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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藉由培養良好的運動習慣是促進身體及心

裡健康相當經濟有效之方式，藉由資通訊技術

之協助提供人們足夠之動機並維持運動習慣是

重要的課題。為達到有效的運動紀錄與管理，

目前各種健身器材除了原有之運動功能外，開

始陸續增加物聯網架構之感測器偵測功能，以

提供更個人化及多樣化之服務。但對於長者而

言，運動除了提升體能之外，與其他人之互動

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如何藉由資通訊整合

雲端服務之協助提供使用者更便利及更有趣之

運動氛圍是相當多運動器材生產商有興趣之議

題。本論文研究開發一整合社群互動、雲端服

務及物聯網架構之運動設備整合系統，並藉由

RFID等可攜式裝置便利使用者之個人資訊運用

及系統裝置管理，藉由先進資通訊技術整合使

用者及運動器材，提供運動者隨時了解自身的

運動狀況並提升與他人之社群關係以激勵運動

之動機。本研究除可應用於健身中心外，未來

將對於台灣銀髮族所開設之社區照護點進行推

廣，提供老人走入社區、與人群更多互動之動

機，以協助我國銀髮族健康在地老化。

關鍵字： 運動管理系統、物聯網、射頻辨

識系統、雲端服務

一、前言

近年來由於人類社會的進步及經濟的持續

發展，使得人們在豐衣足食之餘，開始重視自

身的健康，因而在社會上形成了一股健身運動

的風潮，於教育部體育署發佈之中華民國106

年運動現況調查中指出我國的平日有運動人口

數自民國95年起持續增加，至民國106年已達

85.3%，顯示運動人口近年來持續增加的趨勢

[1]。近年來由於資通訊科技之快速進步，各式

各樣的健身器材也開始往多功能之方向發展，

除了提供運動員等專業人士用更有效率增加肌

肉強度與體能外，延伸到社會普羅大眾，成為

強身保健的器材，並且提供足夠之動機以提升

運動之動能，健身器材的使用場合不斷的配合

相關需求而發展，從過去健身房等處所的應

用，逐漸轉延伸到以居家或是社區健身中心為

目標，這也創造健身器材的種類、形態與功能

也日趨多樣化，物聯網及雲端服務架構之運動

器材儼然成為一種發展趨勢。

隨著科學的進步，越來越多的文獻指出，

運動和許多急慢性疾病，如冠狀動脈硬化、高

血壓、癌症、糖尿病、躁鬱及憂鬱症等有直接

的關係，使得健身器材的應用除運動外的基本

功能外，也俱備社交、保健與保持體態的功

能，蛻變成為多功能的健身處所。針對此一趨

勢的發展，若能將資通訊技術與此一領域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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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讓大眾在運動同時能夠妥善的收集生理

數據，協助全民了解並改善自身的健康狀況，

將有助於跨領域之整合，並發展更新一代的應

用。

為達到以上目標，並導入體能檢測與資

料蒐集自動化之目的，本論文將提出一資訊基

礎架構，其中包括使用者辨識系統、生理資訊

輸入、生理量測資訊擷取以及運動數據之追蹤

及記錄，希望能夠透過先進之資訊科技技術達

到全方位運動暨生理資訊整合紀錄與保存之結

果。藉由本系統之規劃與開發，可提供客戶及

其員工（會員）使用運動器材之整合管理系

統，方便、有效率之運動數據蒐集，將可以提

升使用者運動之意願同時也可以達到有效率運

動之結果。

二、系統架構

為能提供簡單且有效率之架構以便利一

般使用者或銀髮族能效管理與維護運動記錄，

同時藉由分享運動成果拓展人際關係，以激勵

使用者能安全且持續的運動，同時達到生理資

訊自動傳輸、管理與獲取回饋的目標，讓使用

者可以在任何地方進行運動且都能完整的蒐集

與管理運動之成果，尤其針對銀髮族，提供任

何社區照護點或健身中心運動之成果接能藉由

雲端儲存，同時由雲端分析系統進行體適能分

析，貼身關照老人之健康狀況，進而達到雲端

管理與雲端促進運動之良好習慣。藉由社群網

路之連結，具有相同運動嗜好者，藉由運動分

享生活點滴，甚至分享健康促進之心得，藉由

人際關係之互動回饋，可鼓勵並激勵使用者持

續運動同時便利於各運動營運單位之管理者，

並提供更體貼之服務，本論文規劃之系統架構

如圖1所示，包含了社群互動平台、用戶運動

資訊平台、運動設備管理裝置、用戶端程式、

物聯網運動器材等五個部分。

 ▲圖1　物聯網架構之雲端運動照護系統架構

運動設備管理裝置 (Sport  Management 

Device; SMD) 為一實體裝置，主要用途為蒐集

運動設備上各個感測器之資訊並進行計算後傳

送至後端伺服器，也可以單獨接收使用者登

入管理以及提供使用者將運動資訊寫入RFID卡

片，俾利無網路系統連線時使作為單機操作使

用。對使用者而言其功能包含了使用者使用設

備管制、使用時間紀錄、運動狀況記錄與運動

時之生理參數記錄等多樣功能，為配合健身中

心等運動場所的使用模式，該管理裝置可以一

次連接高達12部不同功能之運動器材及各式之

感測器資訊，藉由網路連線將使用者運動相關

資訊以物聯網之架構傳送到雲端伺服器。SMD

外部界面如圖2所示，包含了液晶顯示模組、

鍵盤、聲音播放、射頻辨識(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5]、網路界面(Ethernet)[4]、

藍牙等裝置，可以提供使用者與系統互動的界

面，而設備內部提供了多樣化的溝通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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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UART[2]、I2C[3]、RS-232、USB、SPI、CAN

等，以便連接各樣之感測裝置供日後擴充使

用。SMD於單機運作時，使用者之使用紀錄等

資訊將於每次使用RFID登入及登出動作時記錄

於RFID卡片中以供下次與有連線能力之裝置通

訊時傳輸至雲端，同時使用者之個人資訊可以

藉由RFID之登入動作將個人資料傳送給SMD，

以計算適合之運動強度供使用者安全運動使

用，也可藉由傳送給用戶端使用之可攜式智慧

裝置，提供運動指引，以供使用者達到更進一

步客製化運動之應用。

 ▲圖2　運動設備管理裝置外觀圖

用戶運動資訊平台主要之用途為提供系統

於連線運作時，儲存運動管理裝置所傳送之使

用者使用時間記錄、運動狀況與生理參數等資

料，管理者可透過網頁界面進行用戶之查詢與

管理。本平台之架構如圖3所示，以網頁伺服

器為對外介面，內部包含了四大模組與二大資

料庫。其中運動資料收集模組之用途主要為透

過運動管理裝置收集用戶的運動資料以及運動

時所產生的各項數據，包含運動日期時間、運

動項目、運動次數、身高、體重等資料；資料

查詢模組提供用戶端程式與使用者透過網路查

詢個人資訊；卡片管理模組負責發卡、補卡、

廢卡等卡片管理程序；會員管理模組則提供使

用者進行基本資料管理。

為了提供使用者更佳的互動，以鼓勵使用

者能夠持續的運動，使用者可利用系統提供之

用戶端程式更精確的紀錄及分析運動過程。用

戶端程式主要的功能提供使用者可使用Android

或iOS系統的手機或平板電腦，透過SMD以藍牙

連線接收使用者即時之運動記錄與生理資訊，

以了解運動對身體所帶來的各種變化，使用者

亦可透過此一程式更新個人基本資料，以達到

運動客制化與增進健康的重要目標，透過此用

戶端程式可提供使用者更安全及更方便之方式

計算運動量與紀錄活動過程。

 ▲圖3　用戶運動資訊平台架構

三、系統成果

為了因應各種可能之應用情境以及增加

系統的可用性，SMD無網路連線時，系統設計

使用者可以採RFID卡片為登入、登出以及資料

儲存的媒介。本系統使用之卡片符合Mifare規

範之S70卡片[6]，其技術規格與悠遊卡相同具

有4Kbytes之儲存容量且運作於13.56MHz之頻

率，具有低成本易的優勢，使用者尚可以選擇

個人悠遊卡為登入認證使用。卡片所儲存之資

料包含了用戶的基本資料、帳號密碼、登入

記錄與生理資訊等，其格式如圖4所示，其中

Block0為卡片序號，Block1與Block2主要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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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用戶的基本資料如身份證字號、帳號與密

碼等，使得用戶使用單一卡片即可成功登入系

統；Block4後之區塊用於記錄登入登出資訊、

運動資訊與生理資訊等，記錄的方式為先進先

出。此外為了保護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安全，卡

片中之資料欄位均加密處理。

 ▲圖4　本論文之卡片格式規劃

針對上段所述之運動照護平台之實際功能

說明如下：

運動設備管理裝置：運動管理裝置主要

提供使用者進行出入管制及使用時間紀錄之管

理，可單機使用或與平板電腦（Tablet）連線

方式進行運作，於單機運作時，使用者持合法

之RFID卡片藉由運動管理裝置上方之LCD螢幕

輔助進行出入與登出之操作，使用者之登入登

出紀錄將於會寫入使用者所持有之RFID卡片中

以供紀錄並為後續查詢之用；若運動管理裝置

透過藍牙通訊連接平板電腦進行連線運作時，

使用者之登入登出紀錄，除了於運動管理裝置

中被處理外亦同時傳送至行動裝置供用戶端程

式應用。為管理使用者使用運動空間與運動器

材之資訊，本論文於運動管理裝置規劃三種具

彈性操作之登入與登出操作方式，以提供使用

者簡便之操作環境，減少因管理系統建置所導

致使用上的不方便反而減少使用之意願。運動

管理裝置以使用者於裝置之登入登出操作之時

間間距作為使用者運動時間之計算標的，可初

步達到運動時間統計之精神。

用戶端程式部分：當用戶使用智慧型手

機以藍牙與SMD連結後即可達成大螢幕與易於

操作的特點，用戶端程式與運動管理裝置或平

台進行互動，以達到無RFID卡片登入、運動資

料傳輸、生理資料傳輸與運動資料交換等多樣

化互動。用戶於成功安裝用戶端程式後，點選

畫面中之圖示即可進入程式主畫面，程式主畫

面如圖5(a)所示，包含運動狀態顯示、使用記

錄查詢與會員資料管理三大功能。運動狀態顯

示功能用於顯示使用者進行中之運動狀態，以

便於使用者於運動同時隨時掌握自身的運動資

訊；使用記錄查詢功能主要用於查詢使用者過

往的運動記錄與運動時之相關數據，以幫助使

用者知曉過往的運動狀態；會員資料管理於現

階段之用途為協助使用者修改個人基本資料與

檢視會員狀態，並可提供會員線上儲值與會員

升級之功能。

(a) (b)

 ▲  圖5　 用戶端程式(a)主畫面與(b)運動狀態顯示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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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登入運動設備成功後，用戶端程式

將自動切換至運動狀態畫面，顯示目前的運動

資訊。運動資訊將依照使用者目前所使用之運

動設備而有所變化，如圖5(b)為使用者使用跑

步機時，所顯示之運動中狀態畫面。當使用者

停止運動時，可透過使用記錄查詢功能查詢自

身之過往運動記錄，於記錄查詢功能中，使用

者可使用運動項目與日期區間進行查詢，其中

運動項目為使用者使用之運動器材，如圖6(a)

(b)所示，並於選取完成後即可顯示查詢結果如

圖6(c)所示。此功能可幫助使用者了解過往的

運動記錄並進行分析，以協助使用者培養持續

運動的良好習慣與目標。此外於會員資料管理

功能中，使用者可檢視並修改本身之基本資料

並查詢目前的會員狀態，如圖6(d)所示。

用戶運動資訊平台：本系統為便於健身

中心或組織之使用者進行運動與生理資料之管

理與儲存，以進行長時間的分析與統計，進而

增進使用者長時間持續運動的興趣與目標，故

開發一用戶運動資訊平台，使用者者可於平台

中查詢個人資料、運動記錄與量測之生理參

數，管理者亦可於登入平台後進行資料的管

理。考量維護成本與使用上的便利性，本研究

以Apache HTTP Server[7]、MySQL Database[8]與

PHP[9]為基礎進行系統建置，由於系統傳輸資

料包含了敏感的個人資料與生理資料，故與外

部裝置及程式之資料傳輸方式均為加密後使用

Web Service介面[10]進行傳輸，本平台亦提供

查詢介面如圖7所示。

(a) (b)

(c) (d)

 ▲  圖6　 (a)使用記錄查詢(b)選取運動項目(c)使用記
錄查詢(d)會員資料管理

 ▲圖7　網頁端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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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互動平台：為提供運動者能有與同

好者相互討論與交流砥礪之空間，本研究建置

一社群互動平台，完整的勾勒一個運動愛好者

所需要之社群網站之需求，包含運動交流、影

視中心、社群頻道、群組、動態、日誌、記錄

以及設置等功能。同時也在網站上提供貼心功

能，包含告知天氣、氣溫等。而社群上主要為

四大討論區：健康討論區，提供與其他使用者

互動討論運動知識及促進健康與體態之相關知

識分享；體重控管區，藉由即時上傳之體重資

訊與運動資訊，提供使用者自我督促與其他使

用者相互分享之功能；BMI討論區，運動者有

很多是與減肥議題相關者，透過BMI之管控與

分享，可以督促使用者關心自己的健康，並與

親朋好友一起勉勵分享BMI的進步；卡洛里討

論區，吃是與體態有絕對關係之一項因素，如

何健康攝取卡洛里以及如何有效且健康的消耗

身體卡洛里之分享。

 ▲圖8　社群網站首頁

四、結語

本論文所提出之運動照護平台完整的整合

了社群互動平台、運動設備管理裝置(SMD)、

用戶運動資訊平台與用戶端程式並予以整合，

使得使用者的運動記錄與生理資訊得以記錄並

長時間安全的儲存，搭配後端用戶運動資訊平

台與社群互動平台的分析與互動功能，使用者

不但可以分享運動心得、找到共同運動的伙伴

好友，亦可讓使用者受到激勵而持續運動。除

此之外運動機構或俱樂部的管理者也能夠透過

此系統有效的了解會員的運動狀況並進行分析

以留住現有客戶，總體來說，透過本系統的開

發，可促進運動者的討論進而相互連結以培養

對運動的熱愛，透過持續運動達到維持健康的

根本目標。此外，我國已經在2018年3月底達

到14.05%的老人人口數，正式邁入高齡社會，

藉由本系統之研發，可以輔佐他們循序漸進的

走出家庭進入社區與他人互動，同時藉由先進

資通訊科技，隨時關注自己的健康並連結其他

長者一起努力，達到健康在地老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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