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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在是一個資訊發達，人手一機的普及時代，手機與我們的生活無法脫離，無時無刻都

會察看手機，使我們的資訊可以隨時更新，不會遺漏到任何的資訊，過去的資訊無法立即取

得，使得在做一件事情時的效率也大打折扣，過去我們要查詢明天的天氣時，可能需要較多

的時間才能得到這個資訊，但現在資訊發達的年代，按一下 App 就可以立即取得到相關資訊，

讓我們生活更方便了。 

    我們研究的系統，是為了讓學校在進行人工加退選時，減少人力及節省額外發放號碼牌

的成本，讓我們能夠在加退選時輕易又方便使用，對於學校來說可以省去人力資源，對於學

生來說可以更有效率的節省時間，不會白白浪費許多時間，來進行兩次排隊。  

 

關鍵詞：排隊理論、NFC、悠遊卡 

  



Using EasyCar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dd or Drop Courses 

Manual Operation 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Nowadays, the area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well-developed. Almost everyone owns 

cellphone and they can’t live without it. In the past, people couldn’t get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immediately. But now we can get the newest information, just by click on smartphone application. 

We want to develop a system that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add or drop courses manual 

operation, and reduce the cost of human resource a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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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學校在進行人工加退選的時候，必須先到

聯合服務中心領流水號，再前往學務處辦理加

退選的課程，往往會造成大排長龍，花費許多

的時間和精力在排隊上。如果不在現場排隊等

候，容易造成過號的事情發生，並且喪失自己

優先選課的權利，雖然我們可以利用學校所提

供的網頁來查詢號碼，但本校的網頁系統是由

人工的方式更新，不能達到即時的效果，但在

這個資訊的時代，任何事都講求有效率，學生

可以加退選到自己想要的課程又不用花太多時

間在排隊上，因此我們希望藉由開發此系統有

效的改善領取號碼和遺失號碼牌等爭議，並且

即時更新是否到號。 

2. 相關技術與研究 

2.1 NFC(Near Field Communication)近場通訊

[3] 

    近場通訊是一種短距離無線通訊高頻技術，

設備之間數位交換的距離約 10 厘米(大約 4 

英寸)。此技術是一種簡單的擴展使用 ISO 

14443 感應卡的標準並結合智慧卡的界面和讀

卡器而成為一個單一的設備。一個 NFC設備可

以與現有符合 ISO 14443 智慧卡和讀卡器以及

與其他 NFC設備做溝通。現在非接觸式智慧卡

已經在大眾交通工具和小額付款機制中使用。

而 NFC技術主要目的是運用在行動電話方面。 

     NFC 的規格，類似 ISO 14443 標準，NFC

的通訊通過磁場感應，在兩個環形天線都設在

對方的近場，有效地形成了空心變壓器。它可

在全球範圍內運作和使用無線電頻率為 13.56 

MHz之頻段，有 14 KHz的帶寬。標準工作距離

天線：高達20厘米。支援的數據傳輸速率：106、

212、424 或 848 Kbit/sec。 

NFC 通信模式有兩種：   

1.被動通信模式:發起設備提供了一個載體和

目標設備做回應，並透過調整現有電磁場提供

電力。在這種模式下，目標設備可能由發起設

備端提供運作的電力，因而使目標設備的轉發

器開始運作。 

2.主動通信模式：發起設備和目標設備通信時

互相會產生自己的電磁場。當它的發射天線在

等待數據時，該設備為停用設備。在這種模式

下，這兩台設備通常需要有一個電源供應。 

     NFC技術應用目前主要針對運用在行動電

話方面。以下有三個主要運用 NFC 的案例：  

1.模擬真的卡片：NFC 設備的行為就像一個現

有的非接觸式卡。  

2.讀卡機模式：NFC 設備是主動和被動 RFID 

標籤讀取，例如互動廣告。  

3.點對點模式：兩個 NFC 設備是一起溝通和交

換訊息。 

 

2.2 Android[6] 

     Android是一個以 Linux 為基礎的開放原

始碼行動作業系統，主要用於智慧型手機和

平板電腦，Android 系統最初由 Andy Rubin 等

人開發製作，最初開發這個系統的目的是創建

一個數位相機的先進操作系統；但是後來發現

市場需求不夠大，加上智慧型手機市場快速成

長，於是 Android 被改造為一款面向智慧型手

機的作業系統。 

    在早期的 Android 應用程式開發中，通常

通過在 Android SDK中使用 Java作為編程語言

來開發應用程式。開發者可以通過在 Android 

NDK中使用 C語言或者 C++語言來作為編程語言

開發應用程式。 

 

2.3 ACS ACR122U NFC 感應卡讀卡機[5] 

    ACR122 感應式讀卡機是全球首款符合

CCID標準的 NFC讀卡機，不僅支援 MiFare卡，

也符合 ISO14443標準的 A類和 B類卡，並且支

持 FeliCa 卡片以及 NFC Tag。 

    ACR122 NFC 感應式讀卡機的軟體開發套件

(SDK)附帶幾種由不同語言編寫的範例程式，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Linux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5%8B%95%E4%BD%9C%E6%A5%AD%E7%B3%BB%E7%B5%B1


Delphi 7、Visual Basic 6、Visual C++ 6、

Visual C++ 2005 (x64)、Visual C# 2005 以

及 Visual Basic .Net 2005。這些範例程式展

示如何控制 ACR122 的週邊設備、如何與非接觸

式 Tag進行通訊。 

3. 研究方法 

3.1 系統架構 

    本系統由 Android APP 及讀卡機配合網頁

來進行領取流水號，當使用學生證悠遊卡放置

NFC 的感應區系統將會透過網路來跟資料庫進

行判斷卡號是否存在及抽取流水號，而行政人

員處理端則是方便校方行政人員來處理選課作

業，行政人員可以使用讀卡機透過網路與資料

庫快速判別學生的流水號是否到號是否可以進

選課作業，來達到改良的目的，架構圖如圖 1。 

3.1.1 Android APP 領取號碼方式： 

    學生使用悠遊卡結合學生證，利用智慧型

手機 NFC 功能讀取學生證悠遊卡卡號再傳送至

資料庫，由資料庫判斷為本校生後發送號碼並

傳送手機端。 

3.1.2讀卡機配合網頁領取號碼方式： 

    提供給手機沒有 NFC功能或 iPhone手機的

學生，來使用學校所設的讀卡機進行領取流水

號作業，利用讀卡機 NFC 功能配合網頁讀取學

生證悠遊卡卡號再傳送至資料庫，由資料庫判

斷為本校生後發送號碼並傳送網頁端。 

3.1.3行政人員處理方式 : 

    行政人員利用讀卡機讀取學生證悠遊卡

卡號再透過電腦將資料傳送至資料庫，資料庫

判斷有取過號後，協助學生進行加退選作業。 

 

 

 

 

 

 

 

        圖 1.系統架構圖 

  

  



3.2 系統流程圖 

3.2.1行政人員處理流程圖 

行政人員處理流程圖如圖 2。 

        圖 2.行程人員處理流程圖 

3.2.2 學生選課系統流程圖 

學生選課系統流程圖如圖 3。 

        圖 3.學生選課系統流程圖 

3.2.3 學生網頁選課流程圖 

學生網頁選課流程圖如圖 4。 

        圖 4.學生網頁選課流程圖 

 

 

 

 

 

4.研究結果 

4.1 手機 APP抽號端 

此 APP 使用 NFC 讀取悠遊卡學生證卡號，

比對資料庫確認學生身分，以進行抽號作業及

到號提醒功能，手機端操作畫面如圖 5至圖 9。 

  

圖 5.手機端判斷卡號畫面 

  

圖 6.手機端抽取流水號畫面 



 

圖 7.手機端選擇提醒畫面 

 

  

圖 8.手機端到號提醒畫面

 

圖 9.手機端到號提醒畫面 

 

4.2 網頁讀卡機抽號端 

此網頁需透過 ACR122 讀卡機讀卡程式讀

取卡號，比對資料庫確認學生身分，以進行抽

號作業，網頁讀卡操作畫面如圖 10及圖 11。 

圖 10.網頁讀卡機端判斷卡號畫面 

圖 11.網頁讀卡機端領取流水號畫面 

 

 

 

 



4.3 行政人員端 

此網頁需先登入行政人員帳密，再透過

ACR122讀卡機讀卡程式讀取卡號，比對資料庫

以快速確認學生身分，並判別是否可進行選課

作業，最後記錄行政人員處理過的學生資料，

行政人員操作畫面如圖 12及圖 13。 

圖 12.行政人員登入畫面 

圖 13.行政人員處理畫面 

4.4 讀卡機程式 

為了與網頁整合所開發之讀卡機讀卡程

式，讀卡程式介面如圖 14。 

 

圖 14.ACR122讀卡機讀取卡號程式 

 

 

 

 

 

 

5.結論與未來工作 

本專題研究目的是利用 Android 手機內

NFC 的功能及讀卡機培和網頁取得流水號碼，

並結合本校人工加退選系統，開發此系統可以

有效節省人力資源與工作時間。以往在人工加

退選時，必須花費較長的時間在排隊上，並且

無法即時取得號碼更新的資訊，因此我們開發

此系統，希望能確實改善學校在人工加退選所

遇到的狀況，使行政人員及學生都能更有效率

地來選課。 

目前系統功能方面中的手機抽取流水號

系統及 NFC 讀卡機抽取流水號網頁和行政人員

處理端處理頁面已完成，未來希望配合帳密登

入做到能網頁查詢流水號及提醒，本組還在努

力開發中，希望此系統可以成功幫助學校更有

效率的來進行選課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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