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學士 

國科會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 

計畫辦公室主任 

台大電機系暨電子所教授 

 

國科會物聯網研發近況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 
•應用層 
 -智慧化應用 
 -環境監控、公共安全、 
  電源管理 

•網路層 
 -傳遞處理訊息 
 -資訊傳遞、資訊處理、 
  資料存取 

•感知層 
 -識別及蒐集資訊 
 -感測器網路 
 

 
 



Transformers 3 

第3

頁 

 



NTU Vision on M2M: CAT 

 Machines that collaboratively 

    -Capture the data from surroundings 

    -Analyze the collected information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before human reaction 

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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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ines that talk to each other 

and collaborate with each other. 



5 

Imagin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Knowledge 



Example:台灣:近視王國! 
2006年台灣學生 

近視率 

小六生: 61.8% 

國三生: 77.1% 

高三生: 85.1%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健康九九衛生教育網 

來自每位媽媽的呼喚：somebody, do something! 



眼鏡終結者 



用功讀書的學生 



全神貫注，不知不覺 
太近距離看書時…… 

Bee~~~ 



眼鏡殺手記者會影片 

10 



Think  

Big! 

Claim  

Big! 



   上帝造亞當 
 米開朗基羅 



異質整合：網路上身 
握握手就能交換資訊 

 

將人體整合至電路! 



 



 



網路上身記者會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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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SoC that can demo! 

 



 



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 
•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 

-ICT in Taiwan 

-Industrial chain 

-Smart living 

•  物聯網關鍵性技術特性 
-Ubiquitous：融入生活 

     -Untethered：自由而行 
     -Unlimited：物美價廉 



智慧台灣的建設888方案 
智慧聰明耳聰目明無線感測 

目前無線感測器網路建置與應用之瓶頸 

 1.價格太高: 一個8000台幣 

    學界開發，先一個800台幣，然後80台幣 

 2.規格不一:Z-Bee,X-Bee,T-Bee,M-Bee 群蜂亂舞 

 書同文，車同軌：台大孔明(開放)、清大章魚哥(技
轉) 

 3.使用者不會使用: 

 學界開發示範應用，部份技術軟硬體自由下載 

․From 8000 to 800 then 80 



智慧台灣建設的基石 
無線感測器網路共通平台 

  

•「書同文，車同軌」: “台大孔明”“清大章魚哥” 

  -藉由我國自行開發之無線感測器網路共通平台，達成
鏈結上、中、下游應用技術 ，以利發展優質生活與安全
照護科技，完成智慧台灣之建立。 
 

台大孔明 清大章魚哥 

國科會所開發之無線感測器網路共通平台 



無線感測器網路平台軟韌體核心技術開發與實地佈建計畫推動規劃研發團隊一覽表 

團隊總主持人 研究主題 
臺大學生機系(所) 

江昭皚教授 

無線感測器網路平台軟韌體核心技術開發與實地佈建： 

植物疫情動態監測網 
臺大資工系(所) 

朱浩華教授 

玉山網：玉山國家公園中應用機會感測網路 

之登山資訊系統研究 
臺大地理系(所) 

溫在弘教授 

台北市區微型空氣品質監測網 

清大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所
饒達仁教授 

污染源周邊空氣品質監測及應變分析系統研發 

交大學資工系(所） 

易志偉教授 

Eco-Community：以感測網路建構一個虛境 

及實境互動式智慧型社區 
成大資工系（所） 

鄭憲宗教授 

府城柑仔店 

北科大學電子系 

李仁貴教授 

基於無線感測器網路之服務導向空氣品質監控系統之研製 

與實地佈建計畫 
中原大學土木系 

張達德教授 

無線感測器網路於邊坡和隧道防災預警 

與即時警示佈建計畫 
中華大學資工系 

曾秋蓉教授 

I-Office基於無線感測網路之智慧型辦公大樓應用開發 

與實地佈建 
聖約翰科大電通系 

陳金蓮校長 

以感測器網路實現悠活自行車聯盟 

臺大工科海洋所 

吳文中教授 

無線感測網路共通平台關鍵性應用技術之研發 

清大資工系（所） 

許健平教授 

無線感測器網路平台與核心技術之開發與實作 



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創新整合應用研發團隊一覽表 
團隊主持人 研究主題 

台大生傳系  

岳修教授 

利用無線感測網路技術整合研發創新學習科技： 

概念學習工具  
台大機械系  

楊燿州教授 

無線感測智慧服藥提醒與管理系統  

台大土木系  

呂良正教授 

無線感測器即時定位監測系統之開發 

及其於結構監測之應用  

交大多媒體工程所  

簡榮宏教授 

基於無線感測網路之病人自控止痛 

整合資訊系統  

弘光科技大學醫工所  

高材教授 

加值化無線ZigBee醫療居家健康照護系統 

之整合開發  

北藝大科技藝術研究所  

許素朱教授 

無線感測器網路在人文科技休閒創意空間 

之應用與研究  

長庚大學資工所  

林仲志教授 

無線感測網路居家型退化偵測設備之研發  

慈濟大學醫學系神經外科 

陳新源主治醫師 

鬱金香花開－以智慧型遠距復健照護系統 

提升巴金森病人之生活品質  



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研發團隊一覽表 
團隊主持人  研究主題  

臺灣大學應力所  

郭茂坤教授  

無線感測器網路共同平台之建置 

與智慧居家及環境安全應用示範  

清華大學資工系  

周百祥教授  

土石流監測無線感測網路系統  

臺灣大學生機系  

江昭皚副教授  

東方果實蠅生態監測與預警系統  

成功大學資工系 

鄭憲宗教授  

智慧型數位生活空間之無線感測網路技術之研究  

交通大學資工系  

曾煜棋教授  

ECO-House:具無線感測網路及 

微氣候監測控制之智慧型建築  

台北科大電子系  

黃文增副教授  

守護天使-建構無線感測網路 

用於居家遠距監測與自主管理系統之研發  

臺灣大學應力所  

黃榮山副教授  

即時遠距醫療全方位診斷系統之開發-急性心肌 

梗圔之示範應用  

清華大學資工系 

許健平教授 

省電無線感測器硬體及其作業系統之設計與製作 

台大孔明 

清大章魚哥 



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 

計畫辦公室 

中小學生及民眾參訪，開放式創新！ 

http://www.cht.com.tw/index.php


“From Noble To Notable”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Platform &its Applications 

台大孔明 

吳文中教授及林致廷教授 

全新低耗能無線感測元件 



Octopus II 清大章魚哥 

․MCU (MSP430F1611) 

-Flash Memory (48KB+256B) 

-RAM (10KB) 

-External Flash (1MB) 

-External Crystal (4MHz+32.768KHz)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USART, SPI or I2C) 

-Low Supply-Voltage Range (1.8V-3.6V) 

Five Power-Saving Modes 

․Radio (CC2420) 

-2.4GHz IEEE 802.15.4 compliant RF 

-Data rate (250Kbps) 

-RX (18.8mA), TX (17.4mA) 

-Programmable output power 

-Digital RSSI/LQI support 

-Hardware MAC encryption 

-Battery monitor 

-RF range ~250m 

․Sensors 

-Humidity & Temperature sensor 

․Humidity 0-100%RH (0.03%RH) 

․Temperature -40oC~120oC (0.01oC) 

-Light sensors 

․Serial number ID 

․50-Pin expansion connector 

․External DC power connector 

 

Size: 65mm*31mm 

許建平 教授 



以監測變位為主要功能的即時無線定位系統 
(呂良正教授團隊）WSN 2 

小型振動台實驗 

鷹架實驗-配置圖 

引入衛星全站儀，透過GPS定位技術，建立區域與全域
之轉換關係，監測結構物絕對位置之長期變化。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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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進行實際公共安全監測 

 
結構物監測 橋梁監測 隧道監測 



概念學習工具（WSN電子積木系統設計） 
（台大生傳系-岳修平教授團隊）WSN 2 

採用字卡教
學不能活用，
無法多元使
用。 

學習障礙 

WSN電子積木系統 
寓教於樂 提昇國小的小朋友語文認知和應用能力。 



居家型退化偵測設備之研發（家俱式銀髮族退化

偵測與健康促進系統）（長庚大學資工系-林仲志教授團隊）WSN 2 

電子
前伸測儀

電子量尺
電子踏墊

電子磅秤評估量表

使用者量測

生理特徵量測系統

預測演算法

指標整合系統

無線選徑裝置

照明燈具

居家設備

使用操作

結果回饋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醫護人員Data Center
整合

生活機能

衛教資訊系統

Internet

傳送健康
訊息

記錄量測結果

無線居家生活
閘道器

坐椅

墊子



居家型退化偵測設備原型機 

測反應力 

測肌耐力 

測平衡感 

與Google earth 連結的健身車 

Reaction.MP4
Balance.MP4


加值化無線ZigBee醫療居家健康照護系統之整合開發                                 

（弘光科技大學-高材教授團隊）WSN 2 



模擬應用實驗室（清大Eco-City) 
 

 
 

 
 

 

4個router的固定節點。 

 

1個coordinator 



WSN在人文科技休閒創意空間之應用與研究   
 （北藝大＋淡江團隊）WSN2 

(WSN人文樹道）  

計畫主持人：許素朱教授（北藝）、張志勇教授/ 石貴平教授（淡江）。 
         

一、真菌藝術造型：邀請造型藝術家張耿豪設計。 
         

二、創意內容設計(音樂、Twitter)。 
音樂：（1）真菌交響樂（波麗露舞曲）：1個主旋律、9個副旋律。 
               （2）環境音樂（風力音樂、雨水音樂、太陽下山音樂） 

      （3）拍打音效（鼓掌、Bravo）。邀請音樂家黃堃儼老師設計。 

         



 



總統夫人周美青、行政院長吳敦義蒞臨校園參觀 

100年08月01日 

100年08月04日 



鬱金香花開－以智慧型遠距復健照護系統提升巴金森病
人之生活品質 （慈濟大學-陳新源副教授團隊）WSN 2 

警報模組

具情境感知輪椅

ZeeBig 無線傳輸
無線傳輸模組

跌倒機制判斷模組 

G
P

IO
有

線
線

傳
輸

Bluetooth 傳輸

智慧型手機

巴金森遠距復健車系統 

情境感知輪椅架構 

可穿戴式過度訓練感知系統



無線感測智慧服藥提醒與管理系統 
（台大機械系楊耀州教授、台科大工商設計系宋同正教授）

WSN 2 



基於無線感測網路之患者自控止痛整合資訊系統 
(iPCA）   （交大資工系所-簡榮宏教授團隊）WSN 2 

醫療裝置與無線感測網路模組 

720 

719 

718 
717 716 715 

721 

722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07 

706 

樓梯 

701 

702 

703 

705 

七一病房 

護理站 

725 

726 

彰基醫院實地系統建置 



WSN第3期團隊成果動態資訊網 
研發團隊 即時資訊查閱網址 

無線感測器網路平台軟韌體核心技術開發與
實地佈建：植物疫情動態監測網   
主持人：臺大江昭皚教授 

 
http://140.112.94.60/wsn3/ 
建議採用Firefox 3.5版瀏覽器可得到最佳瀏覽效果 

玉山網：玉山國家公園中應用機會感測網路
之登山資訊系統研究 
主持人：臺大朱浩華教授 

 
http://yushannet.org/ 
 

台北市區微型空氣品質監測網 
主持人：臺大溫在弘助理教授 

 

http://www.wsn.org.tw/ 
帳號：admin、密碼：wsn2218 

I-Office基於無線感測網路之智慧型辦公大
樓應用開發與實地佈建 
主持人：曾秋蓉教授 

 
http://www.wsn.chu.edu.tw 

Eco-Community：以感測網路建構一個虛境及
實境互動式智慧型社區 
主持人：清大易志偉教授 

 
https://apps.facebook.com/Eco-Community 
(https://nol.cs.nctu.edu.tw/~ychuang/_fb/php 
需先通過憑證再觀看) 

污染源周邊空氣品質監測及應變分析系統研
發 
主持人：清大饒達仁教授 

 
Google map(140.114.78.238) 

無線感測器網路於邊坡和隧道防災預警與即
時警示佈建計畫 
主持人：中原大學張達德教授 

 
http://140.135.120.179/GMAP.php  
與google map連結。 

基於無線感測器網路之服務導向空氣品質監
控系統之研製與實地佈建計畫   
主持人：北科大李仁貴教授 

 
 

以感測器網路實現悠活自行車聯盟 
主持人：聖約翰大學陳金蓮教授 

 
http://www.wsn.sju.edu.tw 
與google map連結。 

 
府城柑仔店 
主持人：成大鄭憲宗教授 

 
http://myweb.ncku.edu.tw/~p76994474/google_map.ht
m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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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府城柑仔店（文物保護、拯救老樹） 
（成大資工系所-鄭憲宗教授團隊） WSN 3 

赤崁樓古蹟保護 拯救孔廟老樹 



府城拍立得 

(照片以E-Mail 傳輸到自己的信箱) 



http://myweb.ncku.edu.tw/~p76994474/goo
gle_map.htm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http://myweb.ncku.edu.tw/~p76994474/google_map.htm
http://myweb.ncku.edu.tw/~p76994474/google_map.htm
http://140.116.247.9:8080/web/data.html


玉山網（登山客的黑盒子） 
（台大資工系所-朱浩華教授、黃寶儀教授） WSN 3 

OO XX 

Polly Huang@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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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錯而過的登山客 

․互相交換軌跡資料 

  即使走得很慢，也可以“託”其他人    

  將軌跡資料帶上/下山去。 

 

 
時尚外型防水防摔耐熱緊急呼救 



玉山網 –服務項目 

 
           一、我的登山路徑 

                （回想起來真神勇！） 

 

服務點: 
排雲管理站 
排雲山莊 
手機/Web 

二、隊員在哪裡？ 
  電視螢幕 
   顯示隊友所在位置          
   評估是否支援。 

http://yushannet.org/. 

搭載Google Map 



 



以感測器網路實現悠活自行車聯盟 
（聖約翰科大電腦與通訊-陳金蓮校長團隊）WSN 3 

 
 

 

 

 

 

 

 

 

 

                         

系統網路架構 

太陽能自行車 

車道端水筆仔（風力＆太陽能） 



http://www.wsn.sju.edu.tw 
與google map連結 

http://www.wsn.sju.edu.tw/


以感測網路建構一個虛境及實境互動式智慧型社區  
（交大資工系所-易志偉教授團隊）WSN 3 



Facebook上建立虛擬社區，作為整合各子計畫功能
的平台，提供資訊分享 



植物疫情動態監測網 
（台大生機系江昭皚教授、昆蟲系楊恩誠教授）WSN3 

為了增加害蟲防治效率，植物疫情動態監測網結合了無線
感測器網路、無線傳輸及自動化監測技術，實現自動化害
蟲生態環境監測與預警功能。 



植物疫情動態監測網 

中央管理介面 行動資訊平台 

網頁查詢介面 
疫情分析介面 



 



獲邀於花卉國際博覽會展示- 『植物
疫情動態監測網』研發成果 

展覽期間：100年3月25 - 5月1日。 

展場：花博會場─未來館。 



I-Office 基於無線感測網路之智慧型辦公大樓應用開發
與實地佈建（中華大學資工系-曾秋蓉教授團隊）  WSN 3  
 



 



無線感測器網路於邊坡和隧道防災預警與即時警示佈
建計畫（中原大學土木系-張達德教授團隊）WSN3 
 

  資訊傳輸架構圖 

 

 

                                   現場勘查與佈點是一照片 



http://140.135.120.179/GMAP.php  

與google map連結。 

http://140.135.120.179/GMAP.php


 

無線空氣品質感測網路 
（北科大電子系-李仁貴教授團隊）WSN 3 

系統架構圖 



http://163.25.101.124/iAM/Index.aspx  

帳號/密碼:VIP/VIP 
 

http://163.25.101.124/iAM/Index.aspx


污染源周邊空氣品質監測及應變分析系統研發  
（清大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所-饒達仁教授團隊）WSN 3 

空氣品
質感測
模組 

無線訊號模
組 

無線氣體感測
器 

表面聲波(SAW)感測晶片 

高靈敏度、多種氣體高分子薄膜 

低耗能感測電路 

大量佈點 + 

分析系統與判斷模型 

室內 

工業區 

環保署 

•清華高能館(化學實驗室) 

•台積電(工研院能環所) 

•清華高能館(室外) 

•英特金實業公司 

•指定工業區 

多種氣體之 

陣列式感測晶片
(Sensing array) 

無線氣體感測器(W-ENOSE)架構 
 



Google Map (140.114.78.238) API的
空氣品質監控  



台北市區微型空氣品質監測網 
（台大-溫在弘教授團隊）WSN 3 

 

完成CO、NO2及O3氣體感測模組。 
 

 
感測器/傳輸點佈點圖 
（基隆路羅斯福路口圓環） 

 



 

空氣品質監測資訊系統：即時資訊展示 
http://www.wsn.org.tw/ 



即時遠距醫療全方位診斷系統之開發-急性心肌梗
圔之示範應用 (台大醫院陳明豐 何奕倫 台大黃榮山）WSN 1 

AMI: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急性心肌梗圔) 



 
 
 

臺大出院病人遠距醫療照護中心成立記者會 
 
 





東方果實蠅數量監測系統 
（台大江昭皚教授、楊恩誠教授） WSN1 



智慧型數位生活空間之無線感測網路技術之研究
（成大資工系-鄭憲宗教授團隊）WSN1 

Smart Appliances  

OctopusⅡ Magic Slipper 

Octopus Ⅱ Magic Wand 

Tmote Remote Controller 

  to control home   

  appliances thru  

  Zeus (this is  

  another way 

than   Magic 

Wand for  human 

interface). 

•The output is fed to Zeus. 

OctopusⅡ Refrigerator 

OctopusⅡ 

Coffee Maker 
OctopusⅡZeus 

Zeus = media center + sensor solution + home 

automation  Almighty solution for home control, 

entertainment, and security. 





ECO-House:具無線感測網路及微氣候監測控制之智
慧型建築 (交大資工系-曾煜棋教授)WSN1 

  Every user needs different 
illumination and 
temperature while he does 
something. 

◦ Satisfying all users’ 
requirements under 
energy saving 

 Sensor 

◦ Fixed sensor 

◦ Portable sensor 

 Light 

◦ Whole lighting device 

◦ Local lighting device 

 Temperature 

◦ Air conditioner 

Control server

Whole lighting device

User

Fixed sensor

Local lighting device

Sink

G1 G2 G3 G4 G5

G6 G7 G8 G10G9

G11 G15G14G13G12

G16 G18G17

G21 G23G22

G20G19

G25G24
A

B

Air conditioner

Portable sensor 



守護天使-建構無線感測網路用於居家遠距監測與自主
管理系統之研發(明新科大電子系-黃文增教授) 

User’s UI Doctor’s UI  

諮詢流程 

使用者端 

 

 

 

醫師拒絕 

遠距線上
諮詢系統 



土石流監測無線感測網路系統 
（清大金仲達 周百祥 逢甲李秉乾）WSN1 
 - We take advantage of the low-cost, real-time and infrastructure-free 

characteristic of WSN 

 - The motes form a ad hoc network. Data are aggregated via this network at 

the DA. Then DA reorganizes these data and sends them to the remote users. 

 

 

METALLIC PLATE

PROCESSOR BOARD + RADIO 

TRANSCEIVER + SENSOR 

BOARD (INCLUDE ADXL330 

ACCELELOMETER)

SOLAR PANEL 

OMNI DIRECTIONAL 

ANTENNA

MI-NH 

BATTERY

Figure : Design of the INSIDER 



無線感測器網路共同平台之建置與智慧居家及環境安
全應用示範(台大黃寶儀、傅立成、朱浩華、吳文中、張瑞益、
楊燿州、陳俊杉、施文彬、交大蕭子健) WSN1 

 

系統軟
體 

開發團
隊 

網路
定位 

效能
提升 

感測網路 

安全管理 

模組使用支援團
隊 

系統硬
體 

開發團
隊 

應用情
境 

開發團
隊 

Innovation  

Value Chain 

技術諮
詢 

訓練
課程 

多功能感
測模組 

橋樑安
全監控 

應用
論壇 

生理訊號監
測應用 

無線感測器網
路 

平台開發與應
用 

智慧居
家應用 

性能擴
充模組 





結論 

•台灣 學界在國科會的資助下已開發出兩種
無線感測器網路節點平台—台大孔明及清大
章魚哥 

•台灣 學界在國科會的資助下亦已開發出25
種個示範應用 

•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似已達到進入實際生活
應用之臨界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