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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近年來，無線射頻辨識技術已應用於許多產

業。在這些產業中，醫療產業也呈現出無線射頻

辨識應用之潛力。本研究探討運用無線射頻辨識

(RFID)於失智老人管理以改善失智患者安全之

可能性。首先，初步探討無線射頻辨識運用市場

之分析。而在簡短回顧無線射頻辨識技術後，探

討手環式 RFID 應用於失智老人管理時之潛在風

險。接著，提出數項可能之行銷組合規劃。本文

最後則對後續研究提出相關建議作結。 

    關鍵詞:無線射頻辨識、失智老人、手環式

RFID、行銷組合 

 

一一一一、、、、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無 線 射 頻 識 別 技 術 （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是一種透過無線感應讓物

品可被自動偵測的技術。就醫療產業言，病人的

安全及醫療品質為最關鍵，而 RFID 的特性預期

有助提高病人的安全，其運用範圍可為病患識

別、病床管理、手術房管理、藥品物流管理、血

袋管理、病歷管理、貴重儀器追蹤、廢棄物品追

蹤、緊急救護追蹤、居家、社區照護監測、院內

感染控制…等。 

在台灣約有百分之五的人口患有失智症

[6]，多數為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常因不慎走失

遭受意外。家中有失智老人者，最怕就是其走失

發生意外。而有關 RFID 系統導入失智老人應用

的議題近幾年在國外已經如火如荼進行著，尤其

是大型研究機構莫不針對此議題進行深入的研

究與調查。反觀國內學術領域對 RFID 在失智老

人管理(senile dementia elders management)的相

關研究相對而言較為缺乏。 

因此本研究欲針對 RFID 在失智老人管理之

運用上作一初探，利用 RFID 特性，盼能讓失智

老人走失的事件不再發生，也可大幅降低照護人

事成本。RFID 系統運用的對象廣泛，預期未來

也可推廣至一般家庭，做為照顧失智老人之用，

讓其能獲得妥善照顧、有效避免意外發生。 

 

二二二二、、、、無線射頻辨識運用市場分析無線射頻辨識運用市場分析無線射頻辨識運用市場分析無線射頻辨識運用市場分析 

根據台灣人口統計逐漸老年化，預估民國

110 年時 75 歲以上的人口將達 1381 千人之多

[4]，因此嘗試 RFID 應用在失智老人管理上是很

重要的。 

茲將 RFID 可在失智老人管理上之運用，整理成

下表 1 所示。 

表 1 RFID 對應失智老人管理之運用 

管理問題 RFID 的運用 

1、失智老人走失問

題、安全問題，醫護

人員往往無法完全兼

顧到。有時每名醫護

人員要看守數人，難

免一不小心，老人會

四處亂跑，甚至發生

意外。 

 

可將 RFID 系統的讀

取器，搭配感應系統

偵測，不須隨時在各

出入口派駐守護人

力，照顧人員也更能

專心照料老人，亦可

大幅降低照護人事

成本，使老人都能獲

得妥善照顧，有效避



免意外發生。 

2、失智老人難以分辨

屬於自己的衣物，使

老人們沐浴後衣服可

能跟他人的衣物搞

混。 

RFID 標籤可具防碰

撞之特性，且可重複

利用，衣服若縫嵌

RFID 標籤以辨識老

人的衣物，甚至丟進

洗衣機裡洗滌也不

會損壞。這方法可防

止老人找不到自己

衣服之弊。 

3、失智患者等在認知

能力上產生障礙，例

如容易忘記親朋好友

的名字。 

若在親朋好友的照

片上貼嵌 RFID 標

籤，並在電腦伺服器

上寫入對應此照片

的資料，一旦 RFID

讀取器感應到照

片，便會出現與照片

一致的說明，以幫助

失智老人的記憶。 

4、醫護人員有時一人

就要照顧數位失智老

人，無法每個都能給

予最完善的關懷。 

可運用 RFID 系統長

期監控示警，以達主

動關懷照護。 

5、失智老人有些因有

慢性病問題，需長期

服用藥物，而醫療人

員可能因忙碌或照顧

太多老人而弄錯藥

物。 

 

RFID 系統的實施能

夠保證醫護員監督

患者治療方案的執

行情況，更正患者不

恰當使用處方藥、以

及找出用藥方面的

錯誤並及時更正，還

有病患之身分辨

識、過敏藥物與病歷

資訊及時取得等。 

 

三三三三、、、、無線射頻辨識標籤特性無線射頻辨識標籤特性無線射頻辨識標籤特性無線射頻辨識標籤特性 

過去研究曾指出無線射頻辨識標籤之重要

特性[2, 3]，茲整理成下表 2，以進一步了解之。 

表 2 無線射頻辨識標籤特性 

特性 說明 

可重複讀寫 

由於 RFID 不似傳統

條碼不耐磨損，而只

要 RFID 標籤外觀及

內部構造正常，標籤

就依其類型來看是

否能重複讀寫。 

可一次讀取多個標籤 

只要通過 RFID 讀取

器即可不需接觸、直

接將訊息由應用系

統讀至資料庫內，且

可一次處理多個標

籤，並可將處理狀態

寫入標籤，以供下一

階段處理的讀取判

斷及決策之用。 

微型化／形狀多樣化 

RFID 在讀取上並不

受尺寸大小與形狀

之限制，不需為了讀

取精確度而配合紙

張的固定尺寸和印

刷品質，因此 RFID

標籤可往小型化與

多樣型態發展，以因

應不同運用。 

耐磨損／耐環境性 

RFID 經封裝處理

後，對水、油和化學

藥品等物質有強力

抗污性；另 RFID 在

黑暗或強光環境之

中，也可以讀取資

料。 

資料記憶容量大  

資料容量會隨著記

憶體規格的發展而

擴大、未來物品所需

攜帶的資料量愈來

愈大，對標籤所能擴

充容量的需求也增



加，對此，RFID 較

不會受限。 

非穿透性 

RFID 標籤若被紙

張、木材和塑料等非

金屬或非透明的材

質包覆的話，還是能

進行穿透性通訊；不

過如果是金屬材質

的話，就無法進行通

訊，除非以特殊的方

式處理標籤後，其才

能被判讀。 

根據過去研究 [1,4]，醫療患者可配戴手環式

RFID(wristband RFID)產品，以為記錄偵測用。

因此本研究將 RFID 應用在手環產品上的特性，

整理成表 3 所示。 

表 3 RFID 應用在手環上的特性 

特性 說明 

耐碰撞 
在洗手等時手環可

耐碰撞。 

形狀多變 

可在手環上面加上

名牌，如在外走失

時，可供民眾知道要

將失智老人送回哪

裡。抑或放上家人

照，可幫助失智老人

恢復記憶等。 

方便攜帶／不易鬆脫 

手環不大可隨身攜

帶著，再加上扣環固

定住。 

隨時掌控行蹤及身體

狀態 

可隨時掌控失智老

人行蹤，避免危險發

生。如果身體方面出

現異樣，也可隨時回

傳 給 醫 護 人 員 知

道。亦可建檔在手環

裡，以了解哪幾位失

智 老 人 比 較 有 問

題，可多給予關注。 

 

四四四四、、、、無線射頻辨識應用於失智老人管理無線射頻辨識應用於失智老人管理無線射頻辨識應用於失智老人管理無線射頻辨識應用於失智老人管理 

    在失智老人管理業務執行時，據 RFID 業者

指出[5]，相關資料查詢或稽核需求，可建立完整

之失智老人管理機制來執行資料查核比對，以增

進管制失智老人能力及降低病患私自離開率。  

    其開發一套以主動式 RFID(active RFID)為

技術核心之失智老人管理系統，並在失智老人住

進病房時的護理人員管制、病患登錄、家屬訪視

等相關功能，落實自動化和科技管理之政策。 

其技術重點可略述如下: 

★ 失智老人病房工作人員 RFID 識別證登記使

用與使用管理。 

★ 失智老人病患 RFID 腕帶式標籤登記使用與

管理。 

★ 失智老人病患 RFID 腕帶標籤防取下功能。 

★ 失智老人病患非正常程序離開隔離區之警示

功能。 

★ 失智老人病患管理與動向追蹤。 

其主要效益有二: 

★ 增進管制失智老人之能力。 

★ 降低失智老人私自離開率。 

 

五五五五、、、、潛在風險評估潛在風險評估潛在風險評估潛在風險評估 

   導入 RFID 就必須將標籤帶在病患的身上，

因此病患的配合度絕對是導入成功的一項關鍵

因素。因此盡可能向病患和家屬宣導，使用此科

技在不多收任何費用的同時可提高其醫療安

全，以提高病患的接受度與配合度。 

   在醫療資訊的監控和外洩方面，目前較受到

矚目的是現有將具有醫療紀錄的RFID晶片植入

病人身上者[4]。這種做法雖具有迅速獲取病患醫

療紀錄的功能，能夠追蹤監控病人或失智老人的

行動，但由於涉及相當敏感的醫療資料和資料管

理不當可能產生的資訊外洩，而引發高度的社會

爭議。這樣的做法雖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效率性和

便利性，但敏感的醫藥資料一旦外洩，會引發不



同程度的社會歧視或犯罪威脅。因此，當 RFID 

應用到醫療資訊領域時，必須嚴格規範限制「可

納入相關資訊於RFID」的具體範圍。 

    此外RFID標籤的電池耗用量問題是最讓管

理方感到困擾的，由於標籤在實際使用後發現，

標籤的電池使用壽命不如預期。因此可以每兩個

月為標籤更換一次電池，考量標籤電量在快耗盡

前所發射出的無線射頻訊號不穩定的現象，以避

免影響系統定位的準確度。 

    最後，由於RFID主動式標籤目前的成本還

是居高不下，以所使用的主動式標籤依功能不

同，一個成本可約一百多到數百港元不等[7]。因

此，標籤需在回收後以酒精徹底消毒過後再重複

使用，藉由標籤得重複使用來降低成本。 

 

六六六六、、、、行銷規劃行銷規劃行銷規劃行銷規劃 

    RFID 技術讓失智老人有妥善的照顧並結合

RFID 的應用造成更大效益，除有效防止病患誤

入危險區域，降低醫護人員負擔外，更提升安全

照護的品質。這類系統的研發，大量降低照護的

人力，可省下許多成本，而且運用的對象廣泛，

也可推廣至一般家庭，做為照顧失智老人或獨居

老人之用。 

    本研究徵詢相關業者後發現，運用 RFID 的

技術，能夠即時傳輸病人資料、追蹤病患及相關

醫護人員位置到健康照護的相關設備上，提供定

位（location）、識別（identification）服務，目

的為使病患在照護期間的安全達最大化及醫院

內的醫護人員的工作流程最佳化。配載在病患手

上的 RFID 手環，記載病患相關醫療資訊，如照

片、病歷、保險資訊......等，該手環能發送 RFID

訊號給醫護人員，醫護人員可隨時掌握病患位置

及病情資訊，使病患能受到最完善的醫療與照

護、能節省醫院的時間、金錢成本，進而服務更

多病患。 

    本研究初步設想失智老人 RFID手環行銷規

劃之情境作法，並舉例如表 4所示: 

 

表 4 失智老人 RFID 手環行銷規劃 

產品面: 

(1)身分證手環設計: 

可應用於老年癡呆症

的病人，使患者資料容

易追蹤跟找尋。 

(2)RFID 手鐲設計:在

某些門口和走廊時，可

確保病人不會超出預

定的距離。 

價格面: 

(1)因為用於失智老人

管理之 RFID標籤其成

本較一般 RFID 標籤

高，所以可至工資相對

便宜之處大量生產以

壓低製造成本。 

(2)需使用此類 RFID

產品之業者，可採聯合

採購之法，以降低採購

成本。 

通路面: 

初步銷售通路可以醫

院、醫療器材行販售為

先。 

促銷面:  

初步推廣期可對大批

量訂單有折扣(類似購

買折讓)。 

 

七七七七、、、、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由於 e 化時代發展，使得在醫療附加價值上

有更進一步方便性之技術隨之產生，讓人們也因

科技的進步對於生活有所改變，對於時間的效率

也更加重視。 

因此，本研究針對此方向探討利用 RFID 特

性與失智老人管理作一結合，此結合預期可改善

失智老人管理系統的程序，甚至能讓病人做到居

家照護，緊急時也能得到妥善的處理。 

由於導入 RFID 的預算規劃是否充足，依舊

是一項影響使用計畫進行的重要因素。因此使用

者在評估導入前，盼可以透過向政府申請示範計

畫補助的方式來建置 RFID 系統。 

目前用於失智老人管理之 RFID 相關產品價

格仍然很高，然以現今無線網路發展成功為例，

期待在未來 RFID 相關技術發展也能如無線網路

一樣，發展出普遍低廉的價格，屆時各種 RFID

之應用將更加容易。以上所述亦可為後續研究之

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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