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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來旅遊的風氣逐漸盛行，導致飯店內每天進
出的顧客流量都很大。因此，如何進行有效的人員
進出管理、飯店內使用付費設施的管理和災難發生
時，疏散、搶救飯店內人員的防災救援管理就是一
個很重要的問題。
本論文設計一套系統來進行飯店內的各種管
理，主要是使用了無線射頻辨識技術，利用設置在
飯店內各處的讀取器將偵測到的標籤資訊傳回飯
店內的資訊系統；飯店員工的管理方面，標籤可以
用來當作上下班打卡的依據，對於飯店員工的管理
更為便捷。消費者入住飯店時，櫃檯便會配給一張
需要隨身攜帶的標籤，此標籤不僅是飯店房間的鑰
匙，也具有電子錢包的功能。防災系統方面也可以
因為飯店內各處裝設的讀取器感應到標籤，而得知
人員的所在位置，對於緊急狀況的救援有所幫助。

我們冀望本系統能夠帶給飯店的管理一種新
的方向，讓飯店的住房管理、設施管理、防災管理
能夠更便捷且更有效率。
二、技術應用可行性
無 線 射 頻 辨 識 系 統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為近來廣受注目的重要通訊
技術，可以透過無線電訊號辨識特定目標以及讀取
所需要的資訊。無線射頻辨識系統的架構可以分成
標籤、天線、讀取器、資訊系統四大部分[9](如圖
一)，敘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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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隨著資訊時代的來臨，小型筆電、手機、
PDA[1,2]等無線通訊產品也跟著興起，可隨時瀏覽
網頁或執行程式，造福了許多工作忙碌、時間緊迫
的現代人。再加上近來國內觀光旅遊業極速發展，
導致飯店內每天進出的顧客流量都很大，而飯店房
間的住宿、使用付費設施、防災系統等，都沒有一
個更完善的整合方式，這樣在飯店管理與維護上較
為不易；另一方面，當災難發生時，如何有效把飯
店內的人員迅速的疏散，避免造成重大的傷亡。
於是我們設計一套管理整合系統，主要使用無
線 射 頻 辨 識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5,6]的技術，在消費者入住飯店時便會發給
一張需要隨身攜帶的標籤(Tag)，而飯店員工也會
隨身佩帶標籤，利用設置在飯店各處的讀取器
(Reader)，可管理飯店內人員的進出；消費者在使
用飯店內付費設施時，或是搭乘飯店的接駁設施
時，，也可利用標籤上電子錢包的功能扣款；在防
災管理方面，因為在飯店內各處都有設置讀取器，
所以人員的位置可經由這些讀取器來進行定位，在
發生災難時，可以迅速的疏散飯店內的顧客及員
工，以及得知哪處有人尚未疏散。

圖一、無線射頻辨識系統架構
 電 子 標 籤 (Tag) ： 又 稱 為 詢 答 器
(Transponder)。RFID 標籤是一個儲存數位識
別資料的裝置，可以透過無線電波與讀取器
之間互相傳遞資訊。
 天線(Antenna)：用於接收讀取器發送的射頻
資料或傳送出本身的識別資料
 讀 取 器 (Reader) ： 又 稱 為 詢 問 器
(Interrogator)。此裝置可以透過無線電波的存
取方式，讀取或寫入 RFID 標籤上的資料。
 資訊系統(Information System)：包含了 RFID
中 介 軟 體 (Middleware) 及 應 用 程 式 。 RFID
Middleware 是 一 種 訊 息 導 向 中 介 軟 體
（Message-Oriented Middleware，MOM）
，資
訊（Information）是以訊息（Message）的形
式，從一個程式遞送到另一個或多個程式。
掌上型資料收集器[7]：同時具備讀取 RFID 標
籤及二維條碼掃描器(如圖二)，可進行標籤資料蒐
集與更新的功能。並提供無線傳輸模組，讓使用人
員可以隨時隨地獲得所需的相關資訊，快速完成工

作與資料傳輸，為企業 M 化與 R 化的最佳行動運
算工具，保障企業投資以幫助企業獲得最大的投
資。

用)，透過 Visual Studio 2008、搭配 Mobile SQL
Server[2,3]來撰寫實作相關系統功能，如圖四之房
間預約功能及圖五的新增 Tag 權限功能等。

圖二、精聯電子 PA962 掌上型資料收集器
雙頻電子標籤(Dual-Band ISO Card Tag) [8]：此
標籤具備超高頻(Ultra High Frequency, UHF)和高
頻(High Frequency, HF)雙頻操作的特性(如圖三)。
若是需要安全性較高的應用，如保全門禁、電子錢
包的功能，可以採用 HF ISO14443 的標準；而對
於人員追蹤定位、監控管理、停車管理系統的部
分，則可採用 UHF 的特性，遠距離感應。

圖五、房間預約功能

圖六、新增 Tag 權限功能
圖三、艾迪訊科技 DEF001 雙頻電子標籤

而實際模擬測試則佈建於校內綜合大樓五
樓，相關架構圖如下：

RFID 高頻管理套件[4]：在 PC 的環境下，使
用標準的讀、寫以及鎖定的指令。而讀取器以標準
之 RS-232 或 USB 介面(如圖四)，隨插即用的方便
性，可以快速地將所設計的內容，經過一系列的測
試後，應用於門禁、資產、票券及安全等管理系統
中。

圖四、友鵬科技管理套件
三、系統架構圖
我們的系統主要架構在現有的 TCP/IP 網路協
定及 IEEE802.11 無線區域網路協定[1]上，佈建
RFID 系統，並以嵌入式系統設計概念(所開發出來
的軟體必須能在電腦上與手持裝置上皆能順利使

圖七、系統架構總圖
本 系 統 伺 服 端 結 構 主 要 由 是 TCP/IP 、
IEEE802.11 網路通訊協定、RFID 資訊系統及資料

庫管理系統所組成。RFID 資訊系統藉由網路通訊
協定在瀏覽器上提供相關功能畫面，讓使用者可以
快速預約、查詢、修改資訊。對於管理人員來說，
透過隨身的手持式裝置，無線連結至後端資訊系統
或保全系統，了解顧客消費記錄與設備使用安全管
控。
四、運作流程圖
系統流程圖：根據讀取使用者身上的 Tag 來判
別是屬於管理者權限或是一般使用者權限。若是管
理者則要求輸入帳號密碼後進入管理畫面，進行管
理與監控；若是一般使用者，則判別其使用權限，
給予不同權限不同的使用功能。

圖十、房客卡片 Tag 開通流程圖
電子錢包儲值流程：若房客身上的 Tag 已經餘
額不足時，會要求房客尋求管理人員協助、或是自
動至加值機進行加值動作。

圖八、系統流程圖
系統流程：使用者可以透過網際網路或是行動
通訊網路，進行線上預定、修改及查詢房間的功
能。

圖十一、電子錢包儲值流程圖

圖九、房間預約流程圖
卡片 Tag 開通流程：當房客現在確定房間時，
管理者必須馬上確認身分，並開通一張專屬的
RFID Tag，讓房客可以利用這張 Tag 進入房間、消
費飯店設施等。

五、情境分析
情境 1.
當房客出房門後，系統可以動態追蹤其在飯店
內所經過的位置。

表 1. SWOT 分析

圖十二、位置感知

圖十三、後端資訊動態更新房客位置
情境 2.
房客經由手上的 Tag，可以查詢飯店設施及交
通車時間，節省等待時間。

圖十四、房客預先查詢接駁車時間，節省等待時間
六、商業使用價值
新世代族群的消費能力驚人，而且高科技產品
的接受度以及使用上相當容易，本系統使服務更加
便利的優勢，相信短期內應該可以達到全面推廣的
目標，讓原本對科技管理不熟悉，甚至不願導入高
科技產品的企業開始考慮，進而採用。

機會
新世代族群的消費
能力驚人
高科技產品功能全
面
數位化管理為未來
科技發展重點

威脅
經濟景氣低迷
員工對科技用品認
知不足
RFID 概念尚未普及

優勢
低成本建置
便利有效率
操作簡單
無所不在監控

劣勢
飯店企業規模大，推
廣測試不易
發展環境受限，模擬
相關功能

七、結論
隨著數位生活時代的來臨，配合 RFID 技術相
關優點：資料可重複使用、資料儲存容量大、非接
觸式讀取、可同時讀取多個標籤等，而省時、省力、
省成本將會是一大潮流。本系統利用無所不在的
RFID 來進行飯店內顧客以及飯店員工的良好管
理，讓顧客能夠得到更好的服務，以及飯店內對於
人員管理能夠變得更加便利。相信在不久的將來，
當 RFID 技術更成熟、運用模型漸趨穩定普遍後，
相關產品一定會為未來消費者帶來更多的便利
性，進而改變整個生活與消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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