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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系統運用中華民國專利「健康查詢與決策建

議系統」開發出「高齡者健康查詢與決策建議系

統」，屬於科技部 FY106「人口高齡議題」挑戰計

畫-「以創新科技實現健康樂齡活躍老化」-子計畫

三 (樂活關懷)第一年度的部份成果。為使高齡者享

受智慧生活的便利，本系統可提供高齡者健康查詢

與決策建議的樂活關懷結果。本系統以高齡人因老

化之生心理角度來設計，介面操作上是以直覺簡單

的實用設計，沒有操作壓力，真正使高齡者能夠實

現健康樂齡活躍老化的目標。 
關鍵詞：高齡者、健康查詢、決策建議系統、健康

樂齡、活躍老化。 
 
1. 前言 

 
依據衛生署在 105 年台灣地區 65 歲以上老人

十大死因統計[1]，老年人因心血管疾病如心臟病、

高血壓造成死亡的比率相當高，因此對於老年人慢

性病的預防與保健則成為高齡者保健最重要的一

環，尤其隨著銀髮族群人口增加，相對也造成醫療

費用支出及用支出的增加。面對老齡化社會現象，

老年人生活照護已經成為我國重要的課題。近年來

政府部門與民間福利團體推動老年生活照護的方

式，已由集中照護的概念，逐步走向「在地老化」

的概念。所謂的在地老化是指居住者能在原居環

境、生活環境終老而不遷移，高齡的居住者因在地

老化的照護方式，仍能生活在具有熟悉人、事、物

的生活區域。歐美國家早在 1980 年代即開始進行

「在地老化」相關的規劃，如挪威、丹麥、芬蘭的

住宅政策，就強調「原居住宅」的在地老化；瑞典、

澳洲的「老人住宅」則強調可「在宅臨終」；而亞

洲區日本則是透過世代住宅的概念，採三代同堂居

住概念，運用世代輪替來達到「在地老化」。 
而內政部 2010 年台灣人口與醫療統計資料[2]

調查也發現，我國每 4.7 位老年人中就有一位住

院，這些 65 歲以上的老年人，其平均每次醫療費

用佔全體將近 30%的比率，可見慢性病保健與醫療

照護之重要性；此外，在 226 萬人的 65 歲老人中，

只有 14 萬人(6%)由機構照護，其他的老年人則仰

賴社區與居家的照護，基本上，銀髮族還是希望在

其熟悉的環境終老一生，因此如何在居家環境中，

透過資訊科技的協助讓銀髮族能夠在生活中更舒

適、更健康與更有尊嚴，一直是所有科技從業人員

追求的目標。 

本系統為科技部計畫-「以創新科技實現健康樂

齡活躍老化」-子計畫三的模組之一，應用物聯網感

測、數據分析、雲端平台等技術，來完成高齡者「樂

活關懷」之功能需求設計。透過雲端資料庫，來更

新高齡者實測健康樂齡活躍老化數據資料及交換

訊息，子計畫三與其他子計畫間之關聯圖如圖 1 所

示。 
 

 
圖 1  子計畫三與其他子計畫間之關聯圖 

 
2. 健康查詢與決策建議系統 
 

本系統運用中華民國發明專利(I591570)「健康

查詢與決策建議系統」[3]，系統方塊如圖 2 所示，

包括： 
 

 
圖 2 健康查詢與決策建議系統方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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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生理量測單元 

 
生理量測單元係對使用者進行生理狀況的量

測，以輸出生理參數(包含體溫、心跳、血壓、血糖、

血氧濃度)。 
 

2.2 心理監測單元 
 

心理監測單元係對使用者進行行為狀況的監

測，以輸出心理參數(包含表情與動作)。 
 
2.3 活動允許單元 
 

活動允許單元係由醫生囑咐單元、生理狀況單

元、個人意願單元及健康急迫性判斷單元所組成，

以輸出活動允許參數，健康急迫性判斷單元擷取生

理量測單元對使用者生理狀況所量測的生理參

數，進而判斷出「體年齡」，將體年齡與使用者實

際年齡進行比對，進而產生該活動允許參數；活動

允許單元的活動允許比對參數包含醫生囑咐單

元、生理狀況單元、個人意願單元及健康急迫性判

斷單元根據使用者過去就醫的活動允許參數。 
 
2.4 計算決策單元 
 

計算決策單元係與生理量測單元、心理監測單

元、活動允許單元及體適能運動模組通訊連結，其

中計算決策單元預先建置有使用者的生理比對參

數、使用者的心理比對參數及使用者的活動允許比

對參數，並用以接收生理量測單元輸出的生理參

數、心理監測單元輸出的心理參數及計算決策單元

輸出的活動允許參數，生理參數與生理比對參數比

對分析後輸出食用建議參數，心理參數與心理比對

參數比對分析後輸出活動建議參數，活動允許參數

與活動允許比對參數比對分析後輸出體適能身體

活動參數；其中計算決策單元的生理比對參數包含

使用者過去就醫病史資料、過去的生理狀況量測資

料、各種疾病預防的知識教育資料及國內外人口健

康資料。心理比對參數包含使用者過去的心理資

料。 
 

2.5 食用資訊輸出單元 
 

食用資訊輸出單元係與計算決策單元通訊連

結，食用資訊輸出單元預先建置有複數筆食用資

訊，並用以接收計算決策單元輸出的食用建議參

數，食用資訊輸出單元根據食用建議參數而輸出符

合使用者的食用資訊。 
 

2.6 活動資訊輸出單元 
 

活動資訊輸出單元係與計算決策單元通訊連

結，活動資訊輸出單元預先建置有複數筆活動資

訊，並用以接收計算決策單元輸出的食用建議參數

與活動建議參數，活動資訊輸出單元根據食用建議

參數與活動建議參數而輸出一符合使用者的活動

資訊。 
 

2.7 身體活動輸出單元 
 

身體活動輸出單元係與計算決策單元通訊連

結，並用以接收計算決策單元輸出之體適能身體活

動參數，身體活動輸出單元根據體適能身體活動參

數而輸出一符合使用者的身體活動資訊。 
 
2.8 顯示單元 
 

顯示單元係與食用資訊輸出單元、活動資訊輸

出單元及身體活動輸出單元通訊連結，並用以接

收、顯示、及查詢食用資訊輸出單元輸出的食用資

訊與活動資訊輸出單元輸出的活動資訊及身體活

動輸出單元輸出的身體活動資訊。 
如圖 3 為本系統的作動流程圖。圖 4 為本系統

的生理參數示例圖。圖 5 為本系統的情緒指數示例

圖。圖 6 為本系統的情緒指數分級示例圖。圖 7 為

本系統的食用資訊示例圖。圖 8 為本系統的活動資

訊輸出單元執行示例圖。圖 9 為本系統的活動資訊

示例圖。圖 10 為本系統的使用者的身體活動資訊

示例圖。 
 

 
圖 3 本系統的運作流程圖 

 

 
圖 4 本系統的生理參數示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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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本系統的情緒指數示例圖 

 

 
圖 6 本系統的情緒指數分級示例圖 

 

 
圖 7 本系統的食用資訊示例圖 

 

 
圖 8 本系統的活動資訊輸出單元執行示例圖 

 

 
圖 9 本系統的活動資訊示例圖 

 

 
圖 10 使用者的身體活動資訊示例圖 

 
3. 研究方法 
 

藉由本系統將當時生理參數(體溫、心跳、血

壓、血糖、血氧濃度)與心理參數(表情與動作合成

之情緒指數)，需先通過「活動允許單元」(醫生囑

咐單元、生理狀況單元、個人意願單元及健康急迫

性判斷單元所組成)後，再透過本系統的「計算決策

單元」分析，產生決策結果，給予正確且適當的建

議。 
 

3.1 本系統四大資料庫 
 
(1)過去就醫病史紀錄: 高齡者過去就醫病史

紀錄，除了透過本系統可方便檢視外，更與量測之

生理與心理參數做比較，讓銀髮族不僅可預防未發

生過的疾病更可預防過去的疾病復發。(2)過去十次

的身心參數量測記錄: 當(銀髮族)使用者量完生理

參數後，本系統將每次量測的參數記錄下來，透過

最近十筆的數據比較，讓銀髮族可以輕鬆知道最近

的身體近況。(3)銀髮族各種疾病預防的知識教育資

料庫: 本系統除了量測銀髮族生理與心理參數外，

更配合銀髮族各種疾病預防的知識教育資料庫，讓

銀髮族了解自我健康、預防因應及改善可能罹患之

疾病惡化。(4)國內外高齡人口健康資料庫: 本文依

據高齡人口資料庫，運用人工智慧型最佳化方法[4~ 
7]進行資料分析。 
 
3.2 本系統的輸入 

 
本系統的輸入有三個，第一個為心理監測單元

得到情緒指數，第二個為生理監測單元得到生理參

數，第三個則為活動允許單元，由(1)醫生囑咐單

元、(2)生理狀況單元、(3)個人意願單元及(4)健康

急迫性判斷單元所共同組成，當(1)~ (4)均成立時始

能輸出活動允許參數。透過健康樂齡活躍老化雲端

資料庫(樂活雲)，擷取樂活雲的各項輸入信號(體
溫、心跳、血壓、血糖、血氧濃度、情緒指數)。 
 
3.3 本系統的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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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的輸出有三個，(1)食用資訊輸出單元，

經由計算決策單元輸出食用建議參數。(2)活動資訊

輸出單元，亦經由計算決策單元輸出活動建議參

數。(3)身體活動輸出單元，同樣經由計算決策單元

輸出之體適能身體活動參數，身體活動輸出單元根

據體適能身體活動參數而輸出符合使用者的身體

活動資訊。如圖 1 所示，本系統輸出結果除上傳至

樂活雲紀錄並顯示外，亦透過此樂活雲提供「體能

係數」、「健康/安全係數」、「學習係數」與「休閒係

數」，分別給子計畫一、二、四、五作為改善參考。 
 
4. 系統測試 
 
4.1 系統軟/硬體規格 

 
本系統的樂活雲建置在 Acer Altos R380 F3 的

實體伺服器上，其硬體規格為; CPU：6CPUs X Intel 
Xeon、記憶體：128G、硬碟容量：2TB X 2。並採

用 Vmware 軟體所提供雲端運算和硬體虛擬化的軟

體和服務。執行 VMware 工作站行程的電腦和作業

系統被稱為宿主機（host）。在一個虛擬機器中執行

的作業系統例項被稱為虛擬機器客戶（guest）。類

似仿真器，VMware 工作站為客戶作業系統提供完

全虛擬化的硬體集。由於與宿主機的真實硬體無

關，所有虛擬機器客戶使用相同的硬體驅動程式，

虛擬機器例項是對各種電腦高度可移植的。在移動

一個虛擬機器時不必將其暫停–就是說現在即使在

向不同的宿主機上移植虛擬機器時，這些虛擬機器

仍然可以保持執行。 
故在 Acer Altos R380 F3 建置兩個虛擬伺服器

VM1 作為資料伺服器與 VM2 作為 Web 伺服器。(1) 
VM1(Data Center)：提供各個子計畫資料傳遞與收

集之伺服器，整合各子計畫間資料交換方式，並將

資料庫中之各項數據進行分析後，其分析結果主動

提供給相對應之子計畫。(2) VM2(WEB Server)：由

Data Center 取得各項數據並利用 WEB 介面方式呈

現，讓使用者能透過不同裝置，便利的操作子計畫

三之高齡者生活協助主動關懷系統。其硬體架構如

圖 11 所示; 而本計畫所屬之各子計畫的量測信號

將自動上傳至此樂活雲資料庫 ( 雲端系統的

VM1-Data Center)中。 
本系統的介面操作設計以網頁方式來呈現，後

端伺服器以 Windows server 2016 來架設，程式語言

用 PHP 版本 5.2.17 來開發，資料則存放於 SQL 
server 2016。前端畫面以 HTML5 標準來開發，利

用 JavaScript 的 frame work (jQuery、Wijmo)來整合

開發，其主要好處有開發速度較快，對各種瀏覽器

相容較佳。介面 UI 部分利用 jQuery UI[8]，以便和

jQuery 有較好的搭配，並且為了畫面美觀還利用了

jQuery UI Bootstrap[9]。在與後端傳輸資料方面主要

利用 jQuery 裡的 Ajax 功能，達到局部更新資料，

而不用整頁刷新。本系統之E-R model如圖 12所示。 
 

 
圖 11 系統硬體架構圖 

 

 
圖 12 本系統之 ER-Model 

 
4.2 測試結果 

 
本系統建置完成後，透過 100 位南投地區銀髮

族的健康資料實例分析，已成功建立出適用於南投

地區高齡族群的系統模型。 
 
5. 結論 

 
本系統所提供高齡者健康查詢與決策建議的

樂活關懷結果，可使高齡者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

本系統以高齡人因老化之生心理角度來設計，介面

操作上是以直覺簡單的實用設計，沒有操作壓力，

真正使高齡者能夠實現健康樂齡活躍老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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