則可提

供 5V 的電源輸出，用以驅動週邊電子元件。

在控制訊號輸出入方面，Arduino 微處理機控

制板提供了數位訊號及類比訊 號的輸出入接

腳，作為與週邊電子元件傳輸及接收訊號的管

道。 

 

Arduino uno 特色: 

 

圖 3.Arduino uno 接腳圖 

 

開發簡單，參考資料多。在以往的硬體環

境中，要開發微控制器的程式，開發者需要具

Arduino 

晶片 

超音波

感測器 

馬達放

大器 

紅外

線遙

智慧型手機 

馬達 

藍芽模組 

紅外線

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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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電子、電機及相關科系的背景，一般人需花

費大量時間能有機會進入這個開發環境中。

Arduino 學習門檻較為簡單，不需要電子電機

相關科系的背景，也可以很容易學會 Arduino

相關互動裝置的開發。由於 Arduino 以公開

共享為基礎，多數人都樂於分享自己的的創

品，網路上能找的創作案子非常豐富。以此會

基礎，有時只需要參考分享者的作品，依據自

身的需求行調整，就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自己

的創作。 

 
圖 4.Arduino uno 電路圖 

 
2.2 藍芽模組 HC-05  
 
HC-05 特性: 

 

採用 CSR 主流藍牙芯片，藍牙 V2.0 協議標準  
串口模塊工作電壓 3.3V，距離一般有 10米  
波特率默認出廠 9600，用戶可設置。  
支持軟件設置主從模式  
工作狀態指示，連接與非連接狀態信號輸出，

便於 MCU 對模塊進行狀態跟蹤  
核心模塊尺寸大小為：28mm x 15mm x 

2.35mm  
工作電流：配對中：30～40mA 配對完畢未通

信：2～8mA 通信中：8mA  
休眠電流：不休眠  
可以與藍牙筆記本電腦、電腦加藍牙適配器、

PDA 等設備進行無縫連接 

 

圖 5.HC-05 藍牙模組外觀與接腳圖 

 

圖 6.帶底板的 HC-05 藍牙模組外觀與接腳圖 

 
 

圖 7.HC-05 藍牙模組實體圖 
 
2.3 紅外線循跡感測模組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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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紅外線探測，抗干擾能力強，感測器

採用 TCRT5000，工作電壓 5V，黑線輸出低電

位，白線輸出高電位。 

特性及應用： 

感測模組上面有三個燈，利用這三個燈來

判斷是否感測到黑線，當感測到黑線時燈會熄

滅，這時候就能利用燈的亮、滅來判斷車子要

進行左、右轉或直走。 

接腳如下： 

VCC：電源正極輸入，輸入電壓為 5V 

GND：接地端輸入，接入電源負極 

L：左燈感測器輸出（感測到黑線時輸出

為低電位，感測到白線時輸出則為高電位） 

C：中燈感測器輸出（感測到黑線時輸出

為低電位，感測到白線時輸出則為高電位） 

R：右燈感測器輸出（感測到黑線時輸出

為低電位，感測到白線時輸出則為高電位） 

圖

8.TCRT 紅外線感測器實體圖 

 

 

圖 9.TCRT 紅外線感測器電路圖 

 

 

圖 10.TCRT 紅外線感測器原理 

 
2.4 紅外線遙控控制說明: 

 
自走車控制兩項模式: 
 

一、紅外線遙控控制: 

紅外線遙控則可以利用數字鍵控制車體

前、後、左、右四方行走方向，還可開啟以上

敘述的三項自動化模式(防掉落模式、避障礙

模式、循跡模式)。 

二、藍芽模組連結藍芽手機: 

利用 Arduino UNO 板透過藍芽模組連結

與收機 APP 做配對成功後，開始控制前、後、

左、右個方向。 

 

2.5 系統特色： 
 

自走避障模式與防掉落模式及巡軌模

式。在自走避障模式主要表達的是超音波的的

接收與發射，我們將超音波感測器裝載在自走

車上用來偵測是否有障礙物，並使用 Arduino 
UNO 晶片作為控制自走車的 CPU，當超音波

感測器偵測到有障礙物阻擋時，會傳訊號給

Arduino 晶片在適當的距離讓車體停止行走，

尋找另一方向道路繼續行走，避免受到碰撞，

以便提高車子安全性。 

當車體切換成防掉落模式時，會使紅外線

感測器功能開啟，當紅外線感測器訊號打下去

時，在地面上還是平坦的地面下，紅外線感測

器發出去的光線訊號都可回傳，一旦遇到前面

的行走環境是會造成車體掉落時，則同時也是

循號無法回傳至弘外線感測器，因此車體會有

倒退動作，繼續尋找另道路繼續偵測。 

循跡模式功能則是與防掉落功能相反，使

用感測器都一樣是紅外線感測器，此模式必須

讓感測器訊號在無法回傳情況下讓自走車繼

續前進，當訊號有辦法回傳時，車體會在原地

停止。因此我們透過黑色膠帶做出曲彎的軌

道，讓車體一接觸到黑現時，會一直前進，當

跑到軌道尾端時則停止前進動作。 

 

2.6 自走車功能： 

一、紅外線遙控方向模式： 

    利用紅外線遙控，控制車體前、後、左、右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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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紅外線遙控模式 

 

二、自動化多功能模式： 

1、循跡模式: 

可透過紅外線感測器感應，順著自製的黑

線軌道行走。 

 

圖 12.循跡模式 

 

2、避障礙模式: 

可透過超音波感測器感應，遇到前面路線

有障礙物時會自尋無障礙路段，繼續偵測行

走。 

 
              圖 13.避障礙模式 

 

3、防掉落模式: 

可透過紅外線感測器感應前方路段無法

繼續行走時，會自動後退以免車體掉落之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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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4.防掉落模式 

 

4、手機遙控模式： 

手機操控模式則是利用手機上的箭號圖

形，點按控制前後左右。在手機上的操作都是

利用到藍芽模組的接收與傳送指令所達成的。 

 
     圖 15.手機遙控模式 

 

3、結論 
 

本論文使用 arduino 晶片板來製作，透過

紅外線、超音波、藍芽模組做為避障目的。 這
次的論文我們學到如何利用 arduino 晶片、周

邊感測器結合後，做出一台車體，在我們做論

文前，都不曾接觸過這門學問，不論是程式、

電子元件或在自走車研究這方面，都讓我們產

生了很大的興趣，透過不同的元件，產生很多

不同的效果，理論的實用性也是非常的大，論

文讓我初步了解可以從哪個方向做研究並知

道自己的問題點在哪，得知問題就能夠更進一

步的改進。從第一次新接觸，指導老師給我們

方向後，也花了很多時間在硬體研究上，了解

電路圖與感測器確定接法後，在寫程式部份，

我們選擇分工合作去了解每樣功能的所需要

完成的方法，經過這次的論文我們學到了很

多，不僅僅是軟體方面，硬體方面也有所收穫。 

 
4. 致謝 

本論文承蒙行政院科技部補助研究經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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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聯網，直流變頻寵物烘乾機 
 

 
 

摘要 
本論文「智慧聯網，直流變頻寵物烘乾機」

使用 Altera DE2-115開發板作為主體，所開發

完成之軟硬體設計包含：(1)軟體：手機控制頁

面，(2)韌體：硬體控制器驅動程式，(3)數位電

路：計時/溫控/變頻風扇等硬體加速控制器，(4)
類比電路：加熱/馬達/溫控之電源功率及回授

控制電路。使用上可以從手機經由 WiFi 無線

網路，手動設定烘乾機的風速、溫度與運作時

間，或可針對不同寵物的需求，使用智慧模式

自動設定適合的風速、溫度與運作時間，以達

成輕鬆方便吹乾寵物的目的。 

關鍵詞：現場可編輯邏輯閘陣列；直流變頻馬

達；溫度控制；物聯網 

 
Abstract 

 
 This paper implemented a Wisdom 

Networking, DC Inverter Pet Dryer by using an 
Altera DE2-115 development board. This 
hardware/software co-design includes 1:Software: 
User interface control webpage, 2:Firmware: 
Device drivers of hardware controllers, 3:Digital 
Circuit: Timer, Heater, Inverter controllers, 
4:Analog Circuit: Power, Temperature, Motor 
sensor and feedback circuit. By the use of a 
cell-phone via Wi-Fi interconnection, User can 
manually set the fan speed, heater temperature 
and operation time. Moreover, the Pet Dryer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selection of smart 
operation modes, which provide an appropriate 
setting to dry the pet in an easy way.  

Keywords: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DC 
Inverter Motor; Heating Control; Internet of 
Things. 

 
1. 前言 

我們的寵物烘乾機所使用的馬達相較於一

般的烘乾機，是穩定且安靜的直流變頻(DC 
Inverter)馬達；直流變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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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僅可以保持烘乾機內部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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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時代的進步，智慧型手機的發展迅

速，幾乎每十個人就有九個人有智慧型手機，

相當的普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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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作品功能與特色 
我們的「智慧聯網，直流變頻寵物烘乾機」

將各項功能最佳化，讓使用者隨心所欲，所提

供的功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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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智慧聯網：我們可以透過無線網路直接用

手機或電腦控制寵物烘乾機。 

(2) 風速調整：擁有 30段的風速可供使用者依

照需要進行調整。 

(3) 溫度控制：可從室溫到最高 40度。 

(4) 定時控制：從 1分鐘到 60分鐘皆可計時。 

 
綜合上面的各項功能，設計出「手動設定

模式、智慧循環烘乾模式、除濕模式」。作品

特色包括： 

(1) 具一體成形的簡約風格，造型美觀又耐看。 

(2) 溫度最高 40度,達到使用者所設定溫度時

自動停止加熱系統轉動送，寵物最舒適又

安全的溫度。 

(3) 手機上溫度與風扇轉速顯示，使用安全舒

適看的見。 

(4) 兩側增設四顆風扇讓烘乾速度加倍。 

(5) 擁有進氣孔及排氣孔形成空氣對流。 

(6) 原木底板不導熱可拆洗。 

 

2.1 系統架構 
我們的論文「智慧聯網，直流變頻寵物烘

乾機」是以 Altera DE2-115開發板作為平台結

合直流變頻馬達與溫控電路，利用程式控制馬

達的轉速，可依照需求調整不同的風速，同時

透過溫度感測器感測溫度高低來控制加熱溫

度，再透過 websever經由無線網路可以從手機

或是電腦上使用 webApp直接控制烘乾機的風

速與溫度以及定時，達到智慧與便利的效果。

系統架構圖(圖 1)與程式流程圖(圖 2)如下所

示： 

 

 
 

圖 1 系統架構圖 

 
 

圖 2 程式流程圖 
 

2.2 硬體架構 
本論文於 FPGA/SOPC製作硬體控制器、

例如：計時控制器、馬達控制器、溫度控制器

等等控制器，並將相對應之控制器連接至實體

電路做軟硬體溝通控制。 

 
(1) Timer：時間倒數控制與時間資料暫存器 

(2) PWM Controller：風扇馬達控制器 

(3) Temperature Controller：加熱溫度控制器 

(4) PIO Controller：訊號輸出控制器 

(5) On-Chip Memory：使用者程式記憶體 

(6) 7-SEG Controller：七段顯示器顯示時間 

(7) LCD Controller：顯示 IP位址與控制訊息 

(8) Ethernet Controller：乙太網路控制器 

(9) Memory Controller：記憶體控制器 

(10) Flash Controller：快閃記憶體控制器 

(11) Embedded Processor：嵌入式處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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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硬體架構圖 

 

2.3 直流變頻馬達 
利用電子轉向技術，改善傳統交流馬達耗

電、噪音大、轉速無法提高與直流有刷馬達機

械轉向壽命短、噪音大及碳粉污染的缺點。直

流變頻馬達因具備壽命長、噪音低、省電又純

淨無污染的優點，廣受世界先進國家採用（德

國、日本…等）。又因轉速高可以高到很高，

低又可以低到很低，具備交流變頻的功能，所

以這類的電氣產品在國內通稱「直流變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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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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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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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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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PWM 模組之組態暫存器

名稱，位址，與定義如表 1所示：  

 

表 1 系統暫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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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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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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直流變頻馬達 
作用原理是以溫度感測器(LM35)與加熱

器(電熱絲)做結合，利用邏輯閘電路判斷電壓

的高、低態作為開關，控制何時加熱、何時停

止加熱之溫度上下限。其中上、下限值由 FPGA 
輸出之數位訊號經 DAC0808 轉類比電壓訊號

決。LM35：工作原理為感測目前溫度並轉換

為電壓輸出，轉換公式為： 

 

V(T)=(10mV / ℃) × T (℃)        (3) 

 

LM311：電壓比較器，工作原理為當正端

輸入電壓高於負端輸入，電壓比較器為正飽

和，且輸出為數位邏輯之高態(Hi)，當負端輸

入電壓高於正端輸入，即為負飽和，且輸出為

數位邏輯之低態 (Low)。RS 電閂：為兩個 
NAND 閘組成。DAC0808：數位類比轉換器，

電流輸出。 

 

 
 

圖 5 溫控電路圖左半部 

 

 
圖 6 溫控電路圖右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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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溫度控制電路(一) 

 

 
 

圖 8 溫度控制電路(二) 

 

2.5 定時控制 
倒數計時器是以硬體描述語言模擬出來的

數位電路，由減法器以及除頻器製作而成的，

分別為分跟秒的個位數、十位數，一共四個數

字，由最高位數開始倒數，數到零後在到下一

個位數開始倒數，直到最後一個位數，當最後

一個位數為零時會回到最高位數開始倒數，當

全部的位數都為零的時後烘乾機就會停止，時

間的部分會回傳至手機上面，可以讓使用者隨

時觀看烘乾機目前的剩餘時間。 

 

 
 

圖 9 定時顯示器 

2.6 軟體架構 
本論文使用 µC/OSII 多工多核嵌入式作業

系統，Ethernet Controller、Memory Controller

等等作業系統上的驅動程式，本論文建構在

Web Sever上，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連結至Web 

Sever控制頁面，透過 TCP/IP網路傳輸協定，

傳送控制訊號制伺服器軟體做處理以及運

算，運算完之後的控制訊號，再傳送至 API 控

制介面，進行軟硬體的溝通。 

 

 
 

圖 10 軟體架構圖 

 
2.7 實體電路 

本論文所製作的控制實體電路主要有，溫

度控電路、晶體開關電路、ADC、DAC 轉換

電路、電源電路等等，透過這些電路我們可以

控制馬達轉速、電熱絲加熱溫度。 

 

 
 

圖 11 實體電路 

 
2.8 控制頁面操作方法 

我們的「智慧聯網，直流變頻寵物烘乾機」

是以智慧型手機做控制，透過網頁上的控制頁

面啟動烘乾機。首先，將手機連線到 WiFi AP

之後，輸入 IP「192 . 168.2.100」即可進入我們

的控制頁面，從頁面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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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Manual：我們的「手動設定模式」，使用

者按下按鈕之後，可以在下方的輸入自己想要

的風速、時間還有溫度；風速有 30 段可以調

整，溫度從室溫到 40度，時間可設定 1~60分

鐘計時，設定完成後，按 Start 即可開始。

MOD1：「智慧循環烘乾模式」，時間自動設定

15 分鐘，溫度設定在 40 度，風速 30，先按

MOD1，再按 Start即可開始；每過五分鐘，風

速跟溫度會隨著時間下降，當時間倒數完畢

時，會以嗶聲通知使用者烘乾已停止，並關閉

所有功能。 MOD2：「除濕模式」，為了將烘乾

機裡的水氣吹乾，時間自動設定為 1分鐘，風

速 30，先按 MOD2，再按 Start即可開始。Light：

控制烘乾機的電燈開關。Refresh：當烘乾機在

運轉時，我們可以從手機上看到溫控電路回傳

的溫度跟剩餘時間。Stop：暫停烘乾機的運作。 
 

 
 

圖 12 手機控制頁面(上) 
 

3. 結論 
目前在市面上的產品，是以機械式開關做

控制，外觀上有與多轉盤，且風速無法控制，

馬達聲吵雜，而我們的寵物烘乾機不但外觀乾

淨，還能從手機遠端控制風速，且接近無聲，

對於有養寵物的家庭，我們的寵物烘乾機確實

擁有不錯的成果與效益。未來我們希望能加入

濕度感測，讓烘乾機能根據濕度判斷烘乾時

間，並加上攝影機，讓使用者在手機上直接看

到寵物的烘乾情形，做即時監控，更加完善寵

物烘乾機，有機會的話我們可以與智慧家具控

制系統結合成智慧家庭。 

 

 
 

圖 13 手機控制頁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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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搖嬰兒車 
 

 
 

摘要 
本論文是透過偵測嬰兒哭聲大小的方

式，去啟動或停止嬰兒車馬達正反轉，經由轉

動馬達齒輪模組而搖動嬰兒車，以達到安撫嬰

兒的效果。另外我們在嬰兒車下方，裝置了兩

道警示燈光。當嬰兒車處於低光源的狀態之

下，光敏電阻電路可使 LED 燈光亮起，以達到

警示與照明的效果。 

關鍵詞：現場可編輯邏輯閘陣列；聲音偵測；

馬達控制；嬰兒車 
 

Abstract 
This paper implemented a mechanism to 

start, reverse, and stop the motor’s oper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tection of baby crying. By 
rotating the gear and rocking a baby carriage, 
our implementation tries to automatically 
appease the baby. Besides, when the baby 
carriage is in an environment with low 
lighting, the designed photo-resistance circuit 
will turn on the LED to achieve the effects of 
warning and lighting for the baby carriage. 

Keywords: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Voice Detection; Motor Control; Baby Carriage 
 
1. 前言 

嬰兒剛出生時還不會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感

覺，常常以哭鬧讓大家去發現他哪裡不舒服，

而有的嬰兒甚至喜歡被父母抱在手裡搖晃，這

個規律性動作會使大部分嬰兒感到安心。我們

以偵測嬰兒哭聲大小的方式，來啟動與停止嬰

兒車的搖動，讓嬰兒產生有人在陪伴她的感

覺，以達到安撫的效果。此時可以讓父母完成

其它的工作，例如：泡奶粉、準備換洗衣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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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受到市場的關注。對於需要大量

數據運算及規格不斷演進的消費性電子產品

來說，FPGA 的可重複規劃之軟硬體核心具有

其優勢。開發人員能夠彈性的選擇所需軟硬體

功能，以達成系統成本與效能之間的最佳化。 
 

2. 作品功能與特色 
本作品所使用之 FPGA 嵌入式系統開發

板，開發環境，與所實現之自動搖嬰兒車將描

述於本章節之中。 

 

2.1 FPGA 嵌入式系統開發板 
本論文所使用的 Altera DE2-115 FPGA嵌

入式系統開發板(如圖 1)是 DE2 系列中配備

Cyclone IV E 系列晶片中最大容量的 FPGA。
DE2-115不僅可滿足用戶視訊、語音、資料存

取與高階影像處理的應用與驗證需求外，更在 
cost、power、logic resource、memory 與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方面提供最佳解決方案。 

  

 
 

圖 1 DE2-115 FPGA嵌入式系統開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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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ltera Quartus II 與 Nios II 
Altera Quartus II 設計軟體提供了完整的多

平臺設計環境，能夠直接滿足特定設計需要，

為 FPGA系統提供全面的設計環境。Quartus II 
軟體含有 FPGA設計所有階段的解決方案。另

外 Altera Nios II處理器是 FPGA業界應用最廣

泛的軟核處理器，Nios II 處理器非常靈活，滿

足了低成本、即時、安全、設計優化等各式應

用的需求。 
 
2.3 自動搖嬰兒車之系統功能 

自動搖嬰兒車之系統功能描述如下：1.當系

統偵測到嬰兒哭聲達一定音量時，會使馬達轉

動，來帶動齒輪組搖動嬰兒車。2.當嬰兒車整

體處在陰暗處，光敏電阻感測到光線不足時會

啟動繼電器使 LED 警示燈亮起，以達到警示與

照明的效果。自動搖嬰兒車之系統操作流程如

下圖 2所示：  
 

 
 

圖 2 動搖嬰兒車之系統操作流程圖 

 
2.4 自動搖嬰兒車之實作內容 

自動搖嬰兒車之功能模組與實作成品之內

容描述如下： 

 

依圖 3所示，嬰兒車之馬達控制電路以邏

輯閘層次(Gate Level)設計，經由 Quartus II轉

換成 Verilog程式碼後，再整合於聲音偵測部分

的實作之中。 

 

 
 

圖 3 馬達控制電路 

 
如圖 4 所示，FPGA輸出之控制訊號，經

由外部電路轉換電壓與放大電流，來驅動馬達

的運行。 
 

 
 

圖 4 馬達齒輪模組 

 

如圖 5 所示，光敏電阻在沒有光線照射

時，其電阻值呈高阻抗。當光線照射時，則光

敏電阻的阻抗下降。依此特性自動控制繼電器

的開關以亮暗嬰兒車的 LED 燈。 

 

 
 

圖 5 光敏電阻與馬達驅動電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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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完成之自動搖嬰兒車作品如圖 6 與圖 7

所示： 
 

 
 

圖 6 自動搖嬰兒車側面 
 

 
 

圖 7 自動搖嬰兒車正面 
 

3. 結論 
針對目前市面上產品的功能不足之處，本

論文實作嬰兒聲音偵測以啟動與停止馬達之

正反轉，經由轉動齒輪模組以搖動嬰兒車，達

到安撫嬰兒的效果。未來可以 

1.加上攝影機以增加影像傳達的功能，連

結手機 APP後讓使用者能即時監控嬰兒的活動

情形，並遠端控制嬰兒車 

2.加上 PWM 的控制，來控制馬達作出些

微的強弱變化，讓使用者可以調整出最合適自

己嬰兒的規律性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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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ging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increasing; however, despite gradually increasing 

acceptance of retirement homes, elderly people 

who retain their mobility may still decide to live 

at home. However, with Taiwan’s decreasing 

birth rate as well as young men and women 

working outside home, there is no one at home 

that can look after the elderly. Some children 

encourage their elderly parents to attend 

community events so that they are not alone at 

home. Additionally, Taiwan suffers from a 

shortage of social workers. Consequently, the 

movement of mobile elderly people is neither 

monitored nor controlled.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proposes a 

position monitoring care system developed at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 Senior 

University Program. The system employs 

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and 

determines location, as well as provides a web 

page, to monitor whether an elderly person is at a    

senior center or in a bathroom. Additionally, the 

system includes time settings that enable the web 

system to alert caregivers when an elderly person 

is in the bathroom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It 

can also provide push-notifications to the 

caregiver’s smartphone application to enhance 

the safety of elderly people. 

Keywords: 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enior Center, Location, Push-notifications  

 

1. Introduction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functionality of 

radio-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 [1]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t is being used in many 

areas such as store merchandise tracking, 

exhibition navigation, and personnel positioning 

[2]. Because of the increase in the aging 

population in Taiwan [3], we recommend 

employing a position monitoring system that uses 

RFID to track the movement and location of 

elderly people. Using this system will provide 

timely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the location of 

elderly people in potentially dangerous areas and 

alert caregiv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lderly care. 

 The Department of Golden-ager Industry 

Management of the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s established a senior center that 

provides elderly people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activities, as well as providing students a 

practical work-study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inability to control the movement of mobile 

senior citizens presents certain challenges to 

student caregivers, e.g., when senior citizens 

leave the center alone or spend time in the 

bathroom. These problems may occur 

spontaneously and caregivers may not be able to 

discover these problems in a timely mann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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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as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position monitoring system for elderly people has 

been proposed to provide timely notifications 

regarding the position of elderly people. The 

system uses RFID positioning technology to 

identify and monitor senior citizens, in addition 

to analyzing danger posed to senior citizens, by 

setting up a time-sensitive alert function for 

senior citizens in potentially dangerous locations. 

This system aim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senior care. 

 

2. Background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This study will establish a senior citizen 

monitoring system to aid in locations or 

situations where caregivers are short-staffed. This 

section will describe common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y, comp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ies, as well as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choosing the indoor location and notification 

RFID technologies. 

 

2.1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nfra-red Systems 

In 1992, the Olivetti Research Laboratory 

developed Active Badges, an 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 [4], which is the earliest iteration of such 

a system. Despite the high transfer rates of 

infra-red, transfer quality was easily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changes as infrared is more 

susceptible to temperature changes compared to 

other light rays. Thus, the bandwidth of infrared 

emitted from environmental sources or other 

devices is limited. On top of these restrictions, 

infrared has a low penetration rate; it is easily 

blocked by obstructions, and its transmission 

distance is rarely more than 5 meters.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 

Triangulation, which involves wireless 

signal exchange between wireless devices and 

three wireless hotspots, allows determining the 

location of wireless devices. Despite the variation 

of response signal strength with the variation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wireless devices and 

hotspots, triangulation can provide relatively 

accurate positioning with the use of advance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algorithms. Wi-Fi 

positioning is a relatively demanding wireless 

network; however, when wireless hotspots are 

more densely distributed, they provide more 

accurate positioning. This system uses a RADAR 

positioning system [5], developed by Microsoft 

Research Labs in 2000, for use within local-area 

wireless networks; however, this method has high 

financial and labor costs. 

 

 Bluetooth 

Bluetooth technology is easy to integrate 

into mobile devices. For this reason, thi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is easily promoted and 

popularized. It is a low-power, short-range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that allows 

terminal equipment to have a longer lifespan and 

measures signal strength in order to discover 

positions. Currently, Bluetooth technology is 

mainly used for small-scale positioning. Recently, 

Apple has vigorously promoted its iBeacon 

technology [6] that uses low-power Bluetooth to 

transmit a 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 to an 

application or operating system.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A system that uses radio waves to transmit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has many applications. 

RFID is an advanced wireless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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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which can use microchip “labels” 

with unique ID numbers on merchandise to 

identify, track, and confirm the status of goods 

through a connected computer system. The 

system uses a radio scanner to monitor the status 

of each chip, identify, track, sort, and confirm 

various items such as people, cars, or other goods. 

SpotON, an indoor RFID positioning system 

proposed in 2000 [7], pioneered the use of active 

RFID indoor positioning systems. Its positioning 

technology employs, at its core, a 16-degree 

signal reception method, an aggregating 

algorithm to determine signal strength, and a 

signal strength regression model to estimate 

signal propagation distance and location.  

 

2.2 Comparing indoor positioning 

technologie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is on cost 

considerations and releasing caregivers from 

frequent battery replacement and charging 

requirements of location identification systems. 

In these respects, the RFID system stands out: its 

average battery consumption is only 3–7 A, and 

its battery life is more than one year. When 

Bluetooth systems are in rest mode, the power 

consumption of such systems is only 1 A, and 

during transmission of instant messages, the 

power consumed is only 15 A. A comparison of 

Bluetooth and RFID systems shows that 

Bluetooth systems are more suited for 

short-range locations (less than 1 m) and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interference. For this reason, 

this study will use RFID as the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for the positioning system. 

 

3. System Structure 

The use of RFID to assist caregivers in 

monitoring senior citizens is aimed at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ity and security of the 

provision of care. By wearing an active RFID tag, 

senior citizens located in an activity area 

equipped with RFID readers and positioning 

devices are easily identified and located.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activity environments, 

activity areas are divided into indoor and outdoor 

RFID activity areas. 

Indoor RFID activity area: Indoor RFID 

monitoring is primarily aimed at allowing 

personnel to identify whether senior citizens are 

currently in a monitoring area and to prevent 

them from escaping caretaker supervision. The 

system prevents senior citizens from escaping 

caretaker supervision by alerting staff that an 

elderly person has left the monitoring area and 

providing the individual’s departure time and 

current location.  

Outdoor RFID activity area: Outdoor RFID 

monitoring is aimed at potentially dangerous 

locations such as bathrooms and staircases. The 

areas are designed to prevent senior citizens from 

spending an unduly long period of time in 

outdoor areas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caregivers. In such areas, the system works by 

immediately alerting caregivers when an elderly 

individual spends more than a certain amount of 

time in the monitored potentially dangerous area.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forementioned 

question summaries and research goals, this 

system proposes several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desig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an RFID 

positioning system: 

 

 Ability to locate the elderly  

By using an RFID tag worn by elderly 

individuals and transferring data to positioning 

devices, RFID readers should be able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location of an elderly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251



individual. 

 Ability to identify the elderly 

Each senior citizen should wear a unique 

tag that can be read to identify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wearer to the caregiving staff. 

 Ability to issue alerts 

When a senior citizen spends an unduly 

long period of time outside the monitoring area, 

or in a potentially dangerous area, the system 

should immediately alert the caregivers. 

 The system should be reusable and include 

the ability to modify data 

As senior citizens will be occasionally 

added to or removed from the system, caregivers 

should be able to update the system, modify data, 

and continue to use the equipment of seniors who 

are no longer active in the program. 

 

3.1 Warning Tips 

In order to prevent accidents while 

caregivers are unaware of the loc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hree types of alert 

functions to notify caregivers. They are a 

marquee, Google Cloud Messaging (GCM), and 

Email. Multiple alert systems should reduce the 

likelihood of accidents, and improve the 

convenience and quality of the system. 

 

 Google Cloud Messaging (GCM) 

 GCM[8] is a free service that can allow 

staff to send messages on a variety of platforms 

(Android, iOS, and Chrome). For example, a 

server can send messages directly to a single 

device or a group of devices, or an application on 

a device can send data directly to a server or 

devices within its group.  

 Email 

 As smartphone applications are quite 

popular, when an email is received, the 

application can alert caregivers through a 

vibration or alert sound. 

 Marquee 

 The webpage connected to the system will 

have a marquee with dynamic updates. When a 

senior citizen is outside the control area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the marquee will be 

immediately updated. A large screen for 

monitoring will enable easy discovery when a 

senior citizen leaves. an indoor area. 

 

3.2 Architecture element 

This study proposes an RFID-based 

position monitoring system architecture with an 

integrated client side, server side and equipment 

side, as shown in figure (1). 

 

 

Figure (1): Core architecture diagram 

 

On the equipment side, a reader, tag, and 

locater use standard RFID communication to 

transmit messages. All individuals whom the 

staffs wish to monitor wear the tag, which sends 

packets to the backend reader. Additionally, tags 

can receive position packets sent by the locator. 

After entering the tag location into the packet, it 

returns the packet to the backend reader. The 

reader will receive the packet information sent by 

tags at regular intervals; this information includes 

the tag ID, locator position, and emergency 

notifications, as shown in figures (2) 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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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acket format 

 

The processing center of the system is at the 

server end, and it is composed of a database and 

middleware. The bridge between the database 

and equipment side is formed by the middleware 

and wireless base-station 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middleware is to 

receive packets returned by tags worn by senior 

citizens, analyze the packet data, and store it in 

the back end database. The wireless base station 

or access point (AP) provides a means for 

communication between mobile devices in the 

monitoring system. The AP can also provide the 

staff with a means of monitoring, system 

management, and data acquisition via a desktop 

computer or handheld device. 

 

On the client end, caregivers can use the 

webpage or the smartphone application to check 

the daily attendance of senior citizens, as well as 

their current status and location.  

 

On the equipment side, readers are provided 

with an external IP. Through external IP 

addresses on the same network segment, packet 

information can be returned to the middleware 

after being received by the AP. Using the network 

access translator installed on the AP, information 

can be transferred to the middleware of a 

designated port. Our system also includes a web 

version interface to provide a convenient method 

for caregivers and family members to check the 

status of an elderly individual. The web interface 

can include a historical record because packet 

data will be stored in the database. Readers 

receive information every 2 s, and therefore, the 

software element stores this information in the 

database every 2 s; the database is saved in file 

format. During the 2-month test, the database 

received 2 million pieces of data. As the web 

page had difficulty in retrieving information from 

such a large database, the database was limited to 

1 million pieces of data consequently. Therefore, 

when the database exceeded this figure, it was 

emptied. 

 

3.3 Middleware element 

The middleware designed in this study 

comprised of three parts: an application interface, 

a data processing interface, and an element 

interface. Its functional block diagram is shown 

in figure (3). 

 

 

Figure (3): Middleware structure 

 

In the application interface, the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GUI) regularly collects the status 

sent by the tags worn by senior citizens, and 

generates emergency alerts. In the event of an 

alert, it will prompt caregivers to check on the 

situation. 

Data processing is separated into two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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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rmation filtering 

This step sorts the information sent from tags into 

two categories: control area and activity area. It 

transforms the data into useful information.  

 

 Database access 

Database access uses web service to allow 

updating and editing information regarding 

senior citizens, as well as searching position 

history. Database access provides information 

such as senior citizen ID or information on a 

senior citizen’s personal caregiver.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element 

interface is setting the coverage area. As the 

positioning equipment may cover areas of 

different sizes, the element interface allows for 

setting coverage area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dimensions. In addition to receiving the data 

packets returned by tags, it also transfers these to 

the backend after parsing. The element interface 

is shown in figure (4). 

 

 

Figure (4): Middleware 

  

 Many location management elements have 

been included within the location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benefit of caregivers such as a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that allows users to use a 

browser to operate, monitor positions, and edit 

information. As soon as a senior citizen enters a 

monitored area, caregivers can immediately use 

RFID to determine their position and determine 

the length of time spent in that area. RFIDs have 

the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providing 

contact-less information transfer as well as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They can improve 

access control and identity verification, and help 

in avoiding situations where the location of a 

senior citizen is not known. RFID tag positioning 

uses the RFID locator to determine the current 

position of the wearer. Basic seni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provides caregivers the ability to 

update, edit, and delete information. 

 

4. Experiment results and discussion 

 

4.1 System implemen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ructure shown in 

figure (1), we developed an application for an 

RFID position monitoring system. 

Implementation details, site planning, and system 

integration are explained below: 

 The hardware of the system consists of a 

server, a personal computer, a wireless router, 

three RFID readers, three RFID locators, and 

sixteen RFID tag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ersonal computer 

is to receive the information packets sent from 

tags to readers, and to store this information on 

the server’s database. 

RFID readers should be located in each 

senior activity area, hallway, and any potentially 

dangerous area. Each reader is given a unique IP 

address, which uses the internet to send data 

packets to the backend software. RFID locators 

are placed in the activity area and potentially 

dangerous areas to determine the time spent by 

senior citizens in these locations. RFID tags are 

worn by senior citizens, and each senior citizen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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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ed a unique identification number.  

 

4.2 Site planning 

 The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enior Center served as headquarters for 

develop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RFID position 

monitoring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The 

dimensions of the senior center are shown in 

figure (5). In this study, three readers were 

installed on the walls of three different areas, and 

were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receiving the 

information packets relayed by the RFID tags 

worn by senior citizens. RFID locators were 

separated between two locators, which were 

installed in bathrooms to determine the period of 

time spent there by senior citizens. In addition, a 

RFID locator was located in the activity area. The 

server was located in the activity area such that 

caregivers could conveniently check the location 

of senior citizens. 

 

Figure (5): Site plan blueprint 

4.3 System software design  

When senior citizens arrive at the senior 

center, caregivers will activate their RFID tags, 

which will begin to send data packets. Then, 

caregivers will turn on the backend middleware 

to receive these packets, which will be 

simultaneously saved in the backend server 

through the database of the associated webpage. 

By analyzing this received data, the application 

will determine the daily attendance of senior 

citizens, as well as their current status and 

location. It will also calculate the time spent by a 

senior in a given location, and as shown in figure 

(6), if a senior spends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than the preset time limit in a dangerous location, 

it will immediately send an email, GCM push 

notification, and update the website marquee to 

alert staff regarding the potential danger.  

 

Figure (6): Website monitoring page 

Because elderly people tend to walk at 

different speeds, and use the restroom for varying 

durations, caregivers can use the webpage to 

customize the time limit for each senior citizen 

Core processes are shown in figure (7). 

 

Figure (7): System structure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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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nclusion 

 As people grow older and frail, they must 

make certain difficult lifestyle choices, including 

selecting a type of senior care institution. Often, 

the style of care offered by these institutions 

cannot guarantee the level of safety that senior 

citizens inherently require. Taiwan’s network of 

elderly care facilities suffers from a shortage of  

caregivers. Therefor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FID position monitoring 

system is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with the goal of 

supporting overworked caregivers on whom the 

elderly depend on a daily basis. Based on the 

decision-making abilities of the system, 

caregivers will be alerted of potential danger 

when senior citizens spend an unusually long 

time in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area, providing 

caregivers the opportunity to provide assistance 

and avoid serious accidents. The senior citizen 

position monitoring system proposed in this 

study can be effective in monitoring the current 

status of elderly people when they go out in their 

daily lives, and therefore has definite practical 

functionality.  

 In order to improve and complete the 

system, we hope to continue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data to achieve a more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activities performed by senior 

citizens, and the normal periods of time spent by 

senior citizens in various areas. This will allow 

the system to provide more precise alerts to 

caregivers, thereby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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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防靜電監控系統 

 

 

 

摘要 

降低產品不良率、靜電危害預防管理，

一直是電子大廠生產與管理的目標，為了

降低產品不良率，在產線增設人員靜電消

除器、離子風扇等，但這些設備往往存在

著管理問題，如人員為貪圖自行方便而逃

避使用，為了解決此問題，利用物聯網的

概念，將設備和感測模組透過偵測系統，

收集資訊傳送至資料庫，並透過網頁將資

料顯示，讓使用者能輕易且即時掌控現場

產線的狀況如何，達到最高效益。 

關鍵詞：無線傳輸、靜電危害預防、偵測系

統、互動式網頁。 

 

Abstract 
Reduce product defective rate, electrostatic 

hazard prevention management, has been the 

target electronics giant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reduce product 

defective rate, the additional production line 

static eliminator, ion fan, but these devices 

often exist in management issues, such as 

personnel to avoid the use of their own 

convenienc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using the concept of things, the devices and 

sensing module through the detection system, 

collecting information sent to the back-end 

database, and through the web page will 

display the information, allowing users to 

easy and immediate control of the on-site 

production line status, to achieve maximum 

efficiency. 

Keywords: Wireless 、 Electrostatic 

prevention、Detection Systems、Interactive 

web page. 

 

1. 前言 

我們針對目前市面上舊型靜電接地工作

站監測器進行改良設計一套監控系統，將

工作人員的狀態做儲存並修正靜電手環未

插入靜電接地工作站監測器時不會警示的

問題。若沒有按照規定配戴除靜電手環

時，會以警示燈亮燈並發出警示聲響以提

醒工作人員操作正確，提醒工作人員正確

配戴除靜電手環，而管理階層人員可以使

用網頁瀏覽目前正在工作崗位上的工作人

員之所有狀態，包括除靜電手環配置問

題、工作崗位有無工作人員、設備儀器電

源有無正確插入插座、離子風扇有無開

啟，同時我們也能將這些資料從資料庫中

取出，讓公司企業能隨時調閱歷史資料來

做相關督促及懲處。 

2. 系統架構 

本專題系統架構主要分為硬體架構與軟

體架構，硬體架構主要有 ATmega328p、

Wi-Fi 模組、RS485、紅外線模組、靜電手

環、離子電風扇、多層警示燈、藍牙模組，

軟體架構主要有  Arduino IDE、Altium 

Designer 、 IAR Embedded Workbench 、

MySQL、PSpad、XAMPP。 

 
 

2.1 軟體架構 

 

Arduino IDE：用於撰寫Arduino UNO的

程式編譯器，軟體優點：編譯功能完善、

支援大部份Arduino模組。 

IAR Embedded Workbench ：是由一家

獨立公司 IAR 所開專門做軟體整合的開發

環境軟體。IAR Embedded Workbench 可以

支援不同大廠的控制核心晶片例如

MSP430, ARM, 與 AVR 等晶片，如果已曾

經使用過其他廠牌的核心晶片，而現在想

要轉換，仍可以使用 IAR 這套，不必重新

學新編譯環境。 

Altium Designer 09：此套軟體提供使用

張家濟 陳隆信 王奕盛 

朝陽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 

朝陽科技大學 

學生 

ccchang@cyut.edu.tw s10130020@cyut.edu.tw s10130017@cyut.edu.tw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257



者設計電路圖，並且透過儀器設備將電路

圖實體化，同時也提供了大量的電路零件

圖庫提供使用者做任何想法的電路實現。 

 
 

2.2 硬體架構 

 

Atmega328：是 Atmel 公司開發 8-bits 

微控制器，提供串列埠傳輸功能(UART、

SPI、I2C)、PWM、ADC、Timer…等功能，

優點執行效率高、低耗電、功能性強，適

合用來各式各樣產品開發。 

 Wi-Fi Shield (圖 2.2.1)：Wi-Fi Shield

是由 Arduino 公司所開發出來的產品之

一，可以連接至加密的網絡，無論這個網

絡是使用 WPA2 還是 WEP 加密。另外，它

也可以連接至開放的網絡。版子上 microSD

卡槽可用於存儲文件。它可與 Arduino Uno 

和 Mega 兼容。 

 
圖 2.2.1 Wi-Fi Shield 擴充版 

 

RS-485 (圖 2.2.2)：此模組因傳輸速率

高於 RS-232 以及 RS-485 擁有良好的抗雜

訊干擾，同時傳輸距離也較長，大約為 3000

米，更重要的是此模組的匯流排允許連接

多達 128 個收發器，具有多站能力，即使

利用單一的 RS-485 也能建立起多線傳輸。 

 
圖 2.2.2 RS-485 

紅外線模組 CX-422 (圖 2.2.3)：此紅外

線模組的優點在於距離遠，偵測穩定，勝

過於超音波的穩定度，故使用紅外線模組。 

 
圖 2.2.3 紅外線模組 CX-422 

靜電手環：利用手環使工作人員接地，

此種做法是控制靜電的一種花費較少的方

法，而且能產生最為直接的效果，手環能

在靜電損壞電子產品之前，驅散人體所帶

靜電，因此手環是電子行業普遍使用防靜

電手環，以充分保護靜電敏感裝置和印刷

電路板。 

離子電風扇：本機採全新開發高速直進

擴散窗，可避免尖端放電產生的空氣離子

擴散，得以維持直進性以傳送至遠處。能

自動感應帶電量，將離子控制在最理想的

帄衡狀態。 

手環即時監控儀：是一多功能連續式監

測器，它是專門為特殊用戶而設計的一組

雙靜電接地工作站監測器，設計採精準的

低電壓電阻迴路原理，並以精密的 SMT

技術製造，不銹罁外殼精巧堅實，可同時

監測二組靜電腕帶(35M/1.8M)、二組靜電

消散桌墊(3.5M)、及二組低電阻(10Ω)的機

器接地。 

多層警示燈：配合除靜電儀器之狀態來

做相同的反應，例如在除靜電儀器上狀態

顯示為紅燈(警告)，則警示燈也會顯示紅

燈，並且發出警告聲響，來通知工作人員

配戴未完全。 

藍牙模組，如(圖 2.2.4)：HC-05 為主

從（master/slave）一體型，出廠預設通常

是「從端」模式，但是能自行透過 AT 命令

修改。使用英國劍橋的 CSR (Cambridge 

Silicon Radio) 公司的 BC417143 晶片，支

援藍牙 2.1+EDR 規範。主要用於短距離的

數據無線傳輸領域。可以方便的和 PC 機的

藍牙設備相連，也可以兩個模塊之間的數

據互通，避免繁瑣的線纜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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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4 藍牙模組 

2.3 網頁架構 

MySQL：phpMyAdmin 是由 PHP 寫成的

MySQL 資料庫系統管理程式，讓管理者等

入帳號密碼後，用 Web 介面方便管理

MySQL 資料庫。藉由此 Web 介面可以成

為一個簡易方式輸入繁雜 SQL 語法的較佳

途徑，尤其要處理大量資料的匯入及匯

出，使的備份資料方便，也可以快速匯入

其他的資料表。其中一個更大的優勢在於

由於 phpMyAdmin 跟其他 PHP 程式一樣在

網頁伺服器上執行，但是可以在任何地方

使用這些程式產生的 HTML 頁面，也就是

於遠端管理你的 MySQL 資料庫。使用

phpMyAdmin 便利迅速的建立、修改、刪

除資料庫及資料表。 

PSPad(圖 2.3.1)：是一套文字編輯器，

除了支援一般的程式碼之外，另外還有語

法高亮度顯示、拚字檢查、顯示行數、自

動換行、FTP 上傳下載等功能。而對於一

般的使用者來說，你可以跨資料夾搜尋檔

案，並將常用的資料夾加入我的最愛等強

大功能。 

 
圖 2.3.1 PSpad 

XAMPP(圖 2.3.5)：XAMPP 是一個整

合軟體包，主要功能就是在 Windows，Mac 

OS X 與 Linux 等多種作業系統中快速安

裝，設定好支援 Apache、MySQL、PHP 和

Perl 的網頁伺服器，讓一般網頁開發者、

網站設計師能在自己電腦中快速建立一個

能正常運作的伺服器，以便測試手邊的網

站甚至開放給外面的人來瀏覽。 

PHP：PHP (Hyoertext Preprocessor)，一

般用於網頁伺服器上，透過執行 PHP 程式

代碼以輸出網頁代碼，是一種服務器端的

嵌入式 HTML 腳本語言。 PHP 的主要功

能在於伺服器端的 script(腳本)程式，例如

收集表單資料、製作動態網頁、發送/接收 

Cookies 等。使用者與伺服器間進行的互

動，這種互動式的程式即稱為 CGI(common 

gateway interface)程式，即瀏覽者送出相關

的訊息至伺服器，由伺服器上的 CGI 程式

來負責解析使用者的要求並給予適當的回

應，這些回應再送回給使用者。CGI 程式

包括了 PHP、C、Perl、ASP、Java 等。PHP 

是一種跨帄台、嵌入式(可以在 html 語法

一起使用)的伺服器端執行的語言，而 PHP 

常和 MySQL 資料庫一起使用。 

HTML：HTML(超文件標示語言)是為

網頁建立和其它可在網頁瀏覽器中看到的

資訊設計的一種標示語言。HTML 被用來

結構化資訊，例如標題、段落和清單等等，

也可用來在一定程度上描述文件的外觀和

語意。 

CSS：可以決定檔案的顏色、字型、排

版等顯示特性。CSS 最主要的目的是將檔

案的內容與顯示分隔開來。增強檔案的可

讀性、檔案的結構更加靈活等；在 HTML 

中，一個整個網站或其中一部分網頁的顯

示資訊被集中在一個地方，要同時改變樣

式很方便也好管理。 

3. 功能介紹 

本專題將功能分隔為兩個部分，一個部

分為硬體，針對每個裝置儀器間的功能說

明，第二個部分為軟體，針對網頁部分之

功能說明。 

3.1 硬體部分 

 們利用藍牙以及通訊協定來讓各個設

備之間溝通，例如在使用者戴上手環時，

透過偵測子板能得知目前手環的狀態，如

果沒有帶好，則會利用藍牙通知警示燈顯

示警告之紅燈，並響起警告聲響，同時也

能得知離子風扇之狀態一併將資料傳到

Wi-Fi 控制板，再傳到後端資料庫，如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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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無論使用者開啟或不開啟除靜電設備

的電源，或手環配戴是否正常，以及風扇

有無啟動，我們都能得知目前狀態。另外，

我們也透過紅外線感測目前座位上有無工

作人員，並且依照有人或無人時之相關設

備啟動作為根據，來得知工作人員是否有

不符合規定使用設備。 

 Wi-Fi 控制母板 (圖 3.1.1、圖 3.1.2)：

我們設計了一個與 Wi-Fi Shield 溝通的母

板，能將資料交給 MCU 處理後，再由 Wi-Fi 

Shield 傳到後端。 

 
圖 3.1.1 Wi-Fi 控制母板 Layout 圖 

 

 
圖 3.1.2 Wi-Fi 控制母板成品 

 藍牙警示燈子板 (圖 3.1.3、圖 

3.1.4)：我們將多層警示燈設計成透過藍牙

來控制警示燈，可達到減少佈線的問題。 

 

圖 3.1.3 藍牙警示燈子板 Layout 圖 

 

 
圖 3.1.4 藍牙警示燈子板成品 

 偵測子板 (圖 3.1.5、圖 3.1.6)：此塊

子板是將每個設備(手環即時監控儀、離子

風扇、紅外線感測)之狀態資料一併做搜集

後，再透過 RS485 交由 Wi-Fi 控制母板做

上傳資料到後端。 

 
圖 3.1.5 偵測子板 Layout 圖 

 

 
圖 3.1.6 偵測子板成品 

3.2 網頁介面 

 我們製作了一個網頁來顯示每個座位

上的所有狀態，網頁能在有資料讀取並更

動時，立即做更新欄位，達到即時效果，

以下為網頁的介面以及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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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的欄位分為編號、人員姓名、顏色

三個欄位為一組生產線之狀態，最右方為

顏色代表之狀態訊息，綠色為狀態正常，

黃色為座位無人，橘色為手環沒有配戴正

確，藍色為風扇沒有開啟，紅色為嚴重疏

失即代表有兩個含以上的錯誤狀態。(圖
3.2.1) 

 
圖 3.2.1 網頁介面 

 

若點擊顏色之欄位，會針對每個設備的

狀態顯示詳細訊息。(圖 3.2.2) 

 
圖 3.2.2 網頁詳細訊息 

 另外，點擊姓名會出現歷史資料，只

要設備有變動，就會自動立即更新歷史資

料，如此能得知工作人員的每一個步驟行

動。(圖 3.2.3) 

 
圖 3.2.3 人員歷史資料 

4. 結果與討論 

硬體部分在有線或無線的傳輸佈局，或

許可以使用完全無線，但可能會大幅提升

成本，若全部使用有線，也可能造成佈線

上的問題，不過我們以最低成本為優先，

若公司企業要求，我們也能做相對應的措

施，其主要為達到企業公司之產品良率，

以及工作人員必須誠實依照儀器設備之使

用規定。 

5. 結論 

每一位組員都盡自己所能，將所學到的

技術來完成我們這次的目標，我們透過彼

此溝通，互相磨合，不斷討論，來改進產

品的功能，效率，也盡心盡力的在這次專

題上展現每個人的毅力及創意，雖然一直

遭受到失敗以及錯誤，不過在老師的帶領

下，我們總是一起突破所有難關，在這次

專題上，我們有所成就，無論是在硬體之

間的溝通，或是在網頁上的應用，每一位

組員都有很大的收穫，接觸到真正業界所

需要的，並且實際發揮了在學校中所學到

的技術，漸漸將這套系統整合起來，並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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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傳統發光七段顯示器實現觸控與圖形鎖之設計

技術 

 

 

 

摘要 

 
在本論文中，我們提出運用傳統的七段顯

示器，將舊元件採用新技術創造出新的應用，

七段顯示器為常用來顯示數字的電子元件，藉

由七個發光二極體以不同組合來顯示數字，利

用發光二極體有微弱的感光特性，藉以達到類

似觸控的功能；也鑑於此，此作品可取代原有

七段顯示器與相關元件的應用，提高七段顯示

器的附加價值與節省其他元件的開銷。 

關鍵詞：七段顯示器、發光二極體、電子鎖。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novel circuit design 

scheme is proposed. By using conventional 

seven-segment display (LED based) with 

weak lighting sensing, the proposed design 

can play both display and input functions 

without extra device. Since, there is no any 

keyboard anb/or switch component, both area 

and cost of product can thus be achieve due 

to proposed scheme novelty. 

Keywords: Seven-segment display (LED based). 
Light-emitting diode, electronic locks. 

 

 

1. 前言 
開關或按鍵原乃為機械式元件，不論在現

在、過去或未來、在人類所使用的各項電子產

品裡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開關或按鍵也逐

漸由機械式元件演變成非機械式元件，即為觸

控元件或感應元件。不管是機械式元件或是非

機械式元件，都是用於輸入的元件，在科技品

中，通常必備輸入元件與輸出元件，然而在一

些簡單的科技品裡，輸入元件所占的面積與體

積往往大於輸出元件，有鑑於此，如果在輸出

元件上，達到具備輸入與輸出的功能，將有助

於產品的微縮化。 

 

在本篇論文中，我們運用一般電子產品常

用到的七段顯示器，七段顯示器為七個發光二

極體所組合而成，利用發光二極體有微弱的感

光特性，即為光電效應，透過微處理器(Micro 

Processor Unit, MPU) 的類比數位轉換器

(Analog-to-digital converter, ADC) 轉換成數值

後，使用 MPU 進行數值判斷的方式，藉此達

到類似觸控的功能，提高七段顯示器的附加價

值同時節省傳統密碼電子鎖所需的輸入的機

械式元件成本[1-4]。 

 

 

 
圖 1. 傳統七段顯示搭配按鍵輸入之密碼鎖產

品 
  

2. 先前技術及產品 
傳統的電子鎖主要分為密碼、指紋、感應

卡、鑰匙四種，我們所提出的設計在於密碼鎖

方面。如圖 1 所示，傳統的電子密碼鎖由使用

者輸入四位數數值的密碼後判定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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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科技逐漸以物聯網為主，其中居家照

護是現今社會所重視的目標，為使生活在科技

進步下能保有一定的安全性，大多的家庭使用

四位數解碼器，但在此安全的基礎下卻有

1/10000 被破解的危險性。 

在居家環境裡安全是不可忽略的重點，為

免於在盜竊手法多元的清況下成為受害者，因

此，早期社會以傳統的家庭鎖透過科技的發展

逐漸演變成電子鎖而電子鎖主要分為密碼、指

紋、感應卡、鑰匙四種，密碼是大多數公寓及

家庭所選擇的電子鎖，目前皆以透過按鈕輸入

密碼並透過後端做判定，但目前電子鎖多以 4

位數所組成，每一位數數值介於 0~9之間，此

電子鎖密碼被破解的可能性有 1/10000。被破

解方式分為: 

 

(1) 使用程式破解快速解出密碼 

(2) 土法煉鋼 

(3) 尾隨他人並記下按鈕順序 

 

由此可知，若有心人士犯案解開密碼並順

利闖入的可能性遠高於其他電子鎖。 

但一個安全的居家環境中，若不能改善這

些可能性及狀況，將會帶給使用者些許的疑慮

及擔憂，而電子鎖既是目前家庭主要使用的產

品同時也是把關居家安全的第一道門檻，如果

能讓居家安全有大幅的提升，便能讓使用者放

心地使用此電子鎖。 

為使使用者居於安全的居家環境中，許多

公司不斷改良其產品，但目前技術下能改變的

部分微乎其微，故我們以不同的電子鎖外觀搭

配發光二極體有微弱的感光特性的概念，思索

出不同的作業方式，改良電子鎖密碼電子鎖帶

來的疑慮。 

 

 
 

 
圖 2. 所提出七段顯示器結合圖形輸入的技巧. 

 

圖 3. 七段顯示器的圖形組合 

 

3. 所提出的技術 
本論文採用七段顯示器作為輸入與輸出之

裝置，七段顯示器為七個發光二極體所組合而

成，利用發光二極體有微弱的感光特性[1-2]，

即為光電效應，使用 Arduino-uno 與 mega 的

類比數位轉換器，將光電效應產生的電壓轉換

成數值，在開始使用前，會先抓取在七段顯示

器上的各發光二極體因光電效應所產生的電

壓，並抓取其初始值作為閥值，當用手指遮蔽

七段顯示器時，光通量會變少，即因光電效應

所產生的電壓值也會變小，因此可以藉由光通

量來改變光電效應所產生的電壓，並交由

Arduino 判斷讀入的數值是否超越閥值，若連

續三次低於閥值，則表示光通量變少，即為我

們用手去遮蔽，在感測結束後，會把感測結束

前有用手指遮蔽到的部分顯示在七段顯示器

上。 

如圖 2 所示，當我們使用 4 個七段顯示器

設定、輸入密碼，所設定的密碼由使用者喜好

決定密碼輸入順序及圖形，其設定的密碼不局

限於 0~9，擁有更多種變化，不易被破解，讓

使用此電子鎖的家庭能更安心。在使用者輸入

密碼鎖時，必須按照當初設定的順序解鎖，僅

是圖形對而順序錯，此電子鎖仍會認定為解鎖

失敗。 

以圖3來說明一位的七段顯示器所顯示與

輸入的可能性，其可能性為 256 種，此可能性

遠遠大於 0~9 的可能性。若以四位七段顯示器

來探討，原有設計的可能性即為 0000 ~ 9999，

共 10000 種可能，我們所提出的設計的可能性

即為 (256) 4，也就是 (2) 32 種可能，此密碼複

雜度遠遠大於以十進制表示之七段顯示器，也

代表著安全性也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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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七段顯示器感測流程圖 

 

 

 
圖 5. 所提出的設計雛型 

 

 

4. 實驗結果 
論文採用 Arduino-uno 實驗板進行程式撰

寫實現，圖 4 為程式的流程圖，圖 5 則為實際

完成的雛型。 

目前以一位七段顯示器做為實驗，由於

LED 感光的能力薄弱在一般室內燈光下會有

誤判的可能性，在本次試做的電路上我門增加

一個補光燈強化感光能，讓讀入的電壓有較大

的差距方能準確的判斷。此一問題，未來可以

在 LED 與 AD 轉換器間增加一組運算放大器

(OPA)加以改善。 

 

5. 結論 
隨著物聯網時代的來臨，韌體設計所受到

的重視亦不容小覷，透過 LED 的觀念與軟體的

搭配，藉以達到生活便利及警惕等作用之產品

增加 LED 產值及價值，亦能為社會帶來不小的

便利性。本論文中我們所提出的運用傳統發光

七段顯示器實現觸控與圖形鎖之設計，建立於

利用發光二極體有微弱的感光特性的基礎上

藉以達到類似觸控的功能，提供使用者較為直

覺的控制方式，因此此作品可在有效提升居家

安全的狀況下提高七段顯示器的附加價值同

時節省傳統密碼電子鎖所需的元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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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控音樂盒 
 

 
摘要 

科技的日新月異，人們已不再滿足於傳統

的操作方式，進而追求更方便的方法，所以聲

音辨識這項技術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因

此本論文以 FPGA實作聲音辨識系統，並結合

音樂播放器，使用者可以直接拍手控制音樂

盒，無須透過其他任何的遙控器模組，此一做

法減少了遙控器的實現成本，並同時增加了操

作的便利性。 
 

關鍵詞：現場可編輯邏輯閘陣列；聲音辨識; 
特徵值; 梅爾倒頻譜係數 
 

Abstract 
Along with technology advances, people are 

no longer being satisfied with traditional 
operation methods for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then pursue a more convenient way of control. 
Recently, voice recognition technology are 
capturing more and more people's attentions. As 
such, this paper implemented a voice recognition 
system for the control of a music player based on 
a FPGA embedded system. Users can just clap to 
control music box, without using any device of 
remote control. Our proposed approach reduces 
the cost of remoted-control device and increases 
the operation convenience of the implemented 
music player. 
 
Keywords: 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Signal Processing; Eigenvalue; Mel-Scale 
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s 

 

1. 前言 
當看報告看的很煩悶時，如果有音樂的陪

伴總能舒解心煩意亂，而現今的音響大多搭配

遙控器來使用，所以為了聽音樂，你就必須先

找到遙控器才能聽的到音樂，但遙控器總是會

因為各種原因而找不到，甚至有時找到了遙控

器，卻發現電池沒電了。想像如果音響能支援

聲音控制是不是就能除去這些麻煩，想聽音樂

時只要拍個手音響自動撥放音樂，讓使用者不

會因為繁雜的手續而降低聽音樂的樂趣。 
近幾年嵌入式系統以非常快的速度取代了

傳統單一功能的電路，嵌入式系統在生活中幾

乎隨處可見。其架構則主要圍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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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軟核心技術，如 ALTERA NIOS II 
[2]，已逐漸受到市場的關注。相對於傳統單一

功能的電路來說，可配置與規畫之軟式核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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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所需時間和成本也降

低相當多。另外 32 位元的嵌入式處理器則可

利用 C/C++來進行應用程式開發，例如 NIOS II 
Software Build Tools for Eclipse [2]。 

隨著時間的推進，聲音辨識已成為現今發

展的趨勢。因此本論文以「FPGA 開發板」發

展「聲音辨識系統」結合音樂播放器完成「聲

控音樂盒」。且該系統未來也能移植成為冷氣

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與抽風機控制

系統的關鍵技術。 
 

2. 背景 
「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種錯誤」- 尼采」 
不論在讀書、做報告、玩遊戲、或是清晨

剛睡醒時，如果有音樂的陪伴，總是會讓人心

情愉快許多。此時想要聽到音樂，就必須先找

到遙控器，或者起身將音響打開。假使音響有

支援聲音控制的話，就能省下這些麻煩。所以

我們結合了聲音辨識與音樂播放，運用科技使

生活更便利。 
現今市面上之聲控作品，大多都是控制電

燈或是 LED 燈，例如聲控檯燈或是 LED 流水

燈，在音響操作方面還是使用傳統控制方法(操
作按鍵或使用遙控器)，但這些操作方式皆需移

動身體，因此產生了使用上的衝突，減損聽音

樂時的愉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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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相關產品與技術 
傳統的音響(如圖 1)在操作方面，還是使用

傳統控制方法(操作按鍵或使用遙控器)，但這

些操作方式皆需移動身體，因此產生了使用上

的衝突。而為了收到遙控器之訊號(紅外線或是

藍芽)，還必須在音響裡加裝接收訊號的模組，

很明顯的此一音響需要花費額外的遙控器模

組故額外增加整個系統之成本。 

 

 
圖 1 傳統音響 

 

2.2 運用科技帶來更多生活的便利性 
相較於傳統遙控或按鍵式開關，而是使用

聲音感測(如圖 2)來取代實體接觸，讓使用者不

必再為了尋找遙控器或是不願移動身體去切

換開關而感到困擾。在想聽音樂時，只要拍個

手，音響立即撥放，既簡單又方便。 
我們希望透過利用現有元件之功能實現聲

音控制之功能達到降低成本之目標，經過我們

多次的實測發現由於音響為了能達到高音

質，在音響內部會有一顆音訊晶片，因此將聲

控功能與此音訊晶片結合，就能達到降低成本

之目的。 
 

 
 

圖 2 聲控示意圖 

3. 方法與架構 
本章節說明我們所使用之聲音辨識系統與

相關之 FPGA 系統晶片整合工作。 

 

3.1 實現方法 
 本論文主要使用 Altera DE2-115可程式化

嵌入式系統開發板進行聲音辨識系統程式的

撰寫，且搭配開發板本身的麥克風接收器、A/D 
轉換模組等相關硬體設備，來構成聲音辨識系

統的基本架構。辨識方面先做聲音特徵參數的

擷取，使用「梅爾倒頻譜係數」。「梅爾倒頻譜

係數」是一種利用聲音在頻率上的變化，以求

取聲音在頻域上的特徵值，以作為語音辨識之

用。 
 

3.2 系統晶片功能方塊圖 
如圖 3 所示，本論文所實現之聲音辨識系

統經由音頻解碼晶片整合至 FPGA系統晶片之

中。其他之功能模組尚包含嵌入式微處理器，

記憶體控制器，時脈產生器等等。 

 

 
 

圖 3系統晶片功能方塊圖 
 

3.3 嵌入式系統開發板 
如圖 4所示，「聲控音樂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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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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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ltera DE2-115嵌入式系統開發板 

 

3.4 聲音辨識系統 
本論文的參數擷取方法使用「梅爾倒頻譜

係數」（Mel-Frequency Cepstral Coefficients，簡

稱 MFCC）[3][4]，MFCC 常被廣泛的使用在

特徵參數擷取[5]。每一個音框基本的聲音特徵

就有 13 維，包含了 1 個對數能量和 12 個
倒頻譜參數。13 維的梅爾倒頻譜特徵是由 20 
個梅爾頻譜上濾波器組的輸出經餘弦轉換求

得，以下為梅爾倒頻譜參數求取過程： 

 

 
 

圖 5 MFCC流程圖 

 

3.5 梅爾倒頻譜係數(MFCC) 
聲音訊號在提取特徵參數之前，為了使訊

號能夠正確得到聲音訊號的特性，因此會先將

訊號做前處理(Preprocess)，其流程包含預強調

(Pre-Emphasis)、音框化(Frame Blocking)、加窗

(Hamming Window)、接著是取特徵參數

(Feature Extraction)以下將針對各項做詳細說

明。 

 

Pre-Emphasis：將聲音訊號通過一個高通

濾波器，目的是要突顯在高頻的共振峰。運算

式如下: 

 

 (1) 
 

其中 a為一介於 0.9~1.0之間的值，s(n)為
原始時域訊號。 

 

Frame Blocking：由於聲音信號是快速變化

的，因此通常是將聲音訊號以 N 個取樣點為單

位切割成許多小塊的連續訊號集合而這些小

塊稱為音框(Frame) ，如圖 6，利用短時距處

理(Short-Time Processing)的概念，使得聲音訊

號更易於處理。 

 

 
圖 6 音框取樣示意圖 

 

為了避免相鄰兩音框的變化過大，因此會

讓相鄰音框之間有一段重疊區域，通常是 N 的

1/2或 1/3。以此方式重覆直到訊號結束，便能

得到一序列的音框。 

 

Hamming Window：每個聲音訊號通常要

與一個平滑的窗函数相乘，讓音框兩端平滑地

衰减到零，這樣可以降低傅利葉轉換後兩邊的

訊號，取得更高質量的頻譜。運算式如下[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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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Fourier Transform：由於訊號在時域

（Time Domain）上的變化通常很難看出訊號

的特性，所以通常將它轉換成頻域（Frequency 
Domain）上的能量分佈來觀察。 

 

Triangular Bandpass Filters：將能量頻譜能

量乘以一組 20 個三角帶通濾波器，求得每一

個濾波器輸出的對數能量（Log Energy）。必須

注意的是：這 20 個三角帶通濾波器在「梅爾

頻率」（Mel Frequency）上是平均分佈的，而

梅爾頻率和一般頻率 f 的關係式如下： 

 

 (3)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將求出的對數

能 量 代 入 離 散 餘 弦 轉 換 (Discrete Cosine 
Transformation; DCT)成為梅爾倒頻譜係數。 

 

4. 成果展示 
本章節說明我們所使用之聲控音樂盒系統

流程，其中包含聲音辨識系統執行數據，系統

流程分述於下列章節之中。 

 

4.1 系統運行數據 
由於音框的擷取點會影響系統最終的結果

輸出，當擷取點較大時，所需的計算量也會相

對減少，但對於訊號特性改變的情形也將較難

以精確呈現，使得較不易觀測到聲音訊號變化

的特性。而擷取點較小時，在分析時會因為使

用的點數變少，使得結果易受到訊號突然變化

的影響，較不具代表性，計算量也會變大。故

我們在分析聲音時，通常以「短時距處理」

（Short-Time Processing）為主，因為音訊在短

時間內是相對穩定的，所以將音框取 64、128、
256與 512點。 

 

 
 

圖 7辨識流程圖 

 

 

如圖 7 所示，當系統分析出特徵值時，會

與多個辨識參數作誤差值運算，以其結果分析

是否為拍手，辨識參數之個數的由最少到辨識

效能最佳為止，實驗結果又分為拍手與彈手，

如表 1、2所示。 

 

表 1 彈手判斷錯誤率 

 
 

表 2 拍手判斷錯誤率 

 
 

在相同系統環境下，不同的辨識個數實驗

結果如圖 8所示，在辨識個數為 1時，錯誤率

為最高，而在辨識個數為 6時，錯誤率為最低。 

 

 
 

圖 8彈手判斷錯誤率(辨識個數) 

 

在相同系統環境下，不同的音框擷取點實

驗結果如圖 9 所示，在音框擷取點為 64 時，

錯誤率為最高，而在辨識個數為 512時，錯誤

率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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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彈手判斷錯誤率(音框擷取點) 

 

4.2 整體系統流程與功能 
如圖 10 所示，本系統包含一聲音辨識系

統。聲音經由麥克風接取，將聲音訊號傳遞至

FPGA 嵌入式系統板，該系統板將接收到之聲

音訊息經過取樣與 MFCC運算處理後，再將結

果做特徵值對比，系統依據對比結果做出相對

應之操作。 

 

 
 

圖 10 系統整體流程圖 

 

 

 

 

已完成之功能整理如下： 

� 彈一次手：開始/結束 播放 

� 拍一次手：下一首歌 

� 拍二次手：上一首歌 

� 連續快拍：音量往上調 

� 連續慢拍：音量往下調 

 

4.3 系統開發環境 
軟體：Quartus II Web Edition 13.0.1.232、 

 Nios II EDS 13.0.1.232 

硬體：Altera DE2-115 FPGA開發板、麥克風，

擴音器 

 

5. 結論 
相較於傳統遙控或按鍵式開關，我們使用

聲音感測來取代實體接觸，讓使用者不必再為

了尋找遙控器或是不願移動身體去切換開關

而感到困擾。且利用現有元件所開發之 FPGA
嵌入式系統，其功能所需的 FPGA成本對於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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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螺旋槳顯示裝置藝術 

 
 

 
摘要 

 
本裝置是通過利用 arduino 板子上的

IC——ATmega328p來控制LED亮燈,藉由馬達

來帶動裝置上的板子旋轉，將板上 LED 燈以視

覺暫留的方式顯示圖案，並能通過手機上的藍

芽連接裝置上的藍牙模組，使手機與裝置進行

通信，利用手機上安裝的 APP 對裝置進行顯示

時鐘、調節週期、手動繪圖、顯示文字、圖片

導入、圖像旋轉、圖片播放的功能。 

關鍵詞：LED、旋轉、手機 app、視覺暫留、

arduino、無線傳輸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we designed is to show 
the temporarily-persistent vision of pictures 
with LED lights. The IC—ATmega328p on 
an Arduino board controls the lights’ on and 
off while the motor controls the spinning of 
the board where the lights are placed. This 
application can be controlled by the app 
installed on the cellphone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Bluetooth 
module we put in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Bluetooth of the phone. 
Keywords: LED 、 Rotation 、 Mobile app 、

Persistence of vision 、 Arduino 、 Wireless 
transmission. 
 
1. 前言 

我們所設計的裝置是通過利用 Arduino 板

子上的 IC——ATmega328p 來控制 LED 亮燈,
藉由馬達來帶動裝置上的板子旋轉，將板上

LED 燈以視覺暫留的方式顯示圖案，並能通過

手機上的藍芽連接裝置上的藍牙模組，使手機

與裝置進行通信，利用手機上安裝的 APP 對裝

置進行操作。 

2. 系統架構 
該系統利用手機上的 APP——Propeller 

display art通過藍牙通信向ATmega328p發送指

令，讓 ATmega328p 來控制 74HC164，從而對

板子上的 LED 燈進行控制，Propeller display art
具有顯示時鐘、配置藍芽、調節週期、手動繪

圖、顯示文字、圖片導入、螢幕旋轉、圖片播

放八種功能，手機 APP 使得用戶與板子能夠交

互，控制板子上的顯示效果。 
 

 
圖 1.系統架構圖 

 
2.1 硬體設備 

2.1.1 DC 12V 馬達 
用於帶動板子旋轉。電壓為 12V，電流為

250mA ，轉速 6800rpm ，如圖 2 所示。 
2.1.2 Arduino HC-05 藍芽模組 
主要是作為一個中間的傳輸媒介來應用

的，來用於手機端與板子的資訊交會，如圖 3
所示。 

 

    
  圖 2 DC 12V 馬達  圖 3 Arduino HC-05 藍芽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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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74HC164 
74HC164 是 8 位移位暫存器，當其中一個

（或二個）選通訊串列輸入端的低電平禁止進

入新數據，並把第一個觸發器在下一個時鐘脈

衝來後復位到低電平時，門控串列輸入端（A 
和 B）可完全控制輸入數據。一個高電平輸入

後就使另一個輸入端賦能，這個輸入就決定了

第一個觸發器狀態，如圖 4 所示。 

        
圖 4 74HC164     圖 5 ATmega328P 

2.1.4 ATmega328P 
ATmega328P 是一款高性能、低功耗的

AVR（R）8 位微處理器，先進的 RISC 體系結

構，集成了 32KB ISP 閃存，1024B EEPROM，

2KB 的 SRAM，23 個通用 I/ O 線，32 個工作

通用寄存器，三種靈活的定時器與計數器比較

模式，內部和外部中斷，可編程串列 USART，
面向字節的兩線序列介面，SPI 序列埠，一個 6
通道 10 位 A/ D 轉換器（8 路為 TQFP 和 QFN/ 
MLF 封裝），可編程看門狗定時器具有獨立片

內振蕩器，以及五種可以通過軟件選擇的省電

模式。該器件的工作電壓為 1.8-5.5V 之間。 
2.2 作業/支援軟體簡介 

2.2.1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是瑞典  IAR 

Systems 公司為微處理器開發的一個集成開發

環境,支援 ARM，AVR，MSP430 等晶片內核

平台。 
2.2.2 Android Studio1.41 
Android Studio 是一個 Android 開發環

境，基於 IntelliJ IDEA. 類似 Eclipse ADT，
Android Studio 提供了集成的 Android 開發

工具用於開發和調試。 
2.3 通訊網路/協定 

該裝置使用的通訊協定是 Bluetooth 4.0，
Bluetooth 4.0 是 2012 年藍芽版本，是 3.0 的升

級版本；較 3.0 版本更省電、成本低、3 毫秒

低延遲、超長有效連接距離、AES-128 加密等。 

3. 系統設計 
3.1 設計思路 

這次的裝置設計基於 Arduino 板子的 IC 
Atmage328p 來做的。並且使用 IC 的 PB1，
PB2，PB4，PD3，PD5 和 PD6 腳位作為 I/O。

其中 PB4,PD3 和 PD6 分別鏈接 3 個 74HC164

的 clock 腳位，而 PB2，PB1 和 PD5 分別鏈接

74HC164 的 data 腳位，從而來對 74HC164 進

行控制。 
我們在編寫的過程中使用了定時器中

斷，定時器就像一個水桶，當它啟動的時候就

像往水桶裡加水，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就要來判

斷這個水桶滿了沒有，溢出的同時做出下一步

的判斷。在裝置中我們使用了定時器 2 中斷，

定時器可以讓我們在週期的把握上有個一個

準確的判斷，我們可以給它一個靈活的上限值

讓我們的代碼有一個更精確的處理結果，使得

我們的顯示和馬達的週期有著相對穩定結構。 

3.2 供電設計 
3.2.1 培林供電 
由於顯示裝置在一個旋轉的平面上，如果

正常的用線接正負的話，馬達旋轉時，會導致

電線與馬達的主軸會纏繞在一起，對電線造成

磨損，也會使馬達停止旋轉，無法達到穩定供

電的效果，也無法正常運轉。 
本設計提供一種基於培林之旋轉供電裝

置，包括有馬達、培林、絕緣墊片、電線及橡

膠管所組成，以馬達的轉軸作為正極，在馬達

的轉軸上固定橡膠管，以起到絕緣的效果，然

後在橡膠管上固定一個培林，並從培林內圈連

接一條電線做為馬達轉軸上部的旋轉物的負

極，讓它接負極， 當馬達的轉軸旋轉時與之

相連接的培林內端隨之運動，外端保持靜止並

用電線或導體與外部電源的負極相連接，使得

當馬達高速旋轉時固定在培林內圈的電線與

旋轉物保持相對靜止，能夠給轉軸上方的旋轉

物進行穩定供電的裝置。 
本設計所提供的供電裝置，利用培林內圈

轉動時，外圈會與之保持相對靜止的特點，使

得在高速旋轉的情況下電線不會纏繞在主軸

上因此可達對旋轉物進行穩定供電的作用。 
請參閱圖 6 供電構造圖，本創作係提供一種

基於培林之旋轉供電裝置，該裝置包括有一馬

達，該馬達主軸上固定一培林，培林的上部與

下部分別固定一絕緣墊片和絕緣體，從培林的

內圈向外連接一根電線，作為負極，在培林的

外圈焊上鐵片並打一個孔，通過一根螺絲固定

一根電線，作為負極，將螺絲固定於鐵片的孔

上。 

3.2.2 穩定裝置 
在完成圖 6裝置的時候我們發現在放上 IC

之後即使設置了常亮也會出現下圖這樣的斷

點，並且之後在改變了程式之後我們發現燈在

板子不轉的時候可以按照我們寫的程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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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但是轉起來之後只能一直亮燈。我們推斷

是在旋轉的時候會有供電的斷線，導致 IC 一

直 reset。 

 
圖 6. 供電構造 

所以我們為了不讓 IC 一直 reset，在板子

上加了一個容量較大電容（圖 7），讓板子可以

在瞬間斷電的時候有個電容可以進行緩衝，解

決了會有斷點的問題，如圖 8。 

       
    圖 7. 電容裝置    圖 8. 顯示無斷點 

3.3 電源 
因為 328p 的工作電壓為 1.8V-5.5V，耐壓

可達 7V，直流馬達的工作電壓為 6V-12V，所

以為了保證 328p 不被高電壓損毀，並且保證

馬達有一個足夠的轉速，所以我們使用了 6V
的適配器來讓我們的裝置正常運轉。如圖 9 所

示。 

 
圖 9. 電源 

3.4 藍芽模組 
這裡使用的藍芽模組如圖 10 主要是作為一個

中間的傳輸媒介來應用的，來用於手機端與板

子的資訊交會。藍芽的 TXD 腳發出資訊給

ATmage328p 的 RXD，由這種方法來完成手機

對板子的控制。資訊的處理我們是用 Usart 中
斷來實現的，使得手機可以進行模式的選擇和

模式功能的具體實現。 

 
圖 10. 藍芽模組 

3.5 燈的控制部分 
我們這裡選用的是 SN74HC164 來對燈進

行控制，讓 8 位燈按照我們的設計經行亮燈。

SN74HC164 是 8 位移位暫存器，當其中一個

（或二個）選通串列輸入端的低電平禁止進入

新數據，並把第一個觸發器在下一個時鐘脈衝

來後複位到低電平時，門控串列輸入端（A 和
B） 可完全控制輸入數據。一個高電平輸入後

就使另一個輸入端賦能，這個輸入就決定了第

一個觸發器狀態。雖然不管時鐘處於高電平或

低電平時，串列輸入端的數據都可以被改變，

但只有滿足建立條件的資訊才能被輸入。時鐘

控制發生在時鐘輸入由低電平高電平的躍變

上。 

圖 11. 74HC164 佈局 

3.6 去尾燈 

 
圖  12.  尾燈現象 

會出現圖 12的情況是因為在燈的輸出控制

方面我們使用了 74HC164 來控制 8 個燈，所以

按照正常的接法來說，燈要直接接地，那麼

74HC164 的工作按照正常的時序運作，如圖 10
時序圖所示每個燈按照正常的推位開始亮。所

有當按照這種做法來運行的時候，只亮起最後

一盞燈時，74HC164 會正常按照時序推位，當

推到第八個燈讓它亮起來的時候前面的燈就

會出現殘影。在繪製一條線的時候會按照時序

圖的樣子是一個三角的殘影。 
為瞭解決殘影的問題，我們把圖 13 中的燈的

負極一段的線接到了 PB0，也就是 Atmage328p
的 14 腳上。然後對其進行控制，在 74HC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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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推位工作的時候不讓回路完全流通，也就

是在推位的過程中不使燈亮起來。當推位完成

的時候再讓回路完成使得燈亮起來，這樣可以

做到在推位中前面的燈有推位但是不顯示從

而也就去掉了在前面顯示的殘影。 

 
圖  13. 74HC164 時序圖 

3.7 外部中斷 
作為一個顯示裝置要做到的就是有一個

穩定的不動的顯示區域，並在區域內使得顯示

出來的圖像或者文字保持穩定不動。但是裝置

的動力源是馬達，馬達的週期不能和我們的時

鐘週期相匹配，導致了我們的圖像會在裝置上

移動，而不是穩定在一個地方。在這個情況下

不能靠 IC 本身來控制圖形的位置，所以我們

增加了圖 11 的裝置來實現外部中斷。在增加

了圖 14 裝置的同時使得板子在轉到位置並接

觸的時候 IC 會收到一個電信號，在這個電信

號的作用下可以讓數組的起始位置有一個相

對穩定的地方，從而使得現實的圖像穩定在裝

置上。 

 
圖  14.外部中斷裝置 

 

4. 實作結果及操作方法 
為了讓用戶能夠方便的使用該裝置，便想

在手機上設計一款軟件。於是我們就利用

android studio 設計了這款軟件，這款軟件通過

利用手機上的藍芽設備連接裝置上的藍芽模

組，藍芽配置完成後，便能通過顯示時鐘、調

節週期、手動繪圖、顯示文字、圖片導入、圖

像旋轉、圖片播放的八個功能與裝置進行互

動。 
4.1 主介面 

如圖 12 所示,主介面包含有八個入口，在

使用之前，首先必須先打開設備的藍芽總開

關，才能進入藍芽配置，然後才能進行藍芽配

對，得到輸出流總 Output Stream，才能使用其

他 7 個功能，如果沒有進行配置藍芽，便彈出

toast 提示：請先配置藍芽，藍芽配置完成後，

intent 跳轉到另一個頁面。 

        
        圖  15.主介面圖            16.藍芽配置介面 

4.2 配置藍芽 
為了讓手機與裝置進行互動，就必須對藍

芽進行連接配置使之與設備上的藍牙模組進

行連接，從而使用其他的七種功能。 
 顯示藍芽歷史設備列表 

通過從系統中得到藍芽適配器對象，獲取

歷史藍芽設備列表，方便讓常用設備進行直接

連接。 
 點擊搜索藍芽按鈕 

向系統註冊藍芽發現廣播，註冊藍芽搜索

結束廣播，利用一個 Bluetooth Devices 數組去

存放所有的藍芽設備，並用 List View 呈現。 
 連接設備 

先通過 List View 接收點觸得到 Bluetooth 
Devices 數組對應的藍芽設備，新建一個藍芽

連接網路對象，然後經由對象連接點觸得到的

藍芽設備，再通過這個對象得到 Output Stream,
並賦值給總 Output Stream，從而完成連接並彈

出 toast 提示完成連接。 

4.3 顯示時鐘 
讓裝置以即時時鐘的形式進行呈現，如圖

17 所示。 
通過一個 Time 類實現 Runnable 介面，不

斷地刷新時間數據，由於線程無法刷新 UI，所

以通過消息佇列 handler 方式刷新 UI，呈現時

鐘，因為藍芽通信協議中時鐘的模式碼是 0x04,
所以按鈕的功能為通過總 Output Stream 將

0x04 加秒分時的數值，放入同一個 byte 數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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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併發出，介面如下圖 18。 

    
圖  17.顯示時鐘效果圖    圖  18.顯示時鐘效果圖 

4.4 調節週期 
在製作過程中，由於電路板在旋轉中的不

穩定性，會導致生成的圖像發生偏移，為了能

使它保持穩定，便需要通過對定時器週期進行

調節，從而對生成的圖像進行微調。 
 加：通過總 Output Stream 發出 0x02，進

行週期加長。 
 減：通過總 Output Stream 發出 0x01，進

行週期減短。 

4.5 手動繪圖 
讓用戶利用手指進行繪圖，將繪製完成的

圖保存下來並發送到裝置上，使圖像在裝置上

進行呈現。例如：手機繪製如圖 19 的圖案，

裝置上顯示為圖 21。 

     
圖  19.手機上的圖案        圖  20.手動繪圖效果圖 
 生成繪畫區域：將一張圖片進行壓縮並顯

示在螢幕上。 
首先讀取圖片的長和寬，然後得到螢幕的

長和寬，再將圖片的長除以螢幕的長，圖片的

寬除以螢幕的寬進行比較，選擇大的值作為圖

像的壓縮比，接著通過 Bitmap Factory 壓縮圖

片並創建圖片副本，創建筆的對象和畫板的對

象，將壓縮後的圖片畫入副本中。 
 繪圖：給圖像設置一個 touch listener, 

listener 會給一個 event 對象，對象會回饋用戶

點觸或拖動的狀態，首先當用戶點觸時會記錄

下當前座標，該坐標稱為舊坐標，然後當用戶

拖動時再記錄下一個座標，該坐標稱為新坐

標，最後通過對兩個座標進行畫線將他們連接

起來，並把後新座標作為舊座標通過畫板對象

從而實現畫線功能。 
 鉛筆：把畫筆設為黑色，寬度設為 10。 
 橡皮擦：把畫筆設為白色，寬度設為 20。 
 保存：創建一個 file對象，利用 get Files Dir

獲取/data/data//files 目錄並將其設為存放路徑,
得到一個 Output Stream，把圖像副本輸出到本

地檔中，方便用戶將其導出。 
 處理並發送：通過圖像副本得到一個“圖

像寬度 x 圖像高度＂的圖元點數組，處理後放

入一個取點數組，該數組是圖片上的圖像轉換

成圖元矩陣之後的數組，在新數組前加一個模

式碼 0x03，該模式碼是藍芽用於傳單張圖片時

所使用的標識碼。 
 重置畫面：將原圖刪除，並把打開新圖。 

4.6 顯示文字 
利用手機輸入法輸入文字，並將文字以圖

片的形式發送到裝置上，從而讓其顯示文字。

例如：輸入“朝陽科技大學＂，裝置上顯示的

效果如圖 21 所示。 

    
  圖  21.顯示文字效果圖        圖  22.顯示文字介面 

 獲取文字： 

通過 text view 獲取輸入的文字。 

 以圖片的形式存放文字： 
通過讀取程式目錄下的 180*24 的圖片創

建副本，通過畫板對象從而實現寫文字功能。 
 保存： 

創建一個 file 對象，利用 get Files Dir 獲取

/data/data//files 目錄並將其設為存放路徑,得到

一個 Output Stream，把圖像副本輸出到本地檔

中，方便用戶將其導出。 

 處理並發送： 

通過圖像副本得到一個“圖像寬度 x 圖像

高度＂的圖元點數組，處理後放入一個取點數

組，該數組是圖片上的圖像轉換成圖元矩陣之

後的數組，在新數組前加一個模式碼 0x03，該

模式碼是藍芽用於傳單張圖片時所使用的標

識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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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圖片導入 
將本地 file 檔案夾裡的圖片通過清單方式展示

給用戶，並將用戶所選的圖片通過裝置呈現出

來。 
得到本地的 file 檔案夾的對象，通過這個對象

獲取檔目錄，篩選目錄中以.png、.jpg 和.gif 副
檔名的文件並放入列表通過 list view 呈現，並

為 list view 設定 On Item Click Listener，通過

listener 得到用戶點擊的 item 對應的檔，進行

數據處理，得到一個 byte 數組，並在數組前加

一個模式碼 0x03，該模式碼是藍芽系統用於傳

單張圖片時所使用的標識碼。通過總 Output 
Stream 輸出。 

4.8 圖片播放 
將事先保存在本地 file 檔案夾裡的圖片，

以幻燈片的形式在裝置上進行連續的播放。 
通過本地保存的圖像副本得到一個“圖

像寬度 x 圖像高度＂的圖元點數組，處理後放

入一個取點數組，該數組是圖片上的圖像轉換

成圖元矩陣之後的數組，在新數組前加一個模

式碼 0x03，該模式碼是藍芽用於傳單張圖片時

所使用的標識碼。設定一個時間間隔，在該間

隔結束時向該裝置發送圖片，以實現圖片播放

的功能。介面如圖 23 所示。 

 
圖  23.圖片播放介面 

4.9 螢幕旋轉 
讓裝置顯示的畫面能夠進行逆時針旋

轉、順時針旋轉、停止旋轉的操作。 
 順時針旋轉：通過總 Output Stream 發出

0x05，使畫面順時針旋轉。 

 逆時針旋轉：通過總 Output Stream 發出

0x06，使畫面逆時針旋轉。 
 停止：通過總 Output Stream 發出 0x07，

使畫面停止旋轉。 
 
5. 結論 

通過不斷地努力，該裝置基本完成了具有

顯示時鐘、配置藍芽、調節週期、手動繪圖、

顯示文字、圖片導入、螢幕旋轉、圖片播放這

八種功能，能夠作為一種裝飾藝術在生活中投

入使用，在生活中，可以顯示時鐘、文字、圖

案來提示和告知用戶，為人們的生活提供便

利。 
在製作過程中，也遇到了許多的問題，例如：

如何給板子進行供電、如何給圖像進行定點等

等。通過思考裝置的組成、調試程式、網上查

資料、詢問老師的方式自主的解決了許多問

題，最終完成了該裝置。雖然如此，但該裝置

也還存在著一些不足之處，還有到我們在以後

的生活中進一步學習與提高。 
通過本次實作，我們提升了自己實作的能

力，理解到團隊合作分工的重要性，學習到許

多解決問題的方法，對今後的在工作中會有很

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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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物聯網及 Google Map 之室內腳踏車旅遊行程之

應用 

 

摘要 

 
隨著網路世界的蓬勃發展，無論何時何地，

都可以把旅遊途中的圖片、心得分享給朋友們，

讓朋友們可以知道自己的狀態。因此，本文透

過 Google map、物聯網及手機程式結合 Molo 

Sport 互動式娛樂健身車來將旅遊行程儲存至

雲端中，不但可以讓使用者可以在家健身，還

可透過騎乘朋友的旅遊行程與他人互動，增加

使用者休閒運動之樂趣及意願。 

關鍵字：Google Map、Molo Sport、旅遊行程、

物聯網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related technologies, people in travel can share 

photos and instant messages with their friends 

anywhere and anytim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Molo Sport bike to save the travel plans and 

related information via Google map, Internet of 

Thing and mobile Apps. Users are not only able 

to make exercise at home, but also interacted 

with the others by their friends’ specific travel 

logs, in order to enhance users’ initiative wishes 

of recreational sports.  
 

Keywords: Google Map, Molo Sport, Travel, 

Internet of Things (IoT) 

 

1. 前言 

 
由於現代人相當忙碌，在工作之餘可以在

家裡放鬆休息，也可以從事休閒運動。然而，

因為時間及空間的限制，可能無法隨時隨地的

運動，因此，室內腳踏車的運動將是另一種選

擇，但由於自行騎乘將比較單調，因此，本文

將透過結合物聯網、Google map 及手機程式來

利用 Molo Sport 互動式娛樂健身車進行互動。

其主要透過 Bluetooth 藍芽傳輸技術[1][2]與手

持裝置作為溝通媒介，並將結果呈現於 Google 

Map 之中，讓使用者可以將旅行時所見之美景

紀錄成旅遊行程，並分享給其他使用者。 

其他使用者可以透過騎乘 Molo Sport Bike

來模擬真實旅遊行程，旅遊歷程會呈現在個人

手持裝置的 App 軟體 Google Map 畫面上，使

用者騎乘 Molo Sport 互動式娛樂健身車來一一

抵達這些景點觀看此景點之資訊及景色，本專

題使Molo Sport互動式娛樂健身車可以有更多

的互動及樂趣，達到健身及娛樂的雙重效果。

本文其餘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章節說明所使用

的技術及技術介紹。第三章節說明本文系統功

能操作、說明及系統流程。第四章節為本文為

整體做總結。 

 

2. 文獻探討 

 

2.1 MySQL 
 

本文使用 MySQL[4][10][11]為開源關聯式

資料庫管理系統 RDBMS(relational 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的主要原因是其效能高、

成本低及可靠性高等特性，將很適合被應用在

中小型規模的網站。而 MySQL 可以很有效率

對於由用戶端傳送來的資料進行編排、建檔及

表格化。 

此外，本文將搭配MySQL與SQLite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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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行程時，會先將資料儲存至手機內部記

憶體SQLite中，並且在完成行程時，再將資料

打包儲存至MySQL中。而文中的運動報表及行

程回味功能都以SQLite的資料為基準，而在查

詢行程、會員登入、Molo遊戲則會使用MySQL

來進行運作。 

 

2.2 Json 
 

若要作為連結 MySQL 與 Android 的溝通

橋樑，則除了利用 PHP[2]對資料庫取得資料外，

需再將取回來的資料傳換成 Json[12]格式，接

著再利用 Http 協定利用 Post 方式傳遞給

Android 程式。此外，本系統也可以使用 Xml

或者自訂的格式，差異點在於 Android 已有支

援 Json 或者 Xml 的格式。  

 

2.3 Android 

 
Android 為了節省開發者撰寫應用程式的

時間及加速應用程式開發的速度。所以在應用

程式與內部系統環境之間設置了一個讓程式

更簡易溝通的界面，稱之為應用程式框架

(Application framework)[7]。  

  

 
        圖 1  Android 架構示意圖[7] 

 

3. 系統功能操作 

 

3.1 App軟體主要頁面 

 
使用者透過創建帳戶來新增會員相關資訊，其

會員登入畫面如圖 2 所示。而建立與管理旅遊行

程及遊玩 MoLo 遊戲功能，如圖 3 所示。 

而進入建立與管理功能後，可從圖 4 中顯

示出其主要有四大功能，新增行程、查詢行程、

運動報表、行程回味等功能說明如下，其，隨

後將逐項說明其主要目的。 

新增行程：透過記錄旅遊行程的經緯度、

景點圖片、景點評論、景點名稱、景點類型等

等，來新增旅遊行程的相關資訊。 

查詢行程：使用者可針對該行程來查詢詳

細資訊並對其評論或評分。 

運動報表：使用者可透過此功能來查詢自

己騎乘之公里數。 

行程回味：使用者可透過此功能再次回味

已加入我的最愛的旅遊行程。 

隨後，將逐項說明其作法及功能。 

 

 

    
    圖 2 登入畫面          圖 3 主畫面 

 

 

 

 
圖 4 建立與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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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增行程功能 

 
使用者可利用此功能來新建一個旅遊行程，

並記錄在外遊玩所經過的路途、景點名稱、景

點圖片、景點敘述、景點類型等資訊。可先為

新建立之旅程命名及設定旅程天數。其展示畫

面如圖 5 所示。 

 

 
圖 5 新增旅程頁面及旅程天數設定 

 

建立完成後，將可點選 Day1 進入旅程頁

面後，App 軟體便會開始記錄所經之路途經緯

度資料[3]，隨後即可開始新增 Day1 所遊玩的

景點名稱、景點敘述、景點評分、景點類型及

景點照片。而景點照片可透過點選畫面上的加

號來啟動至手機照相功能，即可自行拍攝景點

照片，其結果如圖 6 所示。 

 
 

 
圖 6 進入 Day1 紀錄經緯度，編輯景點資訊 

 

 

而當景點資訊新增完畢後，App 軟體會顯

示我們所新增的各項景點，並逐一條列在圖7。

而Day2的新增景點操作也如同於Day1一樣。

最後，當所以行程新增完畢後，即可點選”完

成行程”，則其整個旅遊行程便新增完畢，其

展示畫面如圖 8、9 所示。 

 

 
圖 7 Day1景點列表 

 

 
圖 8 新增 Day2行程頁面 

 

 
圖 9 完成行程頁面 

 

3.3 查詢行程功能 

 

使用者可以查詢帳號所建立過的旅遊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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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圖 10 所示。此功能可以立即查看該旅

遊行程各個景點的照片、景點敘述及評分，其

景點細節如圖 11 所示。 

 

  
圖 10 查詢行程頁面 

 

 

  
圖 11 查詢行程景點內頁 

 

3.4 Molo Sport室內腳踏車遊戲介面 

 
使用者可由主畫面點選 Molo 遊戲後，將

會依據使用者所建立的旅遊行程來進行騎乘，

其結果如圖 12 所示。而在騎乘 Molo Sport 互

動式娛樂健身車時，將可以結合 Google Map

來呈現景點位置並且進行旅遊行程之體驗，也

就是說，當使用者踩動 Molo Sport 互動式娛樂

健身車時，腳下的飛輪會自動透過公式來轉換

速度及距離，並將騎乘情況模擬顯示於 Google 

Map[9]上，並在抵達景點時可顯示該景點的圖

片及資訊[8]，其結果如圖 13 所示。 

抵達終點後，使用者便可對該行程進行評 

論及評分或加入我的最愛，畫面如圖 14 所示。

隨後，評論行程完畢後，旅遊行程列表會將剛

才評論的資訊更新到行程列表上，並可讓所有

使用者可以從管理旅遊行程中，點擊所有的評

論來查看，其畫面如圖 15 及 16 所示。 

 

  
圖 12 旅遊行程列表及 Google Map 

 

 

   
圖 13 景點圖示及景點資訊 

 
 

   
圖 14 抵達終點畫面及行程評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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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在行程列表會更新評論分數 

 

  
圖 16 查看行程評論畫面 

 

3.5 運動報表功能 

 
而運動報表功能可以將我們每次騎乘的旅

遊行程的距離儲存到 SQLite 中，再透過如圖

17 的運動報表來顯示出使用者每天騎乘行程

之公里數，以方便使用都了解自身的運動狀

況。 

 

 

圖 17 運動報表畫面 

 

3.6 行程回味功能 

 
最後，本系統還有於行程回味功能裏來記

錄著我們所喜愛的旅遊行程，以便日後可隨時

再次體驗喜愛的旅遊行程。而點選畫面如圖 18

所示。 

 

    
圖 18 行程回味畫面 

 

4. 結論 
 

本論文透過個人手持裝置 App 軟體的內建

藍芽傳輸技術與健身腳踏車結合，並透過

Google Map的呈現來增加使用者運動的樂趣。

而使用者也可以利用室內腳踏車透過 App 軟

體與朋友共享出外遊玩過的旅遊行程景點並

紀錄及評論旅程，不但可以事先預騎有興趣的

的旅途路徑外，還可以與其它使用者互動，增

加趣味性。 

此外，本文不但結合物聯網應用，還透過

Google Map 的地圖呈現，讓腳踏車的飛輪轉速

成為速度及距離，並具體的在個人手持裝置螢

幕上顯示出來，讓使用者可以操作地圖上的小

紅點四處翻山越嶺，走過好友所走過的路線，

並體驗這些景點景色，將可達成運動及娛樂互

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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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物聯網與智慧型裝置之健康計畫實作之應用 

 

摘要 
 

現代人常因工作繁忙且壓力巨大，而造成

生活習慣不正常且缺乏運動的狀況下，將容易

造成人們過度肥胖及不健康的身體。因此，本

文透過物聯網、雲端運算及手機程式實際結合

moLoSport 健身車，為使用者設計出個人化的

健康計劃。此外，本系統也可根據個人的生理

資訊，在合理範圍內讓使用者設定減重目標，

並於每次運動結束後，收集消耗之卡路里，藉

由圖表呈現出來，並可依個人生活習慣不同來

設定運動提醒，以完成個人計畫之設定。 

關鍵字：PHP、Android、運動管理、健身車。 

 

Abstract 
 

Caused by busy working and enormous 

pressures, modern people are generally with 

unhealthy living habits and lack of physical 

exercis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appl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loud 

computing and mobile Apps to combine with 

the moLoSport bike, in order to design a 

personalized health plan for users. Based on 

individual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reasonable physical limitations are able to 

allow users to set weight loss goals. The 

specialized individual information will be 

available, via the designed App, after the end 

of each campaign to collect and display the 

consumption of calories by easy-reading 

charts. Lastly, through the different personal 

habits, users are able to set their own exercise 

reminders to complete their flexible exercise 

plans. 

Keywords: PHP, Android, Sports Management, 

Exercise Bike. 

 

1.前言 
 

由於現代人相當忙碌，同時又因為工作和

生活習慣，常常忽略運動的重要性，導致身體

健康亮起紅燈。同時，在手機的蓬勃發展下，

人們對於 APP(Application)的依賴程度也不斷

的提高，因此，本文將開發一個結合物聯網

[10]、雲端運算[11]及手機 app[12]的健身計畫

規劃 APP，來幫助人們在繁雜的生活中，可以

循序漸進的執行個人化的健康計畫[7]。此外，

本次開發的 APP 可以利用物聯網來連結實體

運動器材[5][6]，並透過自行架構的雲端伺服器

來進行運算，進而達到個人化的運動計劃。而

為了使人們可以隨時隨地的運動，本文選擇

「moLoSport 互動式娛樂健身車」結合手持個

人裝置，讓我們在運動之時，將您所做的運動

成果給記錄下來。而本研究希望透過物聯網技

術、APP 製作及雲端運算等技術，以簡單乾淨

的介面、將繁雜的計算送至雲端伺服器，進而

達到個人化的健康規劃[8]；同時，本文將可以

結 合 其 它 健 身 器 材 的 API(Application 

interface)，來進行連結，讓使用者可以隨時運

用不同的健身器材來進行連動，相信對使用者

來說，將可以增進其運動的便利性。 

 

2.健康計畫 App 主要功能 
 

本研究特別凸顯出個人化設計及提供便

利的畫面供使用者使用。其主要功能如下所

示。 

2.1 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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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MI[1]值計算公式為： 

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

為體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BMI= 
體重(公斤)

身高
2
(公尺

2
)
   (2.1) 

(2) 基本代謝率計算公式為[4]： 

BMR(男)=(13.7×體重(公斤))+(5.0×身高(公

分))-(6.8×年齡)+66 

BMR(女)=(9.6×體重(公斤))+(1.8×身高(公

分))-(4.7×年齡)+655 

(3) 代謝當量(metabolic equivalent，Met)[9]： 

1 MET = 1 仟卡/(公斤*小時)，每公斤體重

每小時消耗 1 仟卡的熱量[3]。 

表 1 代謝當量(Met)對照表 

平均騎乘時速 Mets 

16(km/h)以下 4 

16~19.3(km/h) 間 6 

19.3~22.365(km/h)間 8 

22.365~25.5831(km/h)間 10 

25.5831~30.571(km/h)間 12 

30.571(km/h)以上 16 

 

(4) 騎乘腳踏車時的卡路里計算公式為： 

熱量消耗(大卡) =代謝當量(MET)*體重

(kg)*運動時間(小時) [2] 

平均時速=飛輪轉速平均*飛輪圓周長*60

分鐘，我們計算其平均轉速資料對照至表 1 可

得知其代謝當量，再算出運動時間便能得到消

耗之卡路里。若以 60 公斤的成年人為例，平

均騎乘時速 20(km/h)，可得代謝當量值為 8，

騎乘時間為 30 分鐘。經本文的卡路里消耗計

算 8*60*0.5=240(大卡)，便可以清楚的了解，

總計消耗的大卡數。 

 

2.2 APP 功能畫面 

 

隨後，本文透過建立健康計畫 APP 讓使用

者只要有健身腳踏車就可以開始健康減重計

畫，並透過註冊畫面如圖 1，來收集個人生理

資訊，註冊完後，便可登入圖 2 的系統，並開

始所規劃之健康計畫。 

 

圖 1 註冊畫面 

 

圖 2 登入畫面 

 

登入成功後，點選側邊欄，可以看到本

APP 的功能表，其相關功能有個人資訊、歷史

紀錄、設定減重目標、提醒通知和登出，畫面

如圖 3 所示。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284



 

 

 

 

圖 3 側邊欄畫面 

 

 

 

圖 4 個人資訊畫面 

 

而在個人化介面上，可以看到個人的資訊

及生理資訊。使用者也可以於圖 4 及圖 5 畫面

中看到貼心的健康小提醒，讓使用者可以了解

到目前身體的健康狀態，並可讓使用者拍攝個

人大頭照或是修改相關個人化設定，讓 APP 更

凸顯出個人化風格。 

 

圖 5 個人資料設定 

隨後，透過使用者的生理資訊，將可以算

出其 BMI 值及基本代謝率，進而讓使用者可以

自行設定合理的減重目標，並了解需要花費多

少時間及卡路里才能達到所需的減重目標。經

過運算後，將達到目標的體重需要花費多少時

間，以及每日所需要消耗的卡路里顯示出來。

其展示畫面如圖 6 所示。 

 

圖 6 設定個人減重目標 

 

此外，本 APP 還可自行定義提醒時間及頻

率來進行運動提醒，以避免使用者因為太過忙

碌而忘記自己的運動計畫。而當使用者已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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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運動習慣後，也可以取消或刪除該運動提

醒，其畫面如圖 7 所示，而圖 8 是設定提醒後，

到設定時間時跳出的提醒畫面。 

 

 

圖 7 設定提醒 

 

 

 

圖 8 提醒通知畫面 

 

而在完成所有基本的設定之後，就可以進

行個人的健康計畫。首先，APP 會要求連接藍

芽裝置並顯示你目前的運動狀態。隨後，當使

用者開始運動時，APP 會自動抓取飛輪來進行

數值的轉換及計算並儲存在雲端伺服器中，其

流程如圖 9 所示。 

1.確認是否連接藍牙裝置 

 

2.目前運動狀況 

 

3.騎乘腳踏車狀態 

 

4.運動消耗卡路里 

 

圖 9 開始運動流程表 

 

最後，伺服器會統計收集使用者的運動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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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將結果以圖表的方式顯示出來，並可以透

過拉放的方式讓圖表放大和縮小，讓使用者更

清楚地觀看記錄，也透過顏色來區隔時間，讓

使用者可以一目瞭然，其畫面如圖 10 所示。 

 

 

圖 10 運動記錄圖表 

 

3.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在此研究中，是以幫助生活習慣不正常且

缺乏運動的使用者來設計，並透過結合

moLoSport 健身車為使用者量身打造出個人化

的 APP，透過簡單個人化的設計，讓使用者在

使用上可以享受到清晰舒適的介面以及完善

個人化的健康規劃。 

未來如果可以連結其他的運動器材，結合

它物聯網設備，都可以將這些資訊匯集及整

理，將其結合至我們的 APP上，而不是僅限於

單一運動器材，讓使用者可以有更多的選擇。

若是再加上智慧手環，量測心跳率等數值，會

讓我們的卡路里消耗計算更加的有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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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是在設計一台智能探測車以應用

於災區的探測與搜救工作，其中智能探測車是

基於 Arduino 系統。智能探測車除了具備自動

駕駛外，它也可利用藍芽連接來控制行進方

向。本研究也提供一套手機應用軟體來對智能

探測車的駕駛方式進行自動或遠端控制模

式。除此之外，智能探測車在進入未知區域

時，也具有自動駕駛與錄影功能，並可經由無

線通訊瞭解當前拍攝的狀況。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reate a 
intelligent rover which can be used for 

disaster search and rescue (SAR), where the 
intelligent rover is based on Arduino system . 

The intelligent rover not only has the 
autopilot feature, but also can be guided by 
Bluetooth remote control. In addi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mobile app to mange the 
intelligent rover 's driving style by selecting 

the automatic mode or the remote control 
mode. The automatic mode of intelligent 
rovers will be activated when entering an 

unknown area. The supervisor can activate 
the recording function of the intelligent rover 

to get the presently image of the disaster area 
via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1. 前言 
    有鑑於台灣是位居於二大板塊的邊界，以

及地理氣候環境的影響，使得地震災害與颱風

侵襲的發生比率不斷提升，再加上許多災區環

境往往不易進行探勘及救難，因此如何有效預

測與降低各項自然災害的傷害率，將是救援與

防治工作的首要目的。除此之外，每年因為火 

災而傷亡的人數都在數百人以上，這當中包括 

許多為了保護人民生命財產而犧牲的消防人

員。一旦災害事故發生，消防員必須面對高

溫、視線不佳、濃煙以及有毒氣體等未知危險

環境，若沒有因應的設備縱然進去災害現場，

不僅會降低完成任務的效率，還會增加人員傷

亡。近年來，使用智能機械進行救援工作已然

成為主要趨勢，它不但能減少救難人員不必要

的傷害外，更能透過無線通訊回傳當前災區的

即時畫面，因此廣為各界重視與極力發展的主

流，其中智能探測車即為該發展的主流之一。 

    智能探測車目前已廣泛應用在軍事科

技、外星探測及災難勘查等多項事務，並伴隨

著科技的演進，使得它的應用範圍也不斷增

加。由於智能探測車面臨的工作環境越來越多

元，也越來越複雜。因此，如何簡化智能探測

車所需的建構成本將是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    

本論文使用Arduino UNO R3開發板製作一簡

易的智能探測車，並同時具備智能探測車所需

的基本功能，以大幅減少在製作上所需的成本

開銷，且在測試與模擬結果上皆有較佳的效

能。 
    

2.  Arduino 智能探測車 
    本章節將對Arduino智能探測車的架構進

行說明，其中包含有電路元件介紹與主要功能

說明。 
 

2.1. 設計理念 

    圖一所示為智能探測車之車體示意圖。本

論文推薦採用單一車體設計，因此在設計結構

較簡易，且在質量和重心固定方面、線路控制

方面及傳動結構上都會相對地簡單[1]。除此之

外，本論文也在車身的自由度上進行設計，以

強化跨越障礙物及行走方面的敏捷性。另一方

面，路徑規劃技術是自主避障技術[3]的一個重

要環節，它會依據對環境訊息掌握程度不同，

將路徑規劃分為兩種類型:掌握環境完全資訊 *
: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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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智能探測車之車體示意圖  

 

 
圖二   Arduino UNO R3 

 

圖三  火焰感測器  

 

 
圖四   DTH11 溫濕度感測器  

 
圖五   HC-06 藍牙模組  

 
圖六  L293D  H 橋驅動器結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全局路徑規劃和利用感測器發射的感測訊

號得知資訊的局部路徑規劃。本論文所推薦的

智能探測車在執行任務時，由於周遭環境資訊

未必是完整或可靠的，故不適用於全局路徑來

進行規劃，因此主要朝向局部路徑規劃的自主

避障控制系統來設計。 
 

2.2. 電路元件說明 

 本論文採用Arduino UNO R3開發板結合

其他電子元件來製作 Arduino 智能探測車，包

含有火焰感測器、溫濕度感測器、藍芽模組和

L239D 等元件[5]，其中 Arduino UNO R3開發

板如圖二所示元件。 

有關火焰感測器電路如圖三所示，它是利

用紅外線接收管進行感測，其中感測光源波長

的範圍為 760奈米至 1100奈米。明確來說，火

焰感測器是運用火焰的亮度轉化為高低變化

的信號，並將所測得的數據傳至處理器來進行

運算。 

至於 DTH11 溫濕度感測器部分，它是一

款含有校準數字信號輸出的溫濕度複合式感

測器，並搭配有專屬的數字模組來收集溫濕

度，以確保產品的可靠性及穩定性，如圖四所

示的元件示意圖。 

本論文為能使智能探測車具備無線通訊

傳輸的功能，也特別選用 HC-06 藍牙模組元

件，如圖五所示元件，它不但可和偵測到的藍

牙裝置配對連線以進行資料傳輸外，且當配對

成功時，icon 也會顯示為 connected，以及藍

牙裝置的紅燈會從閃爍轉成恆亮。除此之外，

HC-06是主要是屬於應用在設備端的元件，故

相較於 HC-05的電路元件，HC-06大部分的功

能在出廠時就已經預先設定完成，故可簡化在

設計操作上的複雜度。圖六所示為 L293D H橋

驅動器電路。 

L293D元件一般是作為直流馬達的控制晶

片[2]，它能夠驅動兩個直流電機。圖七所示元

件為 L293D 晶片的接腳圖。本論文將運用

L293D 元件來控制馬達的正反轉，以改變智能

探測車走動的方向，並同時提供輸出 1A 的電

流在每個迴路中。為避免智能探測車在行經光

線不足的區域時發生敏感度下降的情事，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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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L293D 晶片  

 
圖八  光感測器  

 
圖九   HCSR04 超音波感測器  

 
圖十  超音波測量距離方法  

 

 
圖十一   手機應用程式畫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也在裝置上加設感測器，其中光感測器元件

電路如圖八所示。光感測器除了會驅動 LED來

照亮 Arduino 智能探測車的前方外，也可使裝

置上的拍攝器能錄製更清楚的影片。最後，本

論文為能強化自主避障的靈敏度，也在裝置上

特別選用 HCSR04超音波感測器，如圖九所示

元件。 

    圖十為HCSR04超音波感測器測量距離方

法示意圖。在圖十中，感測器包含超音波發射

端、接收端和控制電路三個單元，其中發射端

會發射 40 kHz 的聲波，而左下角標記為 T 的

是發射器(Transmitter)，右下角標記為 R 的則

是接收器(Receiver)。 

2.3. 手機應用程式 

    目前本推薦裝置可透過藍牙與手機應用

程式進行連結，並可切換自動模式和遠端操控

模式，一旦手機應用程式切換成遠端操控模式

時，用戶即可遠端操控智能探測車，反之若切

換成自動模式，則將由智能探測車自主進行探

測與行進。圖十一為手機應用程式畫面，其中

App開發環境為 JavaScript。在圖十一中，右下

角可以切換自動模式或遠端操控模式。在自動

模式下，智能探測車會自行避開障礙物；而在

遠端操控模式時，用戶則可使用按鈕鍵控制方

向。另外，左下角可以進行錄影功能，能將當

前的影像進行錄製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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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使用者網頁登入畫面  

 
圖十三  使用者網頁文字記錄畫面  

 
圖十四  後端資料庫管理  

 
圖十五   系統架構圖  

 
圖十六  內部電路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網頁管理系統 

圖十二與圖十三為智能探測車的網頁管理系

統畫面[4]，其中管理者可控管有權限的帳號使

用者才獲得自走車的資訊，也能讓使用者使用

文字記錄自走車每次使用的狀況[7]。圖十四所

示為後端資料庫管理系統，它是由 php 

MyAdmin 所建造並與網頁作連結[8]，其中

會員系統的資料將儲存於 member 資料

表。為能強化資訊安全管理，資料表內容

皆由管理員控管(root)，只讓允許的帳號進

入，而文字記錄檔部分則儲存於 TXT資料

表內。 
    

3.  Arduino 智能探測車測試與模擬 
    圖十六與圖十七分別為Arduino智能探測

車電路示意圖與系統控制流程圖。如下將對

Arduino智能探測車的測試情況進行說明。 
 

3.1. 測試截圖 

    如圖十八所示，Arduino 智能探測車在行

走過程中，前方遇到障礙物時，車子會先停止

前進，之後些許的退後，再向左或向右偵測是

否有其他無障礙物；如未偵測到其他障礙物則

會向左或向右前進繼續偵測[6]。若 Arduino智

能探測車有測到其他障礙物則停止前進並些

許退後，並向左或向右偵測是否有其他無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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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流程圖  

 
圖十八  模擬前方遇到障礙物  

 
圖十九  模擬火焰示意圖  

 
圖二十  光線充足時不需啟動 LED 燈  

 
圖二十一  光線不足時啟動 LED 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圖十九所示為 Arduino 智能探測車測試火

災預警示意圖。本論文使用吹風機增加周圍環

境的溫度來進行測試，並用手電筒模擬火焰發

出的光線，讓探測車判斷前方有火焰，並停止

前進，而切換為手動模式，讓使用者操控遠離

火源。除此之外，當探測車進入未知的環境，

且光線不充足時，光感測器會感測外在環境亮

度不足，並啟動前端 LED燈補足光源，如圖二

十與圖二十一所示。綜合上述的測試表現，本

論文所提出的 Arduino 智能探測車皆能達到預

期效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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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論與未來發展 
    本論文主要提出一種低成本 Arduino 智能

探測車，並以 Arduino UNO R3開發板結合所

需要的電子元件來進行製作。本論文提出裝置

不但可利用手機 APP連結操控，並可用網頁資

料庫進行管理與記錄，以進而達到系統整合管

理的目的。至於電力消耗這方面，未來將考慮

尋找再生能源消耗或使用替代能源的方式驅

動。對於外觀方面，則可朝向設計精簡方面著

手，以提高裝置的移動流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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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設計一種簡易型體溫量測

的智慧電梯。智慧電梯主要是以Arduino系統

為基本架構，並透過心跳感測器與非接觸式溫

度感應器來讓乘客能即時得知自身的心跳數

與體溫資訊，未來也可運用在智慧家庭及商業

大樓中。另外，本研究也在智慧電梯裝置上加

入 RFID 及 Wi-Fi二項功能，讓智慧電梯可以

即時上傳乘客資訊來進行門禁及住所的安全

控管，以減少在管理上所需的人力成本及達到

人力的有效分配。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sign a 

wisdom elevator with simple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where the wisdom elevator is 

based on Arduino system. The passengers can 

know their heart rate and body temperature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heartbeat sensors and 

non-contact temperature sensors. Moreover, the 

wisdom elevator can be used in the future smart 

home and commercial building. This study also 

added RFID and Wi-Fi function in the wisdom 

elevator. In order to reduce management costs 

and manpower required to achiev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manpower, the user can instantly 

uploa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passenger for 

access control and home security control.  

前言  

伴隨著大眾運輸產業的不斷演進，使得各

個地區與地區間的往返也越來越便捷，但也因

此造成傳染疾病的蔓延更為容易在各國間流

傳。在 2009年，由於 H1N1疾病的傳染盛行，

使得自我體溫量測變成每日必需的工作之一，

不論是上班上課都需先測量體溫，但這種現象

也反應出是一種人力資源的消耗。設想如果能

在一天有限的時間裡面，我們可以有效地利用

一些等待的時間來完成這件事，這樣我們就能

達到節省人力成本及時間分配的有效利用[1]。 

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一種生理測量功能

的智慧電梯來進行改善。本研究使用Arduino 

開發板搭配數個紅外線測距與馬達來模擬出

擁有 3 個樓層的電梯[2]。當使用者進入電梯

後，必須使用RFID磁扣才能解鎖以控制電梯

到達目標樓層。在電梯內部設有電子秤與火焰

感測器，當發生超重與偵測到火焰時將會無法

使用，並立刻響起蜂鳴器示警和啟動消防設施；

另外，本研究也搭配Wi-Fi cc3000擴充版，讓

使用者曾到達的目標樓層上傳至 Thingspeak

網站，並將資料記錄輸出成 excel檔提供管理

者做額外的應用。 

 

2. 電梯系統架構 

2.1 檢測與監控系統 

    本研究使用Arduino Mega 2560開發版來

設計需要大量 I/O需求的電梯系統。首先，電

梯系統是由四個紅外線測距來模擬出三個樓

層的狀態。不論電梯位在那一個樓層，都可藉 
*: Corresponding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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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上傳至 Thingspeak紀錄 

 

圖二 Thingspeak輸出的 EXCEL 檔案 

————————————————————————————————————————— 

由評估是那兩個紅外線測距感應到的距離較

短來得知電梯的位置，以確切地監控電梯是否

進行上升或下降的動作。除此之外，電梯內部

下方也有放置電子秤，它是用來負責感測乘客

的重量，一旦電梯超過設定門檻值時，則會響

起蜂鳴器以表示超重。在防災處理方面，電梯

上方亦設有火焰感測器，可用來偵測是否有火

源的產生，其中火焰感測器是用來感應火焰的

光波。當火焰感測器偵測到火焰後便啟動消防

設備。最後，本研究加入CC3000 Wi-Fi擴充

版於電梯中，使它能夠擁有連結無線網路的功

能，並即時監控乘客到達的樓層後上傳至

Thingspeak網站做紀錄，以提供管理者做數據

分析及額外的應用。 

為能有效利用電梯的等待時間，本研究利

用Arduino Uno開發板來製作心跳感測與額溫

感測等功能。當乘客額頭靠近額溫感測模組時，

模組即會檢測到有較高溫度的物體靠近，並會

進行溫度與心跳的檢測。雖然溫度與心跳的檢

測非同時，但可以同時顯示結果於LCD板上，

讓乘客一次了解自身的狀況。除此之外，作者

們也使用RC522 RFID模組來製作門禁系統，

一旦模組辨識完成後即會告知Mega 2560，以

確認使用者是否可以使用電梯內的樓層按鈕，

來達到辯認使用者及人員管控。 

2.2 資料庫系統 

 Thingspeak 是一個非常方便的 open 

source物連網網站，使用者不需要支付而外的

任何費用。首先只須申請一個帳號，然後建立

表單，並找到API Key後編譯到Arduino內。

之後，裝置將會依使用者的程式編譯設計上傳，

即將數值傳到表單內，並以圖表的方式來呈現。 

圖一所示為乘客搭電梯時所使用的到達

樓 層 記錄，並是透過 WiFi 方式傳至

Thingspeak。Thingspeak另一項重要的功能就

是將表單內的每筆記錄輸出成一個EXCEL檔

案。圖二為 Thingspeak將資料輸出成 excel後

的檔案。如圖二所示，使用者只需要選擇所在

的時區。在檔案內每筆資料都會清楚的告知時

間、第幾筆資料以及數值。  

2.3 感測重量與警報 

 圖三所示為 5 公斤的電子秤。作者們將

使用電子秤來進行模擬電梯乘客的超載情形。

簡單來說，電子秤的主要原理是根據金屬在受

力後的些許變形來計算受力的大小，即根據專

用的 hx711模組和搭配Arduino應對的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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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感測重量模組 
 

圖四 火焰感測器 

 
圖五 L9110風扇模組 

 

圖六 CC3000 Wi-Fi shield 

—————————————————————————————————————————

就能製作出電梯的重量測量系統。一旦電梯重

量超重時，電梯會立即響起蜂鳴器，以告知乘

客們不可再進入電梯。 

2.4 火焰感測系統 

 圖四所示為火焰感測器。火焰感測器是

使用了紅外線偵測光波的模組，並安裝在電梯

內部的上方。圖五所示為 L9110 風扇模組。

L9110 風扇模組用來跟火焰感測器作相互應

對，當偵測到火源時啟動，以啟動風扇來進行

應對。 

2.5 RFID門禁系統 

 圖六所示為 RC522 RFID 模組。RFID模

組是使用 13.56MHz非接觸式的讀寫模組，並

用來當作電梯內部的門禁系統[4]。每個磁扣

或卡片都設有一個密碼，只有在Arduino程式

編譯內經過許可的密碼，才可以使用電梯到達

所需的樓層。 

2.6 系統流程 

 圖七與圖八分別所示為 Arduino Mega 

2560 的流程圖。裝置一旦確認使用者門禁卡

後，即會將到達樓層的資訊上傳至 Thingspeak，

並同時進行Arduino Uno溫度及心跳感測的流

程。 

 

3. 結論 

 本研究嘗試結合許多各式電子元件來製

作出一個簡易電梯實體，並透過新增體溫與心

跳檢測功能來協助乘客進行自我身體機能審

視；除此之外，作者們也建立資料庫系統，讓

管理者能透過乘客的生理與到達樓層資訊，以

確切掌控進出人員的健康情況，以防止傳染病

的傳播。總結來說，推薦裝置將提供方便及安

全控管的服務給予搭乘的乘客，並透過蒐集數

據來讓管理者能更有效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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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Arduino Mega 2560流程 

 

圖八 Arduino Uno 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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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peak to average power ratio (PAPR) 

of Single Carrier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C-FDMA) system is easily increased by 
the changes of selected modulation and pulse 
shaping technology, hence, how to improve the 
PAPR efficiency of SC-FDMA system further 
becomes one of the hottest study topics now. This 
paper proposes a kind of new star 16-QAM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CES) to improve 
PAPR efficiency of SC-FDMA system. The simu-
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commended meth-
od can integrate modulation and PAPR reduction 
technology as well as having better PAPR efficien-
cy than traditional SC-FDMA system.  

Keywords: SC-FDMA, PAPR, CES and star 
QAM. 

 

1. Preface 
  Long Term Evolution (LTE) standards are the 
early technology of the 4th mobile communic-
ations technology standards, and are proposed by 
the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 
wherein Long Term Evolution Advanced (LTE-
Advanced) is recognized as the 4th mobil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standards by Interna-
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In Long 
Term Evolution Advanced standards, the uplink 
and downlink transmission techniques are tech-
niques adopted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OFDMA) and Single Carrier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C-
FDMA) respectively. The two techniques are ac-
hieved on the basis of the structure of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OFDM) tech-
nology [1-4].  

Though the SC-FDMA technology has recei-
ved wider attention by all circles, it still has much 

improvement space, such as peak to average 
power ratio (PAPR) of SC-FDMA is easily increa-
sed by the changes of selected modulation and 
pulse shaping technology. Hence, how to improve 
the PAPR efficiency of SC-FDMA system further 
becomes one of the hottest study topics now. [5-9]  

Currently, proposed methods to improve the 
PAPR of OFDM are pretty many, such as selective 
mapping (SLM) [10], partial transmit sequence, 
(PTS) [11], Tone Reservation (TR) [12] and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CES) [13] etc. 
However, above improvement methods cannot be 
applied on SC-FDMA technology directly. The 
two techniques of SC-FDMA and OFDM only 
have differences on input signals, which are time 
domain and frequency domain signals respectively, 
and SC-FDMA technology has different PAPR 
efficiency due to different subcarrier mapping 
ways, such as localized FDMA (LFDMA), 
interleave FDMA (IFDMA) and other mapping 
ways.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studying a new 
type of method to reduce PAPR which can be 
applied on SC-FDMA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aspect,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QAM) 
technology is a digital modul-ation technology 
which is used widely currently, wherein square 
QAM modulation technology is applied on 
various communication systems most.  However, 
compared with star QAM modulation technology, 
the efficiency of square QAM modulation 
technology may be affected by the performance of 
coherent detection. Hence, the star QAM 
modulation is focused more [14]. This paper will 
study a kind of method which can combine star 
QAM modulation technology and reduce peak to 
average power ratio technology simultaneously, 
and can be applied on 16-QAM modulation Single 
Carrier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ystem.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299



Modulation Serial/Parallel
M-point 

DFT/FFT

N-point 

IDFT/IFFT
Cyclic Prefix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Bits for 

transmission

The SC-FDMA 
signal

 
Fig. 1 Block Diagram of Transmission Terminal of SC-FDMA System 

 

 
Fig. 2 Distributed DFTS-OFDM and Localized DFTS-OFD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SC-FDMA System and PAPR 
In Fig. 1, material transmission will be 

processed via modulation. The modulation tech-
nologies include M-ary Phase Shift Keying (PSK) 
or M-ary QAM. Then the modulated results will 
be converted into frequency domain signal 
through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DFT) of M-
point. Then the frequency domain signal is 
delivered to inverse DFT of N-point and converted 
into SC-FDMA signal.  

See Fig. 2 on the placement method of input 
materials of inverse DFT. Generally, it is divided 
into Distributed and localized types. They are 
called distributed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spreading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
lexing (Distributed DFTS-OFDM) and localized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spreading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Localized 
DFTS-OFDM). Distributed DFTS-OFDM is to 
place input materials of inverse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according to the set interval. If the 
interval is a fixed value, the Distributed DFTS-
OFDM is also called interleaved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s spreading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 (Interleaved DFTS-OFDM). 
Localized DFTS-OFDM is to place the input 
material in the input terminal of inverse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continuously. For example, to 
express the M symbols to be transmitted as

 1 2, , , Ma a aa , the results can be generated 

after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calculation of M-
point and can be written as   

21

0

ikM j
M

k i

i

X a e
 



 ,  0,1, , 1k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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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a) 16-QAM Signal Constellation Diagram and (b) 16-QAM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Diagram Adopting Gray Mapp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upposed Localized DFTS-OFDM technology is 
used, and then the input materials of inverse 
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 of N-point can be 
expressed as  

,  0,1, , 1

0,  , 1, , 1

p

p

X p M
X

p M M N

 
 

  
,        (1) 

If Distributed DFTS-OFDM technology is used 
and the interval number of input materials is Q, the 
following examples can be used,  

,  0, , 2 , ,

0,  0, , 2 , ,

p

p

X p Q Q MQ
X

p Q Q MQ


 


,        (2) 

whereinQM N . To simplify the names conve-

niently, the paper also calls the Localized DFTS-
OFDM as single carrier localized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C-LFDMA), and 
Interleaved DFTS-OFDM as single carrier 
interleaved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Then, the generated DFTS-OFDM signal after  
inverse DFT calculation of N-point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following:  

21

0

1
,    0,1, , -1

j spN

N
s p

p

x X e s N
N





       (3) 

The definition of the PAPR of the DFTS-OFDM 
signal can be expressed as the following:  
 

2

10 2

max
PAPR=10log ,  0,1, ,

{ }

s

s

x
s N

E x

 
  
 
 

 

wherein E{u} is the expected value of u. In other 
words, the PAPR of any signal is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max instantaneous power of the signal to 
its mean power. Generally, complementary cumu-
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CCDF) is used to 
analyze and assess the efficiency reduction of 
PAPR. Supposed the standard reference value of 
PAPR is PAPR0, CCDF (PAPR)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APR of transmission signal is larger than 
PAPR0 and it can be expressed as  

0CCDF(PAPR) (PAPR PAPR )rP   

 

3.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CES)  
Constellation Extension Scheme (CES) is 

mainly to change the phase of transmission signal 
through the modulation program, and multiple 
candidate signals are generated on the basis of it 
to express the originally transmitted materials. 
The signals to be transmitted are expressed by the 
signal with the smallest PAPR, which are selected 
from the candidate signals. Firstly, the CES is to 
divide the constellation points in the signal 
constellation diagram into two sets to form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diagram. The two sets are 
constellation points set without extension constell-
ation points and constellation points set with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points. The CES is to take 
modulation for the input materials bits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diagram, 
and change the constellation points with extension 
into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points to derive 
multiple candidate signals further for transmission 
signals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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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4 Block Diagram with combination of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Scheme and Selection Mapping to 16-QAM 

Modulation Single Carrier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yste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candidate signal with the smallest PAPR is 
selected as the transmission signals. Take the 
following 16-QAM CES as an example for 
illustration. The 16-QAM signal constellation 
diagram using Gray mapping and its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diagram are indicated in Fig 3. In Fig 
3(a), each constellation point of 16-QAM signal 
constellation diagram has the only mapped 
material bit content. In contrast, 16-QAM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diagram in Fig 3(b) means 
partial constellation points have the same mapped 
materials bits content. Supposed 16-QAM extensi-
on constellation diagram is based on that the 
decimal of digital content of input materials is no 
less than 4, the mapped constellation points have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points, as in Fig 3(b).  
For example, when the bit content of input 
materials is {1111}, (i.e. the decimal value is 15), 
the mapped constellation point of the bit content 
includes another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point {-
3+j5} besides the existed {-3-j3}.  

Supposed totally s constellation points of the 
input materials have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points 
with modulation, (i.e. corresponding decimal 
values of digital contents of constellation points 
are all no less than 4), and max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point number of each constellation 
point is 1, it can generate 2s candidate signals for 
the transmission terminal to select the signals with 
the smallest peak to average power ratio as the 
transmission signals. However, when the s number 
is rather large, the number of candidate signals 
will be in Exponential Growth and the circuits 
with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scheme is difficult to 
be achieved. Therefore, it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on how to improve selection mechanism, 
so that the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mechanism has 
less calculation and better peak to average power 
ratio efficiency.  

4. Recommended Method 
Fig. 4 is the block diagram with combination of 
CES and SLM to 16-QAM modulation SC-FDMA  
system. For the configuration of star 16-QAM 

signal constellation diagram, the plan will design 
the star 16-QAM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diagram 
configuration to obtain the optimal PAPR on the 
basis of measurement of minimum Euclidean 
distance, minimum phase rotation angle and PAPR. 
Fig. 5 is the star 16-QAM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diagrams with two kinds of different configura-
tions studied in this paper. First, this paper makes 
the input material bit string 

 , 1,2, ,  and 1,2,3,4i jc i M j  c
 

Takes mod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r 16-QAM 
extension signal constellation diagram indicated 
in Fig 5. Then, randomly generated W bit 
sequences with length of M are taken as the phase 
disrupting factor of selection mapping 

,1 ,2 ,, , , 1,2, ,i i i i Mb b b i W   b , 

wherein 1b  is the digital sequence with content 

of 0. W candidate sequences determine whether 
the symbols vector is taken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scheme through the phase disrupting factor, i.e. 

when , 0i jb  , the jth constellation point is not 

changed into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point. When 

, 1i jb 
, 
the jth constellation point is changed into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point. W candidate sequen-
ces are generated by transmitting the W disrupted 
modulation signals to DFT of M-point and inverse 
DFT of N-Point. SC-FDMA signals to be transmi-
tted are selected from the W candidate signals with 
the smallest PAPR as the transmission signals. 
Since the contents of W candidate sequences are in 
the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diagram, henc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s unnecessary to be 
transmitted from the transmission terminal to the 
reception terminal, and it can improve the 
shortcoming of that original SLM technology 
need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SLM technology that 
generates phase disrupting, it can simplify a large 
number of computational complexities required 
by CE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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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5 (a) Star 16-QAM Extension Signal Constellation Diagram by Two Kinds of Different based on 
Bit Mapping Method  

     (b) Star 16-QAM Extension Signal Constellation Diagram by Two Kinds of Different based 
on Setting Division Mapping Metho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evaluate the PAPR improvement efficiency of 
recommended method applied on SC-FDMA 
system effectively, the author considers different 
bit mapping methods to take evaluation for 
recommended methods, wherein M=256 and 
N=512 for DFT of M-point and inverse DFT of N-
Point. In simulation results, the input materials 
take randomly generated 10,000 OFDM materials 
blocks for simulation. To calculate PAPR values 
of all signals accurately,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dopt 4 times of oversampling for simulation. For 
number selection of W candidate sequences, 
W=2,4,8. Fig. 6 is to compare CCDF of PAPR by 
applying different bit mapping methods and 
constellation diagrams configuration on SC-
FDMA system. In Fig. 6 and Fig. 7, selection 
mapping technology is used in Localized DFTS-
OFDM and Interleaved DFTS-OFDM and optimal 
PAPR efficiency can be obtained. Though the 
PAPR efficiencies of recommended type I and 
type II bit mapping methods not better than SLM 

technology, the recommended methods do not 

need to transmit information
 2log W    bit to 

reception terminal additionally for origin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use. Furthermore, the 
PAPR efficiencies of recommended methods are 
also better than Localized DFTS-OFDM and 
Interleaved DFTS-OFDM.  
 

5. Conclusion  
This paper takes modulation technology based on 
star QAM as the main modul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grates PAPR reduction technology of extens-
ion constellation scheme and selection mapping to 
be applied on SC-FDMA system. Since the 
contents of candidate sequences if recommended 
methods are all in the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diagram, the transmission terminal is unnecessary 
to transmit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o the reception 
terminal, and it can improve the shortcoming of 
that original selection mapping technology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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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Fig. 6 Complementary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figure of peak to average power ratio by 

applying type 1 bit mapping method on Single Carrier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ystem  
(a) SC-IFDMA(b) SC-LFDMA  

 

(a) 
 

(b) 
Fig. 7 Complementary cumulative distribution function figure of peak to average power ratio by 

applying type 2 bit mapping method on Single Carrier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system 
(a) SC-IFDMA(b) SC-LFDM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dditionally, 
based on the selection mapping technology that 
generates phase disrupting, the recommended 
methods can simplify a large number of 
computational complexities required by extension 
constellation scheme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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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式 AP 佈建法於無線網路之覆蓋率改善研究 
 

 
摘要 

 
由於Wi-Fi無線網路的無線基地台(Access 

Point, AP)之廣泛使用與設置，當 AP 設置太近

時，無線訊號之重疊將導致資源浪費，且造成

許多干擾(Interference)而無法達到高覆蓋率地

效益，因此，本文中，我們應用無線網路訊號

量測軟體 inSSIDer 或 Acrylic Wi-Fi 測量，求得

各個  AP 在不同地點的訊號強度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RSSI)，並根據量測值

作無線通道模型(Channel Model)估計，再以

MATLAB模擬Wi-Fi無線網路系統之覆蓋範圍

(Coverage Area)，此外，我們提出分散式 AP 佈

建法，可快速求得次佳覆蓋率之 AP 佈建位置。 

關鍵詞：Wi-Fi 無線網路、無線通道模型、訊號強

度、覆蓋率、AP 佈建。 
 

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using of Wi-Fi wireless 
network, when the access point (AP) is setup with 
high density, it will waste resources, and cause co-
channel interference. Then it cannot achieve high 
coverage rate for the wireless networks. Therefore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wireless network signal 
measurement software inSSIDer to measure the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RSSI) of 
mobile device at different locations. After we 
estimate wireless channel model based on 
measured values, we can simulate the signal 
coverage of the AP using MATLAB software. 
Then the simulation coverage rate of Wi-Fi 
wireless network system can be estimated. 
Furthermore,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distributed AP deployment method to quickly find 
the suitable positions to improve the coverage rate 
for Wi-Fi networks. 

Keywords: Wi-Fi wireless network,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Wireless channel model, 
Coverage rate, Access point deployment. 
 

1. 前言 
無線區域網路(Wi-Fi)經由連接乙太網路

(Ethernet)伺服器之無線基地台(Access Point, 
AP)，用射頻(Radio Frequency, RF)技術使無線

訊號在覆蓋範圍內，將資料訊號傳遞到行動裝

置。因此，無線區域網路大大改善了行動性，

藉由有線區域網路加上無線區域網路的搭配，

讓用戶端在涵蓋範圍內能隨時隨地自由活動

[1,2]。 

目 前 筆 記 型 電 腦 與 智 慧 型 手 機

(Smartphone)等行動裝置安裝無線網卡已成必

須配備，可以從範圍內的無線網路連接到網路。

一個或多個無線基地台–稱為熱點(Hot spot)，
可以組成一個面積由幾間房間到數平方英里

範圍的上網空間，覆蓋的面積大小可能取決於

無線基地台的重疊範圍[8]。機場、飯店、餐廳

等商業場所經常提供來訪者免費熱點，以吸引

或協助客戶。商家會依愛好者希望提供服務，

或提供免費的 Wi-Fi站點。目前在中國和台灣，

許多大型飯店和商場的內部都會提供免費 Wi-
Fi 熱點供來訪者使用網際網路。 

21世紀初期，世界各地的許多城市都宣布

計劃構建全市Wi-Fi網路。但這比最初發起人設

想的更為困難，結果這些項目大多被取消或無

限期擱置。但是有幾個是成功的，例如在2005
年，美國加州森尼維爾 (加利福尼亞州)，成為

在美國的第一個提供全市免費Wi-Fi的城市。全

球已建和建造中的Wi-Fi城市已經超過500個，

其中覆蓋率最高者為台北市，其已達到全市已

有4000個無線存取點（Access Point, AP），未來

將至10000個，覆蓋率達到90%，全球主要的城

市多已有Wi-Fi技術[9]。 
卡內基美隆大學於1994年在其匹茲堡校

區建立了世界上第一個無線網路，比起源於

1999年的Wi-Fi品牌還要早[9]。2000年，費城德

雷克塞爾大學創造了歷史，成為美國第一個提

供全校園無線網路覆蓋的主要大學。現在大多

數校園已設置無線上網。在臺灣的許多大學圖

書館內，也設有免費Wi-Fi熱點，提供學生使用。

雖然在都市或校園中，Wi-Fi覆蓋率已普遍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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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都有重複配置AP的缺點，並造成訊號間之干

擾，進而降低了傳輸率，因此如何配置AP，使

該區域有足夠之覆蓋率且不降低傳輸率是一

重要之議題。 
 

2. 無線網路通道模型估測 
 

2.1 無線通道模型 
在天線發送無線訊號到筆記型電腦接收訊

號時，會與原本所送出的訊號產生差異，因為

訊號在傳遞的過程會衰退(Degenerated)，主要

的衰退因素如下[5]： 
(1)衰減(Attenuation)：當無線訊號從發射端發

送至接收端時，無線訊號的傳輸路徑有可能會

經過各種不同的材質，且不同的材質對於無線

訊號的衰減程度，會依照材質的特性而產生差

異。 
(2)自由空間衰減(Free Space Loss)：自由空間衰

減的主要原因是發射端至接收端的距離，當這

個距離越大時，無線訊號的衰減程度也就越大。 
(3)雜訊干擾(Noise)：雜訊是無線通訊時所接收

到的無線訊號，但並不是我們所需要的無線訊

號，通常是因為不同的通訊設備使用相同或是

鄰近的頻帶造成的干擾現象。 
(4)折射(Refraction)：當無線通訊系統的訊號發

射端送出無線訊號時，無線電波會因所穿過的

介質而產生訊號折射，改變原來的傳播路徑到

達接收端。 
(5)多徑(Multi-path)效應：多徑效應是指在無線

訊號傳播時，接收端接收到從二個以上不同路

徑傳送過來的無線訊號，而不同路徑收到的無

線訊號強度，又會因為路徑之不同而產生不同

程度的訊號衰減或增強，尤其是在室內的環境

中，因為無線訊號傳播的路徑，會經過各種不

同的障礙物，所以變化更為明顯。 
(6)衰變效應(Fading)：衰變效應的主要原因是

無線訊號，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化而產生變動，

當無線訊號因為在傳播路徑中發生干擾，使得

接收端的訊號強度圍繞在一個平均值上下波

動；當無線訊號發射端與接收端位置都不變時，

接收端所接收到的無線訊號會隨著時間變異，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自然環境的動態變化以及

人的運動路徑，這些都會影響無線訊號的傳播

路徑，也自然會改變無線訊號的傳播損耗。因

此，無線傳播通道之接收訊號模型可寫為 
[3,4,7] 
 

0 10
10

( ) ( ) 10 log ( )
n

i
i

dP d P d n X
d 

     
(1) 

 
其中 P：接收功率(單位:dBm)。d0：參考距離，

通常採用 1 公尺(單位:公尺)。d：訊號發射端與

接收端之間的距離(單位:公尺)。n：路徑衰減率

（無單位）。Xi：描述訊號傳播受到環境效應，

如牆壁的遮蔽(單位:dBm)。由公式(1)之計算，

從發射端(Access Point)到接收端(Notebook)之
間的訊號強度變化，填入各項可知的數值並將

結果與實際利用無線網卡與無線訊號測量軟

體所得到的結果，觀察兩邊的數據在相同的距

離下是否相似。 
 
2.2 模擬與實測環境 
 

本文中，我們以朝陽科技大學的第一教學

大樓 5 樓為無線網路覆蓋率之研究環境，如圖

1 所示為其平面圖，在這環境中，計算機中心

已配置 4 台 AP，而 4 樓與 6 樓則是有 4 台 AP
與 2 台 AP，因此在每間教室內與走廊之間設

定若干個測量點，將測量到的訊號強度(RSSI 
-80 dBm)的數據，來評估這環境中之系統通道

模型。 

 
圖 1 朝陽科技大學 T1-5 樓平面圖 

 
無線網路的訊號量測軟體 inSSIDer 或

Acrylic Wi-Fi 主要提供訊號強度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RSSI)與各通道的分

布圖[6,7]，在筆記型電腦之量測軟體 inSSIDer
可從 AP 接收之訊號強度、干擾與各通道使用

情況，並透過 iperf3 來測試無線網路之上傳與

下載傳輸率。 
無線網路系統量測與模擬使用之軟硬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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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 inSSIDer 或 Acrylic Wi-Fi、無線網路卡

(Wireless LAN, module by 802.11)、無線網路存

取點(Access Point)、網路傳輸率測試(iperf3)，
與利用 MATLAB 程式模擬訊號衰減。 

 

3. 實測與模擬結果 
 

教學大樓五樓 AP 高度都設置在 3 公尺高，而

我們使用 inSSIDer 或 Acrylic Wi-Fi 來測量 T1 教學

大樓 5 樓教室內和教室外的訊號強度，每間教室選

擇 6~7 個測量點，在不同的距離下透過實體位置判

斷是否為相同無線網路存取點再測量訊號強度為

多少，訊號在傳遞的過程會因距離及建築物的材質

而有所影響，當測試端在距離 AP 的位置增加時，

會有訊號強度的衰減，記錄測量到的訊號強度數據

與通道分布情況。 
另外，測量不同阻隔物的材質對於無線訊號的

衰減，不同的材質對於無線訊號的衰減程度都不相

同，本文中經由實測後，估計之阻隔物係數(Xi)設定

如表 1，這些參數於 MATLAB 之覆蓋範圍模擬時，

作為無線訊號衰減模型之係數[2]。經由我們量測發

現，因為 T1-501 及 T1-507 訊號發送時都被隔壁的

電梯影響衰減，導致電梯前的走廊訊號嚴重衰減。 

表 1 阻隔物係數(Xi) 
阻隔

物 
水泥

牆 
木門 鐵門 塑膠

桌 
講桌

頻率

(GHz) 
2.4 2.4 2.4 2.4 2.4 

距離

(m) 
0.4 4 0.5 2.6 2.6 

衰減

(dBm) 
12 6 7 2 3 

 
3.1 覆蓋範圍模擬 
 

將實際測量到訊號強度的數值代入公式(1)模
擬並選擇軟體計算出最接近量測各點的訊號強度

然後繪出誤差最小的曲線，即各點間誤差值相加後

最小的曲線。 
利用學校所提供的平面圖畫出在教學大樓五

樓二維平面圖，等比例呈現在 MATLAB 上，將 AP
的涵蓋範圍利用 MATLAB 呈現之後，再由電腦計

算出訊號覆蓋範圍，並觀察 AP 在改變位置之後，

是否能用一樣的方式改善覆蓋率，而測量時可能受

環境中的因素而會有誤差。 
利用 MATLAB Graph User Interface 設計訊號

覆蓋範圍模擬系統，本系統操作時首先放置平面圖，

再擺放 AP 位置在平面圖上後繪出訊號覆蓋範圍，

計算訊號覆蓋率，最後，繪出傳輸率覆蓋範圍及計

算傳輸率覆蓋率。 
利用 MATLAB Graph User Interface 設計無線

區域網路模擬訊號衰減的使用介面，如圖 2 所示，

左上角的參數設定為理論值計算，需輸入距離、頻

率、輸出功率、發射端天線增益、接收端天線增益、

干擾物次數、干擾物衰減值計算出訊號強度，左下

角的按鈕為上傳平面圖，手動設定 AP 位置，計算

AP 訊號涵蓋範圍和覆蓋率。 
 

 
圖 2 訊號覆蓋範圍模擬系統操作介面 

 
將教學大樓 5 樓的 4 台 AP 放置在平面圖的相

對位置上，並透過訊號覆蓋範圍模擬系統將 AP 的

覆蓋範圍畫在平面圖上，如圖 3 所示，。 
 

 
圖 3 模擬系統之現有 4 個 AP 覆蓋範圍 

 
3.2 網路傳輸率測試 
 

為確保在訊號覆蓋率要求下，傳輸率也能滿足

需求，我們使用 iperf3 來測量 Wi-Fi 下載的網路傳

輸率，每次下載的測量都是設定時間為 3 分鐘做為

一次測量的結果，觀察每次測試時數據是否會有大

幅的變化，分別量測教室內及走廊之下載傳輸率。 
在測量的過程當中，發現到在相同教室及不同

的時間所測得的傳輸量與速度會有所變化，如在白

天上課時測量網路傳輸率會因為教室內的人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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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傳輸量會有所降低，在教室內與走廊上所測得

的傳輸量與速度會有所變化，且是在相同的距離之

下測量同一台 AP，因為在走廊上比教室內多了一

道牆阻隔，所以導致傳輸量會有所降低。 
圖 4 中，我們將教室內及走廊中所量測到傳輸

率與 RSSI 之間對應的數值畫出其相關性，橫軸為

RSSI，縱軸為傳輸率。我們再將其多個測量點以最

小平方法擬合出近似之直線函數，教室內傳輸率函

數可以寫成 
y1=0.66x+57.64,    (2) 

 
其中 y1為教室內傳輸率，x 為訊號強度(RSSI)。而

走廊傳輸率函數可以寫成 
 

y2=0.75x+64.95    (3) 
 
其中 y2為走廊傳輸率，x 為訊號強度(RSSI)。 
 

 
(a)                       (b) 

圖 4 傳輸率與 RSSI 之間的相關性 
 
應用我們設計之模擬系統與軟體介面，將 4 個

AP 改置於靠近教室門邊的角落，如圖 5 模擬結果

顯示，再依最低訊號強度之範圍計算其訊號覆蓋率，

當最低訊號強度需求設為 RSSImin= 80dBm 時，可

由圖八計算出訊號覆蓋率為 91.68%，但由圖 5 之

AP更新放置位置後，其訊號覆蓋率改善為 98.24%。
其中由圖 5 與圖 3 的訊號強度分布比較，可看出圖

5 中兩個 AP 分別布置於 T2-502、T1-503 中間及 T1-
505、T1-506 中間，可改善教室內外的訊號強度，因

此有較高之覆蓋率。 

 
圖 5 模擬系統之 4 個 AP 更新放置位置後之

覆蓋範圍 
此外，為考慮資源不足或是要降低成本時，可

將佈置之 AP 數降為 2 個或 3 個，因此，我們進一

步比較當佈置 2 個 AP 與 3 個 AP 時的覆蓋率改善，

如圖 6 所示，來探討如何用較少的成本，並能提升

覆蓋率，模擬後的結果如圖 6 與圖 7 所示為系統覆

蓋率與傳輸率比較，圖中最低傳輸率需求定為

10Mbps。 
  

 
 

圖 6 AP 位置修正後之覆蓋率改善 
 

 
 
圖 7 AP 位置修正後之傳輸率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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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散式 AP 佈建法 
 
上一節中提出之 AP 位置修正法，乃以嘗

試錯誤法(Try and Error)找出較佳之 AP 位置，

雖然對覆蓋率有所改善，但並不是最有效的方

法，在本節當中，我們提出分散式配置法

(Distributed Deploy)，先針對 6 間教室分別找出

達到最大覆蓋率之 AP 位置，即在各間教室中，

取樣 40x40 的矩陣點，計算出覆蓋範圍最大者，

但對於相連之教室，因為可設置 AP 的位置較

多，因此兩間教室合併成一搜尋空間，當找出

最佳位置後，再找次佳位置，最後畫出共六個

AP 之位置，如圖 8 所示，每個空間的最高覆蓋

範圍的 AP 位置標示 1st，第二高的 AP 位置則

標示 2nd。當 RSSImin=80dBm 時，只需布置 4
個 AP 即可達到 95%以上之覆蓋率，如圖 9 所

示之以分散式配置法之覆蓋分布圖。 

 
圖 8 以分散式配置法之覆蓋分布圖(6 個 AP) 

(RSSImin=60dBm) 

 
圖 9 以分散式配置法之覆蓋分布圖(4 個 AP) 

(RSSImin=80dBm) 

 

5. 結論 
 
本文主要設計一 Wi-Fi 無線網路系統覆蓋

率模擬系統，以探討不同 AP 位置布置下之系

統訊號覆蓋率及傳輸率覆蓋率。我們以教室為

探討之環境，使用 Acrylic Wi-Fi 或 inSSIDer 這
兩套軟體做為量測訊號強度 (RSSI)與觀看

MAC Address 和 WLAN Channel 的工具，還有

用一套 iperf3 做網路傳輸率的測試，測得教室

內與走廊上的 Wi-Fi 下載的傳輸量。由模擬結

果得知，4 個 AP 覆蓋率改善前數值與 3 個 AP
覆蓋率改善後數值相近，故可以省下一台 AP
的成本。此外我們進一步提出之分散式 AP 配

置法可快速找出適當之佈置點，並獲得較佳之

覆蓋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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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市面上存在一種商品是以平行輸入

方式所販賣的商品，這類商品在臺灣俗稱為

「水貨」。而仿冒品與真實的商品間，有著極

高的相似度，造成仿冒品與平行輸入的商品問

混淆，使得仿冒品被當成合法的商品販賣給消

費者。 

為解決上述問題系統，我們建置一個具有

防偽功能的銷售系統，此系統會有前後端和資

料庫部份，前端使用 HTML和 JavaScript去建

置使用者的操作介面，而後端則使用 PHP做運

算處理，並以 MySQL 作為資料庫。此外透過

MVC 架構作為程式開發架構，來建置各系統

的功能。此系統會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份為

消費者所使用的銷售端。第二部份則為廠商所

使用的管理端。在管理端的部份，為確保商品

是合法的，並非所謂仿冒品。廠商於註冊此系

統時，需提供合法商品資料。當審核通過後，

才開放使用權給廠商。另外會為消費者提供一

組密碼，協助此消費者去確認商品的真偽性，

而當消費者購買到這些商品，就能獲得密碼，

來幫助確認商品的真偽性。 

關鍵詞：PHP、JavaScript、MySQL、AJAX、

QrCode。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goods on the market. 

The goods are called the parallel. Now, the 

internet shopping is very popular. It also 

offers a new way for the parallel to sold to 

the customers. But there are many fake goods 

on the market. These fake goods are similar 

to the real goods. These problems make the 

customer confused the parallel with the fake 

goods. We are not sure whether the truth of 

the information on the website. These 

problems make the customer does not sure 

whether the truth of the goods. 

Accordingly, we build the system for the 

companies and the customers. The 

companies have to provide the lawful 

information of their goods. We check the 

information and we do not find the problem 

that the companies can start to sell their 

goods on this system. We provide the 

passwords to attach these goods which the 

companies sell on this system. After the 

customers buy the goods, they can get the 

good’s password that they use the password 

to sure whether the truth of the good by 

oneself on this system. 

Keywords: PHP、JavaScript、MySQL、AJAX、

QrCode。 

 

1. 前言 
由「平行輸入與仿冒行為的經濟分析」此

文獻得知，目前市面上存在以平行輸入方式販

賣的商品，所謂「平行輸入」，係指受到製造

商國家版權、商標或專利保護的產品，在貿易

商未經製造商正式授權的情況下自製造商母

國直接輸出至其他國家市場銷售之套利行為

[14]。平行輸入的產品本身並非仿造品，也不

是非法的產品，只是沒有原廠保證，也可能是

不同的包裝，這種商品在台灣俗稱「水貨」

[14]。近年網路拍賣的興起。也為這些平行輸

入品提供一個新的銷售管道。而從目前盛行的

網路拍賣中，可以發現一個特殊的現象，即商

品販售價格相對代理商品便宜的賣家，無論其

商品是平行輸入的真品或自行仿冒的，贗品，

一律自稱是「真品平行輸入」[14]。 

近年，在台灣也出現不少仿冒造成的問

題。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著名的通訊軟體

LINE，在台灣擁有 1700 萬用戶，也因為擁有

這些用戶，讓 LINE 周邊商品能在台灣熱烈銷

售，但其中也出現不少的仿冒品，現在連知名

連鎖商店「格子趣」，也被仿冒[18]。負責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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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周邊商品的日本連公司發現台北市有 5 家

格子趣，涉嫌販售仿冒的 LINE 玩偶、充電器

等周邊商品，因而向台北地檢署提出告訴。根

據自由時報電子報的報導，知名文創「霹靂布

袋戲」人偶，於「露天拍賣」購物網站上也出

現仿冒品[19]。由此可知仿冒的問題，一直存

在，直到現在，能可以於是市場見到這些問題。 

針對上述這些仿冒問題，可得知目前市場

有著許許多多的仿冒問題，而針對這些問題，

在這裡舉一個舉列子來做說明。當一般消費

者，他現在有一項或者多項想要購買的商品，

而這些商品對於此消費者而言，有著某些方面

的特殊需求，而因為有著這些需求，此名消費

者便會去尋找一項或者多項的商品，而在此名

消費者的想法中，這些商品可能對於自己目前

的需求，是最能符合的為這些商品。 

 

既然如此，現在消費者已經知道什麼樣商

品，最符合自己的需求，再來需要得知，需要

從哪裡買到自己所想要買的商品。首先此名使

用者需要知道有什麼管道可以去找到自己最

需要的商品;必以最快的速度買到自己所想要

買的商品。目前最流行的購物方式，其中一種

就是目前正流行的網路購物，此種方式，讓消

費者順利查到，自己所想要買的商品，並得知

可以到哪裡找到此商品。於是此名消費者在網

路上找到一件商品，而此商品便成為此名消費

者要購買的目標商品。此名消費者便依照網頁

上提供訊息，到相關管道去買到商品。當東西

買回來之後，此名消費者發現自己所買到商

品，看似自己所要的東西，但其實只是外表很

相似的仿冒品。 

 

依據前面所描述的內容，可以列舉出目前

仿冒問題中幾個重點的問題。 

a. 平行商品與仿冒品混淆 

b. 網頁資訊是否真實 

c. 是否為安全的銷售管道 

d. 辨別商品的真偽性 

 

而為了解決，在市場上，所出現仿冒問題，

將會建置一個系統，來解決這些問題，此系統

會運用一些現有的技術，去完成建置系統的動

作，此系統除了具有商品銷售方面，其相關的

處理功能，也附帶驗證功能，來達成商品防偽

的目的，而此系統包含前端、後端和資料庫等

部分。目前因網際網路盛行，許多的服務平台

的操作介面都是透過 HTML 和 JavaScript，建

置一個操作介面供給使用者去使用，而在本文

所提到的前端，也會透過 HTML 和 JavaScript

至建立一個符合使用者需求的操作介面，此操

作介面將會依使用者的操作，去進行畫面變動

的動作。目前有許多中小企業的系統，為了降

低系統開發成本，在後端運算的部分，因 PHP 

具有開放原始碼、免費，以及語法易使用等特

性，所以會使用 PHP 來建置運算處理功能。

而在資料庫的部分，因MySQL 具有低成本、

體積小，以及穩定性高等特性，所以許多系統

的資料庫，都會以MySQL 作為資料庫使用。

因此，在本文所提到的系統，會以 PHP建置後

端運算功能，並以 MySQL 作為資料庫使用。

並為了提高程式維護的便利性，和擴充性等需

求，會利用許多企業所使用的 MVC 架構，來

做為開發系統所需的架構。 

本文所提的系統，會使用下述的解決方

法，來建置此系統。 

a. 廠商須提供合法的品牌資料，經審查

通過後，才開放使用權。 

b. 需提供明確且安全合法的購買管道

給消費者。 

c. 當消費者無法正確辨別自己所購買

的商品，需要提供其他方式，協助消

費者去辨別商品的真偽性。 

此系統會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為消費

者所使用的部份，此部份稱為銷售端。而第二

部份則為廠商所使用的部份，此部份稱為管理

端。在管理端的部份，為廠商提供各項商品資

料的管理與銷售等功能。在銷售端，本系統會

提供給消費者查詢商品和驗證商品等驗證功

能，透過驗證功能，能協助消費者再一次確認

商品的真偽性。 

 

2. 相關工作 
A. PHP 

PHP（全名：Hypertext Preprocessor），PHP

為伺服器端上，運行的程式語言，並具有跨平

台的特性，其主要的功用是用來建置互動式網

頁方面，相關的應用程式[1]。 

 

PHP自產生以來一直都在發展中的程式語

言，因本身的特色，帶動了許動網站中，相關

應用服務的發展。 

PHP 的功用不只是輸出 HTML 文件而

已，也能輸出圖形檔案[2]。如圖 3.1，即是使

用 PHP產生驗證碼圖形於登入畫面上，告知使

用者登入時，需要輸入驗證碼。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312



 
圖 3.1管理端登入畫面之驗證碼 

 

B. JavaScript 

JavaScript 腳本語言是一種網頁腳本語言 

(script language) ， JavaScript 通常建構在 

HTML 文 件 之 中 ， 多 以  <script 

language=javascript> </script> 與 HTML 標記

區隔；但不是所有的 JavaScript 語言都一定要

有  <script> </script>[3] 。 由 於 所 有 的 

JavaScript 程式都是在用戶端電腦執行，當瀏

覽器讀取與解譯 HTML 標記語言時，也必須

同時讀取與解譯 JavaScript 程式，因此所使用

的瀏覽器必須能解譯與執行 JavaScript 程式

[3]。 

JavaScript 是 一 種 物 件 導 向 

(object-oriented) 的程式語言，也就是說程式設

計時，將所有的指令視為物件 (object)，以執

行方法 (method) 與屬性 (attribute)來描述該

物件之動作及屬性[3]。JavaScript 的指令的基

本形式為˻object.method(value)，˺其中 object 是

指物件，可以是文件  (document)、視窗 

(window)、變數 (var)、數學運算 (math)、字

串 (string)、圖片 (picture)、影像 (video)、聲

音 (sound)、表單 (form) 等。method 是指令

動作，可以是開啟 (open)、關閉 (close)、撰寫

(write) 等。value 係指所欲輸入之字串、數值、

變數等特指的元件[3]。 

 

C. MySQL 

MySQL 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關聯式資料

庫管理系統，原開發者為瑞典的MySQL AB公

司。MySQL 具有開放原始碼、體積小、速度

快，以及整體擁有的成本低等特性[4]。 

隨著 MySQL 的不斷成熟，它也逐漸用於

更多大規模網站和應用，比如維基百科、Google 

和 Facebook 等網站。非常流行的開源軟體組

合 LAMP 中的「M」指的就是 MySQL[5]。

與其他的大型資料庫例如 Oracle、IBM DB2、

SQL Server 等相比，MySQL 自有它的不足之

處，如規模小、功能有限等，但是這絲毫也沒

有減少它受歡迎的程度[5]。對於一般的個人使

用者和中小型企業來說，MySQL 提供的功能

已經綽綽有餘，而且由於 MySQL 是開放原始

碼軟體，因此可以大大降低總體擁有成本[5]。

目前  Internet 上流行的網站構架方式是

LAMP（Linux Apache MySQL PHP），即是用 

Linux 作為作業系統，Apache 作為 Web 服務

器，MySQL 作為資料庫，PHP（部分網站也

使用 Perl 或 Python）作為服務器端腳本解釋

器[5]。由於這四個軟體都是開放原始碼軟體，

因此使用這種方式不用花一分錢就可以建立

起一個穩定、免費的網站系統。MySQL 加 

PHP的配對在網際網路上的應用方面，是常見

的應用方式，大部分  Blog 網站基於的 

WordPress 系統主要運用 MySQL 加 PHP 的

配對[5]。除了 LAMP 之外，用於 Solaris、

Windows 和 Mac 上的網站構架也分別被稱

為 SAMP、WAMP 和 MAMP[5]。 

 

D. MVC 

MVC 模 式 （ 全 名 為

Model-View-Controller）是軟體工程中的一種

軟體架構模式，把軟體系統分為三個基本部

分：模型（Model）、視圖（View）和控制器

（Controller）[6]。 

MVC 模式最早由 Trygve Reenskaug 在

1974 年提出，是施樂帕羅奧多研究中心

（Xerox PARC）在 20 世紀 80 年代為程序語

言 Smalltalk 發明的一種軟體設計模式[7]。

MVC 模式的目的是實現一種動態的程式設

計，使後續對程序的修改和擴展簡化，並且使

程序某一部分的重複利用成為可能。除此之

外，此模式通過對複雜度的簡化，使程序結構

更加直覺。軟體系統通過對自身基本部份分離

的同時也賦予了各個基本部分應有的功能

[7]。專業人員可以通過自身的專長分配各自負

責範圍，並完成整體開發工作[7]。 

 

MVC 設計模式是一個很好創建程式軟體

的途徑，此方法所提倡的一些原則，如資料內

容和顯示畫面互相分離易於了解[6]。但若要隔

離 Model、View 和 Controller 這三個物件，可

能需要重新構思應用程式的處理程序，尤其是

應用程式的架構方面[6]。如果接受 MVC，並

且有能力應付它所帶來的額外工作或複雜

性，MVC 將會使軟件在穩健性、程式碼重複

使用、以及和程式架構方面，提升至新的層

面。依據程式開發經驗，開發者會將應用程式

分成三個部分，使用 MVC 同時也意味著將要

管理比以前更多的文件，似乎工作量加增了，

但這比起他所能帶來的好處是不值得一提的

[6]。 

 

E. AJAX 

AJAX，（全名為 Asynchronous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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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XML），是一種基於前端與伺服器端非同步

互動技術，使得伺服器和瀏覽器之間交換的資

料大量減少 [8]。AJAX 概念由  Jesse James 

Garrett 所提出。他不是新技術主要由，

javascript 、  DHTML、  DOM 、  CSS、 

XMLHttp、XML 等所組成[9]。 

 

AJAX 主 要 運 用 XMLHttpRequest ，

XMLHTTP 是一組 API 函數集，由微軟公司

發明的，可通過 JavaScript、VBScript 或其它

瀏覽器支持的腳本語言訪問[9]。 

 

XMLHTTP可直接被 JavaScript、JScript、

VBScript 以及其它 web 瀏覽器內嵌的程式語

言使用，支援應用在一些 Web 瀏覽器作為平

台，像是 Internet Explorer、Mozilla、Google 

Chrome、Firefox、Opera、Konqueror 及Mac OS 

Safari[9]。藉由這種方式，可以從伺服器端取

得所需要的資料，並透過前端 Web 的程式語

言，變更部分網頁內容。這樣就能達到，無須

重新讀取整個網頁，便能動態得變換網頁內容

[9]。 

 

F. URL重寫 

SEO，(全名為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尋引擎優化，利用搜尋引擎的搜尋規則來提

高網站在有關搜尋引擎內的排名的方式

(Wikipedia SEO)，也就是搜尋引擎需要什麼，

我們就把網站設計成什麼(歐朝暉，2009)，因

此設計討好搜尋引擎搜尋邏輯的網站，自然達

到提升搜尋結果中的網站排名(awoo，2008) 

[10]。而要達到 SEO此目的，其中一個方式就

是動態網頁靜態化[10]。 

 

靜態網頁是指在伺服器端，確實存的網

頁，此網頁僅含 HTML 以及 JS、CSS 等用戶

端運行腳本的頁面。它的處理方式過程一般是

以下步驟[11]： 

a. 由用戶端提出請求，請求某一頁面。 

b. Web伺服器確認並載入某一頁面。 

c. Web伺服器將該頁面傳回給瀏覽器。 

 

在Web 伺服器上，確實存在使用者所訪問

的靜態頁面。 

動態網頁一般是指伺服器端腳本程式與

HTM 混合的網頁。它的處理方式過程一般是

以下步驟[11]： 

a. 由用戶端提出請求，請求某一頁面。 

b. Web 伺服器引入指定相應腳本進行

處理。 

c. 由 Web 伺服器對腳本進行解析形成

HTML標記語言。 

d. 將解析後的 HTML 標記語句傳回給

瀏覽器。 

 

由以上看出，在頁面發送到瀏覽器後，伺

服器端不存在相同內容的靜態網頁，而是已被

轉化解析為標準的 HTML標記語句。用戶端請

求一動態檔，事實上並沒有此內容的靜態網頁

之檔案存在，而用戶通過瀏覽器看到的只是

Web伺服器的運行結果而並非實際存在的靜態

網頁。這種頁面處理方式為所謂動態頁面。 

 

URL 重寫， (全名為 URL Rewriting) 是一

種將真實位置的網頁隱藏起來，讓使用透過虛

擬位置，去瀏覽網頁的技術。將一個動態網址

轉換成一個純靜態網址。比如把 a.轉換成 b. 

[12]。 

a. http://127.0.0.1/index.php?A=0&B=0 

b. http://127.0.0.1/index/0/0.html 

 

透過此種方式，讓搜尋引擎將動態網頁當

成靜態網頁處理，有效地提升網頁的搜尋排

名，並達到 SEO此目的。 

 

G. FLASH 

FLASH是一個運用向量圖形、檔案小且顯

示速度快的一個人性化介面的動畫軟體。，如

要瀏覽具有 FLASH 影片，其瀏覽器必須有安

裝 FLASH Player，目前大多數的瀏覽器軟體

多己內建其 Player[17]。 

 

ZeroClipboard 為 Javascript 的外掛套件程

式，其運作方式是由 JavaScript 呼叫一個 Flash

的 swf 檔案，並將需要複製內容傳到此 Flash

的檔案，接著由此檔案完成複製的動作[20]。 

 

藉由此方式，消費者可以更快完成複製網

址的動作，並將此網址分享給其他人。 

 

H. QrCode 

二維條碼使得更多的資訊與字元得以儲

存，行動通訊業者利用這項特性來解決手機輸

入文字不便的問題，並結合電子商務，利用具

相機功能的行動電話直接掃描二維條碼進行

線上交易，因此行動通訊＋二維條碼＝行動二

維條碼，簡稱行動條碼[13]。在各式各樣的二

維條碼中，以 QR Code 的特性最佳，除了具

有儲存量大的特性外，還具備較小的列印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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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快速掃描的特點[13]。在臺灣，行動上網聯

盟所制定的「行動條碼應用共通標準規範」就

是採用了符合 ISO IEC18004:2000 ╱ 標準規

範的 QR Code 條碼技術做為編碼技術 8[13]。 

 

西元 1994 年日本 Denso-Wave 公司發明

了 QR Code， (全名為 Quick Response Code)。

如圖 3.3所示，QR Code 呈正方形，只有黑白

兩色[13]。在 4 個角落，印有較小，像「回」

字的正方圖案[13]。這 3 個是幫助解碼軟體定

位的圖案，使用者不需要對準，無論以任何角

度掃描，資料仍可正確被讀取[13]。QR Code 資

料容量為數字最多 7，089 字元；字母 最多 

4，296 字元；日文漢字／片假名最多 1，817 

字元（採用 Shift_JIS）；中文漢字最多 984 字

元（採用 UTF-8）；中文漢字最多 1，800 字

元（採用 BIG5）9[13] 。 

 
圖 3.3 QR Code 外觀 

 

另用 Qr Code 可以存放大量文字特性，將

各項商品的網址存放於 Qr Code圖形中，而當

使用者透過手機掃描 Qr Code 時，就能迅速取

得網址，並透過此網址去瀏覽商品的網頁。無

須慢慢地的輸入，才能瀏覽商品網頁。 

 

3. 平台架構 
本系統依照使用範圍，可以分為管理端和

銷售端兩個部分。管理端提供給廠商管理廠商

內部的資料，銷售商品的處理，以及活動資料

的建置。銷售端提供給一般消費者去查閱自己

購買的商品，其商品的履歷，以及驗證商品，

並可以參加廠商舉辦的活動。 

 

A. 系統使用者描述 

依照本系統的功能需求，總共可以分為五

種類型，分別為管理者、營運商、發行商、經

銷商，以及會員。這五種類型的使用者在本系

統，擁有不同的使用範圍，在管理端方面，共

有四種使用者，分別為管理者、營運商、發行

商、以及經銷商。在銷售端方面，只有會員一

種使用者。 

1) 管理端管理者 

在管理端的四種類型的使用者，管理者擁

有權限，為這四種類型的使用者中，最高的使

用者。管理者可以管理所有廠商的資料，包含

廠商的員工、商品品牌、商品型號、擁有貨品、

和活動資料等。 

 

管理者能以發行商的身分向其他身為經

銷商的廠商，提出建立交易關係的請求，等對

方廠商同意此請求，即可建立交易關係。在交

易關係建立後，管理者能將自己所擁有的貨品

出貨給對方廠商。管理者也能以經銷商的身

分，去處理其他身為發行商的廠商所發送過來

的請求，當管理者同意此請求，即可建立交易

關係。在交易關係建立後，管理者能以經銷商

的身分，向對方廠商進貨自己所需的貨品。管

理者能以發行商的身分，舉辦一個活動或多個

活動，並指定與此活動相關聯的商品。 

 

2) 管理端營運商 

在管理端的四種類型的使用者，營運商擁

有權限，在這四種類型的使用者中，僅次於管

理者。與管理者不同的地方，營運商只能管理

負責範圍內的廠商，而管理這些廠商的資料，

包含廠商的員工、商品品牌、商品型號、擁有

貨品、和活動資料等。 

 

營運商能以發行商的身分向其他身為經

銷商的廠商，提出建立交易關係的請求，等對

方廠商同意此請求，即可建立交易關係。在交

易關係建立後，營運商能將自己所擁有的貨品

出貨給對方廠商。營運商也能以經銷商的身

分，去處理其他身為發行商的廠商所發送過來

的請求，當營運商同意此請求，即可建立交易

關係。在交易關係建立後，營運商能以經銷商

的身分，向對方廠商進貨自己所需的貨品。營

運商能以發行商的身分，舉辦一個活動或多個

活動，並指定與此活動相關聯的商品。 

 

3) 管理端發行商 

在管理端的四種類型的使用者，發行商擁

有權限，在這四種類型的使用者中，介於營運

商和經銷商間。與營運商不同的地方，發行商

不能管理其他廠商的資料，發行商能處理自己

本身擁有的資料，包含員工、商品品牌、商品

型號、擁有貨品、和活動資料等。 

 

發行商能向其他身為經銷商的廠商，提出

建立交易關係的請求，等對方廠商同意此請

求，即可建立交易關係。在交易關係建立後，

發行商將自己所擁有的貨品出貨給對方廠

商。發行商也能以經銷商的身分，去處理其他

身為發行商的廠商所發送過來的請求，當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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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發送請求過來，只要發行商同意此請求，

即可建立交易關係。在交易關係建立後，發行

商能以經銷商的身分，向對方廠商進貨自己所

需的貨品。 

發行商可以舉辦一個活動或多個活動，並

指定與此活動相關聯的商品。 

 

4) 管理端經銷商 

在管理端的四種類型的使用者，經銷商擁

有權限，在這四種類型的使用者中，最低的使

用者。與其他使用者相比，能使用的功能也最

少，能變更自己的廠商資料和員工資料，以及

出貨進貨處理。 

 

經銷商能以發行商的身分，向其他身為經

銷商的廠商，提出建立交易關係的請求，等對

方廠商同意此請求，即可建立交易關係。在交

易關係建立後，經銷商將自己所擁有的貨品出

貨給對方廠商。經銷商能處理其他身為發行商

的廠商所發送過來的請求，當對方廠商發送請

求過來，只要經銷商同意此請求，即可建立交

易關係。在交易關係建立後，經銷商能向對方

廠商進貨自己所需的貨品。 

 

5) 銷售端會員 

在本系統，會員的使用範圍為銷售端。當

會員購買到商品後，透過商品的序號，能於銷

售端中，查詢關於此商品的資料，包含製造過

程所使用的材料，以及其他商品本身的規格。

這些商品本身會附帶一組密碼，消費者能透過

這組密碼去驗證此商品的真偽性。 

 

B. 系統功能描述 

廠本系統依照使用方式，可以分為銷售端

和管理端兩大部分。針對一般會員，銷售端提

供活動和銷售商品的查詢；而針對廠商，管理

端提供員工、商品和活動的管理，廠商能變更

員工的資料，處理商品出貨或進貨動作，以及

發布欲舉辦之活動。 

如圖 4.1 所示，管理端提供廠商管理、員

工管理、商品管理、貨品管理和活動會員管理

等功能。如圖 4.2 所示為銷售端，銷售端提供

給會員，去查詢相關自己所購買的商品，如商

品的規格、商品的產地等。並且可以查詢商品

相關的活動訊息。 

 
圖 4.1 管理端的架構 

 

 
圖 4.2銷售端的架構 

 

1) 管理端廠商管理 

如圖 4.3 所示，在廠商管理中，管理者或

營運商能查詢自己所管理的廠商，以及針對各

個廠商的資料進行編輯。所有廠商都能以發行

商的身分，向其他身為經銷商身分之廠商，提

出建立交易關係之申請。也能以經銷商的身

分，同意其他身為發行商身分之廠商，所發送

過來之申請。 

 
圖 4.3廠商階層關係 

 

2) 管理端員工管理 

如圖 4.4 所示，一個廠商底下，可能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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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群組或多個不同群組，而廠商內部的員工，

則會被分配至不同群組。每個群組可分別設置

不同的權限功能，而這些權限功能，將決定該

群組底下，這些員工於本系統中，所能進行的

功能操作。依照廠商類型不同，一個群組所能

設置最大權限將會不同。 

 
圖 4.4 員工與群組關係 

 

3) 管理端商品管理 

如圖 4.5 所示，在商品管理這部分在商品

管理這部分，每個發行商，可以建立自己所擁

有的品牌資料，包含品牌代碼、品牌名稱、以

及圖片資料等。如圖所示，各個廠商針對自己

要販賣的商品，能依據各個品牌，建立這些商

品型號的資料，包含型號代碼、型號名稱、以

及圖片資料等。 

 
圖 4.5品牌與商品型號關係 

 

4) 管理端貨品管理 

在貨品管理的部分，發行商依據於商品管

理所建立的商品資料，得以登錄需要出售的貨

品資料，每一件商品型號可以登錄成多個銷售

的貨品。對於每一件的貨品，其銷售作業，可

透過經銷商，作為銷售商品，販賣給消費者。 

如圖 4.6 所示，為發行商、經銷商，和消

費者間的交易關係，依據廠商管理中，發行商

與經銷商所建立交易關係，各個廠商能以發行

商的身分，將自己所擁有的貨品出貨給，其他

身為經銷商的廠商。同樣地，也能以經銷商的

身分，向其他身為發行商的廠商，進貨欲銷售

的貨品，販賣給消費者。 

 
圖 4.6 廠商與消費者交易關係 

 

5) 管理端活動會員管理 

當會員於銷售端註冊完畢後，各個發行商

可以於管理端去管理這些會員資料，包含寄發

通知郵件給會員。 

 

至於活動方面，發行商能針對自己登錄的

銷售貨品資料，去舉辦多個不同活動，包含了

刮刮樂、摸彩和樂透等三種類型的活動。發行

商能於管理端管理活動資料，以及參與活動的

會員。而透過消費者能透過購買商品，去參加

這些由發行商舉辦的活動。 

 

6) 銷售端商品清單 

會員可於商品清單，查詢自己所購買的商

品，其出產地、製造日期、或者生產過程中所

使用的材料。在購買完商品後，能於商品清

單，去驗證自己購買的商品，其商品的真偽

姓。消費者能透過購買商品，去參加這些販賣

商品相關的活動。 

 

7) 銷售端活動清單 

在此部分，會員可以得知目前有甚麼活動

將要舉辦，或者這些活動，是否是在進行中。

當活動開獎完畢後，也能從活動資料中得知，

目前在這個活動中，有誰中獎。 

 

4. 平台雛形 
在本章節，將說明各個重要功能，其實際

畫面呈現方式，以及於這些畫面上，如何進行

相關作業流程的操作。如表 5.1 所示，為各個

功能所針對的作業流程。管理端廠商管理，主

要為廠商方面資料處理。管理端員工管理，主

要為廠商底下，其員工方面資料處理。管理端

商品管理，主要為廠商底下，其所擁有品牌和

商品型號，這方面資料處理。管理端貨品管

理，主要為各項銷售貨品建立、銷售貨品的出

貨、銷售貨品的進貨，以及銷售貨品的銷售等

作業工作的處理。管理端會員活動管理，主要

銷售端之會員，以及活動方面資料處理。銷售

端，主要為消費者提供查詢和驗證商品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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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接下來內容，將會針對以上各項功能，介

紹其操作內容。 

 

表 5.1 各功能對應作業流程之說明 

功能 作業流程 

管
理
端 

廠商管理 管理者或營運商審核廠商通

過後，變開放本系統之使用

權給廠商。 

發行商向經銷商提出申請，

建立起彼此間的交易關係，

以便於之後出貨進貨作業處

理。 

員工管理 建立多個不同權限功能之權

限。 

建立員工資料，並指定至不

同群組。 

商品管理 建立需銷售的商品資料。 

貨品管理 建立銷售多個貨品。 

出貨進貨作業處理。 

會員活動

管理 

管理銷售端的會員資料。 

建立活動資料。 

 

銷售端 

查閱商品履歷。 

驗證商品的真偽性。 

查閱近期將舉辦的活動。 

 

A. 管理端廠商管理 

如圖 5.1 所示，管理者或任何營運商，欲

管理自己負責範圍內的廠商資料，都須進入廠

商管理廠商清單，才可以變動廠商資料。 

 
圖 5.1 廠商管理廠商清單 

 

如圖 5.2 所示，所有發行商，如需向其他

身為經銷商的廠商，建立交易關係，都須至此

畫面，向經銷商提出申請。如圖 5.3 所示，當

有發行商已向經銷商，提出申請。經銷商可至

此畫面，去觀看有這些發行商，提出申請，並

決定是否建立，彼此的交易關係。 

 

圖 5.2 廠商管理廠商授權清單(發行商之

經銷商清單) 

 
圖 5.3 廠商管理廠商授權清單(經銷商之

發行商清單) 
 

B. 管理端員工管理 

如圖 5.4 所示，任何廠商須變動員工的功

能權限，須至此畫面，變更員工所屬權限群

組，其功能權限。如圖 5.5 所示，至此畫面，

針對欲需編輯的員工，進行編輯動作。 

 
圖 5.4 員工管理權限群組清單 

 
圖 5.5員工管理員工清單 

 

C. 管理端商品管理 

如圖 5.6 所示，任何廠商，欲變動自己底

下的品牌資料。須至此畫面，做相關編輯。如

圖 5.7 所示，當廠商編輯完品牌，欲變動品牌

底下的商品型號，續至此畫面進行相關的編輯

動作。 

 
圖 5.6商品管理品牌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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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商品管理商品型號清單 

 

D. 管理端貨品管理 

當廠商編輯完品牌和商品型號的資料

後，接著就可以建立需銷售的貨品資料。廠商

需要建立登錄作業單，當作業單建立完成後，

需於此作業單之明細清單，設置需銷售的商品

序號，設置完，即可進行登錄的動作。 

 

當廠商須進行出貨動作，廠商需要建立出

貨作業單。如圖 5.8 所示，當作業單建立完成

後，需於此作業單之明細清單，設置需出貨的

商品序號，設置完，即可進行出貨的動作。 

 
圖 5.8貨品管理出貨作業單之編輯畫面(明

細清單) 

 

當廠商須進行進貨動作，廠商需要尋找相

對應的進貨作業單。如圖 5.9 所示，進收貨的

動作時，需於此作業單之明細清單，針對每個

商品序號，去進行確認的動作，當確認完畢

後，此進貨作業才算完全結束。 

 
圖 5.9貨品管理進貨作業單之編輯畫面(明

細清單) 

 

當廠商須進行銷售動作，需要建立銷售作

業單，當作業單建立完成後，需於此作業單之

明細清單，設置需銷售的商品序號，設置完，

即可進行銷售的動作。 

 

E. 管理端會員活動管理 

在會員活動管理的部分，可以分成會員以

及活動兩個區塊，為在會員清單畫面的部分，

廠商能管理於銷售端註冊的會員，其個別的資

料。對銷售的商品，廠商可以舉辦相關的活

動，並於本系統中，建立這些活動資料。 

 

F. 銷售端 

在銷售端商品畫面的部分，一般消費者可

以查詢自己所購買的商品，並可以輸入商品所

附上的驗證密碼，即可得知，此商品的真偽

性。如圖 5.10所示，為此商品成功驗證所顯示

的畫面。而在銷售端活動畫面的部分，一般消

費者可以查詢廠商所舉辦的相關活動。 

 
圖 5.10 銷售端商品畫面(已驗證成功) 

 

5. 結論與未來方向 
目前已知市面的仿冒品問題，以此建置一

個防偽功用的系統，所有廠商須經過審核，才

可以在本系統內發布銷售的商品，讓消費者能

查閱合法的商品資料，透過搜尋引擎優化，讓

消費者能更容易進入本系統。為了讓廠商方便

配合本系統的驗證機制，本系統也提供出貨、

進貨、以及銷售作業等處理功能，給予廠商使

用。 

近日也出現許多仿冒商，建置釣魚網站，

詐騙消費者去購買仿冒品。根據蘋果日報導，

有仿冒商建置一個華麗的假購物網站，讓消費

者誤以為自己所購買的仿冒商品是合法的商

品[21]。針對這個問題，會增強宣導本系統正

確所在位置，以及如何正確的進行驗證，日後

會尋找更有效的方法，來防範這些釣魚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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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OFDMA) systems in the uplink suffer from multiple access 

interference (MAI) due to their high sensitivity to frequency 

misalignments between different users. Moreover,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C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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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mplexity reduction in the proposed 

solutions is substantial when compared to the existing ones in 

the literature. It is worth mentioning that this substantial 

complexity reduction is achieved in expense of some bandwidth 

efficiency loss. Hence, there exists a tradeoff between 

bandwidth efficiency and complexity. In this paper,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called gravitational search algorithm 

(GSA), for CFO estimation. Performance and complexity 

comparisons are provided, along with numerical results to 

illu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method. Simulation 

results demonstr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posed 

algorithms in approaching the optimal performance are also 

presented. 

Keywords- OFDMA; gravitational search algorithm;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 ML 

I.  INTRODUCTION  

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OFDMA) 

is an ideal multi-carrier multiple access technique for high 

data rat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s because of its 

high spectral efficiency, flexibility for quality of service 

(QoS) support and robustness to multipath fading effects In 

OFDMA uplink transmissions, there are two challenging 

issues. However, in high data rate wireless systems 

employing OFDMA, such as Long Term Evolution-

Advanced (LTE-Advanced) based cellular wireless 

networks and IEEE 802.16m based worldwide 

interoperability for microwave access (WiMAX) with 

highly mobile users, the transmitted signal quite often 

undergoes both time and frequency selective (doubly 

selective) fading due to high Doppler spread and multipath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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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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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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e of the most new evolutionary algorithms is 

gravitational search algorithm (GSA) which has been 

presented by Rashedi et al. [15] in 2009. GSA is applied in 

optimisation problem with different objective functions in 

[15] and obtained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particle swarm 

optimisation (PSO) and residual gas analyser (RGA).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obtained results of GSA are better 

than those obtained by PSO and RGA algorithms [15]. The 

GSA concept is simple and known as a powerful 

optimisation algorithm; besides significant privileges of this 

algorithm it has some drawbacks too, such as it might be 

trapped in local optima in some cases. Unlike ML approach 

exhaustively finding all possible solutions in the solution 

space, GSA is a kind of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techniques like PSO. It can estimate all CFOs at a time. 

G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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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consider an OFDMA uplink system with N 

subcarriers and K active users. In this paper, we assume that 

the carrier frequency offsets of uplink users are known, or 

estimated, by the receiver. After the bitwise interleaving, 

they are mapped into quadrature amplitude modulation 

(QAM) symb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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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k
, i = 0, . . . , N − 1, 

is nonzero if and only if the ith subcarrier is modulated by 

the kth u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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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 the compound channel response 

can be written as  TT

LL

T

k

T

k kKk 1)(1 00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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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and 
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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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where ( ) (1, ,exp( ( 1) ))k kw diag j N w   , 

and
Lk

H

k FDFA  , and Nw kk /2 . In the above 

signal model, the phase offset )exp(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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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needed in the equalization. 

We further define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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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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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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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n I . The discrete-

time channel impulse response of the kth user is 

1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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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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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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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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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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ˆargmax ( ) (w   Q

w
w w)x                     (6) 

where 1ˆ ˆ ˆ ˆ ˆ( ) ( )( ( ) ( )) ( )H HQ Q Q QQ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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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ˆ ˆ ˆ ˆ ˆ, , , , ,

T
i i i i i

k k k Kw w w w w 

 
                   (7) 

III. EASE OF USE ESTIMATION SCHEME USING 

GRAVITATIONAL SEARCH ALGORITHM (GSA) 

TRashedi et al. proposed a new meta-heuristic searching 

algorithm called GSA in 2009. This algorithm is introduced 

based on Newton’s law of gravity and law of motion. The 

law of gravity states that every particle attracts every other 

particle and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between two particles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product of their masses and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the squar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ccording to the proposed algorithm, agents are 

assumed to be objects, the performances of which are 

measured by means of masses [15-19].The GSA is 

established on the law of gravity and the concept of mass 

interactions. It uses the theory of Newtonian physics and its 

searcher agents are the collection of masses. In physics, 

gravitation is a tendency in which objects with mass 

accelerate towards each other. In Newton gravitational law, 

each particle attracts the other particle with a force called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16-18]. 

GSA uses objective functions as fitness performance 

assessment, with position of each of these particles as a 

solution, and the masses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ir 

performance at each iteration. To describe the presented 

algorithm, we assume a system with n masses in which the 

location of ith mass is described as follows  

Considering N particles (agents) and a q-dimensional 

search space, the position of ith agent is defined by the 

vector iX [17] 

 

  NixxxxX q

i

l

iiii ,,2,1,,,,, 21          (8) 

Where 
l

ix is the position of 
ithl dimension, 

ql ,2,1  . After computing mass for each agent, it is 

possible to compute acceleration for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to this end, total force from a set of heavier masses 

which is applied on each agent is computed as follows, 

based on Newton rule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motion the 

acceleration od 
thi agent in 

ithl  dimension defined as 

follows the index k: 

 

  )()(/)()()(

)(
1

)(

1,1

kxkrxkxzkzkf

k
z

ky

l

i

N

jj

rj

l

i

l

jAjPi

Ii

l

i

 














(9) 

where  , 10   , is a random variable. )(kf is 

the viable of the gravitation constant at the iteration 

k, )( kzIi is the inertia mass of 
thi agent, )(kzPi is the active 

gravitation mass of  
thi agent. 0  is a small constant 

introduce in order to eliminate a possible division by 0., and 

)(kij  is the Euclidian distance between 
thi  and 

thj  agent 

 

)()()( kkk jiij xx                                (10) 

The distance is used in (9) instead of the square distance 

to reduce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according to [17-

19]. As analyzed in [18], this will alter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particles by reducing the distance size and 

focusing on the direction of the acting force.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gravity constant depreciation is introduced. The 

gravitational constant decrease with the advance of GSA’s 

iterations can be modeled by several depreciation laws, of 

which we focus on [17]  

 

)/1()( max0 kkgkg                      (11) 

)/exp()( max0 kkgkg                  (12) 

 

where m axk  is the maximum number of iterations, and 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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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preset constant such that to ensure GSA’s convergence 

and to influence the search accuracy,   and   are a priori 

set parameters which ensure a tradeoff to GSA’s 

convergence and search accuracy, 0 , 0 . 

The velocity update of 
thi  agent in 

thl dth dimension, 

)1( kv l

i , is considered as a fraction of its current velocity 

added to its acceleration. Therefore, the position and 

velocity of an agent are calculated in terms of the following 

state-space equations 

 

)()()1( kykvkv l

l

l

i

l

i             (13) 

)1()()1(  kvkxkx l

l

l

i

l

i        (14) 

where 10,   , is a uniform random variable. As 

shown in [20-21], and [22], the above choices of the 

parameters in the GSA will ensure the global optimum. 

However, as in the case of other evolutionary nature-

inspired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 reasonable number of 

iterations will be carried out. In addition, accounting for the 

random variables specific to GSA, the results will be 

presented as average values. The gravitational constant 

decreases during the optimisation process as follows: 

 

Step 1: Define the input data.  

Step 2: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described in (6). 

Step 3: An initial population iX  which must meet 

constraints, is generated randomly. 

 Step 4: Calculate the objective functions values (6). The 

augmented objective function (6) i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load flow result. Also, for each individual iX   the 

membership values of all different objectives are computed. 

Step 5: Apply the Pareto method in order to obtain 

normalised objective function of previous step and save 

non-dominate solutions in the repository. Compute the 

weight factor for all non-dominate solutions.  

Step 6: Sort all agents according to their weight factors and 

select the best agent  and worst agent among them.  

Step 7: Calculate mass for all agents according to (8) and (9). 

Step 8: Compute the force which is applied to each agent 

and its acceleration according to (10). The velocity of each 

agent is computable having its acceleration according to 

(11). 

 Step 9: Update the position of each agent according to (12) 

IV. EXPERIMENTIAL RESULTS 

In this section, we present the BER performance and 

iteration number of the GSA and GA methods and 

Differential evolution (DE) algorithm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of conventional schemes in OFDMA uplink systems 

with N = 512 subcarriers. The conventional CFO estimator 

is based on the GSA-ML algorithm where the full search 

algorithm is used to find CFO in each CFO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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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t error rate (BER) 

against the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Figs. 1 and 2 show 

the BER versus SNR, where the system parameters with 

user K=10 and 32, respectively. Fig. 1and 2, we see that the 

G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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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Fig. 3, we compare the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of the two methods in terms of the required 

average number of multi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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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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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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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A--based ML 

scheme is performed can be chosen adaptively by using the 

knowledge of frequency offset and BER values for better 

performance and complexity trade-off. Simulations showed 

that all solutions lead to the same bit error rate performance 

and thus the choice between different CFO algorithms is 

dictated by their 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The research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led to CFO compensation algorithms 

whose complexity was only one order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user case while keeping very close to 

the optimal performance. Such a substantial complexity 

reduction makes our algorithms feasible in practice and 

therefore, suitable for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of real-time 

uplink OFDMA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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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BERs versus SNRs (K =10, GSA-, GA-,DE-ML, simplified ML ).              Fig. 2. BERs versus SNRs (K = 32, GSA-, GA-, DE-ML, simplified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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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物聯網之自動跟隨自走車 

 

 

摘要 

 
隨著資訊網路的蓬勃發展，人們可透過網

路自行在智慧型手機、電腦上安裝所需的軟體

並可藉此控制生活周遭的硬體設備。本研究利

用自走車結合 Arduino 嵌入式系統與智慧型手

機的無線傳輸技術(Wi-Fi)，並加入預載地圖來

得知使用者與自走車之位置資訊，並將所得資

訊送至後端伺服器(MySQL)，做為自走車行進

路徑規劃之依據與歷史資料之查詢，使自走車

能完成自動跟隨使用者的功能。除此之外，將

使用超音波感測器來進行障礙物偵測，以避免

自走車與障礙物碰撞。此技術未來可提供特定

範圍中任意地點的物品運送。 

關鍵字：自走車、Arduino、Wi-Fi、超音波感

測器、避障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networks, through the Internet, people can install 

the required software on smart phone and 

computer to control the hardware devices. This 

paper using self-propelled vehicle (SPV) 

combined with Arduino embedded systems,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Wi-Fi) and add 

map preloaded system to determine the location 

of users and self-propelled vehicle.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will be sent to the database (MySQL) 

forver to become self-propelled vehicle path 

planning basis and data query. In addition, we use 

the ultrasound sensors to detect obstrucle to avoid 

self-propelled vehicle (SPV) collision. In the 

future, this technology offers within a certain 

range of goods transported any location. 

Keywords：SPV, Arduino, Wi-Fi,  

Ultrasound Sensors, Obstacle Avoidance 

 

 

 

1. 前言 

 
由於晶片的製程進步及無線通訊技術的

普及，智慧型手機[1,2,3]的功能越來越多樣

性，其強大的功能甚至可以用來取代個人電

腦，例如商務人士使用智慧型手機的通訊軟體

來即時取得業務上的聯繫、透過手機內置鏡頭

進行視訊會議；使用智慧型手機內建的全球衛

星定位系統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搭配地圖 APP[4]來規劃旅遊路線，並透過

3G/4G上網查看各個景點的詳細介紹，讓旅遊

可以輕鬆無負擔；也可以利用手機玩遊戲、聽

音樂，甚至能線上收看電視/電影。早期必需透

過電腦才能做到的事，現在可以輕鬆使用智慧

型手機來完成。 

在現在高度科技化下的社會，還是有許多工具

會透過手動方式來進行操作，例如在賣場內進

行購物時，我們總需要自己推著手推車來進行

購物，而無法自由自在地在賣場穿梭購物，所

以我們希望解決讓人去推動手推車這個問

題，並且兼顧手推車不會離開消費者身邊這個

目的為基礎，設計「自動跟隨自走車」，他可

透過手機 APP來對自走車下達指令，讓自走車

能夠跟隨在使用者身邊，並且加上了超音波感

測器來偵測車子周圍是否有障礙物，以防止自

走車與其他消費者碰撞或是撞倒其他商品。另

外，本系統也會把車子現在的位置和目前執行

的動作回傳至後端資料庫伺服器，以進行即時

監控。而本研究相關的定位技術[5,7,8]，其中

[5]用 Range-free 演算法來計算其位置資訊，[7]

用 Wi-Fi Ap的訊號來計算其位置資訊，由於本

研究 XX 於智慧型手機上，所以本研究所使用

的定位技術是利用環境中無線 Ap 的訊號強度

(RSSI)，以至少三個 Ap的 RSSI訊號來進行三

角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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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發環境 
 

本研究所需的設備包含有自走車 (ABB 

Car)、控制板 (Arduino NUO R3)[8,9,10]、超音

波感測器[11,12]、無線寬頻路由器 (ASUS)、

筆記型電腦一台，資料伺服器、手持裝置一台 

(HTC Desire 816)，軟體部分使用 ellipse、

Arduino1.0.6以及 Dreamweaver CS6。其相關設

備規格如下： 

※用戶端 (Client)手持裝置：智慧型手機 

型號：HTC Desire 816 

處理器：Qualcomm
®
 Snapdragon™ 400 

1.6 GHz 四核心處理器 

作業系統：Android 4.4KitKat 

記憶體: 1.5 GB 

內建存儲空間：8GB 

螢幕：5.5 吋解析度 720P HD 

網路 3G/3.5G-WCDMA,2G/2.5G-GSM 

/GPRS/EDGE,4G-LTE 

       藍牙：V4.0 

※資料伺服器：筆記型電腦 

處理器：Intel Core i7-3632 2.20GHz 

作業系統：Windows 7 (x64) 

記憶體：8GB 

磁碟存儲：500GB 

伺服器：Apache2.4.12 

       資料庫：MySQL5.0.5.1b 

※控制板 (Arduino UNO R3)： 

Digital I/O數位式輸入/輸出端腳位 13支 

Analog I/O類比式式輸入/輸出端腳位 6支 

支援 ISP下載功能 

內建 16MHZ晶體正振盪器 

輸入電壓：接上電腦 USB時無需外部供   

          電 

外部供電：5V~9V 直流電壓輸入 

輸出電壓：5V 和 3.3V直流電壓輸出 

採用 Atmel Atmega328 微處理控制器 

※超音波感測器：  

測量範圍：2cm(公分)~3m(公尺) 

供電電壓：5V+/-10%(最小 4.5V，最大 6V) 

電源電流：25mA，最大 30mA 

電源消耗：20mA 

輸入觸發：積極 TTL脈衝，2us min，5us 

回波脈衝：積極TTL脈衝，115us至 18.5ms 

突發頻率：40kHZ，200us 

 

※開發軟體：eclipse、Notepad++6.8.2、Arduino  

            1.6.5、Dreamweaver CS6、 

            php5.4.42、phpMyAdmin4.4.9 

※通訊設備/協定：WiFi Shield /Wi-Fi [13] 

 

3. 系統架構 
 

本研究系統架構圖，如圖 1所示，使用以

Arduino 為基礎的自走車，並搭配 WiFi Shield

模組與超音波感測器模組，來達成資料傳輸，

定位與障礙物閃避功能。 

 使用者透過手機開啟 APP 進行定位後，

將其位置資訊透過 Wi-Fi 儲存至資料庫，之後

將資訊透過 Wi-Fi 傳送給自走車進行路徑規畫

並前往目的地，當路徑上遇到障礙物時以超音

波偵測來進行障礙物迴避。 

 
圖 1.系統架構圖 

 

4. 系統流程圖 

 
本研究的系統流程，如圖 2所。其包含兩

個主要的程序：(1)自動跟隨程序；(2)手動控制

程序。其中自動跟隨程序的主要功能是根據手

機位置來判斷使用者的位置，進而讓自走車能

抵達目標；而手動控制程序的主要功能是在提

供使用者手動操作 ABB Car 來體驗自由控制

自走車的樂趣，而上述兩種功能的資料，都會

紀錄到後端的資料庫管理，可以在日後有需要

時進行查閱。 

 

整個 ABB Car 系統之各項步驟說明如下： 

Step(1)：開啟手持裝置上的 APP。 

Step(2)：透過手持裝置上安裝之程式來指定要

執行的 ABB Car 並使用手機 APP 來

選取要執行自動跟隨或手動控制程

序：選擇手動控制模式跳至 Step(3)；

選擇自動控制模式跳至 Step(7)；選擇

資料查詢模式跳至 Ste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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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點選手動控制介面按鈕選擇：前、後、 

        左、右等基本方向的移動。 

Step(4)：判斷指令是否執行成功：執行成功跳 

        至 Step(6)；執行失敗跳至 Step(5)。 

Step(5)：執行指令失敗重置當前狀態返回至 

        Step(3)。 

Step(6)：判斷是否繼續執行動作：是則返回 

        Step(3)重新選擇執行動作；否跳至  

        Step(19)。 

Step(7)：點選手持裝置上的地圖位置資訊。 

Step(8)：資料庫接收手機與自走車位置資料並 

        儲存。 

Step(9)：計算手機與自走車位置資訊顯示在地 

        圖上。 

Step(10)：計算自走車行進路徑。 

Step(11)：自走車開始執行自動跟隨功能。 

Step(12)：判斷自動跟隨功能是否執行成功：是 

         跳至 Step(14)；否跳至 Step(13)。 

Step(13)：要求使用者重新執行定位返回至 

           Step(7)。 

Step(14)：判斷是否繼續執行動作：是則返回        

         Step(7)再次點選手持裝置上地圖位 

         置；否跳至 Step(19)。 

Step(15)：進行資料查詢：手動控制資料、自動 

         控制移動資訊。 

Step(16)：判斷是否完成資料查詢：是跳至 

         Step(18)；否跳至 Step(17)。 

Step(17)：跳出警告視窗返回至 Step(15)。 

Step(18)：判斷是否繼續執行動作：是跳至 

         Step(15)；否跳至 Step(19)。 

Step(19)：結束執行模式程序。 

 

 

 

 

 

 

 

 

 

 

 

 

 

 

 

         

 

 

 

 

 

 

 

 

 

 

 

 

 

 

 

 

 

 

 

 

 

 

 

圖 2．系統流程圖 

 

5. 自動跟隨功能介紹 
 

5.1 手機 APP介面 

 

本系統開始的手機畫面(如圖 3 所示)，可

以點選 ABB Car 圖標查看自走車是否有連接

成功(如圖 4 所示)。點選自動控制會顯示地圖

(如圖 5 所示)，畫面上會載入我們預先設定好

的室內地圖，使用者可以點選當前所在位置，

之後畫面會轉跳至即時位置介面(如圖 6 所

示)，上面則會標示出使用者以及自走車當前位

置，在此同時 APP會將位置資訊透過Wi-Fi 傳

送給自走車、自走車會根據收到的使用者座

標，進行跟隨的動作，在跟隨過程中若遇到障

礙，自走車利用車上超音波感測器閃避障礙物

後再回到原路徑上繼續行走，達到跟隨功能。

點選手動控制可藉由 Wi-Fi 對車子下達 5 種基

本的指令，分別是前進、後退、左轉、右轉以

及停止等動作(如圖 7 所示)。點選網頁會連結

到網頁模式(如圖 8 所示)，網頁模式是為了讓

非 Android[14,15,16,17]作業系統的使用者也能

使用，網頁模式也跟手機 APP擁有相同功能。

點選資料時可查詢自動控制和手動控制的路

線資料(如圖 9 所示)，自動查詢部分可查看行

徑位置與車子現在目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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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手機 APP主介面 

 

 

 

 

 

 

 

 

 

 

 

 

 

 

 

 

 

 

圖 4.手機點選 ABB Car顯示連線成功 

 

 

 

 

 

 

 

 

 

 

 

 

 

 

 

 

 

 

 

圖 5.手機 APP自動跟隨介面 

 
 

 

 

 

 

 

 

 

 

 

 

 

 

 

 

 

 

 

 

圖 6. 即時位置介面 

 

 

 

 

 

 

 

 

 

 

 

 

 

 

 

 

 

 

圖 7.手機 APP手動控制介面 

 

 

 

 

 

 

 

 

 

 

 

 

 

 

 

 

 

 

 

圖 8.手機 APP網頁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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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手機 APP資料查詢介面 

 

5.2 網頁介面 

 

  網頁版介面(如圖 10所示)可讓手機系統

不是 Android 的使用者也能使用，並可進

行資料查詢(如圖 11所示)。此外，可使用

控制模式介面(如圖 12所示)對車子進行自

動與手動控制。 

 
 

 

 

 

 

 

 

 

 

 

 

 

圖 10.網頁版介面 

 
 

 

 

 

 

 

 

 

 

 

 

 

 

圖 11.網頁版-資料查詢/使用者帳戶介面 

 

 

 
 

 

 

 

 

 

 

 
 

 

圖 12.網頁版-自動控制與手動控制 

 

5.3 資料庫介面 
 

    資料庫方面(如圖 13所示) ，藉由手

機所發送的指令，將這些指令逐一記錄下

來，以方便使用者做為紀錄查找。自走車

連線情況，在伺服器端可查詢使用者歷史

座標位置，同時也可查詢自走車到達的目

地座標位置，以便進行系統控管。 

 

 

   

 

 

 

 

 

 

 

 

 

 

圖 13、伺服器端資料介面 

 

6. 結果與討論 

 

6.1 整合價值 

 

    在物聯網蓬勃發展的現今社會，自動

跟隨自走車可以被應用在日常生活上，例

如在賣場進行購物時會使用的手推車，如

果採用此研究將手推車的自動化，便可達

成讓手推車跟在消費者身旁，而且會自動

閃避其他消費者以及障礙物，這樣不但方

便，而且也能讓消費者有良好的購物感

受。未來也能在自走車上搭配更多不同的

配備，提供更多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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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未來展望 

 

1. 可以深入探討手持裝置系統與周邊

硬體應用的開發，並創新手持裝置

之應用。 

2. 本系統可以減少手持物品上的負擔。 

3. 本系統提供安全的辨識，防止未經予

許的使用者控制。 

4. 未來可與安全監控的功能整合，達成

遠端無線保全監控的目標。 

5. 在學術研究上，路徑演算法和自動化

機器人是重要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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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物聯網之交通工具監控系統 

 

 

摘要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使用者可自行在

智慧型手機上安裝所需的軟體。本研究將結合

智慧型手機的無線傳輸技術、重力感應器、網

路攝影機及 GPS 定位系統的技術，以重力感應

器收到的數值變動，來啟動整個機車防盜系

統，並發送訊息來即時通知使用者。此外，將

藉由智慧型手機來觀看現場即時影像以判斷

是否有人要竊取機車，並現場影像記錄至資料

庫中。若是被竊取則可透過 GPS 定位系統結合

Google map 來追蹤機車位置，達到更具安全性

的防盜系統，有效的防範宵小犯罪。 

 

關鍵詞：Arduino, MySQL,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重力感應器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smart phones, users 

can self-install the required software on smart 

phones.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smart phone 

wireless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gravity sensor 

technology, web-cameras and GPS positioning 

system. Changes in gravity sensor values 

received to start the entire motorcycle anti-theft 

system, and send instant messages to notify users. 

In addition, by smart phones to watch live 

webcams to determine whether someone should 

steal motorcycle, and live video recording to the 

database. If it is stolen you can combine Google 

map via GPS positioning system to track the 

motorcycle, to more secure anti-theft system, 

effectively prevent thieves. 

 

Keywords: Arduino, MySQL, GPS, G-sensor 

 

1. 前言 

 
機車在台灣的交通工具上佔有一席重要

的位子，根據交通部2014年12月的統計，全台

灣有一千三百多萬輛的機車，普及率相當的

高。然而透過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資料，平均

一天就有五十台的機車被竊取。而在這科技日

新月異的時代下，對於機車的防盜卻是停留在

傳統的防盜機制。 

現有的傳統機車防盜系統為大鎖、碟煞

鎖、警報器等等。但是許多機車上鎖後還是依

然被整台偷走。對於被偷走的機車也無法追

蹤，只能透過調閱路上監視器查詢竊賊的行經

路線。但是往往要耗費大量的人力與時間才能

夠查出竊賊，對於許多生活上急迫需要機車的

人而言，這樣的做法是緩不濟急的。若在竊賊

偷竊的地區沒有監視器，就只能自認倒楣了。

因此若能在偷竊的當下就能即時發現、嚇止並

且追蹤，且將其犯罪紀錄在於資料庫中，不僅

可以當下報警通知、保全犯罪證據，還可以透

過定位系統來追蹤竊賊的路線及機車所在位

置，如此便可提高機車尋獲的時效。 

 當今智慧型手機的發展突飛猛進，各類應

用程式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人手一台智慧

型手機已經是習以為常的事情了。所以本研究

將重力感應器、GPS定位系統、網路攝影機等

技術結合無線網路功能再配合上智慧型手

機，發展出一套機車防盜系統。此系統不僅可

以透過攝影機觀看是否有人竊取車輛。若被竊

取後還可以透過GPS定位系統追蹤，而且資料

可儲存至資料庫中。使用者可透過會員登入系

統來查詢相關紀錄，亦可在機車失竊的報案時

可提供需要的犯罪佐證資料，達到高效率的機

車竊案破獲率。 

 

2. 研究簡介 
 

2.1 背景知識 
 

 本章節將介紹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相關軟

硬技術之說明。 

 

2.1.1 智慧型手機[1] 
 

 指具有獨立的行動作業系統，可透過安裝

應用軟體、遊戲等程式來擴充手機功能，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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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及功能均優於傳統功能型手機的一類手

機。而智慧型手機擁有強大的運算能力，高速

的運行效率、強大的影音功能、還可高速上

網。而目前智慧型手機目前最主要的兩大的作

業系統有：Google 的 Android、Apple 的 iOS[2]，

但在各作業系統之間的應用程式大部分都不

相容。故使用者在選定智慧型手機及所搭配的

作業系統後，其所能使用的軟體會有限制。而

智慧型手機可透過第三方的軟體來擴增手機

的功能，也可自行研發應用程式[3]到手機上使 

用。 

 

2.1.2 Arduino[4] 
 

 Arduino 利用類似 Java、C 語言的 Arduino 

programming language 讓您可以快速與 

Flash、Processing、Max/MSP、Pure Data、

SuperCollider&hellip 等軟體，作出互動作品，

延伸使用到創意設計、藝術家等任何有趣的開

發互動式物件及環境。Arduino 除了在傳統嵌

入式系統上的運用外，可以快速的結合各式感

測器，來進行偵測或辨識，並可透過控制馬達

等各式 I/O 裝置及各式驅動器來控制周遭環

境或達成特定的目的。在本研究所需使用的重

力 感 應 器 、 G P S 定 位 系 統 都 可 以 透 

過 Arduino 來傳遞資料到資料庫裡。 

 

2.1.3 重力感應器[5] 

 

 重力感測器(g-sensor)，又稱線性加速度計

(Accelerometer)，可以提供速度和位移的資

訊。而陀螺儀(Gyro Meter)則是提供方位角

(Heading)資訊。這類感測器的感應方式是經由

測量一些微小的物理量的變化，如電阻 

(resistance)值、電容(capacitance)值、應力 

(stress)、形變(deformation)、位移等，再以電壓 

信號來表示這些變化量，經過公式轉換後可得

可得到三軸(X、Y、Z)空間產生的重力加速度

等資訊。 

 

2.1.4 GPS 定位系統[6,7] 
 

 全 球 定 位 系 統 （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又稱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美

國國防部研製和維護的中距離圓型軌道衛星

導航系統。它可以為地球表面絕大部分地區

（98%）提供準確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度的時

間標準。全球定位系統可滿足位於全球任何地

方或近地空間的軍事用戶連續精確的確定三

維位置、三維運動和時間的需要。該系統包括

太空中的 24 顆 GPS 衛星；地面上 1 個主控站、

3 個數據注入站和 5 個監測站及作為用戶端的

GPS 接收機。最少只需其中 4 顆衛星，就能迅

速確定用戶端在地球上所處的位置及海拔高

度；所能收聯接到的衛星數越多，解碼出來的

位置就越精確。該系統由美國政府於 1970 年

代開始進行研製並於 1994 年全面建成。使用

者只需擁有 GPS 接收機即可使用該服務，無需

另外付費。GPS 信號分為民用的標準定位服務

（SPS，Standard Positioning Service）和軍規的

精確定位服務（ PPS ， Precise Positioning 

Service）兩類。由於 SPS 無須任何授權即可任

意使用，原本美國因為擔心敵對國家或組織會

利用 SPS 對美國發動攻擊，故在民用訊號中人

為地加入選擇性誤差（即 SA 政策，Selective 

Availability）以降低其精確度，使其最終定位

精確度大概在 100 米左右；軍規的精度在 10

公尺以下。2000 年以後，柯林頓政府決定取消

對民用訊號的干擾。因此，現在民用 GPS 也可

以達到 10 公尺左右的定位精度。而在本研究

當中，我們會使用 GPS 配合上 Google map，

在機車上有了這套系統後就可以追蹤其現在

位置。 

 

2.1.5 資料庫管理系統[8] 
 

 資料庫管理系統（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簡稱 DBMS）是為管理資料庫而設計

的電腦軟體系統，一般具有儲存、擷取、安全

保障、備份等基礎功能。資料庫管理系統可分

享(1)依據它所支援的資料庫模型來作分類，例

如關聯式、XML；(2)依據所支援的電腦類型來

作分類，例如伺服器群集、行動電話；(3)依據

所 用 查 詢 語 言 來 作 分 類 ， 例 如

SQL[9,10,11,12]、XQuery；(4)依據效能衝量重

點來作分類，例如最大規模、最高執行速度；

(5)不論使用哪種分類方式，一些 DBMS 能夠

跨類別，以同時支援多種查詢語言。 

 

2.2 硬體規格 

 

 本研究所需的設備包含資料庫管理伺服

器、Arduino UNO R3、Arduino wifi shield、重

力感應器、GPS、攝影機、繼電器、用戶端手

持裝置一台、機車，其相關硬體規格如下。 

 

◆資料庫管理伺服器 

處理器：Intel 第四代 R.I5-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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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Windows 7 Professional 

記憶體：2048MB 

磁碟儲存：1T 

伺服器：Apache 2.2.8 

資料庫：MySQL 5.0.51b 

◆用戶端(Client)手持裝置：採用智慧型手機 

 型號：iPhone 6 

 處理器：Apple A8 雙核心 CPU 

 作業系統：iPhone OS 9 

 記憶體：1GB 

 內建存儲空間：16GB 

 螢幕：4.7 吋(對角線) Multi-Touch 寬螢幕 

網路： 

UMTS/HSPA+/DC-HSDPA/GSM/EDGE 

 LTE 

 藍牙：4.2 無線技術 

 Wifi：802.11a/b/g/n/ac Wifi[13] 

◆Arduino UNO R3[14] 

   Digital I/O 數位式輸入/輸出端共 1~13  

   Analog I/O 類比式輸入/輸出端共 0~5  

   支持 ISP 下載功能 

 輸入電壓:接上電腦 USB 時無須外部供電 

 外部供電 5V~9V 直流電壓輸入 

 輸出電壓:5V 和 3.3V 直流電壓輸出 

 採用 Atmel Atmega328 微處理控制器 

◆GPS 

 型號: DFRduino GPS Shield-LEA-5H 

 工作電壓：2.7 - 3.6 V 

內置閃存的 firmware 升級和存儲特定的 

配置 設置天線短路和開路檢測和保護外 

部天線 1 UART，1 個 USB 和 1 個 DDC 

（I2C 兼容） 接口支援的 AssistNow  

Online 和 AssistNow 的離線 A-GPS 服務;  

OMA SUPL 標準 

 支援 SBAS（WAAS，EGNOS，MSAS， 

 GAGAN） 

 工作溫度範圍：-40〜85°C 

◆重力感應器 

型號:ADXL345 非常適合於靜態加速度或

重心傾斜的感測應用，以及由此產生的動

態加速度運動或衝擊。它的高解析度(4 

 mg/LSB)的使測量傾角的變化小於 1.0°。 

 2.0 - 3.6VDC 電源電壓 

 超低功耗：40uA 在測量模式下，0.1uA 在

 standby@2.5V 

 姿態檢測 

 自由落體偵測 

 SPI 和 I2C 接口 

 工作溫度範圍：−40 +85 °C 

 

◆網路攝影機 

 型號:DCS-930L 

 鏡頭: Focal length: 5.01 mm, F2.8 

 工作溫度範圍 : 0 ˚C to 40 ˚C 

 網路介面: 10/100BASE-TX Fast Ethernet 

       802.11b/g/n WLAN 

 SDRAM: 32 MB 

 FLASH MEMORY: 4MB 

 影像壓縮格式 : MJPEG、JPEG 靜態影像 

 影像解析度: 640 x 480 at up to 20 fps 

      320 x 240 at up to 30 fps 

      160 x 120 at up to 30 fps 

◆開發軟體 

 Notepad++ 6.8.2、Xcode 8.2、Arduino 1.6.5 

 PHP 5.2.6、iOS 8.2、phpMyAdmin-2.10.3 

 

3. 系統展示 
 

3.1 系統架構 
 

本研究所提出的機車防盜系統之系統架

構圖如圖 1所示。在使用者的智慧型手機上安

裝所開發之機車防盜系統，其主要功能在於開

啟防盜系統，以及接收資訊。使用者可以啟動

電源後啟動系統，開啟系統後可以選擇行車模

式或停車模式。若啟動停車模式，也就是開起

了機車防盜系統，此時手機可以接收機車是否

有異常的移動(碰撞)。重力感測器安裝於機車

龍頭來測量是否移動。雖然機車龍頭會鎖定，

但是當有人碰撞或搬移時還是會有搖晃。當碰

撞發生時就可透過重力感應器傳輸資料給

Arduino 然後再傳至資料庫，當資料庫接收到

的重力感測器測量的值大於警戒值，也代表機

車發生碰撞，這時候會發送訊息至使用者的智

慧型手機。此時使用者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觀

看攝影機，判斷是否持續追蹤。若有人要竊取

機車時，可以開啟蜂鳴器來嚇阻竊賊。若竊賊

還是持續要移動機車時，可以開啟 GPS定位系

統搭配上 GoogleMap來追蹤機車的位置。而當

使用者啟動行車模式時，這時候攝影機可以充

當行車紀錄器，而重力感應器接收到的值傳回

資料庫作分析，分析出來的資料可以判斷此行

經路線的路況如何?是否平穩?若坑洞過多可

以透過這些資料來向當地政府官員請求重鋪

柏油。另外，GPS 可以定位外，還可以計算今

日騎車的里程數，透過分析、計算還可以得知

路程。而本系統擁有獨立的電源，不需擔心耗

盡機車的電瓶。而且當停車模式的時候，待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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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

啟動系統

會員登入

選擇模式

啟動

重力感應器

啟動

GPS定位系統

資料回傳至

Server運算

判斷是否晃動

啟動

手機監控APP

是否持續監控

是否關閉系統

結束

啟動

重力感應器

啟動

GPS定位系統

啟動

網路攝影機

回傳至資料

庫儲存
資料回傳至

Server運算

回傳至資料

庫儲存

影像儲存

於Server上

是否關閉系統

停車模式 行車模式

否

是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是

(1)

(2)

(3)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4)

時只有啟動重力感應器及 GPS定位系統，其耗

電量極小，故可長達一個禮拜以上的待機時

間。另外，當機車在行車時還可對獨立電源進

行充電，所以也不需擔心獨立電源會沒電。另

外架設了網站頁伺服器，透過會員登入系統，

就可以觀看每次開起本系統時的所有資訊(時

間、地點、里程數、影像等等)。當機車失竊

時可透過此系統的資訊來報警，可以大大提升

機車竊案破案率。 

 
圖 1. 系統架構圖 

 

3.2系統流程 
 

本系統之系統流程圖如圖 2所示，而流程

之步驟說明如下： 

 

Step(1) 首先啟動整體系統電源。 

Step(2) 接著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或者網頁 

進行會員登入的動作。 

Step(3) 這時候使用者可以選擇模式，分別為 

停車模式以及行車模式。 

Step(4) 選擇停車模式也就是防盜系統啟動 

後，首先會啟動 GPS定位系統。 

Step(5) 接著會啟動重力感應器。 

Step(6) 重力感應器的值與 GPS 的直接會先 

回傳至 Server 上做分析以及運算。 

Step(7) 運算後的值會儲存於資料庫內，提供 

給使用者做查詢。 

Step(8) 此時重力感應器的值會與警戒值做 

比較，若大於或者小於警戒值時則會

通知使用者機車可能被移動，若在警

戒值內則會保持偵測狀態。 

Step(9) 使用者收到通知後可打開手機監控 

APP，透過監控 APP可以追蹤路徑、 

現在位置、最後位置、攝影機等等。 

Step(10) 使用者可以透過攝影機的影像判斷 

是否有人要偷取機車，有竊賊要竊取 

機車則可以持續追蹤，若只是別人不 

小心碰撞到機車的話則可以選擇結 

束追蹤。 

Step(11) 當使用者決定結束追蹤後，可以選擇 

是否回到重力感應器的待機模式，若 

不回到待機模式則是關閉整體系統。 

Step(12) 當使用者選擇行車模式後，系統會開 

起重力感應器，手機可以觀看數值變 

化量得知路況如何。 

Step(13) 當使用者選擇行車模式後，系統會開 

起 GPS定位系統，使用者可以看到位 

置外，透過回傳到 Server 上運算後 

可得到行駛路程。 

Step(14) 當使用者選擇行車模式後，系統會開 

起攝影機，變成行車紀錄器。 

Step(15) 重力感應器的值與 GPS 的直接會先 

回傳至 Server 上做分析以及運算。 

Step(16) 運算後的值會儲存於資料庫內，提供 

給使用者做查詢。 

Step(17) 網路攝影機影像的部分則是透過無 

線網路至 Server端儲存。 

Step(18) 使用者可以決定是否關閉系統，是的 

話關閉系統，否的話則繼續傳輸數值 

至資料庫儲存。 
 

 

 

 

 

 

 

 

 

 

 

 

 

 

 

 

 

 

 

 

 

 

 

圖 2. 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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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系統介面 
 

在網頁介面使用 Notepad++撰寫，使用的

語言為 PHP。成果的展現如下: 
 

3.3.1 網頁介面 
 

圖 3的部分為網頁所有功能的介面，在這

邊有系統啟動，進入後會到圖 4的頁面，在圖

4 中可以啟動系統後判斷是否碰撞，若有碰撞

則會發出警告。在圖 5當中可以得知今日行駛

的路徑圖或者被偷竊時的路徑圖。而在圖 6中

有重力感應器三軸變化的值，這些值經過整理

及分析後顯示在折線圖上。在圖 7當中可以透

過網頁來操控攝影機分別為行車攝影機以及

停車攝影機。另外也可透過網頁查詢異常移動

的紀錄，以及網路攝影機的畫面。 

 

 
 

圖 3.功能操作介面 

 

 
 

圖 4. 系統啟動介面 

 

 
 

圖 5. 路徑追蹤介面 

 

 
 

圖 6. 路面平坦計算介面 

 

 
 

圖 7. 攝影機開關介面 

 

3.3.2 手機介面 
 

在圖 8的部分為手機功能操作的介面，在

上面可以切換行/停車模式、查詢現在位置、

路徑查詢、晃動紀錄、觀看攝影機畫面。在圖

9的部分為查看現在機車位置的介面。圖 10的

部分可以透過日期以及時段來查詢某時間內

的路徑圖，且每個點上皆能夠顯示時間。圖 11

的部分則是當機車有異常晃動的時候會將紀

錄顯示在此介面上，且每個介面皆能夠點入，

點入後可以顯示此點的位置圖。圖 12 則為手

機在觀看無線網路攝影機時候的畫面，可以有

聲音得知當下環境，另外可以拍照儲存於手機

上，還可調整影像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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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功能操作介面 

 

 
 

圖 9.當下位置顯示介面 

 
 

圖 10.路經追蹤介面 

 

 
 

圖 11.異常晃動查詢介面 

 

 
 

圖 12.無線網路攝影機介面 

 

3.3.3 資料庫介面 
 

在這部分負責接收 Arduino 傳輸進來的

值，但是在 GPS的部分並無法馬上提供給手機

以及網頁查詢時使用，所以要透過另行寫的轉

換 程 式 後 再 寫 入 資料 庫 ， 即 可 使 用 於

GoogleMap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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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資料庫介面 
 

4. 結果與討論 
 

4.1 整合價值 
 

 基於物聯網之交通工具監控系統，結合了

現有科技智慧的結晶以及傳統防盜所擁有技

術，發展出一套不同於市面上的機車防盜系

統。往往防盜系統僅侷限於停車時得使用，而

本系統則是賦予行車時也能擁有作用，並且有

機會與公路局合作為台灣的道路提供一份心

力。另外透過網頁與資料庫的結合使用者更能

輕鬆方便的查詢所需要的資料。並且跳脫出一

般防盜系統只能防盜，當機車被偷竊時卻沒有

一點辦法的缺點，透過系統的整合能夠快速知

道被偷竊的路徑，攝影機則能提供相關的容貌

來佐證，而且保有舊式防盜的嚇阻能力，透過

許許多多的整合達到更具安全性且有追蹤功

能的防盜系統，有效的防範宵小犯罪。 
 

4.2 未來展望 
 

 而在未來系統若商品化後，可以提升整套

系統的完整度，透過增加降壓電路來設計出自

己與各式機車電瓶的充電方式，結合遠端斷電

系統，可以更加的鞏固機車的安全性，並且將

Arduino 的部分自行購買晶片設計電路，即可

降低大量的成本，讓價格更加的親民，最後還

可進行客製化的選項，也就是可讓使用者選擇

額外的設備，像是有 3G 及 4G 的網路傳輸功

能，或者攝影機升級等等的部分，相信在市場

上會是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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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偵測與防禦系統入侵偵測與防禦系統入侵偵測與防禦系統入侵偵測與防禦系統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在傳統的網路架構中，網路路由器須各別

設定使用者所需的功能，在設定上的複雜

度、所需設定的網路設備數量，容易因人為

疏失導致網路中斷，且因多數的網路路由

器，其軟、硬體架構均為封閉式系統，導致

不同廠牌網路設備間的系統相容性差，造成

設備管理上的負擔。有鑑於此，本計畫將對

針對一般市售的無線網路路由器進行修改，

使其成為具備 SDN 能力的網路路由器，並透

過 Snort IDS，將一般市售網路設備也能如同

企業級高端路由器擁有網路入侵偵測與防禦

系統，同時本專題也在 Android行動裝置上開

發能進行遠端監控與配置路由器的 APP，使

一般不具備相關網路專業知識的使用者，也

輕易與方便的進行 SDN-enabled Switch的遠端

監控與配置。 

關鍵詞

關鍵詞關鍵詞

關鍵詞：軟體定義網路、入侵偵測系統、

Android。 

 

Abstract 

 
In the conventional network architecture, 

network routers needs setup each function 

individually. In the more complex function 

configuration, it easily leads to network 

interruption due to human error. In addition, the 

closed systems in the firmware of network 

devices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system 

compatibility and management between different 

brands of network device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was modified ordinary wireless routers to SDN 

and IDS enabled switches by porting openFlow 

and Snort IDS. Also, the Android-based smart 

phone can remote monitoring and configuring the 

SDN-enabled Switch by the proposed Android 

APP. Thus, users can monitor and configure the 

SDN-enabled switch remotely do not have the 

related expertise of network. 

Keywords: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 Android. 

 

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在現今的網路架構下的路由器包含了控制

層(control plane)與資料層(data plane)，各個路

由器透過內部的 routing rule 在現今的網路下

傳送資料，因此使用者必須了解與如何熟知

各種網路參數的設定。例如在設置上需要將

每台路由器逐一設定，況且不同廠牌有著不

同的管理介面，導致並非一般使用者均可自

行設定這些路由器內的功能，而採用內建的

原始參數，如此反而造成網路安全上的疑

慮。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s (SDN)[1]是透

過軟體定義來改變網路架構與機能，與現今

網路最大的差別在於，它改變了網路的控制

模式，將原先網路管理的功能交給控制層的

SDN Controller 負責。開發者可以開發應用軟

體部屬於控制器內，再透過 OpenFlow 與

Controller 傳達並下達指令給資料層的網路裝

置，例如 SDN-enabled Switch。SDN-enabled 

Switch 則負責封包的傳送。SDN 可以自動控

制路徑，簡單而言就是自動化。透過此項技

術能夠更有效率地運用在網路管理上，為企

業省下不少的網路管理的成本支出。不過上

述優點必需要透過能支援 SDN 網路技術的

SDN-enabled Switch 才能進行，而這種 SDN-

enabled Switch往往價格不斐。 

有鑒於此本計畫將對一般市售的無線網

路路由器改寫成具備 OpenFlow 協定的 SDN-

enabled Switch，並開發 REST API[2]使行動裝

置上也能透過 SDN Controller 進行 SDN-

enabled Switch的遠端監控與配置，提供 SDN-

enabled Switch 更即時與便利的服務。本計畫

將著重在開發具 SDN 功能之無線網路路由

器，移植 openFlow 協定架構至一般市售的路

由器 (例如 TP-Link 1043 ND[3])，並透過

REST API監控 SDN Controller 對所開發之可

程式化路由器進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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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如圖 1所示，本專題的系統架構由四個主

要的子系統組成，第一個為 Ryu SDN 

Controller，Controller 可以控制底下 SDN-

enabled Switch 封包之間的傳送；第二個是

OpenFlow SDN-enabled Switch，本專題使用

TP-Link 1043ND，並改寫其韌體以支援

OpenFlow 協定；第三個是入侵偵測系統，主

要用來偵測透過 Switch 傳輸的封包當中，是

否有攻擊的存在；第四個為使用者的 SDN 智

慧型手機 APP，當入侵偵測系統偵測到疑似

攻擊的時候，將會傳送警告訊息(alert)通知使

用者。 

 

 
圖圖圖圖 1. 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系統架構 

 

2.1 運作流程運作流程運作流程運作流程 

透過 SDN Controller 設定 SDN-enabled 

Switch 複製所有經過交換器的網路封包，以

交換器上的 port 3作為監聽，將封包資訊傳送

至入侵偵測系統進行相關比對。 

入侵偵測系統以封包特徵進行比對，判斷

是否為攻擊或異常封包，如為異常或攻擊封

包，即透過 Network socket 傳送警訊至 SDN

智慧型手機 APP。 

SDN 智慧型手機 APP 在收到 Alert 

Message 之後，會將其拆解成三個部分，包括

警告語、攻擊端 IP與被攻擊端 IP並將它們寫

入資料庫供使用者查閱，且同時根據 IP 位址

與通訊協定下達 Flow Enrty 進行封包的阻

斷。 

 

2.2  OpenFlow Switch 

本專題使用 OpenWrt[4]以及 Open vSwitch 

(OVS) [5]來完成開發，SDN 實驗設備如圖 2

所示。OpenWrt 是一個適合於嵌入式裝置的

Linux OS，使用者可以模組化選擇相關的應

用程式和套件，而不必受裝置提供商的限

制，並可以使用一些適合某方面應用的軟體

包來客製化系統。在本專題中，第一步驟是

將 TP-Link 1043ND的韌體刷新成 OpenWrt，

再將 Open vSwitch安裝於 OpenWrt上，透過

Cross-Compiler編譯適用於 TP-Link 1043 ND

且具 OVS的韌體，待編寫完韌體時，再將原

本 TP-Link 1043 ND 中的韌體替換成編寫出

來的新韌體，更換完成後，TP-Link 1043 ND

將具備支援 SDN功能。 

 

 
圖

圖圖

圖 2. SDN-enable Switch  

 

2.3 Ryu Controller 

如圖 3 所示，本專題使用的 SDN 

Controller 為 Ryu 以支援 OpenFlow1.3 版本的

相關協定。Ryu 是一個 component-base 的

SDN Controller，主要提 well-defined API 讓開

發者更容易開發網路管理與控制應用，

component-base 的設計模式能幫助使用者達到

特定的需求，開發者可以快速的修改現存的

component 或是再創建其他 component來確保

底下的網路會照著應用程式所指定的行為運

作。 

 

 
圖

圖圖

圖 3. Ryu之管理者圖形介面
之管理者圖形介面之管理者圖形介面

之管理者圖形介面 

 

本專題利用 Ryu 提供之 REST API 下

達 Flow Entry，當使用者透過 SDN 智慧型手

機 APP 接受到由入侵偵測系統發出的警告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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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時，可以透過 REST API傳輸指令到 Ryu，

阻擋發生問題的 Switch 有關於網路方面的權

限，例如發現是某 IP 正傳輸大量封包給某一

組 SDN-enabled Switch，Ryu SDN Controller

將可以立即設定受攻擊之 SDN-enabled Switch

的防火牆系統阻擋該 IP與 Switch之間的網路

傳輸，進而阻擋來自該 IP的攻擊。 

 

2.4 Snort入侵偵測系統入侵偵測系統入侵偵測系統入侵偵測系統 

本專題採用 Snort [6]作為 IDS (Intrusion 

detection system)之核心，將所有通過 SDN-

enabled Switch 的封包進行複製，並即時傳送

至 Snort 中，Snort 會在分析封包的過程中，

逐一比對 Snort Rule中描述著各種網路攻擊的

型態，例如：DDoS，SQLinjectio…等。當發

現疑似有網路攻擊的行為特徵時，會將該訊

息透過 Unix Domain Socket建立 Snort與 Ryu 

SDN Controller 間的橋梁，透過 Network 

Socket 傳送 Alert Message 給 Ryu。如圖 4.所

示，Ryu 將立即接收來自 Snort 的入侵封包警

告訊息，當 Ryu 收到 Alert message 時，就會

自動將警訊寫入資料庫並同時下達 Flow Entry

進行阻斷。 

 

 
圖

圖圖

圖 4. Ryu接收
接收接收

接收 Snort的
的的

的入侵封包

入侵封包入侵封包

入侵封包警告訊息

警告訊息警告訊息

警告訊息 

 

2.5 遠端管理遠端管理遠端管理遠端管理 APP 

本專題將 SDN Controller的監控與配置功

能，同時實現在可攜式的行動裝置上，且不

受裝置系統的使用限制，例如 Android智慧手

機噢平板電腦。因此本專題將以 Android APP

呈現在行動裝置上，讓裝置只具有連網能力

就可與 SDN Controller連線，故在此採用 Ryu

所提供的 REST API 開發元件，並以 REST 

API所提供的 HTML5 框架，動態呈現出目前

SDN Controller上各 SDN-enabled Switch之即

時狀況，透過 Ryu所提供的 REST API來與遠

端 Controller 進行溝通，可攜式裝置只需使用

支援 HTML5的瀏覽器，就可以透過網頁來與

Controller溝通，並且讓裝置點擊 Android APP

即可連接至上述所開發的 REST API，而當攻

擊發生時，Ryu 會發出攻擊訊息給 Android 

APP來通知使用者，圖 5為 Ryu REST API 與

Android APP的連線示意圖。 

 

 
圖

圖圖

圖 5. Ryu REST API 與
與與

與 Android APP連線示
連線示連線示

連線示

意圖

意圖意圖

意圖 

 

2.6 REST API –Flow Entry 

當使用者收到 APP 所送來的即時入侵警

告訊息時，透過 Android APP使用者可查看所

受到的攻擊紀錄以及 Ryu 針對攻擊自動下達

的 flow entry。如使用者確認此類型封包並非

是來自網路的惡意攻擊，可以透過 Android 

APP 將被隔離起來的 IP 加以還原。使用者也

可以透過下達指令去新增刪除存在於 Flow 

Table 當中的規則(entry)，能更方便的遠端操

控 SDN Controller。 

 

3.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在此章節我們將介紹 SDN-enabled Switch

與 Snort的連線架構、Controller Ryu與入侵偵

測的系統整合與 Ryu 與智慧型裝置 APP 的溝

通等實驗結果。 

 

3.1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SDN-enabled Switch與
與與

與 Snort之之之之網網網網

路架構路架構路架構路架構 

在本專題中，我們將 Snort 安裝在一台主

機上，作為 IDS 的核心，該主機需要具備二

張網卡，eth0 連接到 Internet，讓 Snort 透過

network socket傳送 alert至 Ryu。，而 eth1連

接到 SDN-enabled Switch的實體 port 3，用以

複製流經 Switch封包，我們使用兩台 PC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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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到 SDN-enabled Switch 的實體 port 1 及

port 2，如圖六所示： 

 

 
圖

圖圖

圖 6. SDN-enabled Switch與 Snort網路
網路網路

網路架構

架構架構

架構

圖

圖圖

圖 

 

3.2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 Ryu與入侵偵測系統與入侵偵測系統與入侵偵測系統與入侵偵測系統 

RyuSDN Controller 除了會賦予 Switch 基

本的封包傳輸功能，也會將流經 Switch 的封

包導向至 IDS，而我們以自行修改 Ryu 使其

可以驅動 SDN-enabled Switch自動阻擋網路攻

擊，並以手機 APP 通知使用者。 專題使用

Snort 與 Ryu 協同作業來完成入侵偵測與防禦

的工作，Snort 會將封包與自行定義的 rule 做

比對，當發現可能的網路攻擊時，Snort 會發

出 alert 至 Unix domain socket，再透過

network socket傳送給 Ryu。並根據 alert上的

資訊寫入 database中並下達 flow entry至被入

侵的 Switch 並加以阻擋網路攻擊。 其實驗成

果如圖 7所示。 

 

 
圖

圖圖

圖 7. Snort發出的
發出的發出的

發出的 alert封包資訊顯示在
封包資訊顯示在封包資訊顯示在

封包資訊顯示在 Ryu

上

上上

上 

 

3.3 Ryu與智慧型裝置之溝通與智慧型裝置之溝通與智慧型裝置之溝通與智慧型裝置之溝通 

在計畫中，希望在 Ryu 接收到來自 Snort

發出的警告訊息時，可以即時的發出通知到

使用者的智慧型裝置上，例如: 手機。因此，

Android App會與 Ryu建立一條 TCP連線，在

此連線不斷線的前提下，Ryu 收到警告訊息

時，可以傳送 socket 給手機，手機會立即將

收到的警示推播通知使用者，使用者可以透

過此通知知道目前哪台 SDN-enabled Switch或

是電腦正遭受攻擊，除 SDN Controller 會主動

立即處理可疑 IP 的封鎖動作外，在 Android 

APP中也可以簡易的圖形介面下達 Flow Entry

查看 Ryu 中 Flow Table 之功能，讓使用者可

以針對被攻擊主機所連線到的 SDN-enabled 

Switch 下達進一步的阻擋規則，也可透過此

App進行規則的新增及刪除。 

 

4.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專題成功的將 SDN 技術實現在一般的

無線網路路由器中，能以 OpenFlow 協定在一

般市售路由器下，透過 SDN Controller來控制

所有底下的 SDN-enabled Switch，實現 SDN

入侵偵測與防禦系統。也成功結合 Ryu 與

Snort，使 Ryu可以自動的根據 Snort發出的警

訊，依照被攻擊的類型去自動下達封鎖動

作，不需使用者手動執行下達指令的步驟，

已達到更迅速地抵擋來自網際網路上的攻

擊。 

在未來研究方面，由於專題所使用的

Snort 是架設在一台實體主機上，並利用內網

接收來自 SDN-enabled Switch的封包，這樣的

架構套用在大規模數量的 Switch 會產生許多

額外的成本與複雜性。因此，在未來希望能

夠做到以 Snort 嵌入式系統結合 SDN-enabled 

Switch，除了被動遭受攻擊再產生阻斷指令來

抵禦網路攻擊之外，也希望能夠根據忘錄攻

擊的特徵與歷史資訊來作為能夠預先抵擋攻

擊的智慧型學習與分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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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 SDN架構之網路監控系統 

 

摘要 

 
軟體定義網路(Software Define Network, 

SDN)是一種新型的網路架構，將傳統分散式的

網路控制架構轉為集中式的控制架構並可藉

由此架構來提供網路更多的創新與靈活性。本

論文提出基於 SDN 的網路虛擬化應用及其實

現方式，針對運用 SDN 架構於網路管理之議

題，研發 SDN網路監控系統於網頁端與行動裝

置應用程式，提供 SDN網路監控功能、更改、

管理與維護機制。我們結合網頁資料與行動裝

置應用程式的數據處理，同時為了讓使用 SDN

架構的網管人員能隨時監控流量，相較於網頁

版的管理工具，行動裝置應用程式(Application, 

APP)具有大眾廣泛使用度以及更好的便利

性，因此本論文也開發基於 SDN架構的行動管

理 APP，能夠在不使用電腦的情況下還能達到

監測 SDN環境中封包的資訊並下達命令。 

關鍵詞：SDN、OpenFlow、APP、Android 

 

Abstract 
 

Software-defined networking (SDN) is a 

new networking architecture which decouples the 

control function and forwarding function so that 

th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functions are 

shifted from network devices to a centralized 

controller. Consequently, the SDN provides 

more innovation, flexibility and abstraction of 

the network resources and improves the 

network programmability with application 

programmable interfaces (APIs). In this paper, 

we design and implement an SDN network 

monitoring system for web Clients and Mobile 

Devices Applications (Apps) based on SDN 

network virtualization applications. The SDN 

network monitoring system provides network 

monitoring, modifica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mechanisms over SDN networks. 

Keywords：SDN、OpenFlow、APP、Android 

 

1. 前言 

 
隨著網路發展需求迫切，傳輸協定的增

加，雲端服務以及巨量資料的傳輸日益增加，

網際網路的路由表越來越複雜，讓目前的網路

架構無法負荷如此大量的資料流動，進而產生

了許多問題。傳統的網路架構是基於 STP來保

持封包在網際網路上傳輸的穩定性，為了實現

各種網路的協定，交換機或者路由器需要不斷

持續的拆解與重新組合封包，而導致傳輸的效

率相當不佳，網路的頻寬也無法完全有效的發

揮。網路的管理人員針對各種網路設定時，是

需要客製化的。當管理人員在操作各種網路裝

置時，必須針對每一台路由器與交換機進行設

定，造成管理人員相當大的不便，也不容易快

速的來更改網路架構以符合企業的需求。透過

人工來逐一管理網路也有相當高的風險。 

除此之外，不同的廠商雖然能使用共同的

網路協定來傳輸，但是每個廠商所使用的網路

管理技術不盡相同，造成各個網路的管理軟體

彼此間難相容，一旦使用了同個企業所開發的

設備，未來就需要遷就著相同企業所開發的新

設備進行更新，無法與其他的廠商開發的設備

共同使用，這是傳統網路存在的隱憂，同時為

了可以持續承載龐大的網路流量，SDN 這項技

術誕生了，SDN的網路架構解決了這些問題。 

本論文的目的是建置一個透過以

OpenFlow為基礎的網路虛擬化網頁操作介面

以及行動裝置應用程式的開發，讓交換機與控

制器溝通，採用 OpenvSwitch環境，提供 QoS

控制機制、封包分析、流量監控等功能，讓網

路管理者能夠透過控制器有效地管理資料中

心內部網路中的資料流。 

 

2. 相關研究 

2.1 SDN 
SDN 是一種網路架構，其主要的特性是將

原本交換機(Switch)裡面負責決定封包路徑

的控制層(Control plane)與負責轉送封包的

資料層(Data plane)獨立分開，並將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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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到 SDN控制器(Controller)上管理，使其

管理所有的網路設備與控制封包轉送的需

求，而不需要在各個網路設備中安裝控制層軟

體。 

控制器裡面的控制軟體包含許多網路的管

理以及服務，向下連接的是內含許多網路設備

的基礎設備層(Infrastructure layer)，如

Ethernet、網路交換器、路由器等，向上連接

的應用層(Application layer)提供客戶網路

需求以及應用服務，透過這種方式更能即時監

控網路設備的狀態及調度情況，網管人員只需

在控制器下達指令就可以進行自動化的設

定，使得維護資源成本降低，達成有效利用網

路資源的目的，SDN整體架構如圖 1。 

 

SDN Controller 

Network 

device

Network 

device

Network 

device

Application 
layer

Controller
layer

Infrastructure 
layer

Business Applications 

 API  API API

OpenFlow

 
圖 1.SDN架構圖 

 

實作SDN的方法有很多，目前以OpenFlow 

實作的最為完整。 
 

2.2 OpenFlow 
 

OpenFlow是一個開放的通訊協定，使得控

制器得以對交換機做有效的控制。最早在

2008年由美國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所推動，期望用以提昇網路

效能及彈性應用的需求，並協助網路服務

供應商(ISP)更精確有效的管理網路。

OpenFlow實作SDN的方式如下，我們在交換機

中寫入封包的flow，封包進入交換機後依照

flow table所定義的flow來傳送封包，使封包

能採取正確的動作。當處理flow table沒定義

的封包時，交換機會將封包送往控制器，由控

制器 計算封包接下來的流向並且建立flow 

entry，彈性地因應未來此類封包的處理。如

此一來，可以由控制器定義不同的網路行為模

式，達成使用者的需求。圖2為以OpenFlow 實

作SDN的概念圖。 

 
圖 2. OpenFlow 實作 SDN概念圖 

 

3. 系統設計 

3.1 Web 網路監控系統 

     
開發基於SDN架構的Web網路監控系統，如

圖3所示，在系統架構上，我們使用mininet模

擬一個SDN網路環境，會選用mininet的原因是

因為下列兩點：1.可以輕鬆建立各種

topology，不用考慮硬體或虛擬機的實現，而

且可以確定在各種topology上，我們的功能都

達到實現。2.有些指令可以方便我們做測試。

所以我們先以mininet模擬一個SDN網路環

境。選用的controller及資料庫如2.1及2.2所

提，使用的controller為ryu，伺服器為

apache。 

 

 
圖 3. Web網路監控系統架構示意圖 

 
 

此 Web網路監控系統有三個功能，分別為

Packet Graph、Topology及 Flow Entry，將

以網頁端呈現。各功能詳細的介紹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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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Web監控系統功能介紹 

Packet 

Graph 

將流經各節點的流量的資訊，以

Graph呈現在網站上，方便使用者

清楚看到網路流量的趨勢與變化。 

Topology 

將switch的連線狀況，呈現在網站

上，點擊switch會呈現該switch的

個別資料。 

Flow Entry 

顯示每個switches的flow資料，使

用者可利用add、edit、delete的

功能來更改flow entry設定。 

 

3.2行動裝置 APP系統 

 
同時也開發基於 SDN架構的行動管理

APP，相較於網頁版的管理工具，行動裝置應

用程式方便攜帶也具有大眾廣泛使用度以及

更好的便利性，能夠在不使用電腦的情況下監

測 SDN環境中封包的資訊並下達命令。如圖 4

為行動裝置 APP系統架構圖。 
 

SDN Apps SDN Apps SDN Apps

Ryu built-in apps
Ryu 

App

Ryu 

App...

Ryu 

Controller
Event 

Dispatcher

OpenFlow

Parser/serializer
Protocol support

(OVSDB,VRRP,…)

Open 

vSwitch

Open 

vSwitch

Open 

vSwitch
Mininet

MySQL & HTTP server
REST API

Well defined API

(REST)

OpenFlow 1.3

 
圖 4. 行動裝置 APP系統架構圖 

 

此行動裝置基於 SDN架構所開發的應用程

式使用的工具為 Kivy、Buildozer和 Slim 

PHP，應用程式將包裝成 APK格式檔案，以手

機的 APP客戶端呈現出來。各工具詳細的介紹

見表 2。 

 

表 2. 行動 APP工具介紹 

Kivy 
用於開發 APP UI的跨平台開放式 

Python library。 

Buildozer 

一種將 Python檔打包成 APP工

具，會自動下載所需套件，例如下

載 SL4A、Android SDK、Android NDK

等。 

Slim PHP 

PHP的一種微型架構，有效率的協

助撰寫簡單但功能強大的網頁 APP

或是 Restful APIs。 

 

4. 系統實作 

4.1 Web端開發 
 
在一般的情況下，透過終端機對 Ryu 

Controller進行控制與管理，使用者應用此方式

必須對於 Ryu的指令與架構相當熟悉，所以並

沒辦法讓一般大眾使用 SDN網路架構。 

開發了使用者介面(User Interface,UI)可以

用簡單且快速的方式進行管理與監控，此系統

主要提供了三大功能：Flow Entry、Topology、

與 Packet Graph，讓使用者可以更輕鬆的進行

SDN網路監控與應用。以下分別介紹Web網

路監控系統之功能如下： 

 

4.1.1 Flow Entry 

 
圖 5為 Flow Entry示意圖，此介面可以讓使用

者選擇 switches並顯示其 flow entry，接著可以

利用Web 網路監控系統進行新增、修改與刪除

flow entry的動作，當使用者修改了 switch1 的

flow entry如圖 6，透過 Packet Graph 我們可得

知修改 flow entry後的差異如圖 7。 

 

 
圖 5. Flow Entry示意圖 

 

 
 

圖 6. 修改 Flow Entry示意圖 

 
圖 7. 修改後 Packet Graph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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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Topology 

 

圖 8為三層樹網路拓樸，在 WEB網路監控

系統上，使用者可以拖曳 Topology上所顯

示的每個 Switch位置，當使用者改變了拓

樸後，WEB系統上 Topology也會隨之更

新，當滑鼠移至 Switch 上並點選，則可看

到 Switch相關之資訊，圖 9為 Switch相關

資訊示意圖。 

 

 
圖 8 Topology示意圖 

 

 
圖 9. Switch相關資訊示意圖 

 

4.1.3 Packet Graph 

 

圖 10為 Packet Graph 示意圖，使用者可透

過此功能選擇觀察的 switch 與 port，並可

選擇 Packet Graph 所顯示觀察封包流量時

間長度，圖 11顯示可透過滑鼠框一個範圍

後，範圍內的圖示將放大使讓使用者可以

更清楚觀察其節點之流量資訊。 

 
圖 10. Packet Graph 示意圖 

 
圖 11. rx流量 Packet Graph 示意圖 

 

4.2結合 SDN行動 APP開發 

4.2.1 Topology Viewer 

 
此功能為顯示各個交換機(Switch)之間

的連接狀態、Switch的 DPID及控制器的 IP，

並且點選交換機後可查看其資訊(軟硬體版本)

並執行其他功能。Switch 之間連接狀態是由

Ryu內建的 rest_topology.py 所提供的 API，如

GET /v1.0/topology/switches /<dpid>、GET/v1.0 

/topology/links 等來抓取連線到控制器的交換

機以及其連接的狀態（LLDP）。如圖 12所示深

度為 2的樹狀 Topology的執行畫面。 

 

 
圖 12. Topology Viewer執行畫面 

 

4.2.2 Traffic Monitor 
提供管理者監控各個交換機之間的封包

流量資訊。使用者可以選擇交換機各個 port

來做觀察，並可選擇不同的時間範圍(hour、

day、week、month)及傳送(Tx)或接收(Rx)的

封包流量，如圖 13所示，為 App執行時實際

操作畫面。 

 

 
圖 13. Traffic Monitor執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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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來源是使用 PHP來向控制器 Ryu中的

ofctl_rest.py程式抓取資訊可以存放於資料

庫中，並藉由 Linux的排程作業 Crontab來定

時執行 PHP。流量存取因考量到安全性需求，

由 Slim PHP架構寫成 Rest API來做為 APP端

與資料庫（Data Base）之間的溝通介面，而

不是由 APP直接向資料庫存取流量的資訊。 

 

4.2.3 Flow Entry 

 
提供使用者觀/查看、編輯、刪除 Flow 

Table的內容，或是新增一個 Flow Table以對

交換機做適當的管理，執行畫面如圖 14所示，

為查詢 Flow Table。 
 

 
圖 14. Flow Table 的查詢畫面 

 
相對的方便於管理基於 SDN網路架構的

App，使用者也可以利用此行動程式來新增一

個 Flow Table如圖 15所示，需以相同的格式

撰寫並依表格來填入適當的位置中，成功編寫

完成且送出後會出現成功的符號如圖 16所

示，來告訴使用者已經成功新增 Flow Table。 

 

 
圖 15. 新增 Flow Table的執行畫面 

 

 
圖 16. Flow Table新增成功畫面 

 

5. 結論 

 
傳統網路有無法完整利用網路頻寬以及

不易快速變動架構來因應企業建置新系統的

需求等侷限，所以選擇研究SDN作為我們的改

善方法。已完成了具以下特色的具SDN之網路

監控系統為圖形化介面連線方便、操作容易、

即時動態呈現網路拓樸與流量分析圖表、 可

針對網路架構變動快速反應，並可以自行定義

flow entry，以利於我們在不同的情況中設置

不同的權限來提升整體的傳輸效能。 

現今網路架構逐漸以軟體定義網路來取

代傳統分散式的網路架構並可藉由此架構來

提供網路更多的靈活性。以 SDN 作為主體架

構，實作開發出網站與行動裝置網路監控

APP，為了增加便利性並結合行動裝置讓一般

民眾皆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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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菇微型生產監測系統之研發 

 

 

摘要 

 

洋菇是國內民眾普遍食用的菇類，其經濟

效益大，近年來，因無環境監控設施，易受各

種病蟲危害，導致產量降低的風險存在。孕育

洋菇的生長條件有以下六項，土壤養分、溫

度、濕度、土壤酸鹼度、陽光和二氧化碳。上

述條件與作物生長狀況有關鍵性的影響；為

此，本研究進行一項"洋菇微型生產監測系統"

的研發，期望透過此系統協助菇農栽培於洋

菇，提高農作物的生長效率，以達穩定的農產

品。本系統利用感測裝置隨時感知環境狀況，

當菇寮環境有異常發生時，可透過推播機制自

動發出異常警告，而使用者可透過網頁或是智

慧型手機的應用程式掌握生長因子數據了解

洋菇的狀況。文章將說明此系統架構，以及透

過實作結果來呈現本系統的功能性與實用性。 

關鍵詞：洋菇、生長因子、環境監控、感測裝

置 

 

Abstract 
 

Mushrooms is the people commonly 

consumed mushrooms, large economic benefits, 

in recent years, because no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facilities, vulnerable to all kinds of 

diseases and pests, the existence of the risk of 

lower yields. The breeding mushrooms growing 

conditions are the following six, nutrition, 

temperature, humidity, soil pH, light and carbon 

dioxide. The above conditions and crop 

conditions have key influence; to this end, the 

present study was conducted to develop a 

monitoring system for the production of micro 

mushrooms, mushroom expected to assist in the 

cultivation of mushrooms using this system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growth of crops, in 

order to reach sta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system uses a sensing device sensing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t any time, when an 

exception occurs mushroom Laos environment, 

can automatically send a warning exception, and 

the user can grasp the growth factor data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mushrooms through 

the web or smartphone app.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system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throug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presented functionality and 

usability of the system. 

Keywords: mushrooms, growth fact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ensing device 

 

1. 前言 

 

農為國本，早期農業是台灣的重要經濟來

源，由於農作物易受環境影響而造成損害，如

何使其穩定生長，是農民所面臨到的重要問

題。在 2011 年德國漢諾威工業博覽會提出了

「工業 4.0」，意謂著第四次工業革命，其技術

以智慧整合感控系統及物聯網為基礎，工業 4.0

提出後，牽動著全球企業經營與生產模式，隨

著國家也推動生產力 4.0政策[3]，國內農業與

物聯網技術越來越密切，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

表示「台灣不用工業 4.0 而用生產力 4.0 作為

下一階段科技發展的主軸，這其中還包括商業

服務業以及農業在內」[5]；環境監測技術開始

與農產業結合；環境監測系統運用在各方面已

久，環境監測系統一般多用於防災機制，像是

大樓裡的溫度檢測、煙霧偵測、瓦斯氣體監

測，或是累積雨量等環境監測數據；除了防災

外，環境監測也運用在近年來大量建置物聯網

架構的智慧農業，透過其感測裝置，監測農作

物生長的各類環境數據，依環境數據得以評估

目前農作物生長狀況，使農作物達到穩定的生

長，便能提高生長效率，以達穩定的農產品。 

 

孕育洋菇的生長條件有以下六項，營養、

溫度、濕度、土壤酸鹼度、陽光和二氧化碳[4]，

營養與一般食用菌類菇相同，有水分、碳源、

氮源、無機鹽類和生長素等成分，含蓋範圍

廣，其中，溫度是培育洋菇中最重要的因素，

可生長之溫度範圍為 7 至 22 度間，最適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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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2 至 16 度間，若在最適溫度間環境中生

長，其洋菇發育正常，菌柄短狀且菌蓋厚實；

反之，在小於 12度的環境中，生長趨於緩慢，

生產量便會減少；而小於 5度將會停止生長。

若是溫度高於 18 度，菌蓋會質薄，導致品質

不佳，當溫度到達 20 度以上時，也會使洋菇

停止生長，甚至死亡。而對於洋菇而言，水分

在生長過程當中也占了相當的比重，水分來源

主要來自於土壤以及空氣之中，土壤濕度以 40

至 50%為佳；空氣相對溼度以 85至 90%為佳。

而土壤部分，弱酸性的土壤環境是最適合洋菇

生長，但在生長過程中洋菇會產生有機酸，使

得土壤酸鹼度控制不易，需添加碳酸鈣和消石

灰來中和緩衝土壤酸鹼度。然而，洋菇沒有葉

綠素，無法行光合作用，因此不需要陽光照

射，但若陽光直射菇床，溫度上升，進而導致

濕度下降，將會影響生長。在菇寮環境裡，洋

估需要大量的氧氣，同時，會排放大量二氧化

碳於空氣中，當菇寮中二氧化碳濃度大於 1%

時，將導致品質降低風險上升，若持續累積大

於 5%時，則生長將會受阻；由此可證，栽培

洋菇每一環節都要十分小心，更需要監測系統

來協助菇農來栽培洋菇。 

 

洋菇生長因子與大多的農作物生長因子

[2]相同，但以洋菇環境之監測系統，在市場上

仍無此研發，然而，目前市面上已針對了農作

物生長因子開發其感測裝置，且各個獨立的感

測裝置所提供監測數據有限，農作物所需生長

因子範圍也不盡相同，因此，如何確保感測裝

置能在其溫室或是開放式農地上使用，需要再

三評估。另外，現階段市場所研發的感測裝

置，提供數據對於農民是不夠的，依農民長時

間的忙於栽種農作物，無法頻繁觀看其監測數

據，這類的裝置將無法發揮其最大功能，若能

透過智慧型手機 APP(Mobile Applications，本

文簡稱 App)呈現監測狀況，且自動發出警示訊

息來通知農民，便能全心全意的專注於務農作

業。 

 

因此，本文章基於上述動機，提出一洋菇

微生產監測系統的研發，此系統可以透過環境

感測裝置傳輸之訊號，進以分析數據，依分析

結果傳送異常警示給使用者，請管理者留意菇

房狀態；此系統以物聯網技術為基礎來進行開

發，環境監測、介面服務，結合嵌入式系統、

微控制器、感測器、Embedded Linux與 Node.js

等元素的整合所研發而成，使用者可以透過

App與感測裝置進行通訊，並隨時取得菇房農

作物生長狀況，穩定生長效率，提高產值。在

系統的研發上，以 ARM 架構的嵌入式系統為

系統核心，提供通訊服務、資源配置、硬體整

合與使用者介面；感測裝置訊號擷取由 Node.js

後端系統來實現；本文章於下述方法章節中，

進行相關細節說明。 

 

2. 方法 
 

此系統是以物聯網技術為基礎來進行設

計，本系統功能示意圖如圖 1所示(洋菇生產監

測系統示意圖)，在物聯網技術上分為應用層、

網路層與感知層，在應用上是為菇寮中的洋菇

監測系統為本文章目標；用來實現本系統的網

路層，主要是透過以 Embedded Linux作業系統

為軟體運作與硬體控制平台，同時配合 Node.js

的 Web 服務來建置出該系統的網路通訊服

務；最後的感知層則是透過感測裝置，分別為

工業級資料紀錄器、土壤溫度感測器以及土壤

濕度感測器，工業級資料紀錄器所提供感測數

據，以洋菇作物所需生長因子，如二氧化碳、

環境溫度以及環境濕度等傳感器裝置來取得

菇寮中的狀態，並將所有感測裝置以 Node.js

後端來擷取資料；並即時回應於Web系統，將

感知層中的感測器狀態回傳給智慧型手機上

的應用程式 App，過程中感測裝置的訊息，皆

由後端 Node.js所建置的Web系統來進行異常

訊息的判斷，一旦環境數據不符合洋菇生長環

境因子，並以推播訊息方式告知 App洋菇作物

警告訊息。 

 

 
圖 1 洋菇生產監測系統示意圖 

 

2.1 裝置硬體單元 

 

本系統的硬體架構是以 Raspberry PI 2開

發板為整個系統的執行核心，此開發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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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d-Core ARM Cortex-A7處理器，其主要功

能為執行 Embedded Linux作業系統，以及成為

Web服務通訊平台；感測裝置中的感測器土壤

溫度裝置以及土壤濕度裝置結合了 Zigbee 無

線網路協定。Zigbee[1]是採用標準規範的媒體

存取層與實體層 IEEE802.15.4，主要特色有低

速、低耗電、低成本、支持大量網路結點與快

速通訊的特點，而在現階段市場上 Zigbee已應

用於多種系統上，如貨物倉儲管理、醫療監

控、老人看護、停車場管理與門禁系統上，應

用範圍廣泛。Zigbee網路的角色可分為協調器

(Coordinator)、路由器 (Router)和終端設備(End 

Device)，因此，要與其感測裝置作通訊，需透

過 Zigbee USB Dongle 資料接收器作為

Coordinator建置其網路來通訊，而土壤溫度裝

置和土壤濕度裝置，在 Zigbee網路上所扮演的

角色是 End Device設備。工業級資料紀錄器提

供 RS485通信界面，需透過 USB轉 RS485轉

接器，連接於 Raspberry PI 2配置的 USB 2.0

界面，最後，我們將感測器訊號交給 Embedded 

Linux作業系統，使用 USB通訊協定來擷取感

測資料。 

 

 嵌入式系統 (Raspberry PI 2) 

 

Raspberry PI 系列開發板[10]是一款基於

Linux系統的小型嵌入式系統(如圖 2所示)，該

開發板是由英國的樹莓派基金會所開發，

Raspberry PI 2配置一 900MHz Broadcom公司

生產的 ARM架構 BCM2836處理器(Quad-core 

ARM Cortex-A7)、1GB 記憶體，GPU 則使用

了 Dual Core VideoCore IV®  Multimedia 

Co-Processor，使用 microSD卡當作儲存媒體，

且設置有一 10/100 RJ45 Ethernet通訊接口、4

個 USB 2.0介面、以及 HDMI視訊介面輸出，

提供 40個 GPIO腳位。基於 ARM架構，可裝

載之操作系統可為 OpenSource 的 Embedded 

Linux系統，如 Noobs、Raspbian [11]、Ubuntu 

Mate、Openelec、Pidora 等。使用嵌入式系統

的好處為可以降低系統軟體開發成本、減少硬

體尺寸與成本，尤其是在網路通訊服務、應用

程式排程、硬體資源分配、以及系統人機介面

設計上，因此，開發工程師只需關注系統整合

與應用程式開發。 

 

 
圖 2 Raspberry PI 2開發板 

(此圖節錄於 www.adafruit.com) 

 

 感測器 

 

為了取得洋菇生長環境因素，本系統設三

台感測裝置，如工業級資料紀錄器、土壤溫度

裝置、土壤濕度裝置，而要讀取其土壤值，需

有 Zigbee USB Dongle作為接收器；我們將逐

一說明四項感測裝置功能。 

 

I. 工業級資料紀錄器：工業級資料紀錄器功

能為二氧化碳、環境溫度、環境相對濕度

以及露點溫度的資料提供，符合了我們洋

菇生長需求的環境監測。工業級資料紀錄

器是以 RS485通信界面作為通訊，其中有

三種通訊協定可供選擇，分別為 

ModbusRTU、DCON與 DCONChkSum通

訊協定。MODICON[7]公司為自己所生產

的 PLC(可程式邏輯控制器 )所開發的

Modbus 通訊協定，後來廣泛為工業界所

使用。其中Modbus RTU是以 Binary的方

式來傳輸；則 DCON 是一個以 ASCII 字

串為基礎，相對簡單且容易使用的通訊協

定；DCON與 DCONChkSum的不同在於

DCONChk-Sum加入了 Checksum機制，

Checksum 機制廣泛運用於通訊或其他序

列傳輸的系統中，來校驗其傳輸封包，提

供一定的可靠性。最後，我們使用

ModbusRTU 來作為通訊協定，以 Binary

方式傳輸，在計算過程中較為容易。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6th Forum on Taiwan Association for Web Intelligence Consortium

1352



 
圖 3 工業級資料紀錄器 

(此圖節錄於 www.taiwanexcellence.org) 

 

II. 土壤溫度裝置：用於感測土壤溫度。裝置

結合了 Zigbee模組，應用於 End Device，

裝置設置了自動建立 Zigbee網路功能，透

過裝置有的連線按鈕，配合 Coordinator

設備，形成 Zigbee網路，本研究以菇寮環

境作為實驗目的，其菇寮環境溫度低且潮

濕，需具備防水功能才能在此環境當中運

行，此裝置具有工業等級防護的抗紫外線

UV 及防水/防塵 IP66 等級的規格，IP66

指電器能夠防止外物侵入，灰塵也能夠阻

擋，甚至可以承受猛烈的海浪沖擊或強烈

水柱，使得進水量應不致達到有害的影

響，因此，此裝置可確保在菇寮環境中能

穩定的運作。 

 

 
圖 4 土壤溫度感測裝置 

(此圖節錄於 www.moni-control.com) 

 

III. 土壤濕度裝置：用於感測土壤濕度，其規

格與上述土壤溫度裝置相同。 

 

 
圖 5 土壤濕度感測裝置 

(此圖節錄於 www.moni-control.com) 

 

IV. Zigbee USB Dongle：為 Zigbee無線訊號

接收器。連接在主電腦端，可以很輕易的

透過相同的 IEEE802.15.4Zigbee 通訊協

定，設定建立 Zigbee無線傳輸網路，將土

壤溫度裝置與土壤濕度裝置串聯起來。 

 

 
圖 6 Zigbee USB Dongle 

 

2.2 Embedded Linux (Raspbian) 
 

Embedded Linux是以 Desktop Linux為基

礎的小型作業系統[11]，目前被廣泛的使用在

網路通訊設備、智慧型行動電話、移動試車

機、媒體播放器與許多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在

過去，嵌入式系統應用程式通常都是使用專用

的組合語言程式碼來進行開發，此外，開發者

也必須撰寫所有的硬體驅動程式以及人機介

面，這一點讓許多初學的工程師或學生不願投

入開發；近幾年來，有賴於資訊技術的進步，

現在多了許多程式語言的選擇，如 C++、Java、

JavaScript等，而這些進步使得更多的資訊工程

師願意投入相關產品的開發，也讓嵌入式系統

的應用更為廣泛了。Raspbian是一個小型嵌入

式 Open Source的 Linux作業系統，主要是針

對 ARM嵌入式系統晶片 Raspberry PI開發板

所設定，Raspbian主要是修正 Debian Linux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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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系統並進行了優化[11]，讓 Embedded Linux

系統能夠為在 Raspberry PI 硬體上來執行。

Raspbian不僅能進行系統人機介面的操作，它

同時也提供了 35,000軟體模組，在使用便利性

上可以說是相當高，Raspbian系統仍在積極提

高系統的穩定性，以及盡增加可用的 Debian

軟體模組與支援度；Raspbian所使用的桌面為

Mate，Mate是一個直觀和有吸引力的桌面，在

開發上提供了許多的便利性；基於以上這些原

因，我們選擇 Raspbian來作為此裝置的作業系

統。 

 

2.3 Node.js 架構Web服務 

 

Web後端服務關聯著與Web系統通訊，以

及提供資料的運算、資料庫存取、硬體 IO 讀

寫，後端服務可以說是訊息處理的核心，現階

段能實現後端服務的架構有以下幾種，如

Python、PHP、Ruby、Node.js、Erlang、Scala、

Clojure、Mono...等，各種架構都有其優點；其

中，Node.js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應用程式框架

[8,12]，同時也是一事件驅動 IO伺服端為基礎

的 JavaScript環境，同時使用 Google所發展的

高效能 V8 JavaScript引擎，主要功能為提供撰

寫可擴充 Web 網路服務程式；Node.js 主要的

程式架構是為 JavaScript，而 JavaScript亦為前

端介面程式的其中一種 (HTML、 CSS、

JavaScript)，因此使用 Node.js進行後端程式開

發可以不須使用另一種程式架構，降低開發技

術門檻進而提升開發速度。除此之外，Node.js

架構可以讓傳統的 JavaScript 跳脫瀏覽器的環

境，在任何地方執行，同時配合 V8 JavaScript

引擎，在現今伺服器的雲端應用上可以有相當

優越的效能表現。更重要的是由於 JavaScript

語言的特性，其應用程式執行時不會因為硬體

設備或其它因素的延遲與等待而影響到整個

程式的執行，讓程式非常輕盈，因此，相當適

合非高效能、低功耗的嵌入式系統硬體來使

用，目前投入 Node.js 開發的企業除了 Google

之外，還有 LinkedIn、Microsoft、Yahoo、eBay...

等企業；基於上述的原因，我們選擇 Node.js

來作為此裝置的Web後端系統。 

 

2.4 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 

 

為了能讓遠端菇寮管理者接收到裝置訊

息，我們針對該裝置開發相對應之智慧型手機

App 來接收即時資料以及警示訊息，現階段

App的開發大部分都需要依據手機作業系統的

類型，來選擇相對應的開發工具與程式語言，

其開發工具如 Microsoft Windows Phone必須

使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ID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來製作，所使用程式

語言可以是 C#、C++、VB、JavaScript；Apple

的 iOS App的開發工具為 XCODE，使用程式

語言為 Objective-C 或 Swift；Google Android 

App開發工具則有 Android Studio、Eclipse，使

用程式語言為 Java。以上三種是常見的慧型手

機作業系統，所使用的開發工具與程式語言皆

不同，若想開發一個能在各種裝置上皆能執行

的應用程式是相當不容易；為了能達到跨平台

的目標，近幾年來，有一種新的作法被提出來

[9]，此作法就是混合式的開發，這樣的開發是

將原生程式結合 HTML5[6]製作出的一種

App，這種做法的優勢是可以降低 App開發的

難度，擴增 App的延伸性，同時也可以快速的

編譯出三種作業系統所需的 App，不須完整熟

悉各作業系統的原生程式語言。能夠這樣開發

App的主要原因是Apache Cordova的API函式

庫，Apache Cordova提供了能夠直接存取智慧

型手機硬體元件的 API函式(如攝影機、GPS、

加速度計、藍芽通訊、記憶儲存區、網路通訊...

等)，其餘的程式介面與流程則使用標準的

HTML5、CSS、JavaScript 來建置出，雖然整

體效能不如原生程式好，但在許多應用上也足

夠使用。由於本裝置定位在急難求助，App不

須進行大量運算，只需定期更新裝置訊息，再

加上能讓不同平台上的 App 與該裝置進行通

訊，所以我們選擇採用混合型態的App開發(原

生程式加上HTML5架構)，使用工具為Sublime 

Text 2.0與 Phonegap編譯 IDE。 

 

3. 實作成果 

 

3.1 裝置作動流程 

 
起始動作為給予Raspberry PI 2所需的DC 

5V電源後，即啟動 Raspberry PI 2，Raspberry PI 

2 載入 Raspbian 嵌入式作業系統，將 USB 轉

RS485 轉接器和 Zigbee USB Dongle 連接

Raspberry PI 2，接著啟動 Node.js框架，以及

Http Web服務，此時 Node.js開始執行吾等設

計 Script擷取感測裝置所傳遞的訊號，將擷取

工業級資料紀錄器、土壤溫度裝置與土壤濕度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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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裝置實際通訊畫面 

 

 
圖 8裝置作動流程示意圖 

 

3.2 系統呈現成果 

 

此監控系統數據呈現為圖 8，提供五種數

據，菇寮管理者可透過網路連至網頁或 App，

監控菇寮環境資料。當各數據到達危險值時，

透過推播機制，推播訊息如圖 9所示，傳送警

示訊息至智慧型手機，提醒菇寮管理者前往菇

寮做防護處理。 

 

 
圖 9 Web網頁呈現 

  
圖 10 App介面與推播訊息 

 

4. 結論 
 

本文章以物聯網技術為基礎來研發一洋

菇微型生產監控系統，目的是能讓菇農即時得

知洋菇生長狀況，當菇寮環境感測中數據到達

異常數值時，並能傳送警示訊息至智慧型手

機。在網頁呈現上經過實驗的進行，皆可以正

常運作，而在硬體的運算上，也都能到達預期

目標，下一階段目標是新增檢測營養與土壤酸

鹼值的感測器，將數據歸納至資料庫，加以分

析，讓此系統增加便利性，使系統發揮其最大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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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給藥錯誤"案件在醫療錯誤中居

高首位，文獻證明透過資訊化設備的協助確實

可提昇護理措施的完整性。先前研究曾提出

PC-based架構的藥錠檢測裝置，已經可以達到

高度的比對效果，然而，裝置體積較大，且需

結合電腦才可運行，成本較高，適合放置在固

定位置使用，較缺乏行動性。為了能讓巡房給

藥的護理人員也能夠有藥錠檢測裝置的協

助，本研究在此開發一可攜式藥錠檢測裝置。

為了讓本裝置能夠可攜，本研究使用 SoC系統

單晶片作為裝置架構的核心，以 ARM-based

架構取代先前 PC-based 架構，利用 Web 化的

方式呈現其實驗結果，使用者只要透過具有瀏

覽器功能的裝置即可進行操作，更可以達到跨

平台的應用，行動性以及裝置成本比起先前研

究要來的更好。 

關鍵詞：藥錠辨識、醫療照護、數位影像處理、

嵌入式系統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dministration error" in the 

first case the high medical mistakes documented 

really care measures can improve through the 

assis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integrity. Previous studies have raised PC-based 

architecture drug ingot detection device can 

already achieve a high degree of alignment effect, 

however, the larger device, and requires a 

combination of the computer before running, 

high cost, suitable for use in a fixed position is 

placed, the more lack of mobility. In order to 

allow the administration of rounds nurses to 

assist drug tablets can have detection device, in 

this present study developed a portable drug 

detection device ingot. To make the unit capable 

of portability, this study used a single chip SoC 

system as the core architecture means to 

ARM-based architecture replaces the previous 

PC-based architecture, the use of Web-based way 

to present their results, as long as the user has a 

browser through device functions can be operated, 

it can reach more applications, mobility and 

cross-platform means better cost than previous 

studies to come. 

Keywords：Drug Identification、Health Care、

Digital Image Processing、Embedded Systems 

 

1. 前言 

近年來，醫護人員上街抗議現象頻頻發生

[7]，血汗醫院嚴重壓榨護理人員勞動力[5]，護

理人員長期必須面對工作量多、工作環境不

佳、薪資低等等因素，長期下來造成許多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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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紛紛離職且流動率高[1]，導致護理人員人

力嚴重缺乏[4]，也降低醫療照護的品質；根據

歐洲的統計，最佳護病比是 1 比 6，也就是每

一位護理人員最多照顧 6 位病人，之後每增

加一名患者，病人 30 天內死亡的機率就會增

加 7%，但根據醫勞盟的調查顯示，台灣的護

病比根本爆量，醫護中心的內外科病房甚至可

達 1比 16[9]。 

在台灣這樣惡劣的勞動環境下，造成醫療

糾紛與工作超量負荷有著直接與間接相關性，

以"給藥錯誤"案件為例，在醫療錯誤中皆居高

首位，倘若護病比仍舊無法降低，工作環境仍

不改善，醫療照護的品質與病人的安全無法獲

得真正保障，因此我們期望透過資訊化設備讓

護理人員能夠有效掌握每一次護理措施完整

性，降低發生人為疏失的機率。 

為了協助護理人員提高給藥正確性、降低

人為疏失及降低先前裝置成本，本研究改良先

前裝置"以影像識別為基礎之藥錠比對方法與

裝置之研發"[6]，本研究裝置將不同於先前裝

置樣式，除了達可攜式外，將改用Web方式呈

現其實驗結果，護理人員只要透過具有瀏覽器

功能的裝置即可進行操作，因為本研究裝置比

起先前要小且攜帶方便，可供醫療院所每層樓

的護理站(一對多台)的使用，也可在護理人員

查房給藥時，將裝置放置推車上，即可進行藥

錠的比對；如此一來，護理人員只要藉由此裝

置完成藥錠比對的工作，即可避免護理人員過

於忙碌或因疲累而給藥錯誤等等因素發生；經

過本研究實驗後，證實本研究改良後的裝置實

用性及成本確實與先前研究的裝置相較之下

成效更佳。 

2. 方法 

2-1 檢測裝置硬體架構設計 

 核心單元 

在裝置的架構上，本研究裝置從原先的

PC-based改成 ARM-based，以 SoC(System on 

Chip)晶片作為架構的核心，利用 Web 化的方

式呈現其實驗結果，打造一可攜式藥錠檢測裝

置，此裝置需進行影像擷取、演算法計算，考

慮到硬體要有一定程度的性能才行，經過評估

找 到 Raspberry Pi 2 Compute Module 

Development Kit[16] (如圖 1所示)作為該應用

的核心控制裝置，該模組配備的 SoC 為

Broadcom BCM2836 晶片 (內含 900 MHz 

Quad-core ARM Cortex-A7 CPU +Dual Core 

VideoCore IV Multimedia Co-ProcessoGPU)、

1GB LPDDR2記憶體，同時設置有 microSD儲

存模組、40 個 GPIO 腳位、4 個 USB2.0 的通

訊介面、10/100 RJ45 Ethernet通訊埠、低功耗

約 0.5W~1W；此晶片可以裝載容量小且支援浮

點運算與提供多媒體服務的 Embedded Linux

作業系統 Raspbian[17]，配合 Node.js[14]提供

網站的服務，Raspbian 是由 Thompson 與 

Green 所開發出，其基礎為 Debian 系統的延

伸；Thompson 與 Green針對 Raspberry Pi的

硬體對 Debian系統進行了專門的優化和移植。 

 

圖 1、Raspberry Pi 2 Compute Module[16] 

 

 網路單元 

由於先前研究所使用操作的方法均是透

過顯示器做為結果的輸出，與需要搭配電腦、

鍵盤及滑鼠行操作。現今科技發達，手持裝置

也跟著普及化，因此本研究決定以手持裝置透

過網路連結本裝置進行操作，由於在同一個區

域網路之間互相傳遞訊息比較快速且穩定，所

以本研究決定以區域網路的方式進行訊息的

傳遞。經過評估後，本研究使用 Netis WF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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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路由器模組(如圖 2所示)。該模組成本低，

內 建 具 有 DHCP 伺 服 器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可設定固定 IP、5V電

壓即可驅動等優點。Raspberry Pi 2與手持裝置

連結無線路由器模組，如此一來，Raspberry Pi 

2 與手持裝置就能形成一個區域網路，藉此，

手持裝置就可以透過 Wi-Fi 訊號間接操作

Raspberry Pi 2進行檢測運算。 

 

圖 2、無線路由器模組 

 

 電源供應單元 

電源是關係到本裝置能不能達到可攜式

檢測裝置的關鍵。先前研究所使用的電源來源

是使用 110V/220V交流電轉直流電。此裝置需

達到可攜式，且並非電源可以隨處可得，經過

評估後，決定使用一般行動電源所使用的可充

式 18650 鋰電池(如圖 3所示)。此電池單顆電

壓為 4.2V，而電力又會影響本裝置的續航時

間，本研究決定使用六顆鋰離子電池進行串

聯，配合穩壓電路就能獲得穩定的 12V 的直流

電源供給本裝置使用。充電只需要 5V 的直流

電，因此，電源輸入只要使用一般手持裝置充

電器與傳輸線即可充電。 

 

圖 3、18650鋰電電池[3] 

 

2-2 影像擷取 

由於 Raspberry Pi 2 設置有 USB 通訊介

面，嵌入式作業系統 Raspbian同時也提供 USB

介面攝影機驅動，在取像選擇攝影機的部分，

本研究考慮到成本問題以及耐用性，更重要的

一點是必須避開廣角鏡的攝影機避免影像變

形，故我們選用 IPEVO P2V USB[13]實物攝影

機進行藥錠影像的擷取，使用這類攝影機具有

容易取得、成本不高、耐用、可直接更換等優

點。此外，為了避免有外在光源的干擾、保持

環境的一致性以及影像品質優劣，本研究使用

一深色塑膠盒作為密閉小型取像室(如圖 4 所

示，圖 4a為外部圖，圖 4b為內部圖)，如此一

來，就能確保取像品質。由於藥錠外觀(形狀、

顏色與厚度)皆不相同，相對的光源會直接影響

藥錠取像的結果；本研究光源則選用 LED白色

環型燈及 LED白色燈條，分別為正向光源與側

向光源；本研究利用正向光源打光擷取藥錠影

像，有利於藥錠的色彩分析，而使用側向光源

的目的是，由於正向光源所拍攝出來的藥錠影

像背景複雜，存在著許多雜點，為了簡化影像

處理的難度，故選擇使用側向光源拍攝藥錠影

像，有利於藥錠的形狀分析。結果如圖 5所示

(圖 5a為正向光影像，圖 5b為側向光影像，圖

5c 為正向光去背景影像，圖 5d 為側向光去背

景影像)。 

 
 

a. 外部圖 b. 內部圖 

圖 4、可攜式藥錠檢測裝置 

 

  

a. 正向光影像 b. 側向光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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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正向光去背景影像 d. 側向光去背景影像 

圖 5、影像擷取 

2-3 藥錠影像分析 

為了避免運算非藥錠區域影像的資訊及

影響其運算結果與減少運算時間；本研究在進

行特徵擷取時，只需要保留藥錠區域影像，為

此，在影像擷取後，需要透過擷取藥錠區域影

像的動作，才能進一步進行特徵擷取。藥錠影

像特徵擷取流程圖(如圖 6 所示)。而藥錠影像

分析分為三大部分：擷取藥錠區域影像、藥錠

形狀幾何特徵與藥錠色彩特徵等資訊。 

 

 

圖 6、藥錠影像分析流程圖 

 

 擷取藥錠區域影像 

由於藥錠影像必須去除背景及雜訊才能

獲取所需藥錠區域的影像，此階段只針對測向

光拍攝的影像作為擷取藥錠區域的依據。圖 7

為擷取藥錠區域影像流程圖，透過 Edge 

Drawing(簡稱 ED)[18]邊緣檢測演算法進行邊

緣檢測，得到的邊緣線做為藥錠外觀的輪廓，

由於 ED 具有不斷線且邊緣線寬度為一個像素

等特色(如圖 8 所示)，故可以用於後續藥錠形

狀幾何特徵的計算，然而，再透過 Fast 

Connected-Component Labeling( 簡 稱 FCC 

Labeling)做藥錠影像區域標記[11]，最後，計

算藥錠區塊範圍，並將藥錠切割出來(如圖 9所

示，圖 9a為正向光影像，圖 9b為側向光影像)，

以便後續特徵計算。 

 

圖 7、擷取藥錠區域影像流程圖 

 

 

圖 8、ED邊緣檢測影像 

 

  

a. 正向光 b. 側向光 

圖 9、擷取藥錠區域影像 

 

 藥錠形狀幾何特徵 

為了區別藥錠的形狀，我們透過上述的ED

邊緣線擷取藥錠外觀的輪廓(如圖 8 所示)，並

計算輪廓特徵，本研究利用一維的簽名

(signature)[10]做處理，本研究的做法是由上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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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左至右碰到第一個是藥錠輪廓像素點時，

將該像素點做為起始點，依序以順時針方向逐

一計算每一像素點離中心點的距離(𝑟𝑖)，並將每

一個距離描繪在平面座標上且連結起來，該曲

線圖即為簽名曲線(如圖 10所示)；最後，以曲

線的平均值 (Means, μ )與變異數 (Variance, 

𝜌2)[8]來做為藥錠形狀特徵 υ = ( μ, 𝜌2 )𝑇；兩個

統計參數可用來比較形狀的變化，由於本研究

所比對的藥錠影像皆在本實驗裝置上擷取，基

於每顆藥錠的影像空間解析度相同，若將曲線

的面積進行積分(藥錠影像面積)，就可用來比

較藥錠的大小。 

變異數的定義為： 

𝜌2 = 
1

𝑛−1
 ∑ (𝑟𝑖 − �̅�)2𝑛

𝑖=1       (1) 

其中𝑛為藥錠輪廓點總數量。 

  

 

 

 

 
圖 10、藥錠簽名曲線 

 

 藥錠色彩特徵 

色彩對於醫用藥物區別是一項重要資

訊，藥物廠商為了要區別藥物功能，會透過色

彩的改變來做區隔。此階段本研究利用正向光

來擷影像進行色彩分析，我們使用色彩量化演

算法配合色彩像素數量的篩選，來分析藥錠色

彩的代表性顏色，做為色彩特徵。由於先前研

究使用兩種色彩量化方法來實驗，分別為

Media-cut 演算法[12]與 Fuzzy C-mean 演算法

[15]，其結果相近，為了考量演算收斂與計算

速度的問題，本研究延續先前研究方法，採用

Media-cut演算法做為色彩量化方法。結果如圖

11所示(圖 11a為量化前影像，圖 11b為量化後

影像)。 

Media-cut演算法流程(假設量化 6個顏色)： 

步驟(1) 切完第一次後(1st)，得到y1
(1)
與y2

(1)
，

因為要切割六個顏色，所以繼續切割y1
(3)
。 

步驟(2) 由於𝑊1>𝑊2，所以先切𝑊1區域(2nd)，

得到y3
(2)
與y4

(2)
，接著再比較𝑊2、𝑊3、𝑊4，

發現𝑊2比較大，所以在𝑊2區域進行切割

(3rd)，得到y1
(3)
與y2

(3)
，但仍未切割到 6

個顏色，但此時進行y1
(3)
。 

步驟(3) 𝑊3>𝑊4>𝑊5>𝑊6，繼續切𝑊3(4th)，得

到y5
(4)
與y6

(4)
。 

步驟(4) 𝑊4>𝑊5>𝑊6>𝑊8>𝑊7，繼續切𝑊4(5th)，

得到y3
(5)
與y4

(5)
。 

步驟(5) 已經得到需要的六個顏色，所以停止

切割{y1
(3)
，y2

(3)
，y3

(5)
，y4

(5)
，y5

(4)
，y6

(4)
}。 

 

  

a. 藥錠量化前 b. 藥錠量化後 

圖 11、藥錠影像量化結果 

 

3. 實驗結果 

將上述藥錠兩項特徵實驗結果展現在此

章節中，實驗項目分別為藥錠形狀特徵擷取、

藥錠色彩特徵擷取。 

 

3-1 藥錠形狀特徵擷取實驗 

此實驗依據大型藥物資料庫 Drug.com 中

所統計常見的藥錠形狀有17種(如圖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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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據圖 12 列出的藥錠形狀所計算出的藥錠

形狀特徵 υ 於表 1 中展示。將 10 顆藥錠所計

算出的形狀特徵值與表 1常見藥錠形狀的相對

應之特徵值進行比對，以 Two-norm 歐幾里得

方式進行相似度計算，假設 p定義為核對藥物

影像特徵，q定義為表 1標準樣本，d(p,q)則為 

p與 q的相似度；選擇最大相似度(最小 D)做為

形狀特徵結果，表 2為藥錠形狀特徵結果。 

 

 

圖 12、常見藥錠形狀[2] 

 

相似度 D的定義為 Two-norm 歐幾里德距離： 

D = √(𝑥2 − 𝑥1)2 + (𝑦2 − 𝑦1)2   (2) 

 

3-2 藥錠色彩特徵擷取實驗 

此實驗將 10顆藥錠進行Media-cut色彩量

化演算法，本研究將藥錠色彩量化成 6 種色

彩，並在這 6種色彩中，找出色彩分佈面積最

大的區域，也就是像素數量最多的，做為該藥

錠的代表性顏色；因此，我們就能擷取該藥錠

的色彩特徵，而色彩特徵擷取的實驗結果呈現

於表 3中。  

 

4. 結論 

本研究成功將先前研究的硬體架構轉移

至 SoC架構，在實驗過程中，克服了與先前研

究所使用的光源不同的問題，發現因為取像的

環境不同以及裝置的大小也有差異；本研究確

認了可攜式藥錠檢測裝置的硬體架構。未來我

們將針對先前研究所使用的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光學文字辨識方法進行

藥錠壓印辨識，讓此研究結果能夠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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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7種常見形狀之藥錠，相對應之特徵值υ(𝛍, 𝝆𝟐 )[6] 

形狀 υ(𝛍, 𝝆𝟐 ) 形狀 υ(𝛍, 𝝆𝟐 ) 

Round (98.5,0.3) 5 Sided (83.1,47.5) 

Capsule (69.0,510.9) 6 Sided (90.6,16.4) 

Oval  (75.5,247.7) 7 Sided (91.3,11.6) 

Egg (83.8,95.9) 8 Sided (94.7,5.1) 

Barrel (79.0,217.3) U Shaped (71.5,208.4) 

Rectangle (70.2,525.6) Figure 8 (78.8,331.5) 

3 Sided (84.5,53.6) Heart (84.7,121.0) 

4 Sided_1 (80.7,78.7) Kidney (70.5,435.5) 

4 Sided_2 (78.7,84.1) Gear (87.7,69.3) 

4 Sided_3 (73.8,120.2)   

 

表 2、藥錠形狀特徵實驗結果 

編號 藥錠影像 
形狀特徵 

υ(Means , Variance) 
編號 藥錠影像 

形狀特徵 

υ(Means , Variance) 

M1 

 

(44.2,2.7) 

M6 

 

(51.4,167.1)  

D=59.2 ,"5 Sided" D=166.1,"Figure 8" 

M2 

 

(52.7,37.2)  

M7 

 

(62.9,0.1)  

D= 52.8,"8 Sided" D=35.5,"Round" 

M3 

 

(65.2,117.0) 

M8 

 

(84.1,500.9) 

D=13.0,"Oval" D=18.1,"Capsule" 

M4 

 

(84.8,427.1) 

M9 

 

(50.8,135.3) 

D=85.1 ,"Capsule" D= 375.9,"Capsule" 

M5 

 

(81.1,0.1) 

M10 

 

(77.6,0.4) 

D=17.3,"Round" D= 20.8,"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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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藥錠色彩特徵實驗結果 

編號 藥錠影像 
代表性顏色 

(R,G,B) 
編號 藥錠影像 

代表性顏色 

(R,G,B) 

M1 

 

RGB(186,175,26) 

M6 

 

RGB(138,195,153) 

  

M2 

 

RGB(236,232,228) 

M7 

 

RGB(192,148,24) 

  

M3 

 

RGB(161,72,129) 

M8 

 

RGB(235,232,226) 

  

M4 

 

RGB(231,236,200) 

M9 

 

RGB(236,233,228) 

  

M5 

 

RGB(114,173,109) 

M10 

 

RGB(206,2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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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練習助手 APP 

賴俊偉 吳星宇 薛翔翔 陳宗權 陳佳宏 廖俊鑑* 

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e-mail : jjliaw@cyut.edu.tw 

摘要 
英文是當今世界上主要的國際通用語言

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廣泛使用的語言。本研究

在參考了市面上的大部分英文類 APP 後，在原

來的基礎上對於英文類手機 APP 進行編寫，加

入自己的想法。在英文發音部分選擇了本地

TTS 發音，可以選擇發出英英或者美英。在題

庫部分，選擇了本地資料庫。我們開發一款手

機 APP 在使用者掌握一定英文的基礎上對使

用者的英文水平進行測試，讓使用者更加熟練

的運用英文。 

關建字：英文、APP、手機、TTS。 

 

1. 前言 
我們都知道在現今發展如此快速的經濟

社會，具備多種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英文是現

今各個國家通用的語言。但許多國家卻因為英

文不好而苦惱，因而我們設計了一個智慧型手

機的 APP，其中包括了五項功能，分別為：日

常練習、模擬考試、我的收藏、我的錯題、歷

史成績。讓使用者能夠在家練習英文，不用再

前往補習班、請英文家教，而花了更多錢去進

修，更可以在任何地方學習，因為手機是將近

現代人都人手一機的，不管到了哪裡，只要手

機在身邊就能拿出來練習，進而促進自己的英

文知識，達到學習的效果。 

 

2. 系統架構 
APP 主要包含了五樣功能：1.日常練習：

從(圖 1)可以看到日常練習做了簡單的答題動

作，點選查看題解來了解本題目的解答，點選

選擇題目可以直接到達想要的題目位置，點選

收藏此題可以將題目加入到我的收藏。2.模擬

考試：輸入姓名之後便可開始做題目，同樣看

到喜歡的題目也可將其收藏到我的收藏裡。3.

我的收藏：存放收藏的題目，也可觀看題目的

解答，選擇自己要的題目，如果想把收藏的題

目刪除，點選刪除按鈕便可以將其刪除。4.我

的錯題：可以在裡面看到之前做錯的題目，不

管是在日常練習做錯還是在模擬考試，都同樣

會存放在這邊，同樣也可以觀看題解，選擇自

己要的題目，也可刪除想刪除的題目。5.歷史

成績：首先輸入考試人姓名，接著輸入考試時

間，緊接著作答，作答完畢將會顯示考試所用

時間、成績。 

 

3. 系統流程介紹 
 

3.1. 日常練習 

選擇日常練時便能開始答題(圖 2)，系統

將會判斷你所做的題目對錯，對的話系統會顯

示答案與恭喜您答對了題目，錯誤的話將會標

記錯誤答案並且顯示正確答案。第一項功能是

點選題解，點選完後將可看到本題目的解釋

(圖 3)。第二項功能是點選選擇題目功能，系

統將會判斷使用者所選擇的題目，並將題目跳

到使用者選取的題數，達到快速前往題目的功

能(圖 4)。第三項點選收藏此題，便會將題目

收藏到我的收藏裡。 

圖 1 程序主要功能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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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日常練習下選擇答案時流程圖 

 
圖 3 日常練習下點擊  圖 4 日常練習下點擊選 

 查看題解時流程圖    擇題目功能時流程圖 

        

 

圖 5 日常練習下選擇收藏此題功能時流程圖 
 

3.2. 模擬考試 

在模擬考試中，首先需要輸入姓名，然後

題目是題庫中隨機的，答題形式與日常練習一

樣，分為單項選擇題、多項選擇題、判斷題。

做完題目系統將會判斷對錯，之後顯示本次答

題的分數，點選查詢錯題可以觀看錯誤的題目

(圖 6)。 

 
圖 6 模擬考試流程圖 

 

3.3. 我的收藏 

在我的收藏中，我們可以輕易地查詢到我

們收藏的題目，這個是一個題目的收錄過程，

可以讓使用者使用地更加方便。在我的收藏裡

同樣可以直接做題目，系統也會在此判斷使用

者所做的題目的對錯，也能顯示題目答案(圖

7)。也可以將我的收藏裡面的題目刪除，點選

刪除，選擇欲刪除的題目(圖 8)。 

 
圖 7 我的收藏流程圖 

 

圖 8 我的收藏功能下移除此題功能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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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我的錯題 

我的錯題功能可以讓使用者複習，不管是

在日常練習中做錯的還是在模擬考試中做錯

的，都會在我的錯題中儲存起來，使用者可以

到這裡做題目，將之前答錯的題目從心再複習

一遍，這樣更能增進使用者的記憶，達到學習

得效果(圖 9)。 

 
圖 9 我的錯題流程圖 

 

3.5. 歷史成績 

做完模擬考試，系統將會儲存成績，方便

使用者到歷史成績裡面看自己所答題的成

績，系統也會會顯示考試人員、考試時間、用

時、成績，以便使用者知道自己的使用紀錄(圖

10)。 

 
   圖 10 歷史成績功能流程圖 

 

4. 功能介面截取的圖片 
 

4.1 主功能介面 

從這張圖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總共有五個

功能：日常練習、模擬考試、我的收藏、我的

錯題、曆史成績。每個功能都是相互聯繫的，

每個功能都擁有不一樣的動作(圖 11)。 

 
圖 11 主功能介面 

 

4.2 日常練習介面 

當我們進入日常練習時，便可開始作答

(圖 12-1)，選擇到了正確答案，屏幕上會顯示

出我們所選擇的正確答案並且會出現“恭喜

您答對了”的提示(圖 12-2)。當我們選擇到了

錯誤答案，屏幕上會顯示出所選擇到的錯誤答

案並且同時顯示出正確答案(圖 12-3)。點擊查

看題解時候，我們會看到題目的題解(圖

12-4)。點擊選擇題目時，我們可以選擇我們想

要到達的題目位置，並且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做

錯了哪題，做對了哪題(圖 12-5)。點擊我的收

藏時，會收藏當前的題目，並且出現“收藏成

功”的提示(圖 12-6)。 

 

  
 12-1 日常練習介面   圖 12-2 選擇正確答案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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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選擇錯誤答    圖 12-4 點擊查看題解 

      案介面               介面 

  
圖 12-5 點擊選擇題目  圖 12-6 點擊收藏此題 

       介面                 介面 
 

4.3 模擬考試介面 

點擊模擬考試，進入模擬考試介面，此時

我們需要輸入一個姓名。輸入姓名，點擊確定

(圖 13-1)。模擬考試開始，考試時間一共 10

分鐘，一共 20 題，題型與日常練習是一樣的(圖

13-2)。答題完畢，點擊交卷會詢問是否交卷(圖

13-3)。交卷完即可看到，測試結果分析，有總

題數、已答題目、未答題目、答對題目、耗時、

評語、查看錯題(圖 13-4)。點擊查看錯題之後，

我們可以查看本次測驗的錯題(圖 13-5)。當獲

得高分時，我們也會有評語(圖 13-6)。 

  
圖 13-1模擬考試介面   圖 13-2模擬考試開始 

                            介面 

  
  圖 13-3 點擊交卷    圖 13-4 測試結果得分 

      介面                  介面 

  
圖 13-5 點擊交卷介面  圖 13-6 獲得高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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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我的收藏介面 

在日常練習或者模擬考試中，我們所收

藏的題目都會顯示在這裡(圖 14)。 

 
圖 14 我的收藏介面 

 

4.5 我的錯題介面 

我的錯題，在日常練習或者模擬考試中所

做錯的題目都會顯示在這裡，並且我們可以重

新做過，檢驗自己的記憶力(圖 15)。 

 
圖 15 我的錯題介面 

 

4.6 歷史成績 

在歷史成績中，我們可以查看自己歷次的

成績，進行比較，也能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英文

程度有沒有變好，更能知道哪次的考試成績理

想或者不理想(圖 16)。 

 
圖 16 歷史成績介面 

5. 總結 
本次研究結合了時下最流行的行動裝

置”手機”，也看到了許多亞洲人共通的問

題”英文程度不好”的這兩個條件去實驗了

本次的研究，在這人手一機的社會裡，讓每個

人都能無時無刻的練習著英文，達到無時無刻

都能學習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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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車場出入口監管識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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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科技大學 資訊與通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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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是設計一個停車場出入口感應裝

置查看是否有違規的車輛，像是判別此車證是

否符合該停車場所屬的車證，或是偵測有未申

請車證而進入該停車場的車，透過管理端的監

控，隨時掌握最新資訊與訂定相關罰責，希望

能遏止違規的情形發生。本研究應用 RFID、

紅外線感測技術、資料庫和 PHP結合，來實現

這停車場出入口的感測識別裝置。 
 

1. 前言 
每日進出校園多輛車輛，無法一一辨識身

分，停車問題一直造成師生與承辦人員的困

擾。因此為了能更有效率的掌握學校停車記

錄、正確的進出車輛管理、方便統計、減少人

力資源是我們的目的。然而校園位於山坡上，

進入停車場的緩衝區有限。假設用柵欄方式管

制，可能會造成堵塞發生。因為現況，出現了

許多違規的案例，其中就是停到與自己車證不

符合的停車場最多，其次則是未申請車證而到

處亂停。因此我們想用一個不用柵欄的方式來

確保有無違規，結合紅外線與 RFID 感應器還

有攝影的監控，並充分運用到後端的資料庫系

統，以確保降低違規的情形發生，也能替學校

省下一些人力。 

 

 

2. 系統開發 

 

2.1 環境架設 

本專題的設計理念如圖 2.1.1 所示，將車

輛右側貼上可讓 RFID 感測的 Tag 取代傳統車

證，讓系統能自動感應車證。停車場預設只有

一個單向出口及入口，方便 RFID 及紅外線感

測車輛進出。本專題感應部分有 RFID、紅外

線偵測，當有車進入 RFID 即感應車上的標

籤，並傳輸資料到電腦資料庫去做車證是否違

規的判斷。如果該車輛沒有車證，紅外線感應

到將會傳送訊號至電腦，電腦再觸發相機拍

照，並將違規紀錄傳送至網頁後端。若車證的

條件不符合該停車場，資料庫的資料紀錄則會

傳送至學生端頁面以供違規者查詢違規紀錄。 

 

 
圖 2.1.1 情境架構圖 

 

2.2 流程圖 

流程圖如圖 2.2.1 所示，當有車輛騎進停

車場時，Reader卻沒讀到 Tag值，並且被紅外

線偵測有車輛經過，程式將會判定此經過的車

輛為無車證，並執行拍照與發出警報聲；反

之，有讀到 Tag時將會判斷是否屬於此停車場

的車證， 於後端做後續的處理，並將資料顯

示於網頁上。 

 

 
圖 2.2.1 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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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架構圖如圖 2.2.2所示。 

 

 
圖 2.2.2 網頁架構圖 

 

3. 系統介紹 
 

3.1 硬體 

3.1.1. Arduino： 

Arduino 控制板接腳位置如圖 3.1.1 所

示。直流電壓 7V~12V和 USB插孔為 Arduino

控制板之外接電源插孔。本專題因為需要由電

腦傳送資料至 Arduino 控制板，所以電源插孔

以 USB為主。接腳 0~13為數位輸出、輸入腳

位，可供紅外線發射與接收器、RFID 等各種

通訊模組。 

 

 
圖 3.1.1 Arduino控制板 

 

3.1.2. 紅外線： 

紅外線感測器有分主動式和被動式兩

種。外線動作感測器是屬於被動式的紅外線裝

置，感應器本身不會發射紅外線光束，而另一

種則是會發射紅外線光束的主動式紅外線感

測器。主動式紅外線感測器常用於物體的偵

測，例如自動沖水小便斗或感應式水龍頭，還

有避障自走車等。 

 

主動式紅外線感測器可分為「反射型」和「遮

光型」兩種。如下圖所示，所謂反射型紅外線

感測器（如圖 3.1.2），是把接收器與發射器並

排，讓發射器不斷發出紅外線光束，當接收器

收到反射過來的光線時，表示前方有物體或障

礙物。 

 
圖 3.1.2反射型紅外線示意圖 

 

而所謂遮光型紅外線感測器，則是把接收器與

發射器安置在兩端，兩者相對，發射器一樣不

斷發出紅外線光束，當光線被遮擋時，就表示

中間有物體或障礙物，如圖 3.1.3 所示。 

 

圖 3.1.3遮光型紅外線示意圖 
 

Arduino 控制板結合紅外線模組如圖 3.1.4 所

示。Arduino 控制板可與其相關模組進行堆疊

安插，只需要注意接腳位置即可直接安插結

合。 

 

 
圖 3.1.4紅外線接腳示意圖 

 

本專題使用反射式主動的紅外線（如圖

3.1.5），來感應是否有車輛通過入口與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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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車證感應那邊沒有感應到資料的時候，卻

被紅外線偵測到有物體通過，那將會識別成無

車證者闖入停車場，因此也需要將感測到有無

車輛經過的資料。 

 

 

 

 
圖 3.1.5 

紅外線感測裝置 

SHARP GP2Y0A41SK0F 

 

3.1.3. RFID感測器： 

RFID 即 射 頻 識 別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的縮寫。常稱為感應式電子晶片

或近接卡、感應卡、非接觸卡、電子標籤、電

子條碼，等等。 

 

最基本的 RFID系統由三部分組成： 

(1) 標籤（Tag）：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組成，每

標籤具有唯一的電子編碼，附著在物體上

標識目標對象，如圖 3.1.6。 

(2) 閱讀器(Reader)：如圖 3.1.7 所示，能讀取

（有些也能寫入）標籤信息的設備，可設

計為手持式或固定式。 

(3) 天線(Antenna)：在標籤和讀取器間傳遞射

頻信號。 

 
圖 3.1.6 RFID電子編碼 

 

 
圖 3.1.7 RFID Reader 

 

RFID 的應用非常廣泛，目前典型應用有動物

晶片、汽車晶片防盜器、門禁管制、停車場管

制、生產線自動化、物料管理。 RFID標籤有

兩種：有源標籤和無源標籤。 

 

RFID 標籤可依據電力來源、使用頻率、以及

存取方式來做分類、分類如下： 

(1) 電力來源(以電池的有無區分) 被動式、半

被動式、主動式 

(2) 使用頻率(以運作頻率區分) 低頻、高頻、

超高頻、微波 

(3) 存取方式(以標籤可讀寫性區分) 唯讀、一

寫多讀、可讀寫 

 

RFID的特性： 

(1) 可重複讀寫 

(2) 可一次讀取多個 

(3) 微型化形狀多樣化 

(4) 耐磨損/耐環境性 

(5) 重複使用性 

(6) 料記憶容量大 

而我們這次使用的模組則是屬於高頻的(圖

3.1.8)，RFID具有以上的特性,不僅能減少人力

資源,還能重複利用減少資源的耗損,在各方面

應用的也越來越多,未來的 RFID將會融合到日

常生活中的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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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RFID分類 

 

3.1.4. 攝影機＆警報器： 

攝影機（如圖 3.1.10）的主要用途是像馬

路上的違規攝影機的方式，用閃光燈或是聲響

告知車主已經違規，且記錄該車牌號碼與車

型，以利於管理者對此違規車輛做追查的動

作。啟動攝影的條件是在 RFID 感測器與紅外

線感測器回傳給電腦的資料做判斷之後，再交

由程式來控制拍照，並且將拍完的照片回傳到

電腦已存證據之用。 

 

 
圖 3.1.10 WEBCAM 

 

3.2 軟體 

3.2.1. MySQL資料庫： 

將申請車證者的所有資料，建構再分別對

應的資料區塊中，並把 Tag碼依序配置，完成

一系列有申請車證者的資料，內容將有班級、

學號、姓名、申請之停車場、進出入的時間點

等資訊，以利網頁顯示時的資料完整確切度，

還有作為判別車證資料的來源端之用。 

 

3.2.2. PHP網頁程式： 

抓取資料庫資料，顯示於管理介面是否有

違規紀錄與違規時間和相關罰責，亦可查詢自

己的車子甚麼時候有停到停車場等其他資訊。 

當然除了顯示資料庫的內容之外，違規判斷程

式也將在 PHP中執行，一開始先利用程式來做

接收 Reader讀取的資料，把抓取出來的資料傳

送至 PHP，判別是否屬於該停車場的車證，如

果是屬於該停車場，就將資料確實顯示在學生

停車資訊的網頁中，以及管理者頁面以便監控

查詢；如果不是，則會將資料顯示在違規頁面

當中，清楚記下時間與地點。 

4. 專題成果 
 

4.1 實體模型 

停車場模型(如圖 4.1.1)： 

 

 
圖 4.1.1停車場模型 

 

停車場出入口的RFID感應裝置與照相機(如圖

4.1.2)： 

 

 
圖 4.1.1停車場出入口模型 

 

4.2 功能展示 

4.2.1. 管理端功能展示 

管理者首頁：可進行註冊車證、隨時查看

有無違規者進入、停車場的進出狀況、各個停

車場申請學生的詳細資訊。(如圖 4.2.1) 

 

 
圖 4.2.1管理者首頁 

 

註冊車證功能：可新增一筆申請車證的詳細資

訊，預設密碼為該申請人的車牌，申請人爾後

可在自己的頁面做密碼的更改。(如圖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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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申請介面 

 

停車場註冊名單：藉由註冊車證中停車場的分

配，依序在各個停車場顯示已註冊車證者的詳

細資訊，以方便做查詢。(如圖 4.2.3) 

 

 
圖 4.2.3 名冊介面 

 

進出名單：此功能可及時監控該停車場目前有

誰在幾點幾分進入停車場，當有機車出去時，

則馬上刪除該筆進入資訊。(如圖 4.2.4) 

 

 
圖 4.2.4 進出名冊 

 

違規名單：此功能可以即時看到有車證者，停

到不屬於自己停車場的名單，以及其時間與地

點。當如果有收到繳費通知時，則可以勾選罰

款繳交，告知當事人已收到罰款。(如圖 4.2.5) 

 

 
圖 4.2.5 違規名冊 

 

4.2.2. 學生端功能展示 

學生端首頁：已申請車證者可擁有自己的

學生頁面，裡面可以查看到目前該停車場車位

剩餘的情形，以及本身有無違規紀錄。(如圖

4.2.6) 

 

 
圖 4.2.6 學生端首頁 

 

詳細資料：可察看自己進入的時間以及基本資

訊。(如圖 4.2.7) 

 

 
圖 4.2.7 學生端詳細資料 

 

更改密碼：由於註冊車證時是以車牌當為預設

密碼，使用者可在這自行做變更。(如圖 4.2.8) 

 

 
圖 4.2.8 學生端更改密碼 

 

違規紀錄：可察看自己違規時間、地點以及繳

交情況。(如圖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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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學生端違規紀錄 

 

 

4.2.3. 有車證模擬 

首先將已置入 Tag且為申請此停車場車證

的機車模型，由入口處模擬機車經過時的情況

(如圖 4.2.10)。 

 

 
圖 4.2.10 有車證模擬進入 

 

此時 Reader會讀取 Tag的資料並進行比對，並

且管理者的進出名單頁面會即時的顯示此機

車進入的時間、地點、學生資訊(如圖 4.2.11)。 

 

 
圖 4.2.11進入後管理者介面 

 

學生端頁面也會記錄進入的時間與地點(如圖

4.2.12)。 

 
圖 4.2.12 學生端資訊 

 

停車場原本有 10 個車位，因為進入了一台機

車，故剩餘 9個車位(如圖 4.2.13)。 

 

 
圖 4.2.13 進入後學生介面 

 

接著由出口處模擬機車離去時的情況(如圖

4.2.14)。 

 

 
圖 4.2.14有車證模擬離去 

 

此時在管理者頁面的進出名單中，出去的機車

資訊將會被消除，也表示目前該停車場沒有機

車停放(如圖 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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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5離去後管理者介面 

 

此時學生頁面上的剩餘車位也會回到 10 個(如

圖 4.2.16)。 

 

 
圖 4.2.16 離去後學生介面 

 

4.2.4. 有車證違規模擬 

此情況為有申請車證，但卻進入了不是自

己申請的停車場，當他進入這停車場時，管理

者端的進出名單上會看到屬於第 4停車場的人

進來了，也會顯示時間與學生資訊 (如圖

4.2.17)。 

 

 
圖 4.2.17 記錄停錯資訊 

 

管理者的違規名單上有顯示一筆違規資料(如

圖 4.2.18)。 

 

 
圖 4.2.18 管理者端違規紀錄 

 

點進去後可以看到違規者的雞奔資訊以及進

入的時間和違規地點，若有收到繳交的罰款，

可以勾選確認(如圖 4.2.19)。 

 

 
圖 4.2.19 詳細違規紀錄 

 

學生頁面上的違規紀錄也會新增一筆資料，有

進入的時間、地點以及罰款繳交的狀態(如圖

4.2.20)。 

 

 
圖 4.2.20 學生端違規紀錄 

 

4.2.5. 無車證模擬 

當沒有車證的機車經過時，相機將會自動

拍下照片(如圖 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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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1 違規拍照記錄 

5. 結論

本系統適用於出入口緩衝區有限的停車

場，因為如果用柵欄方式管制的話，可能會造

成堵塞的現象，也會造成交通不便，當然也不

適合依序檢查車證的方式。因此本系統能更有

效率的掌握停車記錄、進出車輛管理、方便統

計、自動控制等。而未來展望，若能不藉由

Arduino 做硬體上的操作，而是用嵌入式系統

做一個模組的整合，想必更有技術上的挑戰與

成長；然而拍照方面，若能清楚拍下車牌，並

識別車牌或是自動將照片上傳到管理者端，或

許就能做出更有效的追蹤與管理，也能使整個

系統功能更加自動與完整，這些都是我們需要

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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