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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報序 

    如果說學術研究是一條寂寞而孤獨的路，那麼走在這條道上的研究者，除

了興趣外，更多的是肩負一份對學術的使命感，有時看著校內外學者的踴躍投稿，

內心有一份感動，因為是志同，也因為是道合，所以大家一起走在這條學術路上

自然就匯集成一股力量，一股令《健行學報》日漸茁壯的力量，一股不容忽視的

健行研究力正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我們校園的文化，於是，我們終將可以愈走愈

遠，愈爬愈高，學術的視野也終將不同。 

    本期共收六篇通過審查的精彩論文：計有電資類二篇、工程類一篇、商管類

二篇、技術報告類一篇，以下則大略說明之： 

    電資類有歐謙敏、黃先繪之〈適用於車輛防盜系統與生活旅遊之手機應用程

式開發與實作〉，本文使用 Google 所提出之Google Map API 及App Inventor 來

開發適用於車輛防盜系統與生活旅遊所需之應用程式，透過本研究所開發之手機

應用程式，期可滿足車輛防盜與生活旅遊上需求。而第二篇為李鈺華、謝天健之

〈ECG / EEG多訊號系統於智慧型手機裝置之實現〉，本研究內容利用生理訊號感

測器模組，針對人體兩種生理訊號如：心電圖(ECG)、腦電圖(EEG)，進行長期生

理監控，可便於進行遠距醫療診斷來預防與治療心臟疾病。 

    工程類則為劉松柏之〈含裂縫與強制位移的靜不定配管系之塑性崩潰與殘存

壽命解析 〉，本文是探討含裂縫之靜不定配管系，承受垂直地震力後的強制位移

之塑性崩潰行為，以及估算當裂縫發生後，至完全斷裂為止所需的殘存壽命(時

間)，以提供建構劣化配管的健全性評估及提高電廠的配管結構可靠度之基礎。 

    商管類首篇為婁文信、周榮生之〈由社會建構觀點探討創業機會的形成：以

廠商開發新通路為例〉，本研究以Fletcher(2006)所提出的社會建構觀點，討論

創業行動是如何在創業者與社會不斷的互動中產生的。經由兩位經理人的訪談，

延續Fletcher的觀點探討廠商開發新通路的歷程研究。李俊民、吳文程〈系統整

合服務業之工程人員績效評估模式之研究〉，本研究以台灣某大型系統整合服務



業者為研究的個案，並且進行專家的訪談，以瞭解工程人員績效評估的重要構面

與指標。 

    技術報告類陳維魁、陳信北、高建文、陳暘宗、黃嘉弘、曾貴林、余承恩、

陳晁慶、侯國棠等九人所研發的〈一個改進的即時訊息通知點名系統實作〉，本

實作系統可使用於學校點名作業，其目的是希望可以改善點名作業的效率，透過

改進的即時訊息通知點名系統，與先前的系統比較，本研究改善了資料庫與即時

訊息通知功能，讓系統更加人性化，更方便使用者使用。 

    《健行學報》第三十四卷第二期即將付梓，感謝諸位審查委員的協助，也感

謝編輯委員們的鼎力支持，更感謝投稿者的認同與支持，因為有這麼多人的愛護

與鼓勵，於是我們的《健行學報》在學術界中能日漸發光發熱！ 

   

                         健行學報編輯委員會  謹識 

                          中華民國一○三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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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使用 Google 所提出之 Google Map API 及 App Inventor 來開發適用於車輛防盜

系統與生活旅遊所需之應用程式，總計開發三套以 Android 作業系統為架構之手機應用

程式：首先是車輛防盜系統，提供車主立即警報通知，並添加報警及鈴聲警報器功能，

使車主能聯絡警方與使用鈴聲警報器，引起行人注意、嚇阻偷車舉動。其次是旅遊點記

錄日誌，本手機應用程式，除了記錄旅遊資訊的功能外，並添加電話及路線規劃的功能，

方便使用者找尋地點時，能快速聯絡地方服務人員及引導使用者回到原地點。最後是短

距離聊天室，此款手機應用程式，利用手機本身內建的藍芽服務，搭配 App Inventor 所

提供的藍芽元件，來設計一個不需要網路的聊天室，利用此聊天室可以在沒有網路的情

況下進行文字傳輸。經由 HTC 手機實作驗証，本文所開發之手機應用程式，已可滿足

車輛防盜與生活旅遊上需求。 

 

關鍵詞：手機應用程式、車輛防盜系統、藍芽、APP Inventor、Google、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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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Google Maps API and App Inventor from Google are used to develop an 

application program for automobile anti-theft system and tourism. The development includes 
a total of three sets of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frameworks on the Android operating system. 
The first is the automobile anti-theft system. It provides the owner immediate alert 
notifications, and provides the functions of alarms and alert ringtones so that the owner can 
contact the police and use a bell alarm to alert pedestrians and deter car theft. The second is 
the tourism log. This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in addition to recording tourism information, 
provides route planning functions. These functions make it easy for the user to find places, 
contact the local service personnel quickly, and guide the user back to the departure location. 
The last is the short distance chat room. This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 uses its built-in 
Bluetooth with Bluetooth components provided by App Inventor to design a chat room that 
does not need the Internet. The users in the chat room can transfer text messages without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Through the verification of its implementation on HTC mobile 
phones, the mobile phone applications developed in this paper can meet the automobile 
anti-theft and tourism needs. 

 
Keywords: Mobile Application, Automobile anti-theft system, Bluetooth, APP Inventor, 

Google, 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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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由於通訊電子技術的飛快進步以及積體電路製程與元件發展之演進，從早期第一支

無線電話發展到目前最熱門的智慧型手機(Smart Phone)[2,14]，不過數年之隔。然而，使

用的通訊標準亦從 1G 技術，到目前的 3G(3rd-generation)技術，當中通訊技術的進步，

使得智慧型手機在近幾年備受關注。經由 Our Mobile Planet 統計[21]，2012 年在台灣使

用智慧型手機人口數，占全台灣約 32%，表示說平均每 10 個人就有 3 個人在使用智慧

型手機。智慧型手機相較於早期的手機，它必須能夠支援高速數據的傳輸，如視訊、影

音檔、電子郵件與即時通訊…等，而不再是只有單純用來打電話或者傳送訊息的使用。

因此智慧型手機在操作上，所使用的手機作業系統逐漸被各方所看重，以網路搜尋起家

的 Google 發展出一套開放式作業系統：Android[8,13]，其開放原始碼與跨平台開發的優

勢，相較於其它業者所使用的封閉式作業系統，在設計開發上更有彈性，且無須支付任

何授權金。 
目前由於行動通訊連網速率的提升，讓原本於Google網頁上才能使用的Google Map，

也能夠在手機上操作，並且提供路線的規劃與地點的查詢。因為Google Map擁有豐富的

圖資與強大的API[19]服務，若能搭配智慧型手機，在使用上將可以有更多種變化。因此，

本文以Google Map API [3]服務，搭配Android開放式作業系統[4,9]與Google App Inventor
線上設計軟體，以日常生活及交通工具的兩大主題，當作設計應用程式的核心，作JAVA
的設計與編譯，主要目的是藉由手機應用程式的開發與實作來提升生活品質。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2013 年 2 月 7 日由監察院發佈[1]，台灣汽車失竊破案率維持在 70%以下，仍有 30%
以上的車輛無法尋獲，這數據反映出車輛防盜系統確有其市場需求。此外，車輛上昂貴

的電子設備日益增加，由於竊取車輛電子設備比竊取整台車子更加容易，據此推估往後

的車輛失竊模式將會有所改變，發展更實用且可靠的車用防竊系統便刻不容緩。基於駕

駛者並不會 24 小時守在愛車身旁，只能靠加裝防盜裝置來防止愛車遭到有心人士竊取。

本文將汽車鑰匙、汽車防盜概念，實作於大眾擁有的的智慧型手機裡，其目的是減少使

用者身上所攜帶的鑰匙數量，利用 App Inventor 環境平台設計一個車輛防盜手機應用程

式[12,23]，配合電路來設計一套防盜系統，使手機與汽車能夠互相控制、傳送訊號，例

如：用手機啟動引擎、開啟車門或是當車子偵測到被入侵時，汽車上的控制系統會發送

訊號給手機，手機收到訊號就會啟動警報畫面通知車主，車子目前被人入侵需要報警。 
出國旅行是到一個不熟悉的地方，為了增廣自己的視野而到各個國家旅遊，到各個

國家去旅遊必定會準備國家地圖、指北針等用品，以免走失方向迷了路，旅遊中會做些

筆記，寫日誌或是寫部落格，將旅遊路途上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本文提供一個旅遊記

錄點的手機應用程式，主要是用於在外旅遊時能透過手機應用程式，旅客能簡潔的記錄

旅遊日誌，能用來記錄景點、攤販、店家等等，簡單的記錄一些資訊，例如：地名、電

話、座標[7,22]等，搭配已普遍內建於智慧型手機內的照相機功能，可記錄捕捉精彩畫

面。當旅客在休息的時刻，準備要編輯部落格時，就能將手機應用程式打開，將資料補

充到自己的部落格裡，使資料能更完整、更仔細。 



適用於車輛防盜系統與生活旅遊之手機應用程式開發與實作 

歐謙敏 1  黃先繪 2 
                                                                                           

4 

出門旅行最怕與親朋好友走散，尤其是在國外人生地不熟，沒有網路、手機沒有訊

號又沒辦法與外國人溝通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真的會令人非常慌張。本文針對在人多

的鬧區走散時，所遇到的特殊情況，進行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利用手機本身內建的藍

芽服務，搭配 App Inventor 設計軟體，設計一個聊天室，其主要特色就是不需要網路，

在藍芽有效的範圍內，可以進行無線訊號傳輸，以便找到走散的同伴。 
由於在 Google Play 商店上第三方開發者提供設計許多手機應用程式，例如警報器、

交通工具時刻表、旅遊清單、聊天室等，這些應用程式裡部份的功能，並沒有想像中的

好用，主要原因可能是開發者在設計應用程式時沒有多方考量，使得手機應用程式在實

際使用上遇到困擾。本文針對第三方設計的手機應用程式來進行改善，在 Google Play
商店上，所提供的三個手機應用程式裡，第一個為 GPS 報警 NEW 手機應用程式，此應

用程式主要是用簡訊通知車主車子被偷，但部分使用者並沒有常看簡訊的習慣，所以本

文設計了車輛防盜應用程式，添加了警報通知畫面的功能，能自動跳出畫面通知車主車

子被入侵或破壞，本文還添加了報警及鈴聲警報器的功能按鈕，使用於聯絡警察並嚇阻

偷車舉動。第二個為 Google Play 商店上，提供的旅遊清單手機應用程式，目的是取代

筆記本，並提供一個能記錄資訊用的頁面。本文設計的旅遊點記錄日誌應用程式，主要

改善程式介面並以填入式方式給使用者填入資訊，例如：地點名稱、電話、敘述等等，

並且新增了撥打電話及路線規劃的功能，當使用者想聯絡之前記錄點的客服人員或是想

回到地點時，使用電話及路線規劃功能，就能聯絡客服人員並回到該地點。第三個為

Google Play 商店上，提供的聊天室手機應用程式，是以網路提供人與人之間訊息傳遞。

本文設計的短距離聊天室應用程式，主要改善程式的介面，並將網路連線改為藍芽連線，

目的在於手機本身就擁有藍芽連線功能，在沒有網路的區域也能進行訊息傳輸，主要改

善目的是針對在國外沒有網路的情況下、手機收訊又非常不好的狀況，又不小心與家人

或是朋友走散時，此時要互相聯絡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本文利用手機內建的藍芽功

能進行應用程式設計，將聊天室的功能與藍芽結合，使聊天室經由藍芽無線傳輸服務進

行訊號傳遞，只要在藍芽的傳輸範圍內，就可以達到互相傳輸訊息的目的。 

 

貳、基本原理介紹 
本節探討 Android 系統的原理及相關運用技術，同時針對本文實作的開發環境及手

機平台做個簡單的介紹。 

一、Android 系統由來 

Android 是一個包含核心系統、中間軟體和主要應用程式的行動作業系統。早期是

由 Andy Rubin[6]所創辦，直到 2007 年，由 Google 公司正式對外公佈，名為 Android 的

作業系統，以一個機器人做為系統的 Logo，如圖 1 所示。Google 公司靠著強大的開發

與豐富的媒體資源，讓 Android 成為眾多手機廠商競相爭逐的對象。由國際數據資訊公

司(IDC)統計，2013 年第一季 Android 智慧型手機市占率，在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占率中

高達 75%，如此高比例的數據，不得不引人注意。Google 也與多家廠商共同建立了開放

手機聯盟(Open Handset Alliance)組織，如圖 2 所示，將系統的原始碼做公開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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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ndroid Logo 圖  

資料來源：http://finance.ifeng.com/3g/t_comment/20090720/962984.shtml 

 

 

圖 2  開放手機聯盟圖 
資料來源：http://www.openhandsetalliance.com/ 

 

二、Google Map 

Google Map 是 Google 公司透過網路所提供的電子地圖服務，包括局部詳細的衛星

與道路街景照片。圖 3 為 Android 系統的 Google Map 定位圖[10,11]，衛星照片上包含三

種檢視圖：一是向量地圖(傳統地圖)，提供行政區、交通和商業等資訊；二是不同解析

度的衛星照片(俯視圖)；三是地形圖，可顯示地形和等高線。 
由於 Google 地圖是一項電子地圖服務，比起傳統紙質地圖擁有更優的方便性，如

周邊搜尋、規劃路線、街景服務等。近幾年來，手持行動裝置的普遍化與網路速度的提

升，讓 Google 地圖與人們生活上緊密結合再一起，取代市售紙張地圖。 
從 2006 年起，Google 發佈了一個 Java 程式稱為 Google Maps for Mobile，可以用

在 Java-based 的手機上。直到 2008 年，Google Maps for Mobile 所支援平台更廣，如 
Android、iPhone OS、Windows Mobile、Symbian、BlackBerry O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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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Android 系統的 Google Map 定位圖 

 

三、App Inventor 

Google App Inventor[16,20]為線上設計的 Android 程式環境，它拋棄複雜的程式碼

而使用積木式的堆疊法，來完成 Android 程式。App Inventor 於 2012 年 1 月 1 日移交

給「麻省理工學院行動學習中心」，於 3 月 4 日公佈使用。App Inventor 的優點在於，

App Inventor 是一個簡單易學習而且為線上設計的軟體，不但如此，設計好的程式是儲

存在雲端空間，不會浪費使用者電腦的記憶體空間，也不需要特定的裝置，只需要一組

Google 的帳號及一台能連上網路的電腦、筆記型電腦就可以設計程式，是個非常方便

的線上設計軟體。圖 4 為 App Inventor 流程圖，由 Google App Inventor 供應雲端伺服器，

提供給眾多使用者在網頁上進行應用程式設計，使用者透過瀏覽器連線到 MIT App 
Inventor 網頁後利用 Google 帳號登入，之後就能進入到程式的專案區，新增一個新的

專案就可以開始進行程式設計。App Inventor 主要是用套件來設定裝置功能，例如藍芽

裝置在一般的 JAVA 軟體設計中必須要寫手機藍芽的啟動路徑、設定傳輸鮑率等等，光

是撰寫一個藍芽的程式，就需要非常繁瑣的步驟來完成。在 App Inventor 裡已經將藍芽

功能模組化，只要將藍芽程式元件拉入介面設計區，在 Blocks Editor 設計視窗裡就會有

藍芽的套件積木，在模組裡都是已經設計好的指令積木，將積木拉到繪圖區就可以進行

程式的設計。當程式設計完成時，使用者可以直接使用電腦來模擬設計好的應用程式，

也可以利用傳輸線或 QR code 下載到行動裝置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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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App Inventor 的流程圖 

 
在記錄地點的功能上，使用 Google Map 所提供的功能來作手機定位與路線規劃。

本文在應用程式上加入手機定位服務，使手機應用程式具備多種應用功能。App Inventor
擁有位置感測的程式元件，主要功能是能感測目前手機位置的經度及緯度座標，利用暫

存器將經、緯度值儲存起來，然後使用網頁連結的元件將網頁設定為 Google Map 的路

線規畫網頁，當使用者需要用到路線規劃或是要記錄位置時，只要將暫存器裡的變數值

給相關元件，就可以顯示或是查詢，例如：把暫存器的值給顯示元件，顯示元件就會將

存取的值，顯示在應用程式的顯示視窗中給使用者觀看。或是將暫存器裡的變數值給路

線規劃元件的目的暫存器及來源暫存器，應用程式就會將目的暫存器及來源暫存器的經、

緯度值，設定成 Google Map 的來源值與目的值，就可以讓 Google Map 規劃出路線來引

導使用者到目的地。 
本文主要是以 App Inventor 線上環境開發，主要目的是省去複雜的程式碼設計，改

以積木堆積方式來開發程式，未來再進一步開發設計時，可考慮以 Android SDK 方式設

計，如此就可將整個程式控制權放在自己手上。 

四、手機平台 

     本文實作應用程式載具是由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5]出廠之智慧型手機

HD2(T8585) [17]，HTC 創立於 1997 年，與許多全球知名的 OEM 行動裝置大廠合作，

並於業界備受肯定。2006 年成立 HTC 品牌，陸續推出廣受好評的流動裝置，HTC 產

品系列包含搭載 Android 與 Windows Phone 作業系統的智能手機與平板電腦。此款

Windows Phone 微軟智慧型手機已重新安裝 Android 安卓作業系統，系統版本是 Android 
2.3.5，同時搭載 HTC Sense3.5。 

五、藍芽技術 

本文所探討與實作之 App，考量在手機訊號無法達到的地方，而能正常工作。故以

短距離無線通訊為主之藍芽技術為主要考慮。在手機訊號可及之處，使用簡訊通知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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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有電信公司基地台信號的區域就能接收，無需考慮藍芽問題。至於在外旅遊，手機訊

號不佳，特別是與同伴外出時容易發生走失的情況，因此短距離聊天室的功能設計就是

以藍芽通訊為主要媒介，快速連結裝置，進而找到走失的同伴。 
因著人類經濟活動的快速發展與活躍，短距離無線通訊技術已漸漸受到重視，其中

藍芽（Bluetooth）無線技術以提供低價位、低功率消耗，並可同時提供語音資料傳輸而

吸引眾多注意，在現今的許多手持式行動裝置中，藍芽幾乎已經成為標準配備了。 
藍芽技術最早由 Ericsson 及 Nokia 為了聯結其行動電話與其他可攜式裝置而發展

的技術。為了使藍芽成為新一代的短距離無線通訊標準，Ericsson、Nokia、Intel、Toshiba 
及 IBM 在 1998 年 5 月共同成立 Bluetooth SIG 來負責相關規格的制定及推廣。到 2001 
年 7 月為止，全球已經有 2491 個會員。藍芽技術選擇在無需額外授權的 2.4GHz ISM 頻

帶上作無線傳輸，除了要達到取代有線的目的外，又可提供無線上網，不同裝置間的資

料同步和資料交換，以及連結不同的電子設備等應用。 
藍芽的傳輸範圍在 10 公尺（0dBm）到 100 公尺（20dBm）左右，採用每秒 1600

次跳頻展頻技術。在資料傳輸上，藍芽以 ACL(Asynchronous Connection-Less)的連線方

式，提供最高下傳 723.2kbps 及上傳 57.6kbps 的非對稱性傳輸速率或 433.9kbps 的對稱

性傳輸速率。在語音部分，以 SCO(Synchronous Connection-Oriented)的連線方式，提供

64kbps 的傳輸速率。 
藍芽規定主動要求連線的裝置為藍芽主裝置(Bluetooth Master)，而被要求連線者為

藍芽從屬裝置(Bluetooth Slave)。一個藍芽主裝置可同時連結最多 7 個主動模式的藍芽

從屬裝置來形成一個微微網(Piconet)，同時不同微微網的藍芽裝置可形成 Scatternet。當

藍芽裝置開機後便處在 Standby 模式，接著透過 Inquiry 程序來得知附近是否有可供連

線的藍芽裝置，然後藉由 Page 程序來連結特定的藍芽裝置以進入 Connected 模式。另

一方面，藍芽裝置亦可依需求進入不同的省電模式。 
在短距離無線通訊的世界裏，藍芽技術結合了通訊與資訊的無線傳輸技術，加上低

價位以及低功耗的特性，使得藍芽技術成為行動通訊及行動上網的重要配備，其重要性

已不言可喻。 

參、應用程式實作 
本節針對本文所實作的開發環境及應用程式，車輛防盜應用程式、旅遊點記錄日誌、

短距離聊天室實作介紹，並且詳述每一個應用程式的設計流程。 
本文以日常生活主題，來進行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分別為車輛防盜及旅行。出門

在外工作、玩樂或是旅行，車輛防盜是各家廠商在設計車輛時都會加入考量的主題，像

是紅外線、雷達電子門鎖、指紋防盜器、警報器等等，都是用來防止車輛被偷，同時也

加入車輛防盜的議題，加上智慧型手機的發展，所以在手機設計一個應用程式，以用來

防禦偷車賊。 
出門在外就像是一個生活旅行，不論是玩樂、購物或是工作。許多人會隨身帶上記

事本用來記錄一些事項，網路上有分享許多關於記事本的手機應用程式，讓智慧型手機

經由網路下載相關的手機應用程式來使用，網路上提供的應用程式只有記錄訊息的功能，

本文認為應用程式應該具有多重的功能，例如：在記事本應用程式上設計撥打電話與路

線規劃的功能，這樣功能設計能更方便使用者對於生活上的一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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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旅行最怕與家人走散，尤其是在國外人生地不熟，沒有網路、手機沒有訊號又

沒辦法與外國人溝通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真的會令人非常慌張，所以針對這種特殊的

情況進行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本文利用手機本身內建的藍芽服務，搭配 App Inventor
所提供的藍芽元件，來設計一個聊天室，其主要特色就是不需要網路，在藍芽有效的範

圍內，可以進行無線訊號傳輸。 

一、車輛防盜應用程式 

本文實作車輛防盜應用程式，提供一個以手機來防止車輛被竊盜的應用程式。在應

用程式的設計，以 App Inventor 與 Google Map 定位收尋服務，經由地圖的經緯度計算

及 Google Map 定位收尋找出車輛的停放位置，應用程式還具備快速報案的功能。目前

本文只針對手機端的應用程式作設計，關於汽車端的訊號收發，硬體電路實作部分將另

專文討論。 

 
(一)訊號傳輸 

本文模擬利用藍芽傳輸協定，讓手機與車輛進行訊號傳輸，本文以 DE2 開發板[18]
當作測試平台，DE2 開發板是 Altera 公司[15]為了滿足教育需求，專門為了大學、學院、

科技大學的實驗室設計，特別設計的一塊開發板，本文利用 DE2 開發板上的 GPIO 腳

位接上藍芽模組，當訊號從藍芽模組的接收端腳位進入時，程式會判斷此訊號是開啟車

門或是啟動引擎的訊號；若要從 DE2 開發板發送異常訊號給手機，利用藍芽模組的發

送端腳位，發送訊號給手機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收到異常訊號，會開起警報通知畫面通

知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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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圖 5  車輛防盜應用程式訊號傳輸圖 (a)手機傳送訊號給 DE2 測試平台的流程圖 (b) DE2 測試平台傳送

訊號給手機的流程圖 (c) Altera DE2 開發板     圖片借自[15] 

 
圖 5(a) 為手機傳送訊號給 DE2 測試平台的流程圖，手機應用程式經由藍芽傳送字

串的訊息，DE2 開發板上的藍芽模組收到訊息後，經由程式來判斷收到的訊號，是字串

1 或是字串 2，字串 1 表示收到啟動引擎的訊號，字串 2 表示收到開啟車門訊號，收到

其他的訊號不進行任何的動作。 
圖 5(b) 為 DE2 測試平台傳送訊號給手機的流程圖，當車輛發生了狀況，需要從 DE2 

開發板如圖 5(c)所示，發送異常訊號給手機時，首先 DE2 開發板經由藍芽模組，發送訊

號給手機傳至應用程式，由應用程式來判斷訊號是否為字串 0，若是就開起警報通知畫

面，若不是就等待下一個訊號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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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架構 

 

圖 6  車輛防盜應用程式軟體系統架構圖 

 
車輛防盜應用程式軟體系統架構圖如圖 6 所示。整體系統依功能不同，手機應用程

式主要功能程式分為：密碼驗證、發送動作訊號、記錄位置、警報畫面、快速報案、鈴

聲警報器。 
1、 密碼驗證：主要阻擋非使用者以外的人士，進入應用程式操作系統。 
2、 發送動作訊號：使手機與汽車端能互相發送訊號，並執行動作，例如:開啟車門等等。 
3、 記錄位置：經由記錄位置按鈕，讓手機記錄車子目前停放的位置，在經由路線規畫

按鈕來規畫路線。 
4、 警報通知：當車子被入侵或破壞時，會跳出畫面通知使用者，並讓使用者選擇動作。 
5、 報案：經由 Phone Call 程式，撥打 110 與警方聯繫。 
6、 鈴聲警報器：使用 Media Player 功能，透過手機喇叭播放 MP3 或 MIDI 等音效檔，

發出警報鈴聲，利用鈴聲，來達到嚇阻與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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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統流程 

 
圖 7  車輛防盜應用程式系統流程圖 

 
如圖 7 所示，為程式系統流程圖。根據流程圖，手機應用程式需經過密碼驗證，才

可使用內部功能。應用程式依序為密碼驗證、警報畫面、快速報案、鈴聲警報器，下列

分別來做系統服務流程的介紹： 
1、 密碼驗證：使用者進入應用程式時，應用程式會要求輸入密碼，經過密碼的驗證後，

才可登入 App 程式、使用 App 程式，本密碼驗證程式包含密碼更換功能，使用者能

隨時隨地更換密碼。 
2、 發送動作訊號：使用者能經由手機發送訊號給汽車端，使汽車端執行一些動作，例

如開啟車門、啟動引擎等等。 
3、 記錄位置：使用者能經由記錄位置按鈕，記錄目前停放的位置，當使用者處理完事

情，按下路線規畫按鈕，手機應用程式會開啟 Google Map 的路線規劃，顯示從手

機目前的所在地到車子停放的路線規劃，提供給使用者觀看。 
4、 警報畫面：假設汽車端發送了訊號給手機，這種情況表是靜止的車子可能遇到狀況，

例如：車子窗戶被擊破、車子受到外力有劇烈晃動等情況，經由藍芽發送訊號給手

機，手機就會切換到警報畫面通知使用者，車子被入侵或被破壞，請聯繫警方處理。 
5、 報案：快速報案功能主要執行在選單介面上，當點選執行時，直接撥打給 110 報案

中心報案。 
6、 鈴聲警報器：當有事情發生，突然來的聲音可以阻嚇小偷，還能提醒家人、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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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有小偷入侵，趕快來抓小偷。 

二、旅遊點記錄日誌 

本文所提出的應用程式旅遊點記錄日誌，主要提供一個簡易型的旅遊日誌，可記錄

名稱、電話、地點敘述及座標，應用程式設計主要以 App Inventor 與 Google Map 定位

收尋服務，將文字及經緯度存放在暫存器上，然後經由地圖的經緯度計算及 Google Map
定位收尋儲存的座標，最後利用 Google Map 路線規劃，規劃出路線方便使用者觀看。 

 
(一)系統架構 

Location 
Sensor Google MapWeb ViewerText BoxRegister 

Values

 
圖 8  旅遊點記錄日誌軟體系統架構圖 

 
圖 8 所示，為旅遊點記錄日誌之架構圖。旅遊點記錄日誌，主要設計三個功能服務，

分別為記錄位置、地點資訊、記錄清單。 
1、 記錄位置：主要提供了一個讓使用者記錄地點資訊的介面，包含地點名稱、電話、

敘述、座標，輸入完後，程式會將使用者輸入完的資訊，顯示給使用者觀看。 
2、 地點資訊：主要是提供能編輯地點資訊及路線規劃的功能介面。 
3、 記錄清單：將記錄過的地點資訊以清單方式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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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流程 

 
圖 9  旅遊點記錄日誌系統流程圖 

 
圖 9 所示，為旅遊點記錄日誌的整個系統流程圖。整體系統依功能分為三個部分，

分別為記錄位置、地點資訊、記錄清單。以下為各功能流程的介紹： 
1、 記錄位置：記錄目前所在地的資訊，包含地點名稱、電話、敘述，都是由使用者來

記錄資訊，使用者能將使用者想記錄的景點、小吃、店家等，將這些地點資訊一點

一滴記錄到手機裡。 
2、 地點資訊：將記錄好的資訊顯示給使用者看，主要是能讓使用者對自己記錄的資訊，

能進行文字的編輯更改地方、電話、敘述或是座標點，還有提供路線規劃的功能，

能直接以手機的所在地規劃路線到記錄點，顯示給使用者觀看。在此功能選項下，

更可搭配已普遍內建於智慧型手機內的照相機功能，即可記錄捕捉精彩畫面。 
3、 記錄清單：將記錄的地點資訊以直向式清單的方式排列，點擊各個地點資訊能觀看

記錄好的地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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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短距離聊天室 

本文所提出的應用程式短距離聊天室，是提供一個不需要無線網路，即可聊天的聊

天室，使手機可透過藍芽與對方互傳訊息，應用程式設計主要以 App Inventor 與藍芽通

訊服務，將文字經由藍芽傳輸到對方手機，使其溝通。主要目的在於，在沒有無線網路

或 3G 網路服務的地區、手機又沒有任何訊號的狀況下，此時，要互相聯絡是非常困難

的事情，所以本文利用手機內建的藍芽功能進行應用程式設計，將聊天室的功能與藍芽

結合，使聊天室經由藍芽無線傳輸服務進行訊號傳遞，只要在藍芽的傳輸範圍內，就可

以達到互相傳輸訊息的目的。 

 
(一)系統架構 

 
圖 10  短距離聊天室軟體系統架構圖 

 
短距離聊天室軟體系統架構圖如圖 10 所示。短距離聊天室，主要功能利用藍芽通

訊服務，進行文字對話。 
1、 Bluetooth Server：主要讓使用者其中一方的手機，設定為藍芽在配對完成後，進行

連線時的接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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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luetooth Client：主要讓使用者其中一方的手機，設定為藍芽在配對完成後，進行

連線時的發送端。 
3、 文字對話：提供使用者用文字與對方，進行對話、交談、訊息傳遞。 

 

(二)系統流程 

 
圖 11  短距離聊天室系統流程圖 

 
圖 11 所示，為短距離聊天室的整個系統流程圖。整體系統依功能分為三個部分，

分別為 Bluetooth Server、Bluetooth Client、文字對話。以下為各功能流程的介紹： 
1、 Bluetooth Server：使用者其中一方的手機勾選等待連線時，程式會被設定為 Server

端，Server 端是應用程式進行連線時的接收端，只需要等待它方連線即可。 
2、 Bluetooth Client：當使用者其中一方的手機勾選主動連線時，程式會被設定為 Client

端，Client 端是應用程式進行連線時的發送端，可以選擇要連線、並且已經配對好

的裝置，再進行應用程式的連線。 
3、 文字對話：藍芽連線完成後，主要提供一個文字輸入框及對話訊息視窗，讓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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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對方進行訊息傳輸。 

 

肆、實作結果與討論 
本節將討論應用程式的實作結果，車輛防盜應用程式、旅遊點記錄日誌、短距離聊

天室，進一步將模擬結果移植至手機上實際應用。 
本文主要以日常生活為主題，來進行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總共設計三個手機應用

程式，分別為車輛防盜應用程式、旅遊點記錄日誌、短距離聊天室。第一個手機應用程

式為車輛防盜應用程式，主要設計目的是讓使用者出門在外能用來防禦偷車賊，功能有

警報通知畫面、報警按鈕、路線規劃、鈴聲警報器。 
第二個手機應用程式為旅遊點記錄日誌，主要設計目的是讓使用者出門在外工作或

是旅行時，能用來記錄資訊並且有撥打電話及路線規劃的按鈕，可撥電話聯絡該記錄點

的客服人員及引導使用者回到該地方的功能。 
第三個手機應用程式為短距離聊天室，主要設計目的是讓使用者與親朋好友出門旅

行時，在人多的鬧區中不小心走散，沒有網路、手機沒有訊號的時候，能使用此聊天室

進行文字的傳輸。 

一、車輛防盜應用程式 

(一)手機實體圖 
當程式完成，專案會以安裝檔(Apk)格式下載到實體手機上，作安裝的程序，也能

用 QR code 掃二維條碼的軟體，來進行安裝檔下載。使用者執行後，會先進入首頁，點

選進入系統按鈕會進入密碼驗證介面，如圖 12 所示。當輸入錯誤的密碼程式會顯示圖

13(a)畫面，使用者能經由密碼修改按鈕，進行修改密碼圖 13(b)，  

 

               
圖 12  密碼驗證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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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碼修改過程中，若使用者輸入的舊密碼是錯誤的，程式會跳出錯誤的訊息視窗，如

圖 14(a)所示。通過密碼驗證後，程式進入到功能選項介面，如圖 14(b)所示，在功能選

項介面裡的發送訊息區塊，分別有放置開啟車門與啟動引擎的按鈕，因為本文並沒有實

作汽車端的設備，所以目前先以訊號傳輸、顯示訊息，在下方的記錄位置按鈕，主要提

供使用者來記錄目前車子停放的位置，提供使用者找尋車輛的功能。 

 

                
(a)                                           (b)  

圖 13  密碼輸入驗證圖與更換密碼圖 (a)密碼輸入錯誤畫面圖 (b)密碼修改介面圖 

 

                
(a)                                           (b)  

圖 14  密碼錯誤圖與功能操作圖 (a)舊密碼輸入錯誤畫面(b)功能選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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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機應用程式還有設計路線規劃，能更明確提供車子的位置及路線，如圖 15(a)
範例所示。圖 15(b)為警報通知畫面，主要設定是當汽車端偵測到異常的情況，能傳輸

訊號到手機應用程式，當手機應用程式收到訊號就會顯示出警報通知畫面，讓使用者能

警覺到車子目前被入侵或是被破壞，使用者能使用設計在警報通知畫面的報警按鈕，來

聯絡警察向警察求助，如圖 16(a)(b)所示。 

 

               
(a)                                           (b)  

圖 15 路線規畫圖與警報通知圖 (a)路線規劃圖(b)警報通知圖 

               

(a)                                          (b)  
圖 16 車輛防盜應用程式撥打電話圖 (a)報警撥出畫面 (b)報警確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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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比較 
本文實作車輛防盜之手機應用程式與 Google Play 商店上提供的免費應用程式，

GPS 報警 NEW 進行應用程式的功能比較，由表 1 所示，本文的車輛防盜應用程式比起

GPS 報警 NEW 功能方面，多設計了警報通知及鈴聲警報器的功能，這些功能為了保護

車主及愛車，當車子被異常入侵，手機會接收入侵訊號，並顯示警報通知畫面，警示使

用者車子目前被入侵。當車主報警完後，等待警察來時，車子早已被偷走，所以本文的

車輛防盜應用程式加入鈴聲警報器，一方面能用聲音去威嚇偷車賊，讓偷車賊心裡害怕、

猶豫而放棄偷竊，另一方面能讓附近民眾注意到有事情發生，前來注意、關心，當觀看

的人越多，小偷放棄偷竊的機率也就越大，這樣可以減少車主的損失，也能更具備防禦

性。 

 
表 1  車輛防盜應用程式功能比較表 

 
車輛防盜應用程式  
(本文實作之 App)  

GPS 報警 NEW  
(Google Play 下載之 App)  

警報通知畫面      （簡訊通知）  

報 警        

鈴聲警報器      

記錄車輛位置      

 
(三)使用結果與討論 

本文實作車輛防盜之手機應用程式，經過親朋好友討論、測試，針對應用程式畫面

的字體及功能進行了調整，並新增了多種鈴聲提供給車主選擇，使手機應用程式更實用、

方便，如表 2 所示。 

 
表 2  車輛防盜應用程式系統意見修改表 

使用者提出之意見 本應用程式改善方法 

1. 畫面的字太小，然後進入後不知道

如何退出應用程式。 
放大並調整應用程式的字體，添加離開應

用程式的功能按鈕。 

2. 鈴聲警報器的鈴聲選項太少。 加入鈴聲 MP3 音效，提供給車主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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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遊點記錄日誌 

(一)手機實體圖 
如圖 17 所示，為旅遊點記錄日誌程式的記錄清單頁面，點擊任何一個清單按鈕會

進入地點資訊的顯示畫面，如圖 18(a)所示，按下編輯按鈕可以進行編輯。首頁中記錄

位置按鈕，當點擊按鈕會切換到地點資訊介面，讓使用者記錄目前手機所在地的資訊，

如圖 18(b)所示。 

 

 
圖 17  旅遊點記錄日誌記錄清單介面圖 

 

               
(a)                                      (b)  

圖 18  地點資訊與資訊輸入圖 (a) 地點資訊顯示畫面(b) 地點資訊編輯畫面 

 
圖 19(a)為本手機應用程式以台北 101 當作輸入的範例，在圖中下方的目前位置區

塊放置了，之前記錄的位置的文字顯示框，在顯示框的右方有個更新的按鈕，用途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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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使用者來更新之前的記錄點，如圖 19(b)所示。當使用者輸入完資訊後，按下確認

按鈕會到地點資訊顯示的畫面，如圖 20(a)所示，編輯記錄點是提供給使用者編輯地點

資訊，若有輸入錯誤或是要更新地點，都是按編輯記錄點來編輯資訊。路線規劃按鈕是

連結到 Google Map 的路線規劃，顯示目前所在地到記錄點所在地的路線規劃資訊及路

線圖，如圖 20(b)、圖 21 所示。 

 

                
(a)                                           (b)  

圖 19  輸入範例圖與更換座標圖 (a) 地點資訊範例-台北 101 圖 (b) 記錄點位置更新畫面圖 

 

                 
(a)                                           (b)  

圖 20  顯示範例圖與路線資訊圖 (a) 地點資訊範例-台北 101 圖 (b) 路線規劃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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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路線規劃圖 

 
圖 20(a)右上方設計了撥打電話的按鈕，主要提供使用者聯繫地方客服人員，以便

詢問相關資訊，圖 22 為電話測試撥出的畫面。 

 

 
圖 22  旅遊點記錄日誌撥打電話圖 

 
(二)系統比較 

本文實作旅遊點記錄日誌之手機應用程式與 Google Play 商店上提供的免費應用程

式，旅遊清單進行應用程式的功能比較，由表 3 所示，本文實作旅遊點記錄日誌應用程



適用於車輛防盜系統與生活旅遊之手機應用程式開發與實作 

歐謙敏 1  黃先繪 2 
                                                                                           

24 

式在功能方面多出了，路線規劃、電話撥號的功能，這些功能為了讓出門在外的旅客，

在旅遊時能暫時記錄景點、小吃等地方，當旅客想往回找小吃或是在飯店休息時想要寫

部落格，使用本應用程式提供的記錄日誌，就可以看到之前記錄的旅遊景點、小吃的相

關資訊，使用路線規劃功能，能引導旅客回到該地點，本應用程式有附加電話撥號功能，

能撥打電話聯絡該地方的服務人員，詢問相關資訊。 

 
表 3  旅遊點記錄日誌功能比較表 

 
旅遊記錄點日誌 

(本文實作之 App) 
旅遊清單 

(Google Play 下載之 App) 

記錄日誌     

路線規劃    

電話撥號    

 
(三)使用結果與討論 

本文實作旅遊點記錄日誌之手機應用程式，經過親朋好友測試、試用，針對路線規

劃頁面進行調整，各個頁面、按鈕大小都有進行微調整，使手機應用程式更具舒適的環

境介面，如表 4 所示。 

 
表 4  旅遊點記錄日誌系統意見修改表 

使用者提出之意見 本應用程式改善方法 

路線規劃視窗太小、不方便控制。 
將視窗放大作調整，盡量讓使用者用起來

不會卡住。 

三、短距離聊天室 

(一)手機實體圖 
如圖 23 所示，為短距離聊天室應用程式的設定頁面，在設定頁面中使用者能由上

方輸入框，輸入自己想設定的名稱，若無本手機應用程式預設為使用者，同一頁面中的

連線模式，使用者可以選擇等待連線或是主動連線，等待連線是等待別人連線，當等待

連線被勾選時，主動連線按鈕會失去作用、無法按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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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短距離聊天室設定介面圖 

 

               
 

圖 24  設定畫面圖 

 
如圖 24 所示，連線成功會跳到文字對話頁面，主動連線是透過藍芽主動連線至已

配對的裝置，圖 25(a)為主動連線的畫面，需要先選擇已配對的裝置進行連線，如圖 25(b)
所示。手機應用程式連線成功時，會跳到文字對話頁面，返回按鈕式設計回到設定頁面，

讓使用者修改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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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 25  連線操作畫面圖與裝置選擇圖 (a)主動連線進入畫面圖 (b)已配對裝置畫面圖 

 
當使用者連線成功時，會進入到此頁面進行訊息傳遞，圖 26、圖 27 為測試範例，

測式名稱分別為測試員 1、測試員 2，主要測試訊息相互傳遞功能，按下畫面上方中斷

按鈕可中斷文字對話，回到設定頁面，使用者能用下方離開程式按鈕，結束程式。 

 

 

圖 26  測試員 1 輸入測試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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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測試員 2 輸入測試訊息 

 
(二)系統比較 

本文實作短距離聊天室之手機應用程式與 Google Play 商店上提供的免費應用程式，

聊天室進行應用程式的功能比較，由表 5 所示，本手機應用程式主要設計在無網路情況

下，也可以進行聊天，用於圖書館、登山團、或是個人小群組，在沒有網路的情況，能

用此手機應用程式進行訊息傳輸。 

 
表 5  短距離聊天室功能比較表 

 
短距離聊天室 

(本文實作之 App) 
聊天室 

(Google Play 下載之 App) 

有網路情況下，可以使用     

無網路情況下，可以使用    

 
(三)使用結果與討論 

本文實作短距離聊天室之手機應用程式，經過親朋好友測試、試用，針對元件大小

及位置進行調整，在對話框內加入對話時間，對短距離聊天室應用程式進行修改，使手

機應用程式更實用、方便，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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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短距離聊天室系統意見修改表 

使用者提出之意見 本應用程式改善方法 

聊天室沒有對話時間。 
加入 Clock 功能，偵測使用者手機上的時

間作為顯示對話的時間。 

 

伍、結論 

本文以 App Inventor 搭配 Google Map 針對日常生活上旅行及車輛防盜的主題，來

進行手機應用程式設計。首先針對車輛防盜主題，進行功能上的設計。本文設計警報通

知畫面改善 Google Play 商店提供的免費應用程式，當狀況發生時，此功能改善可以立

即讓車主知道車子發生狀況，並添加報警及鈴聲警報器功能，使車主能聯絡警方與使用

鈴聲警報器，引起行人注意、嚇阻偷車舉動。 
針對旅行主題，在外旅行許多人會隨身攜帶記事本記錄一些事情，為了取代記事本

以減少攜帶的物品量，所以設計旅行手機應用程式，除了記錄資訊的功能外，本文額外

添加電話及路線規劃的功能，能方便於使用者回頭找尋地點時，能快速聯絡地方服務人

員及引導使用者回到地點，搭配已普遍內建於智慧型手機內的照相機功能，可記錄捕捉

精彩畫面，使記錄之內容更豐富有趣。 
最後針對出門旅行時，最怕與家人走散，尤其是在國外人生地不熟，沒有網路、手

機沒有訊號又沒辦法與外國人溝通的時候，遇到這種情況真的會令人非常慌張，所以針

對這種特殊的情狀進行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本文利用手機本身內建的藍芽服務，搭配

App Inventor 所提供的藍芽元件，來設計一個不需要網路的聊天室，利用此聊天室可以

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下進行文字傳輸。 
本文手機應用程式主要針對 Google play 上，提供的免費下載應用程式來進行改善，

同時提出解決的方法，實作出完整的系統。使用 Google 所提出的 Google Map 搭配 App 
Inventor 模擬器，完成車輛防盜、旅遊記錄點日誌、短距離聊天室的應用程式，成功改

善 Google play 上免費下載的應用程式。 
本文所完成之三個手機應用程式，均經實作驗證完成，未來希望能申請至 Google 

Play 商店上市，此舉除了可以提供本校師生更佳的學習機會，對於擴展學校的知名度也

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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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內容利用生理訊號感測器模組，針對人體兩種生理訊號如：心電

圖(ECG)、腦電圖(EEG)，進行長期生理監控，計算心臟跳動頻率(R-R 波)或

腦波振動頻率(α、β、θ、δ 波)，系統將判斷心律不整症狀與腦波狀態，利用

智慧型手機裝置，透過 3G、WiFi 網路等方式，掌握自己、病患、老年人的身

體狀況，並將心電圖(ECG)、腦電圖(EEG)儲存，便於進行遠距醫療診斷來預

防與治療心臟疾病。 

 

關鍵詞：生理監控、R-R 波、心電圖、腦電圖、遠距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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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thesis, we proposed an ECG/EEG multi-signal system using mobile devices, 
we realized ECG/EEG signals capturing, long-time 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and then 
calculating the heart rate(R-R wave) and brainwave frequency(α,β,θ,δ wave). The system will 
auto determine the arrhythmia and brainwave status. Then, by use of mobile devices, we got 
the health conditions for a patient through 3G or Wi-Fi system. And then, the 
Electrocardiography(ECG) and 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 signals were stored. Finally, 
we carry out a telemedicine system to prevent heart disease. 

 

Keywords: 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R-R wave, Electrocardiography(ECG), 
Electroencephalography(EEG) , telemedicine 



電資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四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第 33 頁 
Journal of Chien-Hsin University, Vol.34, No.2 (2014) 

                                                                                            

33 

壹、前言 
  依行政院衛生署統計 100 年度台灣地區十大死因，心臟病是男女死因第二名，在台

灣連續 20 年來，腦血管疾病和心臟病一直居於台灣十大死因的第二與第四名，由此可

見心臟疾病問題相當棘手，在心臟任何部位或運作上出現問題，都會影響健康。心臟病

可分為很多種，例如冠心病、心律不正、心肌梗塞、心臟衰竭等等，而其中心律不整和

心肌梗塞都與心律過快或過慢有關，而這些心臟疾病可利用醫院中的醫療儀器，透過動

態心電圖診斷是否患有心臟疾病，可有效預防與治療，但現代人每日工作忙碌，使得生

活作息非常不正常，更不用說還要照顧家中的病患與老年人，24 小時隨時隨地去注意他

們的身體狀態，在這種情形之下，本研究內容利用生理訊號感測器模組，特別針對人體

兩種生理訊號加以輔助，長期監控生理訊號，利用智慧型手機平台，隨時掌握自己的身

體狀況，使監控者可透過遠端方式達到監控和醫療診斷之用。 

 

貳、研究背景 

一、生理訊號特性 

    人體上有許多生理訊號因神經傳導會有電位的改變，人體全身都有電氣現象(生物

電能)，其整體的活動可在體表量得電的訊號，但一般來說，表面生理訊號都相當的微

弱，需要透過放大電路來放大微量的生理訊號才可以進行分析，所以可透過醫用換能器

(transducer)或感測器(sensor)來感測並轉換電訊號，身上穿戴感測器，利用測量皮膚上的

電位差、壓力、溫度，來取得各種不同的生理訊號，再將生理訊號轉換成電壓訊號[1]。
在平常我們耳熟能詳的訊號例如：肌肉傳導有心電圖(ECG)、肌電圖(EMG)、眼電圖

(EOG)，神經傳導有(腦電圖 EEG、視網膜電圖 ERG)等。 

二、心電圖介绍 

    埃因托芬(Willem Einthoven)把心電圖中的一系列波分別命名，並且描述了一些心血

管系統疾病的心電圖特點。如圖 1 所示在一個正常心動周期中，典型的 ECG 波形是由 P
波、QRS 波群、T 波以及 50%～75%可能見到的 U 波所組成，心電圖出現異常波形時，

醫生可依波形的變化，對心臟診斷上有重要的協助。  

 

 
圖 1  標準心電圖第一導層 

資料來源：http://www.pt.ntu.edu.tw/wu/exphysiol/ch2/3/3R1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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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腦電圖介绍 

    在 1924 年有位德國耶拿大學精神科教授 Hans Berger 發表首篇記錄腦部電信號的論

文，因此他將這取名為(Electroencephalogram，簡稱為 EEG)。如下表 1 表示一般腦波訊

號可以區分成五個頻段，分別為 α 波、β 波、θ 波、δ 波、γ 波等，每個頻段都有各別的

性質，通過腦電圖描記儀將腦自身微弱的生物電放大記錄成為一種曲線圖，如圖 2 所示

為腦波四個頻段的波形示意圖，以幫助醫生診斷疾病的輔助檢查方法 。 

表 1  腦波頻率與振幅表 
頻段 頻率（Hz） 振幅（uV） 

 α 波（alpha wave） 8 ~ 12 30 ~ 50 

β 波（beta wave） 14 ~ 30 5 ~ 20 

θ 波（theta wave） 4 ~ 7.5 ＜30 

δ 波（delta wave） 0.5 ~ 4 100 ~ 200 

 γ 波（gamma wave） 30 ~ 70 25 ~42 

 

 

 

 
 
 
 

圖 2  腦波頻段之波形圖 
資料來源：http://www.hkglc.no-ip.com:8181/wordpress/?p=180 

 

參、系統架構及訊號處理 

一、系統架構 

    如圖 3 所示為本系統架構圖，由心電放大器和腦電放大器與電池模組來測量心電圖

(ECG)與腦電圖(EEG)。首先以醫療電極貼片黏貼於四肢或額頭、耳垂上，量取極微弱的

電位變化；再來使用 NI USB-6008 ADC 擷取卡來擷取資料，之後將訊號傳送至 ECG/EEG
多訊號監控系統，然後透過 ECG/EEG 多訊號系統程式來分析生理訊號與計算特徵點，

將處理完成後的資料以文字方塊和圖形化方式顯示心臟跳動頻率、腦波振動頻率、

PQRST 波形。最後利用 LabVIEW 所提供的 Web Server 功能，實現遠程監控功能，透

過智慧型行動裝置讓測量者與監控者可隨時掌握與監控即時生理訊息，並提供醫師在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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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上作為參考的依據。 
 

 

 

 

 

 
圖 3 系統架構圖 

二、訊號處理流程 

    在心腦電圖訊號處理上，一開始硬體放大器擷取進來的初始心腦電資料，我們需將

資料去除雜訊和排除非必要資料等動作，之後必須經過 LabView 軟體上的處理和計算，

才能得到我們最終所需要的心跳跳動頻率、腦波振動頻率等資訊，如圖 4 是心腦電訊號

處理流程圖。 

 

 
圖 4  心腦電訊號處理流程圖 

 
    心電圖(ECG)訊號：首先將心電圖(ECG)訊號以每秒 256 筆資料擷取至電腦，如圖 5
所示是心電圖訊號擷取之後的波形圖，之後進行濾波等動作，將不必要的資料去除，如

圖 6 所示是心電圖訊號濾波完成後的波形圖，接著設定閥值，利用本研究內容所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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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去計算每個波形的最大峰值，將每個波形中最大峰值分別取出，分析波形中的每個

R 點，計算每個峰值 R 點到下一個 R 點所經過時間，本研究內容所計算方式是以每 5
個 R-R 點時間為一個判斷單位，再去分析之後的 60 秒，得到最終的心跳率，以做為心

律不整的判斷依據。 

 

 

 

 

 

 

 

 
圖 5  心電訊號擷取 

 

 

 

 

 

 

 

 

圖 6  心電訊號濾波 

 
    腦電圖(EEG)訊號：因腦電訊號較為複雜，所以腦電訊號為心電訊號擷取單位多一

倍，所以首先利用本研究內容所撰寫的程式將腦電圖信號以每秒 512 筆資料擷取至電

腦，之後得到時間和振幅波形圖，接著進行濾波等動作，將輸出的信號雜訊或是不必要

的資料去除。如圖 7 所示是腦電圖訊號擷取並濾波之後的波形圖，每訊號節點經過傅立

葉轉換，將時間轉為頻率，得到頻率和振幅波形圖。最後如圖 8 所示是最終的 α、β、θ、

δ 等波形圖，以做為目前腦部狀態的判斷依據。 



電資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四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第 37 頁 
Journal of Chien-Hsin University, Vol.34, No.2 (2014) 

                                                                                            

37 

 

 

 

 

 

圖 7  腦電訊號擷取 

 

圖 8  傅立葉轉換之 α、β、θ、δ等波形圖 

 

肆、系統實作成果 

一、測量流程 

    本次研究內容 ECG/EEG 多訊號系統於智慧型手機裝置之實現，使用心電圖(ECG)
與腦波圖(EEG)等放大器進行生理訊號擷取，之後利用 LabVIEW 軟體來分析心臟跳動頻

率、腦波振動頻率、PQRST 波形等，並使用 LabVIEW 軟體所提供的 Web Server 功能，

實現遠程監控功能，之後透過 Eclipse 軟體所撰寫的 APP 程式，讓測量者與監控者可隨

時利用智慧型行動裝置來掌握與監控即時生理訊息，以下將會詳細說明系統測量流程。 
    在心電訊號量測上，如下圖 9 所示，以右腳為參考接地，將電極貼片黏貼於左右手

肘內側及左右手腕內側共四個接點，來取得極微弱的電位變化。而在腦波訊號量測上，

如下圖 10 所示，則將電極貼片黏貼於左右額頭位置及下耳垂位置，以右額頭為參考電

位，以表面電極量來取得極微弱的電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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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心電訊號擷取點位置圖 

 

 
圖 10  腦電訊號擷取點位置圖 

 
    下圖 11 所示是本系統整體量測畫面，使用 Labview 軟體將所撰寫的近端監控系統

程式，開始擷取所需要的生理訊號資料，將擷取資料分別顯示在 Waveform Graph 介面

上以方便觀察訊號，再來是存取原始心腦電波訊號資料，以方便之後記錄查詢之用。接

著在心腦電圖上，將心腦電訊號資料做濾波、計算訊號資料等動作，並且轉換成波形圖

或是數值顯示，讓測量者和監控者可以清楚了解目前量測者的生理狀態。 

 
 
 
 
 
 
 
 
 

圖 11  腦電訊號擷取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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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量成果 

    如圖 12 是本研究內容結合不同模組所完成的 ECG/EEG 多訊號生理監控系統完整硬

體，分別為 a.DAQ 擷取卡、b.心腦電圖放大器、c.電池盒。在圖 12 上方 b 區的心腦電

圖放大器模組是用來擷取心電和腦波訊號資料，接著透過 c 區的 DAQ 擷取卡將擷取到

的心電和腦波，把類比訊號轉換成數位訊號傳送至電腦做分析和計算。如圖 13 是本研

究內容所製作的電池盒，電力的部分是使用八顆 9V 電池，在心腦電放大器模組上所需

要的電壓分別為輸入電壓+12V 和-12V 四組，來提供心腦電放大器所需電源。 

 

 

 

 

 

圖 12  完整硬體圖 

 

 

 

 

 

圖 13  底部電池安置圖 

    如圖 14 所示是本研究內容針對此心電放大器硬體所自行開發之 ECG 近端監控系統

程式介面，畫面分成四個視窗的圖形介面圖，首先介紹左上視窗，是用來顯示 DAQ 擷

取卡所擷取到的心電原始資料，在右上視窗，則是心電訊號經過濾波並以每 1.5 秒做處

理所顯示的心電圖，讓醫生能清楚了解量測者的心電圖以便後續的診斷，而右下視窗，

則是心電在量測時所顯示的值與設定的按鈕，像是設定閥值、寬度或是顯示 R 波的最大

峰值與位置等詳細資料，在左下視窗，則是顯示心電圖經過處理之後以圖形或文字顯

示，像是目前心跳或是心跳健康指數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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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ECG 近端監控系統程式介面圖 

 
    如圖 15 所示是本研究內容針對此腦電放大器硬體所自行開發之 EEG 近端監控系統

程式介面，畫面分成六個視窗的圖形介面圖，首先介紹上半部分左視窗，是用來顯示

DAQ 擷取卡所擷取到的腦波原始資料，以便量測時觀察此系統是否正常，上半部分右

視窗，則是腦波經過傅立葉轉換所顯示的頻譜圖，顯示的頻率範圍是 0.5Hz~70Hz，在

此視窗的 X 軸為頻率 Y 軸為能量，透過頻譜圖可顯示量測者的腦波特徵並且清楚知道

現在的腦波狀況，再來是下方的四個視窗，分別顯示的是 α、β、θ、δ 波的傅立葉轉換

頻譜圖與腦波最大能量值，α 波顯示的頻率範圍為 8Hz~13Hz，β 波顯示的頻率範圍為

8Hz~13Hz，θ 波顯示的頻率範圍為 8Hz~13Hz，δ 波顯示的頻率範圍為 8Hz~13Hz，此視

窗可觀察其他的腦波特徵，讓醫生能清楚了解量測者在睡覺時或是日常生活中腦部的狀

態。 

 

 
圖 15  EEG 近端監控系統程式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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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16 所示是本研究內容所自行開發之多訊號生理監控查詢系統程式介面，此系

統讓監控者和測量者能簡易的查詢歷史紀錄，當測量者在醫院複檢時，醫生能更清楚了

解病患過去的心腦電圖紀錄， 以方便做後續的診斷和治療，當按下 Read 按鈕之後，選

取日期檔案，視窗上即顯示心腦電圖、時間、數值等資料。 

 

 

 

 

 

 

 

 

 

圖 16  多訊號生理監控查詢系統程式介面圖 

 
    如圖 17 所示是本研究內容所自行開發之智慧型行動裝置遠端監控系統程式介面，

此系統最主要目的是讓監控者能清楚了解目前量測者的心電和腦電的生理狀態，所以設

計畫面相當的簡單明瞭，畫面分成一個視窗的圖形介面圖，當按下 START 按鈕之後，

開始進行多生理訊號處理，以畫面精簡方式顯示心跳或腦波能量值等資料。 

 

 
圖 17  智慧型行動裝置遠端監控系統程式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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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圖 18 所示是本研究內容所自行開發的 APP 應用之智慧型行動裝置遠端監控系統

程式介面，此系統最主要目的是讓監控者能隨時利用智慧型裝置，清楚了解目前量測者

的生理狀態和心腦電波形圖，Android APP 即時生理監控應用包含即時監控系統、緊急

服務、查詢紀錄等應用。 

 
 
 
 
 
 
 
 
 
 
 

圖 18  Android APP 即時生理監控應用介面圖 

 
    如圖 19 所示是本研究內容所自行開發的 Android APP 即時生理監控應用之數據查

詢系統，此應用能讓監控者在任何地方都能利用智慧型裝置來自行操作，當監控者或使

用者點選所指定的日期內容，即可查詢心跳紀錄，使我們得知量測者的生理狀態與查詢

歷史資料。 

 

 
圖 19  Android APP 即時生理監控查詢系統 

 

伍、結論與未來展望 
    在長久以來，國人十大死因中，心臟疾病一直是位居前幾名，由此可見心臟疾病問

題威脅著國人的健康，於是如何有效預防或降低心臟疾病，是目前重要課題之一，於是

本研究內容提出 ECG/EEG 多訊號系統於智慧型手機裝置之實現，使用心電圖(ECG)、
腦波圖(EEG)生理監控模組，將人體上的多種生理訊號整合一體，同時監控多種生理訊

號，提供心電圖、腦電圖、QRS 波偵測、心律、資料紀錄查詢，讓心臟病患、老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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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即時觀察自己當下的生理狀態，並讓醫師或醫護人員於最短時間內，提供有用的生理

資訊作為診斷依據；透過智慧型裝置或電腦，即時以動態心電圖、腦電圖訊號與生理資

訊輸出顯示於螢幕上，方便家庭成員、醫護人員於醫院中或任何位置隨時監控患者，以

節省時間和人力成本，達到遠距健康照護系統之服務。在未來希望能加入 Zigbee 感測網

路功能，讓監控者隨時得知目前使用者的位置與生理訊號，讓生理監控系統提高更高價

值功能，讓生理監控系統結合科技產品提供家庭及醫院使用，帶給現代人有更多美好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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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是探討含裂縫之靜不定配管系，承受垂直地震力後的強制位移之塑性崩

潰行為，以及估算當裂縫發生後，至完全斷裂為止所需的殘存壽命(時間)。採用

極限解析與彈塑性破壞力學的綜合解析手法，使用簡易柔度與 J 積分的計算，針

對材料的破壞韌性值 JIC 與裂縫進展抵抗 dJ/da 等等，影響配管系的結構破壞因

子進行分析，以期瞭解塑性鉸形成的情形，裂縫部位的回轉角、位移及裂縫夾角

等關係。藉由計算例題，數值解析後描繪成圖，將能瞭解裂縫進展的情形，dJ/da

值的大小明顯地影響裂縫部位的回轉角、位移及裂縫夾角遞增的情形，進而利用

這些資料來解析裂縫進展之壽命評估。本文可提供建構劣化配管的健全性評估，

以及提高電廠的配管結構可靠度之基礎。  

 

關鍵詞：破斷前洩漏、塑性崩潰行為、靜不定管結構、殘存壽命、彈塑性破壞力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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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port studies the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pipe structure with a crack, the plastic 
collapse behavior of the forced displacement after bearing the perpendicular seismic force, 
and estimates the remaining life needed (time) before the crack occurs. 

Based on the limit-analysis, analytical method of elastic-plastic fracture mechanics 
synthesis, and the computing of the simple compliance and J-integral, we are taking aim at the 
elastic-plastic fracture toughness value JIC of the material and crack extension resistance 
dJ/da, etc. that affect the structure fracture factor of the piping system progress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s such as rotational angle, displacement and crack angle, etc.,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he plastic hinge forming with the period. 

From the computing examples, the numerical analysis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charts 
can explain the situation that the crack makes in progress, the dimension that dJ/da clearly 
affect the rotational angle, displacement and crack angle, then make use of this data for the 
valuation of life of the analytical progress of crack. This report can provide the piping 
establishment with material for pipe structure reliability, to explore the inferior sound 
valuation that turns the foundation of the further stilted power plant piping structure. 
 
 
Keywords: leak-Before-Break, plastic collapse behavior,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structure, 

remaining life, elastic-plastic fracture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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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地震乃是地球內部擾動所釋放之能量，經由地層傳遞至地表而引起的振動。地震最

先開始發生的地方稱為震源，而震源投影於地面之處稱為震央。在地震發生時，會使斷

層滑動並釋出能量，依其所釋放之能量而訂定其地震大小的尺度為地震規模，一般常用

芮氏規模來定義之。當地震發生時，結構物所承受之地震力可分為水平地震力及垂直地

震力兩種，受其地震力的作用而造成結構物的變形，此變形量稱為強制位移(forced 
displacement)。以往的結構物設計上，一般皆認為水平地震力比垂直地震力重要，但是

1994 年的美國加州洛杉磯北嶺地震及西元 1995 年日本兵庫縣南部(阪神)地震，其垂直

地震力作用所造成的嚴重災情，使學者們注意到垂直地震力的重要性。 
台灣位於太平洋板塊、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之潛陷及擠壓的環太平洋地震帶

西環上，大小地震可謂相當頻繁，隨時有強烈地震發生的可能。西元 1999 年台灣集集

921 大地震即屬於大垂直地震力的情況。有鑑於此，結構物之耐震能力設計與分析更應

該被重視。而一般在結構物的耐震設計上，其基本原則有下列兩項：（a.）在弱震或中震

的作用下，結構體應該具有不產生過大的變形之能力，即在彈性範圍內，使其能在地震

過後恢復原狀而沒有任何的損害。（b.）在強震的作用下，結構體應具有充分的韌性以產

生非彈性狀態（例如形成塑性鉸）來吸收或消散地震能量，以降低結構物所受之地震力
[4]。此基本原則亦可作為結構安全設計的評估。因此，探討結構物受垂直地震力的彈塑

性變形現象，乃是當前第一重要迫切的研究課題[2]。 
因 此 ， 根 據 這 些 事 例 的 解 析 經 驗 ， 單 調 荷 重 (Monotonic load) 下 的

LBB(Leak-Before-Break；破斷前洩漏)試驗、疲勞破壞韌性試驗、單調荷重下的延性不

安定破壞試驗、提出非線性破壞力學的新參數 Jmax 研究以及提昇可靠度等相關研究，都

已經進行[1,10,11]。但是，這些研究都是在靜定(Statically determinate)的條件下實施，而對

於實際廠房構件與能源關聯機器的配管而言，由於支持架(Support)與架台(Frame)的存在，

從材料力學的觀點來看，如圖 1 所示編號 1、2~16 等配管連接點[10]，會造成某種程度上

的變形，而已非單純的靜定結構，所以應被視為靜不定結構物(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structures)來作解析，才符合實際的狀況。 

 

圖 1  核電廠設備實際之靜不定配管結構物 

 
以往傳統結構力學所解析的大多數研究事例，是針對基本構造所產生的力與變形，

翹曲(Buckling)及扭轉(Torsion)的問題等加以解析及解說。在變形解析方面，是以邊界值

問題為重點考量。並且，從虛功原理(Principle of virtual work)、能量原理(Energy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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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力學的極限解析(Limit analysis)，提出多種的例題，累積了許多可具體解說的深厚

解題實力。 
但是，評價結構物的真安全性究竟是採用何種基準？若需預先判斷結構物是否崩潰

(Collapse)，通常採用的設計荷重是結構物崩潰時的荷重，即是有必要瞭解結構安全率。

為求達此目的，求解結構物崩潰時的荷重(稱為崩潰荷重)即是塑性解析(又可稱為極限解

析或崩潰荷重解析)，而對於結構物在大地震時檢討安全性乃稱之為塑性設計。因此，

當結構物崩潰時生成怎樣的變形，也必須瞭解其變形程度。因應其需要，同時求解結構

物崩潰時的荷重大小與變形量乃是彈塑性解析的目的[6]。 
彈塑性解析有兩種方法，其一，只探討崩潰時的現象即是終局變形解析(Ultimate 

deformation analysis)，其二，從彈性限界狀態到崩潰為止的荷重與變形之關係逐次追跡

乃是增分解析(Incremental analysis)。 
在 1940 年代，當 Van den Broeck 提出極限設計(Limit design)的考量方法以來[19]，這

個領域的研究就非常活躍[15,16,17,21]。目前對於骨組構造(Framework structure)而言，

極限設計提供了許多寶貴的實用資訊[5]。但是有關於極限強度解析的研究都是在龜裂不

存在的情況下，即是沒有考慮破壞力學因子。特別是針對靜不定系(Indeterminate system)
骨組構造物，這種研究的需求非常迫切。 

 

貳、解析題目敘述與基本理論 

針對實際電廠管路為靜不定管結構，考慮存在有裂縫的情形時，當承受強震之垂直

地震力作用下，在兩固定端將會形成一彎矩，建立一力學模型，探討其塑性行為及裂縫

進展情形，以評估及改善電廠管路的結構安全性。圖 2 所示為其自由體圖，裂縫存在於

固定端，其中管結構的長度為 L，βA、βB 分別為兩固定端的初始回轉角，RA、RB 分

別為兩固定端的支持反力，MA、MB 分別為地震後形成之兩固定端的彎矩，H 為地震後

兩固定端的位移差。管結構的橫斷面如圖 3 所示，分為貫穿裂縫與未貫穿裂縫，斜線部

分為貫穿的截面積，其中管的平均半徑為 R，管壁厚度為 t，裂縫夾角為 2θ，裂縫深度

為 a，皆為本文分析的基本資料的參數。。 

 

圖 2  靜不定管結構的強制位移自由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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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龜裂配管之截面圖 

一、解析的基本理論 

在彈塑性的極限解析理論 (Limit Analysis Theory)中，增分解析法 (Incremental 
Analysis)可以明確地分析結構物由彈性限界至崩壞時的荷重與位移關係以及塑性鉸

(Plastic Hinge)形成的情形，並可結合彈塑性破壞力學 J 積分觀念，分析結構物裂縫進展

時的荷重與位移關係。 
管結構的破壞行為一般可分為軸方向破壞與周方向破壞兩種，其中周方向破壞在本

文是採用 Kanninen 所提出的 Net-Section Collapse Failure Criterion[3]。假定裂縫在貫穿管

壁而發生崩壞時，流動應力σf 作用於裂縫斷面。假設管壁厚在貫穿裂縫的中心與無裂

縫的時候所發生的最大彎曲應變的位置相同，未貫穿裂縫的形狀為同心圓弧的矩形裂縫，

由力與彎曲力矩的平衡，可以推導出發生管結構在崩壞時的彎曲力矩，即有裂縫時的全

塑性力矩。另外，本文的主要負荷來源是地震後造成的強制位移，配管結構的內壓與溫

度效應對於塑性崩潰與殘存壽命的影響相對較微小，故在此不予探討。 

二、解析的基本假定 

(一)無裂縫及有裂縫材料的全塑性力矩 Mp 及 Mcp 的分別表示為[15]下式，其中 t＜＜R， 

tRM fP
24                                                            (1) 

t
axxxtRM fCP  ,)sin

22
(cos4 2                                          (2) 

(二)當達到全塑性力矩 Mp 或 Mcp 時，在任意的角度下都可以形成自由旋轉的塑性鉸。 形

成塑性鉸時，塑性鉸以外的部分是彈性範圍。 
(三)當撓度很大時，可以忽略二次應力之影響，而且軸力、剪力及殘留應力不會受到力

矩-曲率關係的影響。 
(四)在裂縫進展解析時，當 J 積分值達到彈塑性破壞韌性值 JIC 時，沿著 J-R 曲線裂縫開

始進展。J-R 曲線忽略裂縫的鈍化現象，所以裂縫進展抵抗 dJ/da 假設為直線。裂縫

進展是沿著配管結構的半徑方向進行，直到完全貫穿後，再沿著圓周方向進行。 
配管結構的 J 積分表示為： 

JJJJ 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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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sin

2
(sin


 

xRJ plfr
                                            (4) 

)cos
2

(sin  
xRJ plf

                                                 (5) 

此處的ψPl 是裂縫部的回轉角，Jr
[8]與 Jψ

[12]分別為管結構的半徑方向與圓周方向的 J
積分值，Je 為彈性變形的 J 積分值，是根據 Rajab-Zahoor[13]所提出的式子計算得到。本

文所探討的配管龜裂區域，是發生在配管的正上端拉伸區，故可使用開口型的 mode I。
但若配管的龜裂區域發生在配管的其他區域，則須考慮剪斷型的 mode II 或 mode III。 

 

參、塑性行為解析 

一、形成第一塑性鉸解析 

在靜不定管路結構中，當固定端 A 點有裂縫並承受地震後的強制位移時，其形成塑

性鉸的順序有 A→B 與 B→A 兩種情形。下文僅說明以塑性鉸形成的順序為 A→B 的情

況。固定端 A 點具有裂縫的靜不定管路結構中，其裂縫部的回轉角ψA 可由該點所受的

彎矩 MA 以及管結構的彎曲柔度λ計算得到。彎曲柔度可以轉換成無因次化的表示，

=(3EI/L) λ，則固定端 A 點的回轉角ψA 與 A 點所受的彎矩 MA 有下列關係： 

EI
ML

M A
AA 3

'
                                                        (6) 

裂縫開口面積 S 的計算[17]是由回轉角計算得來，其關係為： 

)sin
2

sin(2 2   ARS                                                   (7) 

由圖 2 的靜不定管結構承受地震後的強制位移自由體圖，藉著力平衡、彎矩平衡以及重

疊法可以得到： 

)23(
)'43(

6
2 BAA LLH

L
EIM 





                                              (8) 





 




 )()23(
'43

'236
3 ABAA LHLLH

L
EIR 


                                      (9) 

 )('223(
)'43(

6
2 BBAB LHLLH

L
EIM 






                                     (10) 

BA RR                                                               (11) 

在承受地震後的強制位移下，判斷 MA/ Mcp 與 MB/ Mp 之值何者最大，將最先形成全塑

性力矩。若第一塑性鉸在 A 點形成，其形成之假設為 MA/ Mcp > MB/ Mp，此時 A 點已全

塑性，所以第一塑性鉸形成之條件為： 

MA=Mcp                                                            (12) 
此時 A、B 兩點的位移差 H1 為： 












 11

2

1 2
6

)'43(

3

1
AB

CP L
EI

ML
H 

                                           (13) 

A 點的回轉角ψA1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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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A EI
ML




 
3

'
1

                                                        (14) 

二、形成第二塑性鉸解析 

(一)無裂縫進展時的變形行為 

當第一塑性鉸形成後，RA、RB 分別為 A、B 兩點支持力的變化量，MB、βB

分別為 B 點的彎矩變化量與回轉角變化量，藉著力平衡、彎矩平衡及重疊法可以求得： 

)(
3

3
HL

L
EIR BA                                                      (15) 

AB RR                                                              (16) 

)(
3

2
HL

L
EIM BB 


                                                    (17) 

由於第二塑性鉸形成之條件為 Mp=MB+MB，所以可以求得 A、B 兩點位移差的變

化量H 為： 

LM
EI
LH BB  




3

2
                                                    (18) 

A 點的回轉角變化量ψA 為： 

L
H

EI
LM B

A






6

                                                      (19) 

所以當 B 點形成第二塑性鉸時，A 點的回轉角ψA2 與 A、B 兩點的變位差 H2 為： 

AAA   12            

( 2 0 ) 
HHH  12                                                         (21) 

(二)有裂縫進展的變形行為 

當第一塑性鉸成後的有裂縫進展的管結構中，MCP 為 A 點裂縫進展時的彎矩變化量，

利用力平衡彎矩平衡以及重疊法可以求得： 

CPBA M
L

HL
L
EIR 

2

3
)(

3
3

                                             (22) 

CPBB M
L

HL
L

EIR 



2

3
)(

3
3

                                           (23) 

CPBB MHL
L

EIM 
2

1
)(

3
2




                                             (24) 

由於第二塑性鉸形成之條件為 Mp=MB+MB，所以可以求得 A、B 兩點位移差的變化

量H 為： 

BACP
LLM

EI
LH  

33

2

6

2
                                            (25) 

A 點的回轉角ψA 為： 

BBCPA R
EI
LM

EI
L  

2

2
                                            (26) 

所以當 B 點形成第二塑性鉸時，A 點的回轉角ψA2 與 A、B 兩點的位移差 H2 為： 

AAA   1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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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H  12                                                          (28) 

(三)崩壞行為解析 

當第二塑性鉸形成後的管路結構中，RA2、RB2 分別為 A、B 兩點支持力的變化量，

MB2、MCP 分別為 B 點彎矩變化量與 A 點裂縫進展時的彎矩變化量，其中RB2 與MCP

有下列的關係：  

L
MR CP

B
 2

                                                           (29) 

A、B 兩點位移差的變化量H，與 A 點回轉角的變化量ψA，可由塑性鉸形成的回

轉機構所產生的變化量H、ψA，以及管結構左側因彈性變形而產生的變化量H"、
ψA"計算求得，其關係為： 

''' HHH                                                         (30) 

AAA '''                                                         (31) 

其中 ALH ''                                                         (32) 

而H"、ψA"是由於全塑性矩的變化量而產生的彈性變形其關係為： 

EI
ML

R CP
A 3

''


                                                          (33) 

'''' ALH                                                            (34) 

 

肆、壽命解析的基礎理論及方法 
當結構物受到應力腐蝕的作用時，應力腐蝕破裂(stress corrosion cracking)受到材料

的性質和環境的相互作用下，其應力腐蝕裂縫增長速率及達到損壞所需要的時間乃決定

於應力強度因子 K 值。其關係式[7]為： 

mKc
dT
da

)(     (mm/hour)                                              (35) 

其中，c 及 m 為常數，本文採用 USNRC 在 USREG-0313 報告中所建議的 SUS304
不鏽鋼之建議公式[20]。直接定義參數: c=3.59×10-8 及 m=2.161。由於本研究分析時是使

用 J 積分值，所以必須將 J 值轉換成為 K 值，其兩者的關係式為： 

)1( 2



EJK IC

IC
     (MPa．mm1/2)                                        (36) 

JIC(彈塑性破壞韌性值)值可以簡單地換算成為 KIC(平面應變破壞韌性值)，公式中的

為蒲松比(Poisson’s ratio)，=0.3。 
本文使用的 Runge-Kutta 的數值解析方法是由德國數學家所發展的，針對初始值之

常微分方程式的解析有良好的效率。也就是說，在每次計算的工作中，可以得到良好的

精確解，而且又方便使用。 其中四階的 Runge-Kutta 方法是最廣泛被使用的方法，其關

係式[9]表示如下: 

),( yxf
dx
dy

  , 00 )( yxy                                               (37) 

)22(
6

1
43211 kkkkyy nn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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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nn yxhfk                                                    (39) 

)
2

,
2

( 1
2

kyhxhfk nn                                                 (40) 

)
2

,
2

( 2
3

kyhxhfk nn                                                 (41) 

),( 34 kyhxhfk nn                                                  (42) 

將本研究分析之結構物的基本參數及式(35)代入式(37)至式(42)，可得到下列關係式: 

mkc
Taf

da
dT

)(

1
),(   , 0)( 0 aT                                       (43) 

)22(
6

1
43211 kkkkTT nn                                          (44) 

其中, ),(1 nn Taafk                                                   (45) 

)
2

,
2

( 1
2

kTaaafk nn 


                                              (46) 

)
2

,
2

( 2
3

kTaaafk nn 


                                              (47) 

),( 34 kTaaafk nn                                                (48) 

其中 T 為時間，Tn 為裂縫進展後的時間，ao 為初始裂縫長度，Δa 為裂縫長度的增

加值，an 為裂縫進展後的裂縫長度，將式(36)代入式(43)至式(48)，可計算出結構物裂縫

進展至崩壞為止的時間壽命。 
 

伍、殘存壽命預測之計算解析 
其解析模型為圖 2，裂縫存在於固定端 A 點，初始固定參數為管長 L=3m，管厚

t=0.011m，管路平均半徑 R=0.077m，裂縫長度 a 與管厚 t 比值為 a/t=0.5，裂縫夾角 2θ

=60o，流動應力σf=400MPa，楊氏係數 E=21000×9.807 MPa，慣性矩 I=1.586×10-5m4，

無因次化彎曲柔度＝0.0277[14]，彈塑性破壞韌性值 JIC=100kN/m，裂縫進展抵抗
[17]dJ/da=100MN/m2，起始回轉角βA=βB=0o。由以上參數可以計算出無裂縫塑性力矩

Mp，有裂縫塑性力矩 Mcp，此時可以判斷出塑性鉸形成的順序，進而可以求得形成第一

塑性鉸與第二塑性鉸時的 A 點回轉角ψA 及位移 H。在裂縫開始進展時，輸入的裂縫進

展參數為彈塑性破壞韌性值 JIC，裂縫進展抵抗值 dJ/da，裂縫長度增加值Δa，由以上參

數可以計算出形成第二塑性鉸時的 J 積分值 J2，此時可以判斷出裂縫開始進展於第二塑

性鉸之前或之後，當裂縫進展開始於第二塑性鉸之後時，可進而求得崩壞後的 A 點回轉

角ψA 及位移 H，若裂縫進展開始於第二塑性鉸之前時，可進而求得崩壞前、後的 A 點

回轉角ψA 及位移 H，並利用 Runge-Kutta 方法計算出裂縫進展至崩壞為止的時間壽命。

(其中，由於塑性崩潰前的裂縫進展，為了使裂縫部位仍具有保護作用，裂縫進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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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da 的限界值介於 10~100 MN/m2 [17]。) 
在強制位移管路結構的數值解流程中，初始固定管結構的長度為 L= 3m，裂縫夾角

為 2θ=60o，管壁厚度為 t=0.011m，管結構外徑 D1=0.165m，徑向貫穿深度比 Xp= 0.5，

兩固定端的初始回轉角分別為βA= 0，βB= 0，流動應力σf= 400MPa，楊氏係數 E= 21000
×9.807MPa。 代入以上的參數值可分別計算出無裂縫塑性力矩 Mp 及有裂縫塑性力矩

Mcp。此時可判斷出 A 點為先形成第一塑性鉸，B 點為形成第二塑性鉸，進而可求得形

成第一塑性鉸時的ψA = 7.67×10-4 rad 及 H=0.898
EI

MpL
6

2

。接著可求得形成第二塑性鉸時的

ψA= 6.40×10-3 rad 及 H= 1.133
EI

MpL
6

2

。在裂縫開始進展時，輸入的參數之數值為彈塑性破

壞韌性值 JIC= 100kN/m，裂縫進展抵抗 dJ/da=100MN/m2 及a=0.5mm。進而可計算出形

成第二塑性鉸時的 J 積分值 J2 = 223.935kN/m，此時可以判斷出裂縫進展開始於第二塑

性鉸時形成之前，進而求得崩壞前、後的裂縫進展的 A 點回轉角ψA 及位移 H 數值點，

並利用 Runge-Kutta 方法將式(2)代入式(9)至式(14)，計算出裂縫進展至崩壞為止的時間

壽命為 72.067 Hours。 

 

陸、結果討論與比較 
經由前述之方法及代入數值計算的結果，可以得到圖 4 至圖 7。圖 4 為兩端固定有

貫穿裂縫之靜不定管路結構的 A 點回轉角ψA-位移 H 關係，與裂縫夾角 2θ-位移 H 關

係圖，其管長 L=3m，裂縫夾角 2θ=60o，A、B 兩點的起始回轉角βA、βB 皆為零，彈

塑性破壞韌性值 JIC=500kN/m，在不同裂縫進展抵抗值 dJ/da 改變後的結果。圖中 A→B
的斜直線為無裂縫進展時的 A 點回轉角ψA -位移 H 關係，隨著塑性鉸的形成而回轉角

ψA 與位移 H 之斜率增加的情形，這是由於管路結構之彎矩再分配的結果。當裂縫進展

開始時，dJ/da=10MN/m2 與 dJ/da=100MN/m2 的回轉角，位移及裂縫夾角皆增加，而且

dJ/da=10MN/m2 增 加 的 回 轉 角 - 位 移 之 斜 率 ， 與 裂 縫 夾 角 - 位 移 之 斜 率 都 比

dJ/da=100MN/m2 的時候還要大。由以上結果可知，當裂縫開始進展時，裂縫進展抵抗

值 dJ/da 愈大時，其裂縫進展趨勢會愈接近無裂縫進展時的斜直線。亦即是 dJ/da 值愈大

時，有裂縫進展與無裂縫進展的回轉角ψA -位移 H 與裂縫夾角 2θ-位移 H 不被認定有

很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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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貫穿裂縫之配管結構的ψA-H 及θ-H 關係圖 

 
圖 5 為貫穿裂縫之靜不定管路結構的裂縫開口面積 S-位移 H 關係圖，隨著裂縫進

展，裂縫開口面積及位移 H 皆增加，而且裂縫進展抵抗值 dJ/da=10MN/m2 的裂縫開口

面積-位移之斜率比 dJ/da=100MN/m2 時還要大，所以可以知道裂縫進抵抗值的大小亦會

影響裂縫開口面積增加情形。 

 
圖 5  貫穿裂縫之管路結構的 S-H 關係圖 

 
圖 6 與圖 7 為兩端固定有未貫穿裂縫之靜不定管路結構的 A 點回轉角ψA -位移 H

關係與裂縫夾角 2θ-位移 H 關係圖。裂縫長度 a 與管厚 t 比值，圖 6 為 a/t=0.3 及圖 7
為 a/t=0.5，初始相同參數為管長 L=3m，裂縫夾角 2θ=60o，A、B 兩點的起始回轉角β

A、βB 皆為零，彈塑性破壞韌性值 JIC=100kN/m，在不同裂縫進展抵抗值 dJ/da 改變後

的結果，其中的斜直線為無裂縫進展時的 A 點回轉角ψA -位移關係 H。當裂縫進展開始

時，(1)在 dJ/da=100MN/m2 的情況下，從未貫穿到貫穿的過程，回轉角及變位皆增加，

而裂縫夾角固定不變，在貫穿後的過程，回轉角、位移及裂縫夾角皆增加，但回轉角-
位移的斜率變小了。(2)在 dJ/da=10MN/m2 的情況下，從未貫穿到貫穿後的斜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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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da=100MN/m2 時還要大。由(1)、(2)上的結果討論可知當裂縫進展值愈小時，回轉角

及位移減少的情形為其延性不安定的現象，且在貫穿後，其裂縫夾角有快速增加的趨勢。

在裂縫進展值 dJ/da 愈大時，其裂縫進展趨勢與無裂縫進展時的回轉角ψA -位移 H 關係

與裂縫夾角 2θ-位移 H 關係不被認定有很大的差異。在不同的裂縫長度與管厚比值 a/t
條件下，無裂縫進展時形成第一塑性鉸與第二塑性鉸的回轉角、位移皆不同，但是在裂

縫進展 dJ/da=10MN/m2 的延性不安定現象之回轉角ψA -位移 H 與裂縫夾角 2θ-位移 H
的趨勢，卻是十分地接近，而在裂縫進展 dJ/da=100MN/m2，在未貫穿到貫穿過程，回

轉角ψA -位移 H 的傾向幾乎呈平行，但在貫穿後，其傾向幾乎快重疊，而貫穿後 a/t =0.5
的裂縫夾角-位移之斜率比 a/t =0.3 的大。 

 
圖 6  未貫穿裂縫的ψA-H 及θ-H 關係圖(a/t=0.3) 

 

 

圖 7  未貫穿裂縫的ψA-H 及θ-H 關係圖(a/t=0.5) 

 
圖 8 及圖 9 為兩端固定有未貫穿裂縫之靜不定管結構承受地震後的強制位移的 A 點

回轉角ψA-殘存壽命關係圖。裂縫長度 a 與管厚 t 比值為 a/t=0.5(圖 8)及 a/t=0.3(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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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管路長 L= 3m，裂縫夾角 2θ= 60o，A、B 兩點的起始回轉角βA、βB 皆為零，彈

塑性破壞韌性值 JIC= 100kN/m，在不同裂縫進展抵抗值 dJ/da 改變後的結果，圖中的○、

△分別表示在裂縫進展抵抗 dJ/da 值為 100MN/m2、10MN/m2 時的裂縫進展至崩壞之 A
點回轉角ψA -殘存壽命關係。當裂縫進展關始時，(1)在 dJ/da=100 MN/m2 的情況下，從

未貫穿到貫穿的過程中，裂縫進展所需要的時間在圖 8 為 44.208Hours 與圖 9 為 52.058 
Hours，從貫穿到崩壞的過程中，裂縫進展所需要的時間在圖 8 為 72.067Hours 與圖 9 為

62.656 Hours。(2)在 dJ/da=10MN/m2 的情況下，從未貫穿到貫穿的過程中，可知為延性

不安定的現象，所以 A 點回轉角ψA 值會減少，裂縫進展所需要的時間在圖 8 為

105.685Hours 與圖 9 為 144.968 Hours，從貫穿到崩壞的過程中，裂縫進展所需要的時間

在圖 8 為 558.895 Hours 與圖 9 為 547.203 Hours。 

 
圖 8  靜不定龜裂管結構之強制位移的殘存壽命解析圖(a/t=0.5) 

 

 

圖 9  靜不定龜裂管結構之強制位移的殘存壽命解析圖(a/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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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靜不定龜裂管結構之強制位移的ψA -J 積分與ψA-θ/π解析圖(a/t=0.5) 
 

 

圖 11  靜不定龜裂管結構之強制位移的ψA -J 積分與ψA-θ/π解析圖(a/t=0.3) 

 
比較圖 8 與圖 9 在不同裂縫長度 a 與管厚 t 比值時，其 A 點回轉角ψA-殘存壽命的

關係，並配合圖 10 與圖 11 以供說明，其中圖 10、圖 11 分別為圖 8、圖 9 的回轉角ψA 
-J 積分關係與回轉角ψA-裂縫夾角 2θ關係圖，圖中的○、△分別表示在裂縫進展抵抗

dJ/da 值為 100MN/m2、10MN/m2 時的裂縫進展至崩壞之回轉角ψA -J 積分關係與回轉角

ψA-裂縫夾角 2θ關係，<1>、{1}分別為裂縫進展在貫穿前的回轉角ψA -J 積分關係與

回轉角ψA-龜裂夾角 2θ關係，<2>、{2}分別為裂縫進展在貫穿後的回轉角ψA -J 積分

關係與回轉角ψA-裂縫夾角 2θ關係。在 A 點回轉角ψA 方面，當裂縫開始進展時，(1)
在 dJ/da= 10MN/m2 的情況下，從未貫穿到貫穿的過程中，a/t=0.3 比 a/t=0.5 的回轉角ψA

值大，這是合理的，從貫穿到崩壞的過程中，a/t=0.3 比 a/t=0.5 的回轉角ψA 值小，這是

因為 a/t=0.5 的ΔψA 值遠大於 a/t=0.3 的ΔψA 值。(2)在 dJ/da=100 MN/m2 的情況下，從

未貫穿到貫穿的過程中，a/t=0.3 比 a/t=0.5 的回轉角ψA 值大，這是合理的，從貫穿到崩

壞的過程中，a/t=0.3 比 a/t=0.5 的回轉角ψA 值大，雖然 a/t=0.5 的ΔψA 值比較大，但是

其貫穿後的周方向起始角度遠小於 a/t=0.3 的貫穿後的周方向起始角度，所以 a/t=0.5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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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崩壞回轉角ψA 略小於 a/t=0.3 的崩壞回轉角ψA。在時間方面，當裂縫開始進展時，

在 dJ/da=10MN/m2 或 dJ/da=100MN/m2 的情況下，從未貫穿到貫穿的過程中，a/t=0.3 比

a/t=0.5 的時間長，這是合理的，從貫穿到崩壞的過程中，a/t=0.3 比 a/t=0.5 的時間短，

這是因為 a/t=0.5 的ΔψA 值比較大的緣故。 
 

柒、結論 
本文採用極限解析手法及彈塑性破壞力學的綜合解析法，經研究結果可知其有下列

特性： 
(1) 在貫穿裂縫的靜不定管結構，當裂縫進展抵抗值 dJ/da 愈小時，其ψA-H 及θ-H 之

斜率會明顯的增加，而且影響裂縫開口面積 S 增加的情形。 
(2) 在未貫穿裂縫的靜不定管結構中，當裂縫進展抵抗值 dJ/da 愈小時，從未貫穿到貫穿

過程會有延性不安定的現象產生，而且會隨著初始裂縫夾角 2θ愈小，此現象愈趨

明顯。當貫穿後，其ψA-H 及θ-H 之斜率亦會明顯的增加。 
(3) 在未貫穿裂縫的靜不定管結構中，不同的起始裂縫長度的大小只會影響貫穿前的延

性安定之裂縫進展。 
(4) 當裂縫進展抵抗 dJ/da 值不同時，隨著裂縫進展愈後面，其裂縫進展速率會愈快，也

就是裂縫進展的時間有愈來愈短的傾向。 
(5) 當 dJ/da 值愈小時，則荷重減少的幅度會愈大，但漸漸其荷重能力會有上升的趨勢，

裂縫進展至崩壞為止的荷重能力則小於 dJ/da 值較大時，且所需要的時間也會愈長，

表示其裂縫進展速率愈慢。 
(6) 管路結構承受地震後的強制位移情況下，在不同裂縫長度之裂縫進展時，較小裂縫

長度在貫穿為止的時間比較長，但在貫穿後至崩壞的時間卻比較短，這是由於受到

ΔψA 值增大的影響。 
(7) dJ/da 值愈大時，裂縫進展至崩壞的時間愈短，而由於時間很短，所以一但發生裂縫

進展，將會很快就崩壞。 
因此對於有裂縫存在的靜不定管結構而言，可以瞭解其塑性崩壞的情形，其中裂縫

進展主要仍受彈塑性破壞韌性值 JIC 以及裂縫進展抵抗值 dJ/da 值等破壞結構因子的影響，

而 dJ/da 值的大小不僅影響裂縫進展速率，更是延性破壞為安定或不安定的重要關鍵因

子。所以避免 dJ/da 過小的情形，可作為防止延性不安定破壞發生，以及延長崩壞的時

間壽命之設計參考，以提供建立管路劣化的健全性評估，甚至提高電廠管路結構可靠度

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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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創業機會一直是創業研究者有興趣的議題，然而並非所有的創業者都是先

看到了機會才開始有創業行動，可能是走一步算一步，之後再經過不斷修正而

來。本研究以Fletcher(2006)所提出的社會建構觀點，探討創業行動是如何在創

業者與社會不斷的互動中產生的。不同的是，過去有關創業的研究通常探討創

業者由無到有的創業歷程，本研究關注於廠商開發新通路的創業行動，因為廠

商因應環境變化的動態能力在本質上是具創業家精神的。本研究透過兩位經理

人的訪談顯示，創業行動者改變了社會場域，而社會場域又影響了創業的實踐；

先前成功的經驗對後續創業行動的認知與積極程度有密切關係；機會不是客觀

的等待有心人發掘，而是行動的所參與者與該實踐場域共同創造的過程。本研

究延續Fletcher的觀點探討廠商開發新通路的歷程，尤其是那些在創業過程中的

共同參與者。 

 

關鍵詞：創業機會、社會建構理論、創業行動、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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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has been an important and interesting subject for researchers. 
However, not all the entrepreneurs are the first ones who identify the opportunities and then 
begin taking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Instead, entrepreneurial actions are mostly modified 
by the actors step by step followed by numerous unsuccessful experiences. Viewing from 
Fletcher’s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s 
interactively appearing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the society they are embedded. In 
particular, prior research focuses on entrepreneurial cases from ‘zero’ to business form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firms develop new marketing channels because firm behaviors 
i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is essentially dynamic capabilities with 
entrepreneurial spirit. By in depth interview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manager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change social fields and the fields in turn influences the practice 
of thos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Previous successful experi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wareness of subsequen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pportunities are not objectively waited 
for exploration, but are communally constituted by all the participants and practice field. 
This study extends Fletcher’s theory to explore the processes of firms in developing new 
channels, especially those participants in the cours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Keywords: Entrepreneurial opportunity,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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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創業機會一直是創業研究者有興趣的議題，早期的理論認為機會是公開且公平的，

每個人都可發現機會，故個人特質是創業成功與否的主因，但是現今的學者認為市場的

資訊是不對稱的，創業家
1
是發現資訊的不均衡、並將其導向均衡的推手(Shane & 

Venkataraman, 2000; Sexton & Landstrom, 2003)。Ardichvili, et al. (2003)將機會辨識定義

為創業者從體認到一個不明確的機會開始，配合時空與資源，以創新的手段將機會概念

化的過程。例如，創業者會先意識到市場有需求的產生，進而發掘出特有的需求， 後

再創造需求與資源的連結方式。 

然而，是否所有的創業者都是先看到了機會，才開始有創業行動嗎？由幾位創業者

的初步訪談發現，其實所謂的機會，有些是看得到，但吃不到；例如，因創業者本身資

金不夠、能力不足或缺乏人力、產能等因素，再多的機會對這些人而言也是無用。而有

些機會，創業者或許在創業初期根本不知道或不認為那是機會，按照業者的說法是走一

步算一步，之後經由不斷的修正，調整再調整而逐步完成自己的理想。此情況呼應了

Fletcher(2006)的看法，認為創業是一種非線性的過程，而機會是創業者與其所在社會不

斷互動中出現的；亦即，機會未必十分明確的出現在那裡等候有心人發掘，而是被創業

者一步步探勘出來的。Fletcher(2006)整合學者過去對社會建構的研究，由社會建構觀點

來解釋創業機會是如何產生的，他強調創業機會的形成，是由創業者與其所處社會的關

係 所 構 成 的 (relationally-constituted) ， 同 時 也 是 創 業 者 與 其 他 人 所 共 同 建 構 的

(communally-constituted)。 
過去有關創業的研究大多探討創業者由無到有的創業歷程，但是對既有廠商而言，

公司可能已經成立多年，在快速變動的經營環境中，廠商仍需不斷的發現新的機會，例

如發展新產品、開發新的通路等，此時廠商也需思考如何將外部機會轉化為本身的能

力，Teece(2007)認為廠商必須像創業家一樣，不斷發現新的市場機會，才能在動態環境

中生存，故廠商因應環境的動態能力在本質上是具創業家精神的(entrepreneurial)。 

二、研究目的 

    Steyaert(2007)認為過去對於創業的研究常陷入主觀/客觀的二分法，亦即不是研究

創業者的人格特質，便是研究外部環境對創業者所帶來的機會如何，當焦點放在創業

者時，創業機會常歸因於創業者的遠見，而當焦點放在創業機會時，創業者又隱身為

一無法研究的參數(Dimov, 2011)，因而呼籲創業研究須跳脫過去主觀與客觀的二分

法，轉向一種與過去創業研究不同的社會生活本體論。這種以社會生活為主的研究方

式，關注在創業的歷程。相較於過去機會發現為基礎(Discovery-based)的研究，這種以

過程為基礎(process-based)的觀點關注創業者與社會結構之間的互動，並強調創業是如

何鑲嵌於社會與文化脈絡之中(Hjorth & Steyaert, 2004)。基於此，本研究期望看到創業

者更真實的一面，或許不是一帆風順的創業歷程，故以 Fletcher(2006)所提出的社會建

                                                 
1 創業家(entrepreneur)是指那些在市場有需求但尚無供給的情況下，將新產品或新工藝開發出來的人

(Schumpeter, 1934)；故創業家會主動尋求變化、對變化作出反應，並將變化視為機會(Drucker,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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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觀點，探討創業行動如何在創業者與社會不斷的互動中出現。較特殊的是，本研究

探討的創業行動並非如過去由無到有的創業個案，而是以廠商開發新通路為創業的研

究標的，因為廠商因應環境變化的動態能力，例如原通路已衰退或不敷使用，而另闢

新通路，在本質上是具創業家精神的(Teece, 2007）。故歸納本研究的目的有：(一)以
Fletcher(2006)所提出的三種社會建構觀點探討廠商開發新通路的創業歷程；(二) 由社

會建構觀點比較個案公司在開發新市場的歷程。 
 

貳、文獻回顧 

一、創業機會 

機會辨識一直是創業研究者有興趣的議題，早期的新古典(neoclassical)理論認為機

會是公開且公平的，每個人都可發現機會，故個人特質是創業成功與否的主因。現今

的學者認為市場的資訊是不對稱的，創業家是發現不均衡，並將其導向均衡的推手

(Shane & Venkataraman, 2000; Sexton & Landstrom, 2003; Shane, 2003)，因為只有少數人

知道哪裡有閒置的資源可使用，再加上每個人對於資源價值的認定不同，而產生價值

判斷與使用上的差別，因此在有限理性與資訊不對稱的狀況下，當個人擁有較多與創

業相關的知識與資訊時，將能比他人有更高的能力去辨識出創業機會(謝如梅&劉常

勇，2006)。 

對於創業機會的發現，Shane (2000)及 Shane & Venkataraman (2000)認為會受到創

業者個人因素及外部環境的影響，前者包括人格特質、先前知識、社會網絡關係，後

者指外部因素變化所可能產生的新機會。Ardichvili, et al. (2003)進一步先前知識分為興

趣知識、產業知識、市場知識、顧客問題知識及服務顧客方式的知識，而 Shane (2005)
也將外部環境分為科技變遷、政治與法規變化、社會和人口結構變化及產業結構的變

化，並認為成功的創業家必須偵測市場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創業可能產生的機會。

洪世章&蔡碧鳳(2006)發現機會辨識非僅是商品市場與技術發展架構的機會開發，更會

受到國際化，政治以及社會環境構面的影響。 
除外在環境變動外，Ardichvili, et al. (2003)針對創業機會的發現與發展建立整合性

的理論模式，也對人格特質、先前知識與社會網絡發展操作性定義，有助於後續研究

者釐清影響創業機會的變數。創業家需要掌握這些變化，並辨識出這些變化下創業機

會隱匿於何處資訊尚未為人所認知的地方，才能及時確認出機會的存在，將機會轉換

為未來的商品或服務，進而獲得經濟上的利潤。 

二、社會建構觀點下之創業機會 

相對於過去將創業研究關注在創業者與創業機會，有學者認為而必須將「創業」視

為整體來探討(Steyaert, 2004; Hjorth & Johannisson, 2008)，亦即創業的過程(process 或稱

歷程)，在過程觀點下，強調創業的行動與實作，故將創業視為現在進行式(practice theory 
of entrepreneuring) (Johannisson, 2011)。Hjorth & Steyaert(2004)將創業的本質視為一種社

會創造力的形式(forms of social creativity)，其發生的場域應在整體社會中，故將創業的

過程定位在創業者日常的社會互動，例如生活的經驗、故事、談話、表演等，換句話說，

創業活動的場域實際上是在社會生活中，不一定要在商業領域才會有。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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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tcher(2006)認為創業機會不能夠獨立於創業者的社會關係外，社會建構觀點可以幫助

吾人認識創業機會在社會過程中，創業者與他人的分享與協商歷程；在創業者與社會的

互動中，知識、制度、科學、規範等，於是一步步被建構起來，好像蓋房子一般。故對

於創業過程的研究，不能脫離其所處的社會與歷史，而創業行動才是研究的主體(Steyaert, 
2007)，包括人在交互主觀中產生意義的歷程、日常生活的脈絡與意義建構的關聯，以

及觀察一個社會制度如何被社會建構為真實(吳孟珍，2011)。Fletcher(2006)整合了過去

社會建構觀點的不同學派，並以一家美式咖啡店兄妹創業的過程為個案，提出社會建構

觀點下三種可能的探究方法(approach)：  
(一) 社會構成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t)，認為創業者會由心智的認知來建構自己的

世界，特別是認知的過程，以及創業者如何透過置身所在的社會、文化或論述實踐

(discursive practices)的中介來成就創業行為與機會的發展。 
在 Fletcher 的個案中，一位女性創業者在倫敦喝了一杯難以下嚥的咖啡，於是懷念

以前在紐約時的咖啡，一個「在倫敦開一間個美式咖啡館」的念頭便浮現在腦中，因為

年輕的專業人士(像她當年一樣)在早晨是需要一杯卡布奇諾的。當幾次漫步倫敦街頭

後，創業者認知的過程又變得更具體了些。Fletcher 認為創業者過去的經驗，會在他們

內心建構了不同的認知，而這種新舊認知的調適過程，可能會浮現創業的念頭。社會構

成主義關注的重點是創業者所在的社會文化裡，一些不經意的行為而與過去認知的差異

(可能有許多個差異)，透過這種認知的過程來理解創業行為與機會是如何發生的。 
（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關注重點在創業者的實作與個別知識

意會(sense-making)的交互作用；在特定的創業實作與文化脈絡中，創業機會於是逐步的

浮現，因此有關於創業在哪裡實踐(鑲嵌於何處)或是有任何的社群、階級、性別、當地

文化、歷史脈絡介入了創業的過程，而影響了創業者的行為，都是值得探討的。 
    在 Fletcher 的個案中，出生於中產階級家庭的兄妹，從未想過要創業，但是因父親

過世，結束了過去穩定的生活。但也因為安逸生活的結束，使得過去對於喝不到一杯好

咖啡的不滿，轉變成創業的機會。Fletcher 認為創業者的出生背景、社會階層、工作職

場等，都可能會影響到創業者的能力、資源、熱情、文化意識、品味等，當然，創業活

動的實踐也會有所不同，這便是社會建構主義所強調的創業活動鑲嵌於創業者所處的社

會、文化與體制情境中。 

    （三）關係建構主義(relational constructionist)，認為機會產生於創業者對關係(非僅

限於人際關係)的共同建構，關注的焦點是關係(relationality)與人事地物的協調。在

Fletcher 的個案中，哥哥曾想過要創業，但是還不知道機會在哪裡。某次，妹妹提到她

在紐約時，每天早晨那杯卡布奇諾咖啡帶給她的幸福感，對照倫敦的咖啡廳有多糟，之

後兄妹之間也有多次的對話提到此事。Fletcher 認為這種片段的想法、討論、對話、經

驗等都是創業歷程中的關係建構，讓兄妹兩個人對紐約與倫敦的咖啡廳產生了連結，並

建構了某些對創業有意義的過程。 
    某日，哥哥開了幾場會後，卻在在倫敦街上找不到一家有賣低咖啡因的咖啡，他不

由得想起妹妹對倫敦咖啡館的批評。Fletcher 認為這些都是創業的關係建構，而且這次

的建構，連結了更多的關係，包括倫敦的街頭、會議、專業人士、低咖啡因等。這些關

係的連結，更加深了哥哥的創業動力，於是請妹妹去做倫敦咖啡店的市場調查，妹妹開

始覺得這是一個好點子，於是更多的關係又被建構出來了。 
    這種一連串的連結及行動之間關係的(relationally)以及共同(communally)的建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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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Fletcher 認為這才是真實的創業行動，亦即，創業的想法是在一連串的關係活動

(relational activity)中被建構出來，稱之為關係構成主義。Fletcher 的三種社會觀點下對創

業機會的不同理解可以整理如下(如下表 1)： 

 

表 1  Fletcher 的三種社會觀點下對創業機會的不同理解 

不同關懷下的社會建構觀點 對創業研究的關懷及對「創業機會」的社會建

構式理解 

 社會構成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t) 

 關懷創業者在社會生活中所產生的認知

層次的互動。 
 機會生成於創業者在社會中進行的認知

建構歷程。 

 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 

 關注創業實作如何在創造者與社會之間

的相互作用中被建構。 
 機會來自於創業者與所鑲嵌的社會文化

脈絡之互動與建構。 

 關係建構主義(relational 

constructionism) 

 關注社會中的對象、意見、意像、言談，

以及創業實作之間的關聯性建構。 
 機會產生於創業者對關係的共同建構。 

資料來源: 吳孟珍(2011)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設計 

    本研究以 Fletcher(2006)提出的社會建構觀點探討廠商開發新通路的創業歷程，採個

案研究的方式，並利用深度訪談取得初級資料成為個案撰寫的主體。依照事件發生的時

間先後，而編成敘事體，再從中分析事件發展的脈絡，討論事件之間的關係。Eisenhardt 
(1989)認為個案研究的過程具有高度的反覆性，而且與資料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個案

研究法非常適用於新問題領域的發展。而 Gummeson (1991)認為個案研究法是一種有用

的研究策略，用來研究個案的過程以及解釋其目的，亦即回答 How 及 Why。Yin(2003)
依個案的多寡(單一個案歸納或多個案比較)及分析的單元(理論依據源自個案行為本身

及其情境脈絡的完整探討或者為其他來源之理論的驗證)，將個案研究設計分為四種類

型：完整理論與單一個案設計(Single Case－Holistic Theory Design)、完整理論與多個案

比較設計(Holistic Theory－Multiple Case Comparison Design)、鑲嵌理論與單一個案設計

(Embedded Theory－Single Case Design)、鑲嵌理論與多個案比較設計(Embedded Theory
－Multiple Case Design)。本研究較偏向「完整理論與多個案比較設計」，期望在社會建

構理論下，比較不同廠商開發新通路的差異。 

二、資料收集與訪談 

    由於質性研究強調概念上的代表性，希望樣本能反映事實的多樣性，故採立意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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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ful sampling)，選擇一家工業用電腦廠商及一家消費品廠商，以提供多重證據來

源，並利於個案之比較，增加研究的建構效度(Yin, 2003)。在信度方面，本研究將詳細

紀錄研究進行之步驟，以及重複實施時之操作，確保後續研究者可依循原步驟，並得到

相同結果。本研究並將由實證研究結果發展研究假說，以提供後續研究之參考及建議。 

    本研究資料來源除了參考學界對創業機會理論相關研究外，並參考電子業與進口肉

品業相關之報章雜誌以及高倩華(2007)與黃如意(2010)之次級資料。在初級資料收集方

面，共訪談兩位專業經理人: 個案一公司的黃協理、個案二的專案高經理(訪談對象基本

資料見表3)。訪談重點在於經理人對於新通路的開發過程，特別是個案公司當初如何發

現新機會、經歷哪些失敗、如何克服失敗、哪些參與者影響了創業的過程等；當機會不

是十分明確、甚至完全沒有時，經理人是如何走一步算一步克服困難的。訪談實施過程

中，訪談者斟酌訪談對象對每個問題回答內容的延伸狀況，試圖探索對本研究有幫助的

資訊，同時觀察訪談過程中的互動情境，做為本研究的資料來源。訪談時間平均每位約

一小時，日期在102年5月14日及5月31日。訪談完成後，本研究亦對訪談內容不明瞭之處，

做進一步的電話追問和檢核，以增加資料的完整性。 

 

表 3.  訪談對象基本資料 

訪談對象 產業 公司成立 業界年資 新通路 

黃協理 進口肉品 2006 年 15 年 餐飲市場 

高經理 網路設備 2002 年 6 年 系統整合市場 

 

肆、個案分析 

一、個案一：開發餐飲通路的進口肉品商 

    個案公司成立於 2006 年，母公司為專業牛肉進口商。過去進口肉品的通路主要是

透過批發商賣給零售商或餐飲業，零售商再銷售至消費末端，批發商可說是掌握了整個

通路，但也形成壟斷零售與餐飲業這塊高獲利市場的局面。挾帶消費末端通路的優勢，

通路權力強大，批發商進而向上游進口商要求更多的優惠（例如要求進口商贊助其促銷

活動或提供優惠等），結果是下游零售與餐飲業購入成本越來越高，上游進口商獲利越

來越低，獨厚中游的批發商。個案公司業務人員(黃協理)長期處於上述的通路型態中，

企圖擺脫批發商的約束，開始另闢餐飲新通路。 

    明顯的，個案公司的創業機會以餐飲市場為主，但黃協理坦承初期可說是看得到，

吃不到，因為「餐廳要用誰家的肉品，通常是主廚說了算，所以說，只要跟主廚建立關係之後，可說

是一切都搞定！」。但餐廳主廚常會拿批發商的回扣(市場潛規則)。黃協理在之前任職的公

司有一段替老闆將回扣轉交給主廚的經驗。 

 

「到了廚房後面，本來想將信封的錢(五萬元)當面交給主廚，但他旁邊卻有一群人，我想要當

面交也不是，阿走也不是。還好我頭腦太好（急中生智）說：『師傅，這是上個月的會錢!』，說

完把錢一丟便走了。出去以後，那個主廚才打手機給我說：「少年ㄝ，以後要來之前，要先打了

電話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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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過去的經驗反映了黃協理對於餐飲這塊市場初期的認知：餐廳主廚都有拿回扣

的潛規則。是有機會沒錯，但想要進入，真的很困難。2003 年 SARS 疫情嚴重，民眾不

敢出門，無論中西餐飲業受到嚴重打擊，個案公司首度體會到餐飲市場對上游業績的衝

擊。2004 年又逢全球經濟不景氣，更有狂牛症、禽流感等接踵而來，嚴重影響國內餐飲

及肉品業銷售，使得過去天之驕子的中游批發商受到嚴重打擊。由於批發商銷售業績嚴

重衰退，進而要求上游進口商共體時艱，提出許多不合理要求，例如票期延長、贊助促

銷活動等。個案公司因而體會到產業結構的急劇變化，批發商的勢力囂張到可以影響上

游供應商的行為，因而逐漸確認開闢餐飲通路的構想。這些餐飲業環境變化與過去對主

廚的認知便是 Fletcher 的社會構成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t)關注的重點，特別是創業者

的新舊認知差異與創業機會的浮現，但問題是，別人也許不認為如此。直到黃協理看到

同業已進入餐飲這塊市場，才改變了過去的認知。 
    本身雖擁有中西餐廚師證照，但之前的認知使得黃協理對於進入新市場信心不足，

也不知道如何經營。某次，他無意中看到競爭對手的貨車到某大餐飲連鎖店倉庫送貨，

因各公司貨車外表均有公司名稱及識別商標，幾次見到同業貨車送貨至大型連鎖餐廳

後，因此確認原來對手早已進入餐飲市場。「別人可以做，為什麼我不可以？」。認知的改變

產生了無窮的力量，黃協理由過去認為困難的機會逐漸轉變為試試看的行動！

Fletcher(2006)的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便是在關注創業者的實踐行動，而

機會往往產生於創業者所鑲嵌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中。 

    進入餐飲市場的實踐行動開始了，但黃協理首先得面臨了餐飲廚房後台獨特的文化

和語言，例如抽菸、吃檳榔，罵髒話、三字經等；為了做生意，黃協理不得不「同流合

污」的跳下去，但也因此開始有了更多的餐廳拜訪機會與提供主廚試吃等活動。當黃協

理開始將銷售轉往餐飲與零售通路，立刻遭遇到其他批發商的明顯反彈。 

 

「在花蓮，有一次我們拜訪一家五星級的飯店，回來時在省道被兩輛車攔下，一前一後。我們

下車問甚麼事，他們兩個人出來問，『你們是台北下來的？』，我說是啊！一個說，『回去告訴你

們老闆，以後別要管花蓮的事。』，說完便開走了。」；「這當然是餐廳連絡批發商…，批發商也

會跟他們說，我們的肉不好甚麼的…」。 

    

    從Fletcher 提出的第二種社會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可以看到黃協理與餐飲業者之

間的開始互動，而一步步建構出的創業機會，尤其是餐廳主廚圈子的獨特文化在黃協理

的創業中，成為一個必然的實踐場域。在語言相通、頻率相同而熟悉廚師的文化後，機

會變得愈來愈明顯，而花蓮的經驗使得黃協理認知該地可能不適合創業行動的進行。 

    除了與主廚套交情外，黃協理認真傾聽客戶的問題與抱怨，再將問題彙總歸納，並

思考如何解決。例如主廚為了因應換季、換菜單(例如情人節、耶誕節)時，不同肉品的

口感差異，必須對新食材做多次的嘗試，才能找出 佳的口感，此也浪費了不少時間及

食材。了解此問題後，黃協理於是在出貨前，先了解主廚的偏好，再試著調整每種肉品

與配菜食材的搭配，之後再交貨給餐廳，因此省去了主廚不少時間。 

    某次一家餐廳要推出情人節 500 元套餐，主廚希望黃能提供 100 元以下的牛肉食

材，口感必須符合原先餐廳主菜的口感，且要求良好的主菜視覺效果。由於牛肉有分公

牛、母牛、雜牛、屠宰後經熟成程序(aging)或未經熟成者，價格不同，但消費者從烹調

後的牛肉成品很難分辨其差異。黃協理經過評估後，由其公司多種產品線中找出一種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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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後經熟成的沙朗牛排，其口感與該餐廳原先的主菜(沙朗牛排)口感一致，但形狀(圓形)
完全不同，由於該產品原屬於公司價格較低的冷門產品，通常供應夜市牛排使用，故價

格符合主廚要求，消費者也會認為是不同的產品，但吃起來仍是原來所熟悉的味道，成

功被餐廳主廚所接受。有時黃也會遇到主廚要求的產品是公司沒有的產品，例如: 

 

「有一家餐廳要我找鴨胸肉，說他們特餐要用的…。好的鴨胸大部份都是從法國進口的，而且

貴又量少。後來我找到屏東的一家養鴨場，可以提供高品質鴨胸。我自己還特別研究了解鴨肉

的食材、如何烹煮…，全部的服務都是免費的。」；「還有一家餐廳要更奇怪的食材，你知道是

甚麼嗎？生的鵝肝，不是鵝肝醬！鵝肝醬其實還容易，我也大概花了快兩個月找到他想要的生

的鵝肝。」。 

 

    從Fletcher的關係建構主義角度看，上述故事更可顯示出開發餐飲通路這項創業行動

與創業者所在社會建立的關係連結(包括人、事、地、物)。例如與肉品及其配菜食材所

建立的連結、與情人節、與500元套餐、與屏東的鴨場、與生鵝肝等，都建構出了新通

路機會的部分具體內容，這些關係以及其連結共同建構了創業行動，使得當初認為

「mission impossible」的機會得以實踐。相較於過去將創業機會視為是創業者的高瞻遠

矚或者是等待被發掘的珍貴寶物，社會建構觀點讓吾人由說故事(storying)，「看到」了

創業者與社會互動，彼此共同建構的創業過程。 

    透過上述三種社會建構觀點，吾人可以由不同角度看到創業機會是如何透過社會文

化的互動與實踐，被共同建構的。這種建構過程沒有太多創業者的高明與遠見，也沒有

強調環境提供怎樣有利或不利的機會與威脅，只是呈現創業經理人一步一腳印，從生活

實踐中而產生的開發餐飲新通路過程，這種觀點使吾人看到一種更貼切的、發生在你我

周遭的創業行動。故當消費者開心的吃著「情人節500元套餐」、「入口即化的牛肉」、

「鴨胸肉」或「生鵝肝醬」時，也可由此個案想像當初廠商是如何本著創業家的精神，

不斷精進改善而產生的成果。由社會建構觀點觀看創業，更有助於吾人進一步認識創

業，知道社會如何被創業者所影響、如何被創業者所改變。 

二、個案二，開發系統整合市場的企業用電腦商  

個案公司成立於 2002 年底，為網路產品代理與經銷商，主要營運項目為代理各大

知名網路產品及銷售(網路設備、資安產品、無線網路、主機設備、網管軟體、網路工

程)。公司成立初期，利潤尚可，但之後市場漸趨飽和，利潤漸縮減為售價的三成左右。

至 2004 年時，更掉至 7%。當時許多電子業營運不善而倒閉，為因應市場變化，個案公

司思考要轉型。 
公司專案經理(高經理)在一次執行專案中，剛好達到客戶對系統設備所期望的需

求，也在該專案中獲得不錯的利潤及建置經驗，鑑於此，高經理似乎發現了一個新的機

會，賣設備還不如賣服務，而開始思考轉型為系統整合商(System Integration)，亦即，不

只是賣產品給給客戶，而是了解客戶的需求，進而尋找適合客戶的產品組合。此優點是

可容易瞭解客戶的內部資訊架構，藉以抓住客戶的需求，提供客戶中肯的資訊架構建

議；對客戶來說，也可以減少管理上的麻煩及對應窗口的複雜度(只須針對一家系統整

合商即可)。但是在網路建置服務上， 重要的是需與其他系統做連結，這也是 困難

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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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需要和先前系統建置商合作外，還需另外引進其他相關產品、原廠的服務或是程式設計

廠商來合作。當然我們也會去拜訪原廠、同業，還有其他業者，來增加我們的專業技術或是服

務上的的不足」；「那時候幾乎天天應酬! 都是談合作的事，生意就這樣被談出來的…，當然也

有客戶介紹客戶的，然後線就越牽越多!」。  

 

    明顯的，個案公司的創業機會即為網路資訊安全的系統商機。初期，高經理其實只

是知道過去的美好時光不再，面對未來，也知道公司應轉型，改賣別的產品了，但是對

於要如何轉型可說是沒有具體作法，只是隱約的意會到可能應該改變而已，這也是大多

數創業者初期所面臨的困境。在一次成功的經驗後，高經理經由客戶的滿意認同以及自

己也賺錢的體驗，讓過去潛在已久的機會變得更具體。「做一次之後就知道怎麼做了。大家先

分工!之後把價格先談好，再分配時間給各家做，這樣就是了。」。 

在經歷 911 事件後，高經理也察覺到企業有了備份及備援機制的危機意識，市場上

也聽到提倡客戶服務的重要性，並強調資訊的及時性，利用網路來進行資料處理及備

份，即讓資料及資訊都能擁有及時性，就算機器當掉，也會在幾分鐘內由另外一部好的

機器來取代原有系統進而提供服務(即現在所謂的雲端服務)。這種新舊認知的調適過程

中，可能會突然浮現出開發新市場或新產品的念頭。之後，可能越做越好，但也可能遇

到失敗，每次經驗都會改變創業者對上次機會的認知，便是 Fletcher 的社會構成主義

(social constructivist)，強調認知的過程。 

    個案中，高經理屬於較幸運的，因為一次成功專案經驗強化了對新市場目標的確

定，而 911 事件也使得企業意識到環境的變化可能使得公司的資料在瞬間被摧毀，這種

整體產業認知的改變發生在創業實踐的場域，確實有利於企圖開發系統整合市場的創業

者。而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更關注創業者與社會結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

特定的創業實作與社會的交互關係，故僅有認知尚不足建構明確的機會，還需要透過實

踐，並將知識做結構化(stucturation)，使成為企業的行動規章(enactment)。 

    要進入新市場，還得針對自己不足的地方加以補強，高經理所採的方式是透過原

廠、同業廠商或是異業廠商來相互搭配，不僅可以降低成本，也可跨足不同領域，故同

業及異業聯盟日與俱增。除了幫客戶規劃整體架構外，高經理也對客戶提供專業性建

議，有時雖然削減自身利潤，但是卻贏得了客戶的信賴。例如， 

 

「我們會舉辦定期的廠商聚會、推廣產品、提供折扣或是技術論壇等交流…。有一次，我推薦

一位客戶給 xx 電信公司，談的是開發專業隨身碟的案子，結果雙方合作愉快，最後公司雖然沒

賺到甚麼錢，但還蠻有成就的。後來就是因為這個案子，我們還拿到(該隨身碟專案的)獨家代

理!」。 

 

    除了對外部廠商的連結，個案公司在內部也要求員工要取得專業證照，為的就是加

強市場競爭力。在福利制度方面，個案公司承諾每年將公司盈利提 5%給員工做為額外

獎金紅利，只要公司有賺錢，無論是業務人員、內勤人員或是技術人員，只要是為公司

效力的員工都可以拿到額外的獎賞。此舉使得個案公司在其營運期間，除了業務人員及

少數技術人員流動外，沒有員工離職。個案公司毎星期也會利用固定時間，由不同的技

術人員報告目前手頭上的專案及使用的技術，除了讓每個人都能知道其他人目前案子的

進度外，也能知道技術方法的不同使用方式，增進技術知識上的交流，同時要撰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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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冊供其他技術人員批評及指正，且每個系統建置完成時，須對其專案撰寫專案

SOP(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標準作業流程)建議書，可避免技術人員被專案綁死

外，在該客戶系統發生問題時，其他技術人員也能快速上手，解決客戶問題。 

    若從 Fletcher 的關係建構主義角度看，創業者為了開發系統整合新通路，在其活動

場域建立了許多關係連結，例如與供應商的連結、與互補廠商、同業及其他相上下游廠

商，與客戶的客戶(例如 xx 電信)、與內部員工訓練、與獎金紅利、與標準作業流程建議

書所建立的連結等，都建構出了新通路機會的部分內容，這些關係以及其連結成就了開

發新通路的這項創業行動。 

    若非由社會建構的觀點，我們可能會只關注在創業者本身，而排除掉很多創業過程

中創業者與社會文化脈絡的互相牽引與變化，例如此案例中的上下游廠商、客戶的客

戶、內部員工的訓練、獎金激勵、證照制度等，而也無法清楚的描繪創業為什麼對社會

的成長與發展影響層面如此廣泛，以及創業為什麼扮演著如此重要推動的角色。茲將上

上述兩個案以三個社會建構觀點彙整如下(見表 2)。 

 

表 2.  由 Fletcher 的三種社會觀點看個案公司的創業歷程 

社會建構觀點 個案公司一 個案公司二 

社會構成主義--認
知的建構歷程 

 餐廳主廚有拿回扣的潛規

則，進入很困難； 
 下游批發商業績衰退，對上游

進口商提出許多不合理要

求，體認需另闢新通路。 
 看到同業貨車送貨至大型連

鎖餐廳，確認開發餐飲市場機

會的可行。 

 一次成功的專案體驗到

賣設備還不如賣服務； 
 911 事件後，企業有了備

份及備援機制的危機意

識，強調資訊的及時性。

社會建構主義--創
業實作的建構歷程 

 融入餐廳廚房後台獨特的文

化和語言，開始與主廚互動；

 其他批發同業的明顯反彈； 
 受恐嚇，認為花蓮餐飲市場的

開發不可行。 

 與設備原廠、同業或異業

相互搭配互補； 
 定期舉辦廠商聚會、推廣

產品、提供折扣或是技術

論壇等交流，使機會變的

更具體。 

關係建構主義--對
象、意見、意像、

言談與創業實作間

的建構歷程。 

 先行嘗試每種肉品與食材的

搭配，替主廚節省時間； 
 配合節慶，替主廚設計價位適

合的肉品； 
 尋找國內養鴨場，了解鴨肉的

烹飪方式。 

 要求員工取得專業證照；

 每年將公司盈利提 5%給

員工做為額外獎金紅利；

 技術人員需對專案撰寫

專案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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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與結論 

一、討論 

    機會一直是創業研究的核心議題，過去以機會發現為基礎(discovery-based)的創業觀

點較偏向經濟層面，往往將機會視為創業者的高瞻遠矚；而以創業過程為基礎

(process-based)的觀點強調創業的行動與實踐，近年來，創業場域的關注也由創業者的日

常創業行動(processes of day-to-day entrepreneuring)擴及至歷史、社會、體制、文化

(Watson, 2013)及道德面(Anderson & Smith, 2007)，甚至宗教面(Valliere, 2008)，使吾人

了解創業者更多的社會建構過程。例如Achtenhagen & Welter (2011)報導在德國媒體業，

女性創業過程如何受到語言意向的影響，Roscoea, Cruzb & Howorthb (2013)描述英國家

族企業透過綿密的家族網路及資源的創業過程，而認為機會與創業家精神應是相互建構

的，而在歐洲，文化與情境會影響創業家的社會建構(Dodda, Jack & Anderson, 2013)。本

研究企圖了解創業者更貼近社會的一面，故以Fletcher(2006)所提出的社會建構觀點，探

討創業行動如何在創業者與社會不斷的互動中出現，特別是，本研究研究創業的標的非

如過去由無到有的新創公司2(startup company)，而是以廠商開發新通路為例。 
   在社會共同創造的歷程中，個案一反映了創業者的創業行動如何改變創業實踐的社

會場域(例如供應商與主廚的關係)，而該社會場域又是如何影響了創業的實踐(開發餐飲

業新通路)，這即是社會建構理論的核心：創業機會的形成是由關係與共同參與所建構

的(relationally and communally-constituted)(Fletcher, 2006, p. 421)。而後來的結果也出乎個

案公司意料，因為所經營的業務已不再是原來單純的銷售肉品給餐廳而已，而是依顧客

量身訂製的肉品供應商，更充分反映創業機會的形成是非線性的。 
    吳孟珍(2011)曾以一位樂團演唱者與音樂藝術聯盟發起者為例，指出該創業者初期

「扮演著說服眾人加入共同創造的關鍵角色，把相關的人拉到一個創業空間中，說服他

們一起相信有這個機會的存在，並願意加入這個機會的建構中。」(p. 30)。而在本研究

之個案一中，黃協理是被動的跳入另外一個世界(餐飲市場)，因為產品已固定(進口牛

肉)，餐飲業的潛規則已存在多年，創業經理人少了許多可供揮灑的空間，想要開創新

通路，就必須融入他們的世界，說他們的語言，這是新通路開發者與新創公司之創業者

不同之處。 

    在個案二中，其實看到市場商機的不只是高經理而已，其他同業當然也有，故對於

新機會的能見度相對來說是較高的，但如何做才是重點。幸運的是，個案公司有一次成

功經驗，大大提升了對創業的認知，故先前成功的經驗對後續創業行動的認知與積極程

度有密切關係。其次，廠商由銷售單一產品轉為銷售多項產品組合及服務時，因為創業

者對於其置身所在的文化、社會、社群、階級的脈絡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故有較多的

線索可循，換句話說，個案二創業行動的實踐場域其實變化不大，創業的動能與資源主

要是由上下游廠商、同業以及公司內部員工共同建構出來的。 

    比較本研究的兩個個案發現，個案一中，因為創業實踐的場域與原先的場域差異較

                                                 
2 新創公司(Startup)指創業家為驗證並發展之前所認定的市場機會或商業概念是否可行而新設立的企業

或組織；新創事業(new venture)，上述新創公司因成立初期具高風險、高失敗率，故被視為一項新的冒

險(new venture)(source: BusinessDicto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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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故Fletcher的社會建構主義(創業行動主要實踐於餐廳主廚所鑲嵌的社會與文化中)與

關係建構主義(與主廚、食材供應商的關係)較能凸顯個案一創業過程的特色；在個案二

中，創業行動主要以延續過去的社會場域為主，Fletcher的社會構成主義(對於過去成功

的經驗的認知、911事件的影響)與關係建構主義(各種關係的連結使得機會成為具體的實

踐)較能解釋個案二的創業歷程。而關係建構主義都可解釋兩個個案的創業過程，這是

因為一次又一次的關係建構會更加深創業者的動力，使得當初模糊的機會變的更具體。

與吳孟珍(2011)的研究比較，相同之處在於兩者均以社會建構觀點看創業的過程；相異

之處在於吳文強調創業者必須扮演說服的角色，邀請並說服他人共同加入一遊戲規則不

明但可能有機會的市場，而本研究之創業者(通路管理者)則被動的進入一個遊戲規則已

被制定的市場。  

二、結論 

    雖然Teece(2007)對於廠商如何辨識機會、擷取機會，如何管理與重組機會做了詳細

的描述，但由社會建構觀點來看或許有所不同。首先，Teece純粹是以商業考量為主，

但創業其實不是商業領域的孤立活動，而是一種社會創造活動，是創業者及其參與者所

在的社會場域共同創造的過程(Steyaert, 2007)。例如個案一的黃協理、進口商同業及餐

廳主廚等人，個案二的高經理、上下游廠商、同業及公司員工等，都反映出共同創造的

創業過程。其次，Teece對於機會的認知是靜態的、客觀的，而社會建構觀點認為機會

不是客觀存在的實體，可以靜靜的停留在那等待有心人去發掘，反而是創業者不斷的費

盡心思一步步去「勾」出來的(吳孟珍，2011)。 
    這種「勾」的精神，類似 Sarasvathy(2001)所說的，創業者並不是在各種不同效用

的工具中選擇一個 有效率的去達成目標，相反的，是從身邊有既定的工具中，根據自

己所能承擔的風險與失敗去完成創業。而隨創力(bricolage)的觀點更能貼切的指出此一

行為，即創業家在資源窘迫的劣勢下，常能善用手邊的資源，以化整為零的方式，切入

特定市場利基，展現隨創的能力(Baker & Nelson, 2005; Garud & Karne, 2003)。就像擁有

中西餐飲執照的黃協理當初自然的與主廚們接觸，高經理由認識的同業著手一樣。 

    後歸納本研究的貢獻，一、由本研究的兩個個案中發現，關係建構主義提供了一

面向(approach)，較能描述廠商如何透過與社會文化的互動將機會逐步變得更具體化，

也就是一種「勾」的精神；二、本研究發現廠商開創新通路機會時，所能施展的空間其

實遠不及新創公司來的大，主要原因是廠商受限於原有的固定資產及相關的沉入成本，

故只好延續過去的路徑(路徑相依)，不太可能做出巨大的改變；三、本研究延續 Fletcher

的觀點，以創業者與社會互動來探索廠商開發新通路的歷程，可提供一不同的角度來看

創業的過程，尤其是那些參與者在創業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三、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 

    本研究採用個案方式進行研究，在過程中力求個案內容真實呈現及推論的客觀，但

仍有下列研究限制：首先，本研究利用深度訪談蒐集資料，訪談個案公司的經理人，但

未加入其他人員的意見與看法，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加入其他受訪者，例如公司負責人、

下游經銷商等。其次，本研究因時間限制，僅取樣兩個個案，後續的研究者可加入其他

公司，以便進一步探討不同產業的創業機會有何不同，以產生更多不同的、有趣的相關

議題，例如網路銷售興起，創業者如何掌握此機會。此外，後續研究者也可就此社會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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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觀點應用於其他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興起，或是其他地區，例如中國大陸市場等，

做深入探討，也可証實不同產業、不同地區的創業機會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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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經濟的發展，資訊服務產業越來越競爭，其顧客對於服務品質的要求也

越來越高，因此顧客服務滿意度已經是決定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系統整合服

務業者為了滿足顧客的需求，無所不用其極的提供更優質及多元的服務給顧客，

而站在服務第一線的維護工程師之績效表現，對於客戶服務的滿意度佔有重要的

影響因素。 

本研究以台灣某大型系統整合服務業者為研究的個案，並且進行專家的訪談，

以瞭解工程人員績效評估的重要構面與指標；接著，依據上述重要因素以分析層

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來深入分析與研究，評估影響客戶滿意

度的主要因素變數；進而建立一個可以評量維護工程師工作績效的評估指標模式。

個案公司可透過此績效評估指標模式，評估線上維護工程師的工作績效表現，各

項不確定的需求經由即時的回饋機制，本雛型系統可以透過不斷的演進，針對績

效優良的工程師可予以獎勵，而表現不盡理想的工程人員，管理階層也可以協助

提升其服務的質量或是其他的因應管理措施，最終可提升客戶的滿意度。 

 

關鍵詞：分析層級程序法、績效評估、客戶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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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and the customer’s request toward service quality is also higher and higher. 
Customer service satisfaction has been the key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System integration service providers in order to meet customer demand, do their 
best to provide the more high-quality and diverse services to customers. The performance of 
maintenance engineers in the call center occupies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customer service 
satisfaction. 

In this study, a large-scale system integration provider of Taiwan is involved in the case 
study and expert interviews with engineers were held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dimensions 
and indicators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Next, using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find important factors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this study can obtain the 
assessment of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 customer satisfaction variables, and then establish 
a job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odel of maintenance engineers. Cases study can apply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ndicator model to evaluate online maintenance of engineer’s job 
performance. Of uncertain demand via instant feedback mechanism, the prototype system is 
developed by continuous evolution and excellent performance engineers can be awarded. Less 
than desired performance engineers, management can also help improve their service quality 
or offer other management policy, and ultimately improve customer satisfaction. 
 
Keyword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ustom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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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與變化快速，資訊服務產業近年來削價競爭尤其激烈，顧客對

於服務品質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因此顧客服務滿意度已經是企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由

此可以看出現代企業所面臨的是一個日益嚴峻的經營環境，而企業為了滿足顧客對於服

務的期望與需求，可說無不用其極的提供更優質服務給顧客，企業為了能提供好的服務

品質給顧客，提供服務的第一線維護工程師之績效表現，對於顧客的滿意度將是重大的

影響因素。有鑑於第一線維護工程師的績效表現，將會嚴重地影響到顧客對企業的滿意

度，進而影響到客戶下一次維護合約續約時的意願，因此企業對於工程人員的績效表現，

需要有一套公平公正且可遵循的績效評估指標模式，提供管理人員作為考核工程人員的

依據。綜合上述，進而引發本研究對於如何建立維護人員績效評估指標來提升顧客的滿

意度產生研究的興趣。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以下四點：1.探討企業於工程師績效評估時所考量的主要關鍵

指標。2.依據主要關鍵指標，探討工作績效評估層級結構。3.探討維護工程師績效評估

各個構面與指標權重的關係。4.使用分析層級程序法，提供一套「工程師績效評估模式」。

針對研究範圍，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方式進行，主要是以台灣某大型系統整合服務廠商

做為研究對象，針對該公司的客服部門工程人員進行績效評估制度的分析與研究，目的

是要透過 AHP 分析層級程序法，建構出一套公平的績效評估指標模型。個案研究的企

業在台灣是屬於大型系統整合服務廠商，主要經營的業務範圍是公民營機構、銀行等資

訊系統設備的銷售及維護，例如台灣彩券的樂透投注機或是銀行的 ATM 提款機設備的

維護等，該公司的客服務部擁有一群專業的工程師，透過專業與熱忱服務客戶，幫客戶

解決系統相關疑難雜症；因此在研究績效評估的對象部分，參考過去有關於績效評估的

學術研究探討，對於績效評估的對象一般分為對企業組織的績效評估、對部門的績效評

估或是對人員的績效評估，本研究則是選擇個案公司的客戶服務部門，對該部門的維護

工程人員進行人員的績效評估制度建置之研究。 

由於本研究為系統整合服務業的工程人員績效評估標準模式，因此所產生出來的評

估標準不適用於其他產業。組織人員的績效評估模式，有可能會因時間以及外在環境的

變化需作調整改變，因此目前適合的評估標準，未來必須使用演進雛形法以適合屆時的

需求。由於採用實務及學術界十分頻繁的分析階層過程(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Saaty, 1990, 1999; Barfod, Salling, and Leleur, 2011) 來建立多準則維護工程人員的

績效評估決策模式，因此本研究第一個步驟為先確認系統整合服務業的應用個案之研究

主題及目的為何，再依據研究的動機與目的進行相關的文獻資料收集整理，並建立本研

究的研究架構。 

 

貳、文獻探討 

一、績效評估(Performance Appraisal) 

所謂「績效評估」的定義是指對一個人的工作表現，在一個特定時間內的成果予

以進行衡量及評價，其評估的結果可以用來當作是調薪、敘獎、晉升、任免等參考依

據，提供員工工作回饋以及協助主管瞭解部屬，改進其工作表現 (吳秉恩，1993)。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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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學者對績效評估都有其獨到的看法；其中有些學者特別定義績效評估是指依照

一定衡量因素或標準，評估員工績效，審視個人所貢獻的程度與未來工作發展的情形。

它是一個循環性的管理活動過程，包含界定企業的經營目標、設定員工工作績效標準、

持續監督績效之進展、執行績效評核與面談、績效評核結果資訊的運用作為相關人力

資源決策、改善績效問題、以及員工的發展、此一資訊的運用又回過來影響工作內容

與目標界定(鐘肇炬，2004)。績效管理之要項包括有：績效評估、經由個別目標之設定

來溝通公司的策略、持續性的績效改善過程、不斷地溝通與回饋、以及其他人力資源

管理策略諸如人力資源規劃、招募甄選、員工之訓練與發展、專業才能指標、以及薪

酬獎勵等更有效地結合(Amerstrong & Baron, 1998；Mabey & Salaman, 1995)。 
不論管理人員或專業工作人員，其績效行為的基礎是個體行為，如何使管理人員

及專業工作人員能夠執行有績效的行為(李長貴，1997)，員工的行為的塑造因每個人的

成長背景不同，其所經歷的人事物所塑造出來不一樣的人格特質以及價值觀，對人對

事與情況的掌握與與認知也會不同，員工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所造成的性格特性，諸如

容易跟人合作的性格、侵略性的性格、懷疑的性格、內向或外向的性格、悲觀或樂觀

的性格等等，往往會影響工作行為的品質；員工的行為也會因為公司的資源所影響，

例如工作環境、工作分配方式，主管的領導方式或是一套公平的績效評估模式與獎勵

辦法，對於員工的行為影響很大。個體績效行為必須列入工作要求的架構與規範中，

才能夠達到個體績效行為，個體績效行為必須在一套績效標準(Standard of Performance)
下受其測試。這樣個體的績效行為始能建立其正確的行為模式(李長貴，1997)。 

 

二、績效評估的目的 

在以往一般的企業將績效評估主要是以績效評估結果做為人事行政決策之目的，隨

著時代不斷的演變，企業現今則為了提昇員工本身的生產力與組織績效，以績效評估達

到員工發展為目的(袁芳煌，2002)。French (1985)將績效評估目的分為兩大類： 
(一)行政上的目的 

1. 提供員工客觀有效的資訊，讓員工了解主管對其工作表現的評價與肯定。 
2. 提供相關人事決策，如：薪資、獎懲、晉升的依據基礎。 
3. 協助留住人才與解雇員工的參考。 

(二)發展性的目的 
4. 評估的結果可回饋給員工，以做為與員工溝通績效改進的依據與參考 
5. 提升員工對組織的認同感。 
6. 可強化管理者與員工間的關係。 
7. 透過員工對評估績效的知覺、激勵及支持員工。 
8. 提供個人與組織面問題診斷依據。 

另外黃英忠(2007)認為績效評估的整體目的，可歸納為三個主要層面：1.行政目的；

2. 發展性目的；3. 研究目的。 

 

三 、 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顧客滿意度的定義是指一個人對產品(或服務)可感知的效果(或結果)，與其內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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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值相比較後，所形成的愉悅或失望的感覺狀態。Oliver (1981)指出滿意度為態度的

先行變數，亦即消費者第一次形成的態度是以期望為基礎，之後則以消費經驗的滿意與

否來調整其態度；Fornell (1992)認為滿意度是指可以直接評估的整體感覺，消費者會將

產品與服務的理想標準做比較，消費者可能對產品或服務滿意，但與原來的預期比較之

後，會認為產品或服務是普通的。Bolton and Drew (1991)認為顧客滿意度為顧客購後經

驗所賦予的特性，故滿意度可能會影響顧客對服務品質、購後意願和行為評估。總結各

論述：如果提供的產品或是服務，有達到顧客所預期的，則表示客戶有滿意，反之如果

沒有達到顧客的期望，則表示顧客感到不滿意或失望。本研究考量客戶滿意度為主要因

素變數之一，以發展建立一個一般性工程師績效評估模式。 

根據Parasurman, Zeithaml, &. Berry (1984) PZB所提出的服務品質概念模式，簡稱為

PZB模式。中心概念為顧客是服務品質的決定者，企業要滿足顧客的需求，就必須要彌

平此模式的五項缺口。首先，三項基本議題必須先提出討論，即1. 與評估產品相比，顧

客評鑑服務的困難度較高。2. 服務品質的認知結果係起源於顧客期望和企業員工服務實

際表現之差距。3. 不能僅從服務結果評估服務品質之優劣，還必須包括服務傳達過程之

評估。而五項缺口模式則是：1.顧客期望與經營管理者之間的認知缺口，當企業不了解

顧客的期待時，便無法提供讓顧客滿意的服務。2.經營管理者與服務規格之間的缺口，

企業可能會受限於資源及市場條件的限制，可能無法達成標準化的服務，而產生品質的

管理的缺口。3.服務品質規格與服務傳達過程的缺口，企業的員工素質或訓練無法標準

化時或出現異質化，便會影響顧客對服務品質的認知。4.服務傳達與外部溝通的缺口，

例如做過於誇大的廣告，造成消費者期望過高，使實際接受服務卻不如預期時，會降低

其對服務品質的認知。5.顧客期望與體驗後的服務缺口，是指顧客接受服務後的知覺上

的差距，只有這項缺口是由顧客決定缺口大小。因此缺口1至缺口4可由企業透過管理與

評量分析去改進其服務品質(維基百科，2013)。本研究即希望藉由滿意度、專家訪查及

分析層級過程來間接建立績效評估模式。 

 

四、決策支援系統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SS) 

Turban, Sharda, and Delen (2011)定義支援決策制定的方法(或方法論)。它使用一套

互動式、彈性、及調適的以電腦為基礎之資訊系統，其特別地為了支援半結構化或非結

構化管理問題之解答而發展的系統；並且使用資料、提供容易的使用者界面、及能夠合

併決策制定者自己的洞察力。決策支援系統的架構包含了四個部分：資料管理子系統、

模式管理子系統，知識管理子系統以及使用者介面子系統。 
根據Huber (1984)的定義，群體支援系統(Group Support Systems, GSS)為包含硬體、

軟體、程式組件、及作業程序的資訊系統，目的在支援群體會議的進行。GSS是一個以

決策模式為基礎的資訊系統，目的是支援各種的群體任務，例如腦力激盪、溝通會議、

問題討論、談判協商、及其他各種群體活動作業。Nunamaker et al. (1991)針對群體支援

系統所提出的研究架構，如圖1所示。本研究期望GSS在群體智慧的認知、合作及協調

下，可以建立一個演進式的工程師績效評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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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GSS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Nunamaker et al. (1991) 

 

五、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HP 是 Saaty (1990)首先提出，主要的用途是將複雜的問題透過系統化分析，現實

世界中大部分的問題都是由複合性問題的組合，而這些複雜的問題通常包含了質化以及

量化的問題交互影響而成。透過系統化分析，複合性的問題可以被簡化，並且賦予交互

影響的階層結構，透過不同層面並給予量化，尋得其脈絡之後進行綜合分析評估，進而

取得最適當的方案。而 Saaty (1990)發展 AHP 方法的基本假設(限制)，主要包括下列幾

項：1.系統可被分解成許多種類(Classes)或成份(Components)，並形成有如網路般的層級

結構。2.層級結構中每一層級的要素均假設具獨立性(Independence)。3.每一層級內的要

素，可以用上一層級內某些或所有要素作為評準，進行評估。4.比較評估時，可將絕對

數值尺度轉換成比例尺度(Ratio Scale)。5.各層級要素進行成對比較後，可使用正倒值矩

陣(Positive Reciprocal Matrix)處理。6.偏好關係滿足遞移性(Transitivity)；不僅優劣關係

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 優於 C 則 A 優於 C)，同時強度關係也滿足遞移性(A 優於 B 二倍

B 優於 C 三倍則 A 優於 C 六倍)。7.完全具遞移性不容易，因此容許不具遞移性的存在，

但需測試其一致性(Consistency)的程度。8.要素的優勢程度經由加權法則(Weighting 
Principle)而求得。 

 Group 

 Task 

 Context 

 GSS 

 Process  Outcome  



商管類               健行學報 第三十四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第 85 頁 
Journal of Chien-Hsin University, Vol.34, No.2 (2014) 

                                                                                            

85 

其次，應用 AHP 方法的前提，乃是將評比方案所根據的準則(要素)相互比較後的

重要程度，均賦予等級不同的數值，以便進行一連串的數值運算，求出最終參考值。AHP
的主要特點是具有階層的型態，基於 AHP 法的基本假設，並將會對於所需進行決策的

問題造成影響的要素組合成許多層級，每一層級只影響另一個層級，同時僅受另一層級

的影響。層級為系統結構的骨架，用以研究階層中各要素的交互影響，以及對整個系統

的衝擊(Impact)。層級的結構可以從整體目標(Apex)、子目標(Subobjectives)、影響子目

標的要素(Factors)、影響要素的人們(People)、人們的目標及政策(Policies)、更遠的策略

(Strategies)，最後則為從這些策略所得到的結果(Outcomes)等，從而形成多重層級。層

級的多寡端視系統的複雜性與分析所需而定。利用層級來分析問題或系統，是站在最高

層級來看不同層級的相互影響，而不是直接從各層級的要素來分析；因此建立系統的層

級結構時，需要解決的問題有二：一是如何構建層級的關係，二是如何評估各層級要素

的影響程度。AHP 的評估尺度的基本劃分包括五項，及同等重要、稍重要、頗重要、

極重要及絕對重要等，並賦予名目尺度 1、3、5、7、9 的衡量值；另有四項介於五個基

本尺度之間，並賦予 2、4、6、8 的衡量值。有關各尺度所代表的意義。AHP 在處理認

知反應的評估得點時，則採取比率尺度的方式(從名目尺度產生)。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之流程圖如圖 2 所示，參考相關績效評估文獻，擬先建構一個因素層級表，

在參考過去學者的文獻所提的績效評估因子後，再透過專家訪談的方式，試圖把不重要

的指標因子刪除，排除不重要的指標因子之後，就可以藉由比例尺表(Ratio Scales)與名

目尺表(Norminal Scales)設計問卷來進行研究，最終以階層的方式建構評估指標層級結

構，並且建立指標構面的權重，以建立一套維護人員績效評估模式，提供管理階層人員

在管理維護人員績效獎金的依據，以提昇其服務品質並且提升客戶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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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AHP之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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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研究流程圖 

二、研究架構 

參考 Turban et al. (2011)，本研究之決策支援系統架構圖(如圖 3 所示)，除了採用新

的雲端技術發展設計，將系統區分為雲端知識管理、雲端資料管理、雲端模式管理、績

效評估管理系統等四大模組及使用者介面外，其組成元素與一般架構類似。 

 

圖 3  開發系統架構圖 

三、研究開發工具 

本研究利用演進雛型法來建構一整合性的績效評估系統，整合以下各種開發工具及

分析軟體加以運用下：(一)系統開發環境：1.作業系統：Windows 8；2. IDE 工具：Ecli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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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伺服器：CentOS, Apache；4.程式語言：PHP, HTML5, JavaScript；5.Framework：ExtJS 
4.2；(二)資料庫：MySQL 5.0；(三)分析工具：1.AHP：Expert Choice；2.統計工具：Excel。 

 

肆、決策模式規劃與管理分析 

一、工程人員績效評估之權重評估模式 

(一) Barfod, Salling and Leleur (2011)總報酬率(total rate return, TRR)模式的推廣 
    本研究決策模式管理系統包含 AHP 分析層級程序法、多準則決策分析(MCDA)等，

並將工程人員績效評估等資料，透過模式管理程式完成雛型系統之決策模式的運作。協

助規劃系統整合服務業多目標經營方式與方向，以提高工程人員之績效與最大報酬率的

貢獻程度。參考 Barfod et al. (2011)之研究，將多目標分為兩大類：金錢(monetary)及非

金錢(non-monetary)。然後引用 AHP 過程來整合某系統整合服務業在約定期限執行系統

整合服務專案後的各多目標函數值於績效考核的機制內。本研究不僅分析計算每位工程

人員的績效評估，而且針對 Barfod et el. (2011)所提出 TRR 模式來探討每位工程人員的

非金錢方面之績效評估在每件專案所占貢獻度，亦可作為年度各種獎金頒發的參考。為

了解釋各工程人員的績效評估及總報酬率的貢獻度，首先說明使用及定義符號如下： 
l = 表示系統整合專案代號或指標； 
k = 表示所有系統整合專案的數目； 
p = 表示系統整合專案中每位工程人員的代號或指標； 
e = 表示所有工程人員的總數目； 
K= 表示所有系統整合專案代號的集合，其中 K={1, 2,…, k}； 
P = 表示所有工程人員代號的集合，其中 P={1, 2,…, e}； 

Ak = 表示系統整合專案代號 k，其中 k K； 
CBA(Al) = 表示專案 l 在金錢多目標方面的總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l K； 
Ck = 表示系統整合專案 k 的總成本或經費，其中 k K； 
i = 表示任何專案中 CBA 產生金錢方面的影響 i，其中 i I； 
m = 表示所有專案中 CBA 產生金錢方面影響的總數目； 
I = 表示任何專案中 CBA 產生金錢方面影響的集合，其中 I= {1, 2,…, m}； 

Xik = 表示系統整合專案 k 中 CBA 產生影響 i 的數量，其中 i I, k K； 
Vi(Xik) = 表示系統整合專案 k 中 CBA 產生影響 i 的金錢單位的數量； 

MCDA(Al) = 表示專案 l 在非金錢方面各多目標經換算後的總金錢單位函數值，l K； 
j = 表示任何系統整合專案中在非金錢方面 MCDA 準則的代號或指標； 
n = 表示所有系統整合專案中在非金錢方面 MCDA 準則的總數目； 

J = 表示所有系統整合專案中在非金錢方面 MCDA 準則的集合，其中 j  J= {1, 2,…, 
n}； 

wj  = 表示非金錢方面 MCDA 準則 j 的權重值，其中
1

1 and 0 < < 1
J

j j
j

w w


 ； 

αl = 表示專案 l 在非金錢方面 MCDA 準則的重要影子價格轉換值(或表示 CBA 與 
MCDA 的平衡值)； 

Yjkp = 表示工程人員 p 在專案 k 的非金錢方面 MCDA 準則 j 的參數值(譬如績效評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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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Fj(Yjkp) = 表示工程人員 p 在專案 k 的 MCDA 準則 j 的函數值； 
TV(Alp) = 表示系統整合專案 l 工程人員 p 的總加權金錢函數值； 
TRRP = 表示系統整合服務業公司(對於完成所有專案)的總報酬率； 
TPEp = 表示系統整合工程人員 p 金錢單位的績效評估值； 
TRRPp = 表示系統整合工程人員 p 的總報酬率； 

1

1 1 1 1

1 1

( )
1

( ) ( )

k

l k m n e
l

i il l j j jlpk k
l i j p

l l
l l

TV A
TRRP V X w VF Y

C C
 



   

 

  
       


   

 
, (公司的總報酬率) 

1 1 1

( )
k n e

p l j j jlp
l j p

TPE w VF Y 

  

 
  

 
   = MCDAp            (1) (金錢單位的績效評估值) 

1 1 1

1

1
( )

k n e

p l j j jlpk
l j p

l
l

TRRP w VF Y
C

 

  



 
  

 
  


= MCDAp/TC   (2) (工程人員 pMCDA 的報酬率) 

其中
1

( ) ( ), {1,2,..., }
I

l i il
i

CBA A V X l K k


   可以由會計系統(accounting system)取得。

1 1 1

( ) ( )
k n e

l l j j jlp
l j p

MCDA MCDA A w VF Y 

  

 
   

 
   則可以由專家的評分及 AHP 過程來取得

αl、wj 及 VFj(Yjlp) ，接著此系統可以計算公司的總報酬率(total rate of return)。 

 

(二)AHP 層級分析架構 
本權重評估模式是以建立如圖 4 的公正客觀標準的工程人員績效評估模式，因此透

過參考原個案公司人員評估績效表，並參照其他文獻設計定義出三個層級之績效評估分

析層級架構圖，在架構圖中的第一個層級為最終目標：績效評估模型權重評估，第二層

級為績效評估的評估構面，第三層級則為評估標準。績效評估層級架構第二層級區分為

工作態度、工作能力及工作績效等三項評估構面，每一項構面針對該構面所需要評估標

準細分，詳細評估標準與操作上的定義整理如表 1 所示，而本研究目的之一係確認維護

工程師績效評估與客戶滿意度具有正相關的關聯性。第二層問卷如表 2，本問卷採用

Saaty (1990)所發表的 AHP 層級分析法來設計專家訪談問卷，將各個評估構面及決策因

子兩兩比對權重，也就是同一個準則下比較各個因素重要性，可以瞭解到各專家心中以

提升客戶滿意度為主要目標下，認為工程師必須具備的關鍵因素，並以此作為工程師的

績效評估標準。對於兩項因素間之相對重視程度數值的定義如下：1：兩種因素有相同

重要；3：此因素比另一因素稍重要；5：此因素比另一因素重要；7：此因素比另一因

素極重要；9：此因素比另一因素絶對重要；2、4、6、8 則介於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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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分析層級架構圖 
(一)AHP 權重評估 

透過上述建立之分析層級架構及問卷，進行一對多的個案公司績效評估專家訪談，

透過訪談瞭解主管在工程人員的績效評估標準中，各個評估構面及評估標準的相對重要

性，以此方法實證求解：「績效評估模型權重評估」目標構面之成對比對矩陣、計算最

大特徵值及特徵向量、一致性檢定以及權重計算。以下為將問卷結果輸入 Expert Choice
進行分析。 
1.Expert Choice 準備工作：於 Expert Choice 中建立本研究設計之績效評估層級架構，共

有三個構面以及十三個評估指標。 
2.此次專家訪談者基本資料，共有 10 名個案公司的客戶服務部門主管參與專家訪談。 

本研究透過上述建構之分析層級架構進行專家訪談問卷設計，為了蒐集有效的評估

標準資料以及順利完成本研究專家訪談，因此在訪談樣本的選擇上，筆者特別選取在研

究個案公司中，有直接管理工程人員的主管作為本研究的訪談對象，透過專家訪談主管

對於工程人員的績效評估標準中，瞭解各個構面以及評估標準的相對重要性，將訪談結

果輸入透過 Expert Choice 系統中進行權重分析，步驟如下。 
(二)輸入第一層至第三層的績效評估分析層級問卷(如表1、2所示)到Expert Choice中，如

圖5、6所示。 

1.建立績效評估層級架構，即於Expert Choice中建立本研究設計之績效評估層級架構，

共有三個構面以及十三個評估指標，如圖5所示。 

2.輸入第一層的績效評估分析層級問卷到 Expert Choice 中，即輸入所有訪談者的問卷調

查結果資料，如圖 6 所示。 
3.輸出 Expert Choice 各層級評估構面權重比較，由圖 7 可以看本研究問卷資料，在第二

層級有符合一致性檢查。以及可看出工程主管一致認為工作態度是最重要的績效評估

指標，接著才是工作績效與工作能力。 

4.圖 8-10 是第三層級 Expert Choice 的權重輸出，由圖 8 可看出工作態度構面問卷訪談

結果，工程主管們認為工程師的在工作上的配合度最為重要，依序為團隊合作以及積

極性，而在工作能力這個構面的評估標準中，由圖 9 看出，工程人員的專業能力以及

工作協調能力是最被重視的，接著才是工作的判斷能力以及表達能力；最後圖 10 顯示

績效評估模型
權重評估

工作態度 工作能力 工作績效

1. 積極性
2. 上進心
3. 配合度
4. 規律性

5. 樂於分享
6. 團隊合作

1. 專業力
2. 理解力
3. 判斷力
4. 表達力
5. 協調力

1. 工作品質
2. 工作效率

最終目標

目標構面

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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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績效構面的評估標準方面，而工程人員的工作品質是最被重視的。 

表 1  績效評估表 

構面 評估指標 評估操作說明 

工 
作 
態 
度 

積極性 即使困難工作也主動承擔且積極去完成的意願強烈程度 

上進心 
努力充實職務上的知識並不斷嘗試用於工作之中，例如參加本職學能教育訓

練課程或自行進修職務所需技能 

配合度 對於主管交辦事項的配合度，例如在非上班/值班期間可配合支援程度 

規律性 
遵守工作場所秩序、公司制度、公私分明的程度，例如出缺勤正常，或於上

班期間依辦公室守則內容為被稽核者 

樂於分享 
樂於與工作夥伴分享自己專業上的經驗與知識，例如主動授課、經驗分享或

主動提供改善意見 

團隊合作 與工作夥伴團隊合作之能力 

工 
作 
能 
力 

專業力 
為完成工作所必要的專業知識、實務知識、根據經驗或訓練得到的技能、使

用工具的熟練程度，解決問題的能力 

理解力 
迅速、準確領會主管命令及意圖，並乾淨俐落的處理完成 
懂得部門整體工作與其各人交付任務的關係 

判斷力 
能理解工作的性質、準確的獲取情報、把握現狀、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並採

取迅速、恰當的方法進行工作 

表達力 
語言及文章的表達簡單明瞭且易於理解 
能用多種方式表達自己想法 

協調力 
在與公司內外人員進行協調時，為達到期望的目的，說服對方且圓滑的進行

交涉的能力 

工 
作 
績 
效 

工作品質 

業務處理極其正確，顯少錯誤，過程與結果的品質，例如： 
1.每一問題排除的正確性，且於重複請修不超過三次 
2.各式工作記錄單等文書處理作業填寫資料正確性 
3.是否依標準(SOP)作業規範執行作業 

工作效率 

業務處理時間控制得宜且具成本意識，例如： 
1.客戶問題處理完修的時效及正確性 
2.是否依規定時限內完成保養、改版、裝機…等作業 
3.各項報支單據、回收料件於歸範期限內繳交回收處理 

本研究整理 

 

表 2 績效評估專價問卷-層級二 

X 指標項 

重要程度 

Y 指標項
絕 

強 
 

極 

強 
 

頗 

強 
 

稍

強
 

等

強
 

稍

弱
 

頗

弱
 

極 

弱 
 

絕 

弱 

9:1 8:1 7:1 6:1 5:1 4:1 3:1 2: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1.工作態度                  2.工作能力

1.工作態度                  3.工作績效

2.工作能力                  3.工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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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案模擬與管理分析 
個案實際模擬維護工程人員進行年終考核，擬透過人員績效評估，提供兩名人員名

單作為年終晉升名單的參考依據，另外提供兩名人員名單作為加強輔導依據。 
1.首先邀集各工程主管以及部分員工參與， GDSS 及 AHP 確認出年終績效評估的評估

構面及每個構面評估指標的權重值，如表 3 至 6 所示。 
2.由同一批人員使用雛型系統，定義員工績效評估表中，所勾選代表表現優劣的強度代

表權重值，如表 7 所示。 

3.w1 計算出各個評估構面所代表強度權重數值表，計算方式為「評估構面權重」 「評

估指標權重」「指標強度權重」=>W=w1 w2 w3 

4.使用上述所確認之績效評估權重值，請工程單位主管實際進行該處 8 名員工的績效考

核，所得到績效評估結果如表 9 所示。 
5.將表 9 之員工績效評估結果，帶入表 8 中每個等級強度所代表權重值，再將權重值加

總得到每個工程師的績效總權重(總分)，最後求得依權重進行排名結果如表 9 所示。 
6.由表 10 員工績效評估結果所示，S1423 以及 S2432 這兩位員工排名第一及第二名，將

在此次安排晉升，而另外 S1242 以及 S2241 兩員的績效評估較不理想。 
7.圖 11 至 12 是前兩名以及最後兩名的績效雷達分析圖，透過此能力雷達分析圖可以讓

管理者知道該單位人員的能力分布狀況，例如最後兩名的工作績效構面嚴重不足，需要

再加強輔導工作品質的部分。 
 

表 3  績效評估構面權重表 

 A.工作態度 B.工作能力 C.工作績效 權重 w1 排序 
A.工作態度 1 4.538 1.8959 0.590 1 

B.工作能力 0.2204 1 1.1561 0.166 3 

C.工作績效 0.5275 0.8649 1 0.244 2 
Inconsistency=0.06 

 
表 4  績效評估-工作態度構面權重表 

 A1.積極性 A2.上進心 A3.配合度 A4.規律性 A5.樂於分享 A6.團隊合作 權重 w2 排序

A1.積極性 1 2.1929 2.1734 2.018 1.0761 2.1341 0.156 3 
A2.上進心 0.4560 1 1.8220 1.6692 1.1413 1.4632 0.128 4 
A3.配合度 0.4601 0.5488 1 3.3400 2.8252 1.0028 0.275 1 
A4.規律性 0.4955 0.5991 0.2994 1 1.27848 1.9774 0.095 6 

A5.樂於分享 0.9292 0.8762 0.3540 0.7822 1 2.6531 0.104 5 
A6.團隊合作 0.4686 0.6834 0.9972 0.5057 0.3769 1 0.242 2 

Inconsistency=0.03 

 
表 5  績效評估-工作能力構面權重表 

 B1.專業力 B2.理解力 B3.判斷力 B4.表達力 B5.協調力 權重 w2 排序 
B1.專業力 1 1.9347 1.6357 1.7927 1.0134 0.277 1 

B2.理解力 0.5169 1 1.31951 1.32491 1.2528 0.165 5 

B3.判斷力 0.6114 0.7579 1 1.27848 1.009 0.178 3 

B4.表達力 0.5578 0.7548 0.7822 1 1.0163 0.175 4 

B5.協調力 0.9868 0.7982 0.9911 0.9840 1 0.205 2 
Inconsistency=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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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績效評估-工作績效構面權重值表 
 C1.工作品質 C2.工作效率 權重 w2 排序 

C1.工作品質 1 3.7752 0.791 1 
C2.工作效率 0.2649 1 0.209 2 

Inconsistency=0. 

表 7  指標強度權重值表 
 非常好(E) 好(G) 普通(A) 不好(B) 很差(P) 權重 w3 排序 

非常好(E) 1 3 5 7 9 0.513 1 

好(G) 0.3333 1 3 5 7 0.261 2 

普通(A) 0.2 0.3333 1 3 5 0.129 3 

不好(B) 0.1429 0.2 0.3333 1 3 0.063 4 

很差(P) 0.1111 0.1429 0.2 0.3333 1 0.033 5 
Inconsistency=0.05 

 
表 8  績效評估-工作績效構面權重表 

評估構面 評估指標 
評估強度 

非常好(E) 好(G) 普通(A) 不好(B) 很差(P) 

A.工作態度 

A1.積極性 0.0472 0.0240 0.0119 0.0058 0.0030 

A2.上進心 0.0387 0.0197 0.0097 0.0048 0.0025 

A3.配合度 0.0832 0.0423 0.0209 0.0102 0.0054 

A4.規律性 0.0288 0.0146 0.0072 0.0035 0.0018 

A5.樂於分享 0.0315 0.0160 0.0079 0.0039 0.0020 

A6.團隊合作 0.0732 0.0373 0.0184 0.0090 0.0047 

B.工作能力 

B1.專業力 0.0236 0.0120 0.0059 0.0029 0.0015 

B2.理解力 0.0141 0.0071 0.0035 0.0017 0.0009 

B3.判斷力 0.0152 0.0077 0.0038 0.0019 0.0010 

B4.表達力 0.0149 0.0076 0.0037 0.0018 0.0010 

B5.協調力 0.0175 0.0089 0.0044 0.0021 0.0011 

C.工作績效 
C1.工作品質 0.0990 0.0504 0.0249 0.0122 0.0064 

C2.工作效率 0.0262 0.0133 0.0066 0.0032 0.0017 

 
表 9  個案模擬-員工績效評估結果表 

EmpID 
A B C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B5 C1 C2 
S1242 G A G G A B G A A A A A G 
S2343 E G A G B A G G A B A A G 
S1224 A A G A A G G A A E A G E 
S2241 B A A A B P A A B A A A B 
S1222 G G E G B A A A G A B G A 
S1423 E G A A G A E A B G G E A 
S2432 G G B E A A G E B P B E G 
S1324 A A E G E P P A G E G A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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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個案模擬-員工績效評估結果排名表 

EmpID 
A B 

A1 A2 A3 A4 A5 A6 B1 B2 B3 B4 B5 
S1242 0.0240 0.0097 0.0423 0.0146 0.0079 0.0090 0.0120 0.0035 0.0038 0.0037 0.0044
S2343 0.0472 0.0197 0.0209 0.0146 0.0039 0.0184 0.0120 0.0071 0.0038 0.0018 0.0044
S1224 0.0119 0.0097 0.0423 0.0072 0.0079 0.0373 0.0120 0.0035 0.0038 0.0149 0.0044
S2241 0.0058 0.0097 0.0209 0.0072 0.0039 0.0047 0.0059 0.0035 0.0019 0.0037 0.0044
S1222 0.0240 0.0197 0.0832 0.0146 0.0039 0.0184 0.0059 0.0035 0.0077 0.0037 0.0021
S1423 0.0472 0.0197 0.0209 0.0072 0.0160 0.0184 0.0236 0.0035 0.0019 0.0076 0.0089
S2432 0.0240 0.0197 0.0102 0.0288 0.0079 0.0184 0.0120 0.0141 0.0019 0.0010 0.0021
S1324 0.0119 0.0097 0.0832 0.0146 0.0315 0.0047 0.0015 0.0035 0.0077 0.0149 0.0089

(接續)表 10 個案模擬-員工績效評估結果排名表-Continued 

EmpID 
C 

總分 排名 
C1 C2 

S1242 0.0249 0.0133 0.1731  7 
S2343 0.0249 0.0133 0.1920  6 
S1224 0.0504 0.0262 0.2315  5 
S2241 0.0249 0.0032 0.0997  8 
S1222 0.0504 0.0066 0.2437  3 
S1423 0.0990 0.0066 0.2805  1 
S2432 0.0990 0.0133 0.2524  2 
S1324 0.0249 0.0262 0.2432  4 

 

圖 5  Expert Choice 建立分析層級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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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Expert Choice 第一層分析層級問卷 

 

 

圖 7  Expert Choice 畫面-權重比較結果 

 

 

圖 8  Expert Choice 第三階層-工作態度構面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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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Expert Choice 第三階層-工作能力構面權重 
 

 

圖 10  Expert Choice 第三階層-工作能力構面權重 

 
圖 11 及圖 12 是前兩名以及最後兩名的績效雷達分析圖，透過此能力雷達分析圖可

以讓管理者知道該單位人員的能力分布狀況，例如最後兩名的工作績效構面嚴重不足，

需要再加強輔導工作品質的部分。 

 
圖 11  績效評估前兩名之雷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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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績效評估後兩名之雷達圖 

 

伍、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員工的績效評估模型依組織型態不同，其所關注的評估構面與標準也有所差異，本

研究個案公司屬於 IT 服務業，對於工程人員的績效評估除了著重於工作績效考核之外，

對於員工個體的工作態度更是重視。決定績效考核表的指表與權重方法很多，一般企業

的績效考核指標與權重都是由人事單位自行定義，將較無法讓受評者以及被評者所認同，

本研究採用的系統雛型係透過 AHP 分析層級法所定義權重係數，此將更能構提高績效

考核的客觀性與準確性。 

一套好的績效評估標準，必須要隨著時間的不同或是政經環境的不同而進行修正調

整，而本研究所構建出來的績效評估系統，可隨時由專家回饋新的法規或是績效管理資

料到系統中，調適出最符合當下且公平性的績效評估指標與權重係數，以進行線上人員

的績效評估作業。 

本研究所建構的績效評估系統雛形，績效評估的各個指標與權重，是透過實際參與

評量主管專家們群體決策出來的，因此各部門主管對於這個由大家一起制定出來的權重

係數都很認同，日後可以將系統延伸評估每一專案的人員貢獻度，所計算出來的權重值

將可作為專案獎金發放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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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傳統校園點名的方法可能會要求學生坐固定座位或老師必需一一唱名才能完

成，這樣的實施方式不僅不便而且費時，更重要的是無法讓關心學生出席狀況的

人(例如家長或導師)於第一時間掌握學生的出席狀況。因此如何簡化校園點名作

業並可馬上將學生即時之出席資訊傳遞給關心的人便成為一項重要的任務。本論

文之實作成果可解決以上所敘述之問題；本實作系統可使用於學校點名作業，其

目的是希望可以改善點名作業的效率；此外，本系統可在第一時間由使用者選擇

發送即時簡訊或電子郵件讓關心學生出席狀況的人了解學生到課的情況。本實作

是一個改進的即時訊息通知點名系統，與先前的系統比較，我們改善了資料庫與

即時訊息通知功能，讓系統更加人性化，方便使用者使用，改善的功能我們將會

在文獻探討作詳細敘述。除此之外，因本實作系統採用目前已普遍使用在電腦系

統中之指紋辨識機制，因此在多數現有的計算機平台上採用本系統幾乎不需增加

額外成本。 

 

關鍵詞：指紋辨識、電子郵件、資料庫、點名、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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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ypical roll calls mechanism, teachers usually check the designated seats of students or 
call out the names of students one by one.  These methods are not only inconvenient and 
time-consuming but also do not allow individuals with an interest in student attendance (such 
as parents and teachers) to immediately identify whether a student is present or absent.  How 
to simplify the roll call process and immediately notify parents and teachers about student 
attendance has thu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Design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oll 
call procedures, the system developed by this study can solve the problems described above 
and immediately transmit a text message or email about student attendance to parents and 
teachers.  Compared to previous systems, the improved roll call system has enhanced 
database and instant messaging notification functions, making it more convenient and user 
friendly.  The improved function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in the literature review section. 
 
Keywords: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Email, Database, Roll Call, Short Messag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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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統上，使用者要登入一個電腦系統或是進入一棟建築物時，必須藉由密碼、鑰匙

或識別證等方法來確認身份，然而這些方法會因為忘記、遺失、遭竊而無法使用或被冒

用。由於生物特徵具有不變性及獨特性，不易遭到冒用，因此目前生物特徵認證法變得

越來越重要。指紋、虹膜、臉型、掌靜脈及聲紋等都是目前常被使用的生物特徵，其中

又以指紋辨識之技術 為純熟且設備價格 為低廉，因此目前指紋辨識為 廣泛使用的

生物特徵辨識技術。本系統是將指紋辨識技術應用在點名系統的實作上，不同於以往的

卡片點名系統，學生有可能以卡片找他人代點，本系統則是利用指紋辨識無法被他人指

紋替代的特性來進行點名，並以即時簡訊或電子郵件通知關心學生到課率的人(例如家

長或導師)，以期能簡化點名流程並進而改善學生到課率。 

本篇論文之結構如下：第二與第三節分別為相關文獻回顧及介紹系統實作細節，第

二節文獻回顧中所提及的系統與本實作系統之比較將在第四節中說明，第五節則是本論

文之結論。 

 

貳、文獻探討 
本節將回顧與本論文相關的文獻並探討其作法之優缺點。首先是林建豪於 2013 年

所提出之「線上點名與請假管理系統之設計與實作」[3]，在此系統中是以線上作業方式

來進行點名與請假的管理系統，讓學生與老師能更快速的查詢及審核學生到課情形與請

假作業。此點名方式的缺點是每一間教室必須配置一台電腦，系統建置成本較高。其次

要介紹的是謝益宗於 2010 年所提出之「Mifare 校園點名系統」[9]，在此系統中是以一

套可攜式電腦來進行卡片點名，將傳統點名方式改為卡片簽到，系統可以自動記錄到課

的時間，到課學生名單可即時顯示在電腦螢幕上，讓老師了解學生到課情況。此點名方

式的缺點是學生可將卡片交由其他人代點名，即可能發生代為點名情況。第三個要介紹

的系統是發表於 2010 年由許惠民所提出之「無線射頻辨識系統於校園點名系統之研究」

[6]。在此系統中是以 PDA 讀卡方式的點名系統，結合 PDA 與 RFID 的點名方式，PDA

讀取 RFID 的資料顯示學生到課資訊。此點名的缺點與 [9] 相同，均可能發生代為點名

情況。 

以上三篇論文之成果除了無法解決代為點名或建置成本較高等問題，並且無法在

學生出席狀況異常時，發送即時訊息通知關心學生出席狀況的人，因此筆者提出「以指

紋辨識技術實作之點名系統」[2]來改善上述問題。在此系統中是以指紋辨識作為身份識

別的輸入資料來實作之點名系統，此方式改善了一般的卡片點名方式，讓學生無法以卡

片由其他人代點名，此外在學生曠課或遲到時會即時發送電子郵件給學生家長，讓關心

學生出席狀況的人(例如家長或導師)在第一時間知道孩子的動向。 

雖然「以指紋辨識技術實作之點名系統」[2]已解決了大部分點名系統常見的問題，

但實際上依然存在以下幾項缺點： 

1、資料庫設計採用 Excel 檔案，適用在本機存取的用途，較不適用於遠端存取。 

2、即時訊息通知僅支援電子郵件通知，尚無法使用簡訊通知。 

3、採用電子郵件通知關心學生出席狀況的人時，僅能以單一的方式發送，換句話說，

若同時有兩人以上均關心學生出席狀況(例如父親、母親、導師等)，只能有一人收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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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郵件通知，無法全部的人皆收到電子郵件。 

 因此本論文主要之目的便是希望能改進上述所提及之「以指紋辨識技術實作之點名

系統」[2]中所存在的幾項缺點，預期完成的工作如下： 

1、資料庫：「以指紋辨識技術實作之點名系統」[2]中指紋資料庫使用 Excel，但 Excel

主要適用於本機存取，而 SQL 則可支援遠端存取；因此本研究之實作系統將採用 SQL

作為資料庫語言來取代 Excel。 

2、即時訊息通知：「以指紋辨識技術實作之點名系統」[2] 中僅支援電子郵件通知並無

法支援即時訊息通知功能。但可以隨時接收簡訊的人實際上是遠多於隨時可接收電子郵

件的人，為了讓提升系統的實用性因此有必要增加即時訊息通知功能。 

3、同時發送多人電子郵件通知：「以指紋辨識技術實作之點名系統」[2] 中電子郵件功

能是以單一的方式發送，只能發送給特定的人，本研究之實作系統將改善電子郵件功能

為多人方式發送，可以寄給所有建立在資料庫中郵件信箱的地址。 

 

參、系統實作 
本節將介紹系統實作之相關內容，主要可分為系統開發環境、系統架構、系統流程

圖與系統展示四大部分。 

一、系統開發環境 

系統開發環境我們將會介紹本系統所使用的開發平台，使用的資料庫以及本系統所

使用的指紋辨識器設備。 

1.本系統開發平台：採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2 圖形化程式開發環境，開發的

程式語言為 C#及 ASP.NET。 

2.資料庫：採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08 R2 Express 資料庫。 

3.指紋辨識器：採用 Futronic 科技公司的 FS88 指紋辨識器，如圖 1 所示，FS88 採用

先進的 COMS 傳感技術和精密光學系統，適用於邊界控管、身份識別卡、駕照、選舉及

任何類型之應用。 

 
圖 1  指紋辨識器 FS88 

二、系統架構 

本系統架構及功能描述於圖 2。本實作系統之功能共分為註冊指紋、辨識指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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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到課狀態、顯示到課狀態、發送 E-mail 及簡訊到課通知與儲存紀錄共六項功能。其中

註冊指紋是在資料庫中無指紋資料時註冊，其餘功能皆在學生上課時進行判別出缺席狀

態。其餘各項功能之細節可參考圖 2 系統架構之說明。 

 
圖 2  系統架構 

三、系統流程圖 

本論文所建置之系統實際運作流程可參考圖 3 系統流程圖。對於首次使用本系統的

學生而言，由於系統中尚無學生之指紋資料，因此必需先進行指紋註冊動作，當指紋與

學生個人資料被記錄在資料庫中後，便可開始進行上課報到動作。當學生執行報到動作

時，系統首先會依據學生到課時間判斷學生的「到課狀態」。「到課狀態」分為「正常出

席」、「遲到」與「缺席」三種情形。若學生「到課狀態」為「正常出席」或「遲到」兩

種情形時，系統會主動寄送簡訊與電子郵件給關心學生出席狀態的人，簡訊或電子郵件

之主要內容會依「到課狀態」分為「正常出席」或「遲到」兩種可能並包含實際到課時

間；但若學生未出席課程，則系統將在該門課程下課後，主動寄送簡訊與電子郵件給關

心學生出席狀態的人，簡訊或電子郵件之主要內容則為學生曠課資訊。系統除了會主動

寄送簡訊與電子郵件外，學生出缺席狀態都會被記錄在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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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系統流程圖 

四、系統展示 

使用者對於系統之實際操作過程與系統內部實際處理動作將於本節中作詳細介

紹。首先要介紹的是「點名系統主介面」(圖 4)。在「點名系統主介面」中共提供「辨

識」、「新增學生」、「刪除學生」、「發送曠課通知」與「輸出資料表」共五項功能。分別

介紹如下： 
1.「辨識」：學生於上課時進行指紋辨識判別學生「到課狀態」。 
2.「新增學生」：老師在第一堂課上課前需先新增學生基本資料。 
3.「刪除學生」：刪除沒有這堂課的學生資料(例如原先選了這堂課後來又退選的學生)。 
4.「發送曠課通知」：老師於該堂課結束後發送曠課學生名單並發送即時訊息。 
5.「輸出資料表」：老師於該堂課結束後按下輸出資料表以記錄學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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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系統主介面 

 

老師在開學第一堂課上課前需先新增學生基本資料於資料庫中，如圖 5 所示。 

 
圖 5  新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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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建立學生基本資料姓名、信箱及電子郵件於資料庫中，如圖 6 所示。 

 
圖 6  建立學生資料 

老師於開學第一堂課上課前建立好學生基本資料後接著建立指紋資料於資料庫

中，如圖 7 所示。 

 
圖 7  指紋辨識 

老師在上課前可自己進行設定上課遲到的時間，而本系統預設時間為 10 分鐘，如

圖 8 所示。 

 
圖 8  設定遲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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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使用指紋辨識點名前需先選擇要辨識的學生姓名後按下辨識按鈕如圖 9 所示。 

 
圖 9  指紋辨識 

 

學生到課後系統顯示到課資訊並發送簡訊及電子郵件，如圖 10、圖 11、圖 12 所示。 

 
圖 10  學生到課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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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發送到課通知電子郵件 

 

 

圖 12  發送到課通知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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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到課辨識指紋後系統主介面顯示正常到課資訊並寫入資料庫中，如圖 13 所示。 

 
圖 13  正常到課資訊 

 
學生到課辨識指紋後系統主介面顯示遲到資訊並寫入資料庫中，如圖 14 所示。 

 
圖 14  遲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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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堂課結束後未到課的學生名單顯示於系統主介面並由老師按下發送曠課通知按

鈕發送簡訊及電子郵件，如圖 15 所示。 

 
圖 15  發送曠課通知功能 

該堂課結束後未到課的學生名單顯示於系統主介面並由老師按下發送曠課通知按

鈕且系統主介面顯示曠課資訊並寫入資料庫，如圖 16 所示。 

 

圖 16  曠課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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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於該堂課結束後按下輸出資料表按鈕以記錄當天該堂課所有學生到課資訊，如

圖 17 所示。 

 
圖 17  輸出資料表功能 

 
輸出資料表會顯示學生姓名、上課日期、上課時間及學生到課狀態，目的是為了讓

老師方便之後調出學生上課記錄，如圖 18 所示。 

 
圖 18  輸出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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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改進之後寄送電子郵件的程式碼，較之前的「以指紋辨識技術實作之點名系

統」只能寄送給一個特定的人如管理者或學生導師，本改進的系統新增了一次寄送給多

個收件者的功能，不但可以寄送給學生的家長也可以寄給學生導師或管理者。 
                   public void SendMail() 

        { 

            string connectionString = "Data Source=(local);Database=CYJ;User ID=sa;Password=sa"; 

            SqlConnection connection = new SqlConnection(connectionString); 

            connection.Open(); 

 

 

            string testcmd = "Select * From student where 姓名 = '" + 

((CData)lbDatabase.SelectedItem).Name + "'"; 

            SqlCommand cmd2 = new SqlCommand(testcmd, connection); 

            SqlDataReader dr = cmd2.ExecuteReader(); 

            if (dr.HasRows == true) 

            { 

                while (dr.Read()) 

                { 

                 

                    mail = dr["信箱"].ToString(); 

                    phone = dr["手機"].ToString(); 

                    name = dr["姓名"].ToString(); 

                    狀態 = dr["狀態"].ToString(); 

                    time = dr["時間"].ToString(); 

                } 

            } 

            dr.Close(); 

 

            System.Net.Mail.MailMessage msg = new System.Net.Mail.MailMessage(); 

 

            // Msg.To.Add(new MailAddress(mail,  Encoding.UTF8)); 

            msg.To.Add(mail); 

       

            //  msg.To.Add("b@b.com"); 

            // msg.To.Add("b@b.com"); 

            //  msg.To.Add("b@b.com");可以發送給多人  

 

             

 

            //   msg.CC.Add("c@c.com");  

            //  msg.CC.Add("c@c.com");可以抄送給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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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ing t2 = (System.DateTime.Now.ToString("MM / dd , HH：mm")); 

            apt = System.DateTime.Now.ToString("HH:mm"); 

            msg.From = new MailAddress("automail@gmail.com", "自動寄信系統", 

System.Text.Encoding.UTF8); 

            // 上面3個參數分別是發件人地址（可以隨便寫），發件人姓名，編碼* 

            msg.Subject = "您的到課通知，請勿直接回信";//郵件標題 

            msg.SubjectEncoding = System.Text.Encoding.UTF8;//郵件標題編碼 

            msg.Body = "Hello您好" + name + "同學在" + "課堂中已正常到課，時間為" + t2 + "狀態為

"+ 狀態 + ""/* "測試郵件"(nam + tim)*/ ;//郵件內容 

            msg.BodyEncoding = System.Text.Encoding.UTF8;//郵件內容編碼 

            msg.IsBodyHtml = false;//是否是HTML郵件 

            msg.Priority = MailPriority.High;//郵件優先級 

            SmtpClient client = new SmtpClient(); 

            client.Credentials = new System.Net.NetworkCredential("a3253953@gmail.com", 

"t7030150"); 

            //上述寫你的GMail郵箱和密碼 

            client.Port = 587;//Gmail使用的端口 

            client.Host = "smtp.gmail.com"; 

            client.EnableSsl = true;//經過ssl加密 

            object userState = msg; 

            SMS(); 

            try 

            { 

                client.SendAsync(msg, userState); 

                //簡單一點兒可用client.Send(msg); 

                //MessageBox.Show("信件已發送"); 

            } 

            catch (System.Net.Mail.Smtp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ex.Message, "發送郵件出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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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為改進之後寄發簡訊通知的程式碼，較之前的「以指紋辨識技術實作之點名系

統」中僅支援電子郵件通知功能，但可以隨時接收簡訊的人實際上是遠多於隨時可接收

電子郵件的人，為了讓學生家長或關心學生的人可以隨時清楚學生的動向有必要增加即

時訊息通知功能。 

           public void SMS() 

           { 

              

            string MyString = phone; 

            char[] MyChar = { '0' }; 

            string NewString = MyString.TrimStart(MyChar); 

            //Console.WriteLine(NewString); 

            string t2 = (System.DateTime.Now.ToString("MM / dd , HH：mm")); 

            SKYPE4COMLib.SkypeClass skype = new SkypeClass(); 

            skype.SmsTargetStatusChanged += new 

_ISkypeEvents_SmsTargetStatusChangedEventHandler(skype_SmsTargetStatusChanged); 

            skype.SmsMessageStatusChanged += new 

_ISkypeEvents_SmsMessageStatusChangedEventHandler(skype_SmsMessageStatusChanged); 

            SmsMessage message = skype.CreateSms(TSmsMessageType.smsMessageTypeOutgoing, "+886" + 

phone); 

            message.Body = "Hello您好" + name + "同學在" + "課堂中已正常到課，時間為" + t2 + "

狀態為"+ 狀態 +  ""; 

            message.Send(); 

          //  connection.Clo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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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比較 
針對文獻回顧中的四種點名方式以及本論文所提出的系統之優缺點的比較整理如

表 1 所示。 
表 1  點名系統比較表 

 線上點名與

請假管理系

統之設計與

實作 

Mifare 校園

點名系統 
無線射頻系

統於校園點

名系統之研

究 

以指紋辨識

技術實作之

點名系統 

本實作系統 

優點 相較於傳統

紙本點名更

快速 

相較於網頁

點名更快速 
相較於網頁

點名更快速 
指紋具有唯

一性，無法由

他人代點名 

指紋具有唯

一性，無法由

他人代點名

且關心學生

出席狀況的

人能在第一

時間知道孩

子的動向 

缺點 每間教室必

須配置一台

電腦且建置

成本較高 

學生可將卡

片交由其他

人來代點名 

學生可將卡

片交由其他

人來代點名 

個人的指紋

有可能遭到

複製、盜用 

個人的指紋

有可能遭到

複製、盜用 

 
由表一之比較可知本論文所提之實作系統因採用具有絕對唯一性之指紋作為辨識資

料來源，因此學生必須親自出席才能完成點名程序。此外，目前絕大部分的筆記型電腦

或部分行動裝置(例如 iphone 5s)指紋辨識功能已是基本配備，因此幾乎不需要任何額外

的成本便可完成本系統所設計之點名作業。 

系 

統 

比 

較 優 

缺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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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本系統一個改進的即時訊息通知點名系統改善「以指紋辨識技術實作之點名系統」

[2]，就[2]而言，資料庫 Excel 在存取學生資料時需在本機存取，對於使用者來說較為不

方便使用，而即時訊息通知功能只以發送電子郵件來作為通知，但不是每個人都隨時有

電腦可收發電子郵件，而本系統改善後的資料庫與即時訊息通知功能對於使用者來說較

為方便使用。以資料庫而言，本系統改用 SQL 在存取資料方面較為方便，不需在本機存

取資料，SQL 可支援遠端存取資料，而即時訊息通知功能則是增加即時發送簡訊功能讓

關心學生出席狀況的人(例如父親、母親、導師等)在第一時間知道孩子的動向。雖然本

系統可讓關心學生出席狀況的人(例如父親、母親、導師等)在第一時間知道孩子的動向，

不過由於隱私問題，大家都會擔心自己的指紋可能遭人複製、盜用，因此未來可改用較

為不敏感的臉部辨識來取代此系統的指紋辨識方式。此外，本實作系統可在一般已具有

指紋辨識器之家用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上安裝使用，若電腦上未具備指紋辨識器則可另行

加裝市售常見之一般指紋辨識器(價格在台幣 1,000 元以下即可)，所以幾乎不需增加額外

硬體成本便可實施本實作。而且目前指紋辨識技術已相當成熟，對市售指紋辨識器而

言，不論是辨識速度或準確度皆相當理想，所以本研究中設計之系統在實際操作時，當

學生指紋資料與資料庫內建之資料比對動作所耗費的時間實際上與市售設備約略相

當，而發送簡訊及電子郵件之動作也僅需極短之時間便可完成，由此可知本實作系統之

效能相當理想。另外，由於本研究之實作系統採可攜性工具開發，因此僅需些許修改即

可在智慧平板運作，而且因為本實作系統採模組化設計，所以可直接將前端指紋辨識元

件以人臉辨識元件或卡片辨識元件替代，所以本研究所設計之系統具有相當高的使用彈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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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條 來稿所用文字，以中文、英文、日文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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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條 來稿請於首頁註明作者中英文姓名、所屬之機關名稱及職稱、聯絡電子信箱，並附投

稿基本資料表。  

第 9條 凡投稿本學報，應有中、英文題目，並附三百字以內中、英文摘要及中、英文關鍵詞。  

第 10條 來稿一經刊登，版權即歸本學報所有。凡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投稿論文經本

學報刊登後，即授權本刊以非專屬授權之方式收錄於電子資料庫中，並得為重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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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投稿刊登者，除致贈當期學報乙冊及抽印本五份、單篇刊登論文 pdf檔外，恕

不另奉稿酬。  

第 11條 來稿一經送審，除專案簽准者，不得撤稿，非特殊理由而自行撤稿者，除需自付該篇

審查費用外，尚需以書面撤稿聲明書提出(掛號交寄本編輯委員會)。審查結果需修正

者，作者須於期限內回覆修正稿件及修正說明，逾期視同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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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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