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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鑒於患有失智症的病患及老人，較不具有照顧自已的能力，只要家人稍不留神，

可能使得失智病患或老人走失，並發生危急的情形，本研究目的為架構一套可攜帶式

簡易操作的方向指引與緊急求助系統。使用者不需經過特別訓練，在迷路狀況下可辨

別家裡方向或緊急求助。在失智老人外出的時，家屬也可透過本系統了解其所在位置

以降低老人走失的機率。   

 

 本系統是以 51 系列晶片為基本架構，利用全球定位系統( GPS )所回傳的經緯度 

與數位電子羅盤回傳的系統方向，及系統設定家的經緯度，透過單晶片的運算式算出

系統距離家的方向和距離。使用液晶顯示器（LCD）來輸出箭頭方向的圖型與距離的

數值。並結合了中文語音播報系統(TTS)的中文播報能力，來幫助視力不良的老人，

可以用聽的方式得到正確的回家方向與離家的距離，或是用語音告訴老人現在的時

間、提醒用藥時間。當老人走離家人能照顧的安全距離時，本裝置藉由數位式行動通

信系統 ( GSM )來傳送簡訊通知家人或警察局給予老人所在位置的經緯度與時間及時

協助救援，並且也利用語音作為警報告訴老人不能再走遠了。 

 

圖一.系統架構圖 



 

壹.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動機 

 

由於平均壽命不斷延長，伴隨而來之人口老化現象成為世界各國的主要課題，我

國目前已符合高齡化社會之標準，未來二十五年後我國之高齡人口，將達到15％以

上，成為高齡社會國家。隨著高齡人口比例不斷攀升，老化所產生的許多「需求問題」

也逐漸受到重視，「高齡」不再只是個人的問題，更是社會整體普遍的現象，許多的

設施需要因為老人而改變調整，許多的服務也因老人需要而提供。 

全台人口不斷攀升，台灣的土地面積有限，使得房子越蓋越多，造成道路越來越

複雜。加上年長者記憶能力逐漸消退(失智老人)，讓很多家人擔心老人出門就找不到

回家的路，人都會老，有失智症的老人不是不要回家，而是忘了回家的路。依據失蹤

老人協尋中心的資料顯示，94 年度失蹤通報協尋比例以失智老人 53.2%佔多數，其他

原因走失者佔 22.8%、精神疾病患者有 17.7%及智能障礙 6.3%，其中更有超過四分之

一失蹤老人被尋獲時已經死亡，造成家人不可彌補的愧疚和遺憾。 

 

二.研究問題 

 

有感於近來失智老人人口增加和走失兒童難以找尋，我們以不同的角度來想問題

解決的方法，如果能有一簡易的系統讓老人能夠自行走回他們的家，那麼家人以及社

會將可減少許多資源上的消耗，也可以讓家人放心不少。失智者當他們走失時，很可

能說不出自己的姓名、住址，以致流落街頭，而他們的家人透過報警和自行尋找的方

式，不但如同大海撈針，也耗費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 

 

 而手機其實是一個複雜的系統，但是老人、小孩卻用不到那們多的功能造成浪

費。有鑑於此，本裝置主要設計一個可緊急求助系統，對於 GSM 系統傳送短訊息數

據的功能加以應用，用以傳送數據資料；並結合市面上之 GPS 全球定位系統，設計

出一可以傳送位置的資料，使家人可以收到小孩或老人的所在位置，或通知最近的警

局作為求救，降低意外的發生。 

 

 

 



貳. 文獻回顧與探討 

 

 近幾年來看到有一支手機叫做 icare 寶貝機，是專門設計給小朋友的手機，他只

有簡單的通訊功能，只能打給家人，所以就沒有用到螢幕，雖然功能簡單但對於小朋

友來說卻很實用。這時候就想到現在有很多老人，因為記憶力下降，所以有時出門走

走後，就找不到回家的方向。是不是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助他們，就像這隻手機一樣簡

單卻很實用。 

 

 看到現在有很多碩士論文有討論到 GPS 的應用，但是絕大部分都是應用在回傳裝

置點的位置給其他人，而這些裝置只能被動的救援，也就是說若拿給老人這種裝置只

有等待別人求助的功能，沒辦法指引回家的路。現在市面上有販售很多的導航機，但

是對於老人來說，他們用不到裡面那麼複雜的功能，而造成資源浪費。這時候就想我

可不可以用簡單的單晶片控制來實現協助迷途之人指引其回家的路。 

 

 想起當人迷路時，想要找道路的最快方法就是問人，而你所得到的就是那個人所

說的資訊，通常是指一個方向，距離這裡多遠。那既然只要有這個資訊就可以讓你找

到方向，那我要怎麼透過數位的方式得到這個資訊。GPS 只能知道目前位置的點，如

果你找到家裡的點，是不是就可以算出距離。但是還是沒有方向感，因為兩點雖然能

判斷方向，可是不知道使用者座標軸的方向，所以就想起羅盤可以給你固定的座標方

向而加上了電子羅盤。這時候就可以用螢幕來顯示回家方向與距離，是不是就可以找

到回家的方向了。而有些老人因為老花眼視力不好，所以又多想了可以用語音的方式

來告訴老人回家的方向與距離。 

 

 根據失蹤老人協尋中心的資料表示，失蹤通報協尋比例以失智老人(51.7%)佔多

數，其次為精神疾病患者(23.3%)及智能障礙(16.7%)。 這數據顯示多數走失的老人為

失智老人，所以可能是出門走走，忘了時間走了太遠，當想要回家的時候，已經太晚，

也造成了更多的危險。所以就想透過單晶片自動偵測時間與離家的距離，如果離家太

遠就提出警告，並且第一時間告知家人，避免發生意外。 



參. 研究方法及步驟 

 

STEP1:首先先研究 GPS 的基本原理，這樣才能知道在什麼樣的地方可以使用這

樣的系統。再利用終端機來讀取 GPS 所傳出來的訊號，來研究怎麼接收我們需要的經

緯度資料。當知道了這些資料號，就要研究如何用單晶片的串列傳輸去接收。當然一

開始沒有東西可以輸出我們要的資料，所以研究 LCM 模組的功能，來輸出數字看是

不是我們要的經緯度資料。當資料接收正確的時候，我們開始研究數學式子，來利用

簡單的畢氏定理來算出訊號點離家裡的距離，再藉由 arctan 來算出角度偏家裡的方

向。雖然說簡單，但是因為地球不是平面座標，所以要靠一些座標轉換才能算出比較

正確的距離還有方向，但是這個角度是有問題的。 

 

  

圖二.功能說明 

 

STEP2:為了解決角度的問題，我們無法從 GPS 裡所提供的訊號來判斷角度，因

為他的座標軸沒有固定，會隨著人的轉向而在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要使用電



子羅盤，而電子羅盤也是傳送串列的訊號，所以一開始也要透過超級終端機來看他的

訊號，來找到我們要的角度，再來傳到單晶片作為輸出，如果資料都正確就可以開始

更正上面 GPS 的角度。更正方法就是把角度作運算，使得使用者的方向一直都是座標

軸的方向，使得所有資料都正確。 

 

     

圖三.箭頭輸出           圖四.沒有訊號          圖五.待機狀態 

 

STEP3:當資料都正確後，我們主要的目的還是要輸出圖形給老年人看。而這個圖

形就是簡單明瞭的箭頭，如圖三所示。但要完成這個功能，我們要先了解 LCD 的操

作原理，因為市面上所售的繪圖型 LCD 都很貴，所以就想到現在比較退流行的 nokia 

3310 手機的螢幕。找了網路的資料，有資料顯示可以直接用單晶片來控制，所以就研

究如何用單晶片輸出圖形。先拆手機的螢幕出來，透過跳線拉到電路，再用網路上的

螢幕電路去洗板子再連接輸出訊號到單晶片。一開始先輸出固定的圖形，再來想辦法

設計出可以一直改變的圖型的程式，如距離的數字與方向，數字可以建零到九的數字

圖形陣列，這樣輸出只要改變固定位址的資料就可以了。而麻煩的是箭頭的輸出，現

在所想到的方法是運用線性代數所學到的旋轉矩陣，把原本指北的圖形藉由旋轉矩陣

來改變箭頭的方向，之後矩陣改完後再統一輸出可以達到動態圖形的效果。 

 

STEP4:當每一秒要處理 GPS 訊號都要花很多系統的資源，而又不是每個時間，

使用者都盯著螢幕，造成系統資源的浪費。所以就設計一個程式，當使用者沒再用的

時候就跳到待機畫面，這時候不接收 GPS 與電子羅盤的資料當然也就不處理運算式的

資料。只輸出一個待機圖形，如圖五所示，這樣可以達到不浪費資源與省電的效果。 



STEP5:每個老年人通常都有視力不良的問題，但不一定每個人都可以看得清楚螢

幕，所以就去網路上找到一個中文播報的晶片，當然也要先了解這晶片的基本架構，

再洗網路上的電路圖與單晶片連接，再試著用測試程式去輸出他的聲音。也藉由這個

測試去調整輸出聲音的速度與高低。最後再結合前面所算出來的角度與距離利用語音

的方式輸出。 

  

STEP6:為了防止老年人走離我們所設定的安全距離，所以當老年人偵測到距離已

經超出安全範圍，就會利用螢幕與語音的方式警告，並且在第一時間利用簡訊來通知

家人，這個危險的訊息，或是告知附近的警察局請求協助來防止意外的發生。為了要

有這個功能，所以就要研究 GSM 的基本架構。但是現在的 GSM 模組也不便宜，所以

想藉由手機裡的模組，使用超級終端機來研究傳送簡訊與接收簡訊的方法，再來想辦

法找到手機接點連接單晶片的電路，再用程式去測試傳送與接收，最後就設計程式，

當系統抄過警戒區的時候，就會自動傳簡訊給家人，或是聯絡最近的警局作為求救。

因為使用者可能會一直變動距離，所以每隔一兩分鐘就會傳新的訊息，直到找到老人

再把它設定掉就不會再傳送訊息。或是回傳簡訊請程式判斷來停止發送或傳送簡訊回

去。 

 

STEP7:因為這系統有語音播報的功能，所以我們可以增加一些附加的作用，如老

年人常常要定時吃藥，所以可以用一個提醒吃藥的播報程式，或是加一些娛樂，像播

放佛經的功能。 



肆.預期結果 

 

一.GPS 的方向指引功能： 

 

當使用者需要指引方向時，按下按鍵，GPS 功能啟動，透過定位裝置，開始引導

使用者原先設定的位置進行指引，使用者可透過銀幕顯示，清楚的指引出目的地的方

位、距離。方位的表示法我們利用簡單的箭頭指示，這簡單的顯示方式是為了長者和

年幼的使用者方便使用，當然我們也提供實際的位置距離數據來輔佐，再加上我們貼

心的語音引導，相信使用者靠著本系統到達目的地應該不是難事。 

 

二.GSM 簡訊通知功能： 

 

 當使用者超出安全距離時，事先預設的號碼就會接收到本系統所傳送的簡訊，並

且告知使用者目前的位置和時間，並且持續傳送簡訊告知使用者最新的位置和時間，

整個過程都可事先設定，讓家人們掌握一切訊息。 

 

三.緊急求救功能： 

 

如果長按 3 秒按鍵時，會立即通知最近的警察單位，告知有緊急的事件發生，讓

警方能知道發生位置和時間，有效減少救援的時間，防止遺憾發生。 

 

四.其他功能： 

 

除了定位，求救的功能外，本系統另外擁有語音定時提醒使用者該做的事情，例

如用藥與是否有將居家的瓦斯門窗關妥，就像一位貼身的秘書一樣提醒使用者的一切

大小事情。讓系統能更能貼近一般的使用者。 

 

五.機構設計 

而最後的機構設計將考慮委外製作，測試階段則可能無法像手機這麼小。現在目

標是讓功能出來，所以只能盡量把它縮成像一個小盒子，未來如果這個東西很好用的

話，可以考慮再縮小，變成可以戴在手上的東西，相信就會有很大的競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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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需要指導教授指導內容 

 

1. 系統功能規劃 

2. 資料蒐集 

3. 硬體電路製作 

4. 軟體程式開發 

5. 實驗與測試 

6. 系統評估 

7. 報告書撰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