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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利用智慧型手機內建之三軸加速感測器(accelerometer sensor)製作一個緊急

救援手機程式 APP 讓使用者在身處危難之中時，無需開啟手機螢幕撥打任何一個按鍵

或按鈕，只需搖一搖手機就可自動撥打 119 或預設之救援電話、發送簡訊、地球經緯度

提供救援資訊以利求生及獲得救援。另一方面,為了避免使用者因從事較激烈的運動而造

成「非知覺性啟動」(unconciously trigger)救援 app，以致造成救援單位的困擾，本研究

設計一個可彈性控制三軸加速感測器的演算法。實驗結果，於平地行走、上下樓梯時「非

知覺性啟動」率為零，從事劇烈運動如打籃球、羽毛球、田徑跑步的「非知覺性啟動」

機率小於千分之二。 

關鍵詞：三軸加速度感測器、智慧型手機、APP Inv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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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隨著通訊網路、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及觸控螢幕普及，現代人幾乎人手一機。手機

不但可以打電話還可以購物刷卡、識別身份所以幾乎每個人幾手無時無刻離不開手機。

但現實人生中卻常常遇到一些緊急情況需要撥打手機救援時，明明手機就在身旁卻偏偏

來不及或無法撥打手機求救的場面。例如:遇到人身攻擊:搶劫、綁架、特別是夜歸婦女

遭遇到色狼攻擊又或登山、旅遊、野外受傷、獨居老病、殘疾、盲人、臥床者。當需要

救援時，若能搖一搖手機就可自動撥打預設之救援電話、簡訊、或傳送目前所在之地球

經緯度訊號提供救援資訊以利求生及獲得救援是一項相當值得研究的工作。雖然目前市

場上存在有一些簡易的手機救援程式，但是在使用上仍不夠便捷快速。因為使用者必需

先打開螢幕、瀏覽手機桌面功能後，一直到找到該救援軟體程式後，才能執行該軟體程

式，然後需要再按下求救鍵(press keys)或按鈕等等一連串繁複步驟。試想遇到上述需要

緊急救援時，我們有這些時間或有能力打開手機嗎?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利用手機內建的一個硬體裝置，那就是三軸加速度感應

器。手機的三軸加速度感應器是一種採用 MEMS 技術所製造的慣性傳感器元件，基於

牛頓第二理論基礎下的應用技術，用來測量物體的加速度力，估算線性速率變化，其尺

吋縮小到只有人類手指甲蓋的幾分之一。目前手機的三軸加速度感應器運用相當廣泛。

如老人跌倒的偵測(Culhane 2005)、健康計步器、及體育運動的人體姿勢的分析等等

(Allen and Ambikairajah 2006; Ayu, Ismail et al. 2012; Fuentes and Gonzalez-Abril 2012; 

Paoli, Fernández-Luque et al. 2012)。尤其配有陀螺儀(Gyroscope)、水平儀(Horizon)等感

測器則更可以運用在醫療照護應用(Kwapisz, Weiss et al. 2010; Kwon, Kang et al. 2014)。

本研究提出一個可操控三軸加速度感應器靈敏度的演算法，進而設計一個緊急救援

app，使用者只要搖一搖手機，就可以啟動救援行動，包括打電話給預設的救援中心、

發送簡訊、如果能取得衛星訊號 GPS 訊號，則傳送地球的經緯度。 

雖然危急時搖一搖手機就能撥打電話是方便，但是太方便卻可能產生副作用。因為

人類生活中難免從事一些較激烈的活動，比如跑步，打球，田徑運動等等，甚或不小心

摔倒都可能晃動手機而啟用救援軟體。如果太頻繁誤撥救援電話，很可能造成救援單位

的困擾。在本研究中，我們稱這種使用者在不知不覺中啟動救援軟體為「非知覺性啟

動」。如何將手機控制在搖一搖程度就可撥話求救，又不會隨意晃動產生「非知覺性啟

動」造成困擾，這是一個兩難間題。事實上加速度感測器的靈敏度是非常高，單純想用

加速度感測器來偵測「震動次數」變得非常困難，而且搖動的次數該怎麼設定才符合人

體工學而且搖動次數該怎麼歸零以備下次使用都是問題。因此本研究設計一個演算法來

解決上述三個問題並以 App Inveter 實作出一個緊急救援程式。此手機救援 APP 程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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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使用者之手腕關節晃動能力或實際需要，任意設定搖動次數來啟動救援 app。我們的

實驗值建議在 4 到 6 下最為實用。另外啟動救援的同時，亦可傳送簡訊或根據使用者所

處之地，是否有 GPS 訊號進而提供地球經緯度。我們將此 APP 程式安裝在 205 位有修

體育課的學生手機上。實驗測試結果，「走路」和「上下樓梯」等一般運動其「非知覺

性啟動」誤撥救援手機為零。，而在從事激烈田徑跑步及打籃球等運動時其啟動救援的

機率低於 0.2%。 

 

貳、 三軸加速度感應器的原理及運用 

三軸加速度感應器包括質量塊(M)、阻尼(D)及彈簧(K)。其操作原理可簡單地利用

質量塊的位移來表示，亦即當外界有加速度時，質量塊會由於慣性力的作用而產生相對

的位移量，透過材料特性或機電整合的技術將此位移量轉變為電阻或電容的變化量，最

後搭配相對應的電路將訊號轉變為電壓作為輸出，因此一個基本的加速計應包含有機械

結構及感測電路。 

 

圖 1、三軸加速度感應器物理模型 

隨著微機電系統(Micr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MEMS)的普及(鍾啟東 2011)，

目前已有多種 MEMS 三軸加速度感應器產品問世。微機電系統在概念上是結合半導體

製程技術與精密機械技術，來製造微小元件及功能整合的微系統。其定義為整合的微元

件或系統，包含利用 IC 加工技術製造的電子和機械零件，該元件或系統的大小從微米

μm（10-6 公尺）到毫米(10-3 公尺)。目前MEMS 加速器衍生出三種設計(財經世界 

2012)，說明如下： 

(1) 壓電式：運用壓電效應，內部有一個剛體支撐的質量塊，在運動狀況下，質量塊會

產生壓力，剛體產生變化，將加速度轉變成電壓信號輸出。這種加速器只能感應到

「動態」加速度(重力加速度)，不能感應用「靜態」加速度。主要發展的廠商多為日

系廠商。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MEMS%u52A0%u901F%u5668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52F%u6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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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容式：內部也有一個質量塊，在加速度時，會帶動活動質量塊移動，改變電容兩

極的間距及正對面積，進而測量出電容變化量來計算加速度。主要發展的廠商多為

歐美廠商。 

(3) 熱感式：內部沒有任何質量塊，中央有一加熱體，週邊為溫度傳感器(密閉的氣腔)，

在加熱體的作用下，氣體會在內部現成熱氣團，熱氣團的比重與週圍冷空氣出現差

異，透過慣性熱氣團的移動，而形成熱場變化，進而感應器則感應到加速度的值。 

而最常見的是電容式三軸加速器，目前手機內建的三軸加速規也是電容式。加速器主要

應用在振動檢測、姿態控制、安防報警、消費應用、動作識別、狀態記錄等，其中，振

動檢測的應用，是用在手提電腦之中的「硬碟保護」，或是光學防手震裝置(數位相機、

攝影機)，還有動作感知功能，得以透過手勢識別介面控制行動裝置，並為遊戲控制器、

智慧遙控器、3D滑鼠等。其他應用還有包括個人化慣性導航、健康運動偵測、人體動作

感知應用、車輛翻覆偵測、衛星撞擊偵測等。 

  目前智慧型手機幾乎都內建三軸加速度感測器，特別是在 4G 以上的智慧型手機與平

板電腦上幾手都有它的存在[3, 5]。三軸加速度感測器有時又稱加速計、加速規、加速度

傳感器、重力加速度傳感器等等，是測量加速度的裝置。相對於遠距感測的裝置，它測

量的是自身的運動。F 加速規的應用之一是測量重力，特別是使用於重量測定法的加速

規上，這樣的裝置稱為重力計。它可以偵測 X、Y、Z 三個軸分量的狀態，單位是 m/s2。

當行動裝置移動時會觸發三軸加速度計的晃動事件。Anrdoid 採用 OpenGL ES 的座標

系統，螢幕左下角為原點(x=0,y=0,z=0) 此與一般的 2D 座標系統原點在螢幕左上角不

同。X、Y、Z 三個軸分量值是以一個浮點 float 陣列儲存，通常以 value[i] 來表示，所

以有三個數值: value[0]、value[1]、value[2]以儲存對應資訊: 

1. X 分量:當行動裝置平躺正面向上時，X 分量的值預設為 0 (value[0]=0)。向西方傾

料 (行動裝置的東方水平被抬高)時 X 分量值會遞增，最大值為 9.8，而向東方傾斜

時 X 分量值會遞淢，最小值為-9.8。X 分量的絕對值介於 0 到 9.8 之間。 

2. Y 分量:當行動裝置平躺正面向上時，Y 分量的值預設為 0。向南方傾料 (行動裝置

的北方水平被抬高)時 Y 分量值會遞增，而向北方傾斜時，此時 Y 分量值會遞淢。

Y 分量的絕對值介於 0 到 9.8 之間。 

3. Z 分量:當行動裝置平躺正面向上時，Z 分量的值預設為 9.8。行動裝置直立(豎立)

時，Z 分量的值為 0，當行動裝置正面向下水平靜置時，Z 分量的值為-9.8，由此可

判斷行動裝罝的方向。另外，當行動裝置向上移動時，Z 分量的值會遞增，而向下

移動時，Z 分量值會遞淢。Z 分量的絕對值介於 0 到 9.8 之間。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96FB%u5BB9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5149%u5B78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u6578%u4F4D%u76F8%u6A5F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3D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3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9%80%9F%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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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三軸加速規之 x 軸、y 軸、z 軸解說 

手機所處位置可依地心引力(重力)受力方向，分為三種不同狀態說明如下: 

1． 手機平躺，如圖 3-1 所示，此時 Z 軸後方受重力影響，3 個 values 值內容如下: (1) 

values[0]=0.0，代表 X 軸未受重力影響。(2) values[1]=0.0，代表 Y 軸未受重力影響。

(3) values[2] =9.8，此值為正值(大於零)代表 Z 軸後面方向(Z<0)受重力影響。若手

機裝置平躺，但是螢幕正面朝下，也就是背蓋朝上，如圖 3-2，則 values[2]=-9.8 代

表 Z 軸前面方向受重力影響。  

   

Ω

                      

圖 3-1 Z 軸下方受重力 value[2]=9.8    圖 3-2  Z 軸上方受重力 value[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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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機垂直豎立如圖 4-1 的縱向直立狀態又稱為 potrait，此時 Y 軸受重力影響，3 個

values 值內容如下: (1) values[0]=0.0，代表 X 軸未受重力影響。(2) values[1]=9.8，

此值為正值(大於零)代表 Y 軸下方(Y<0)受重力影響。(3) values[2] =0.0，代表 Y 軸

未受重力影響。若手機裝置縱向直立，但是螢幕上下顛倒如圖 4-2，則 values[1]=-9.8

代表 Y 軸上面方向受重力影響。  

Ω

      

Ω

 

圖 4-1. Y 軸下方受重力 value[1]=9.8   圖 4-2. Y 軸上方受重力 value[1]=-9.8 

3． 手機橫向直立如圖 5-1 的縱向直立狀態又稱為 landscape，此時 X 軸受重力影響，3

個 values 值內容如下: (1) values[0]=9.8，此值為正值(大於零)代表 X 軸左方(X<0)受

重力影響。(2) values[1]=0，表 Y 軸未受重力影響。(3) values[2] =0.0，代表 Z 軸未

受重力影響。若手機裝置橫向直立，但是螢幕左右顛倒如圖 5-2，則 values[0]=-9.8

代表 X 軸右面方向受重力影響。  

 

Ω

   

Ω

 

 圖 5-1. X 軸下方受重力 value[0]=9.8     圖 5-2. X 軸上方受重力 value[0]=-9.8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參、 搖一搖手機緊急救援 app 演算法 
 

要完成此救援軟體前，我們要面對三個問題。第一，當我們遇到危難時想搖一搖

手機求救，那到底該搖幾下才啟動救援? 雖然每個人看法不同。但是應該考慮人類的手

腕關節的搖動能力。根據運動醫學報告(Huang, Cheng et al. 2004)，人類手腕關節的晃動

能力是平均大約每秒 4 次到 6 次。若依此數據，則當人類遇到緊急情況下自然反應 4 到

6 下是最常見且合理的範圍。假若設定低於 4 下就輕易啟動救援，那麼此軟體容易讓使

用者產生「 非知覺性啟動」救援。又假若設定超過 6 下才啟動，那麼則又讓使用者感

覺太過遲鈍，求救不易。本研究建議取 4 下做為啟動救援的「搖晃次數」標準，當累計

達到「搖晃次數」時，就啟動救援軟體。第二問題是該每隔多久才偵測三軸加速度感應

器是否震動? 這個間題是屬於加速規靈敏度的問題。事實上加速度感測器的靈敏度是非

常高，單純想用加速度感測器來偵測「震動次數」變得非常困難，因為小至萬分之一秒

都可以偵測到它的晃動。若能降低加速度感測器的靈敏度，這樣才能順利取得符合人類

身體能處理及反應的「震動次數」。本研究經反覆實驗人體的反應能力，根據經驗法則

(heuristic rule)，這個區間介於 100 到 400 毫秒。間隔超過 400 毫秒，靈敏度太低，反之

小於 100 毫秒，則靈敏度太高。本研究建議採取每隔 200「毫秒」時間偵測加速度感測

器是否搖動。第三個問題就是搖動求救的這段時間該採計多久? 本研究設定為 2 秒(2000

毫秒)將此取名為「搖動時間區間」。首先呼叫「時鐘」元件(clock)抓取系統時鐘值並存

入變數 start-time 內，當三軸加速度有搖晃時，呼叫「時鐘」元件(clock)抓取系統時鐘值

得系統時間並以 end-time 儲存，計算兩者的差距以 gap 來儲存。當 gap 小於「搖動時間

區間」預設值 2000 毫秒時且「搖晃次數」達到預設值，就啟動救援，否則繼續偵測手

機是否在晃動並持續累加搖動次數。當 gap 大於「搖動時間區間」且「搖晃次數」未達

預設值，就將「搖晃次數」歸零並重新呼叫計時器，並將取得的時間存入 start-time 內。

為什麼需要將是搖晃次數歸零呢? 比如說，當「搖晃次數」被設定為 4 時，也就是說當

搖一搖手機，累積次數達 4 次時才啟動救援，但是很可能先前搖三下沒歸零，但稍後，

不小心只搖一下，就被累加到預設值 4，就觸發救援，這樣就造成錯誤。所以必需在某

一個固定時間差內所累計的「搖晃次數」才有效。這個時間區間，我們稱之為「搖動時

間區間」。本研究建議以 2 秒為限，也就是在 2 秒內累積到靈敏值才算達緊急求救程度，

否則 2 秒一過，必需將之前累積之搖晃值歸零。當然 1 秒也可以，但是這樣子，對某些

手腕不靈活的人，永遠無法在一秒內達到「搖晃次數」初值的條件。又若設定大於 2 秒

太多，比如說為 5 秒，又可能造成，「非知覺啟動」救援頻率太高，以致於造成 119 中

心或預設救援單位困擾。我們必需在這兩種情況下妥協，取得平衡。底下為本研究之演

算法如圖 6 所示。軟體界面如圖 7 所示，App inventor 方塊程式碼如圖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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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Yes

設定靈敏度(200毫秒)
設定「搖晃次數」初值
設定「歸零時間」初值

start-time=抓取系統時鐘值

每隔200毫秒
偵測三軸加速計是否晃動

搖晃次數加一次
End-time=抓取系統時鐘值

計算兩次系統時鐘值之差距
Gap=start-time - end-time

搖晃次數 > 預設值

搖晃次數歸零
打電話、發簡訊、呼叫GPS求救

Gap > 搖動時間區間

搖晃次數歸零
start-time=抓取系統時鐘值

Yes

No

No

No

 
圖 6、搖一搖手機緊急救援 app 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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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搖一搖緊急救援 app 使用界面 

 
圖 8. App Inventor 程式方塊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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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驗測試及結果 
 

本研究將實作好的搖一搖救援 app 並安裝在 205 位受測者的手機上面。受測者是 19

歲到 24 歲活動力佳的大學生，每人受測時間為 30 天。預設之緊急救援手機 24 小時

皆開啟待機等候，以便實際確認該電話是否為「非知覺性啟動」(unconscious trigger)

或是真有緊急事件。當接收到救援電話時，記錄受測者當時的手機所處在的情境。

參與實驗的這些學生有 180 位有修體育課，另外 25 位有參與運動社團。受測者共計

有 40 位同學曾參與籃球運動，40 位曾參與羽毛球運動，40 位曾參與田徑跑步運動，

40 位曾參與排球運動及 25 位曾參與桌球運動。受測期間請同學上體育課時，將手

機帶在身上，除了體育課活動外，另增「跳繩」、「走路」、「上下樓梯」可能觸

發救援 app 的項目。實驗結束將「受測試人數」乘上「受測試天數」可得此軟體實

際在手機上執行的天數，此項目作為此軟體的「手機軟體總測試天數」。「非知覺

性啟動」機率為「非知覺下的啟動」次數除以「總測試天數」。表 1 及表 2 呈現實

驗結果。其中 「總測試天數」為 6150 天，「非知覺性啟動」救援電話 15 通，「非

知覺性啟動」機率為千分之十三。 

 

    表 1 搖一搖救援電話之實驗結果 

 

 

 

 

 

 

 

 

 

 

 

 

 

 

表 2  「非知覺性啟動」機率 

 

手機所處情境 「非知覺性啟動」求援電話次數 

田徑跑步 1 

打羽球 2 

打籃球 1 

打排球 0 

打桌球 0 

跳繩 4 

走路 0 

上下樓梯 0 

非運動時刻 0 

小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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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設計的緊急救援APP非常實用。當人們遇到人身攻擊時諸如:搶劫、綁架、尤

其對於夜歸婦女遭受色狼攻擊時，只需搖一搖手機，就可撥話救援。另外像是登山、旅

遊、野外受傷、獨居老病、殘疾、盲人、臥床者亦可適用。本程式同時加上音效擴大功

能，發話的同時撥放巨大高頻聲響，可嚇阻攻擊者心生警愓。除此之外，危難發生地方

如果收得到GPS訊號，更可以發送經緯資訊以利救援。目前已超過500人使用，希望累

積目前使用者的經驗作為下一個進階版改善之基礎。 

在未來研究方面，可考慮修正本文中所提出的三個參數亦即「靈敏度」、「搖動時

間區間」、及「求救搖動次數」。因為這三個參數是根據經驗法則(heuristic rule)來設定

初值，但是每個人的感受不同，也許存在其它最佳值亦有可能。未來研究者，如果將區

間值擴增為十個等級也許會比較有彈性。因為此程式應用可適用在各種緊急危難來不及

撥打手機救援的情況，參數的設定是一項值得研究工作。若能將此控制三軸加速度感測

器演算法推廣給大眾使用,相信可造福大量人群。同時吸引更多研究者應用到其它領域或

改良此演算法進而提出更好的創新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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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n emergency app called “shake-to-dial” for smart phones w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which help users in emergency situations shake his (or her) mobile phones to dial the 

emergency telephone numbers to call for assistance for safety without the need to spend time on 

looking for emergency app on display, or pressing any keys and buttons. Besides, to prevent 

unintentional starting this emergency app due to doing intense exercise in a daily life, we design an 

algorithm to control and reduce the sensitivity of accelerometer in smart phone.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the numbers of unintentional start are zero while users walk or go upstairs/downstairs. In the cases 

of intense exercises such as playing basketballs, volley balls and badmintons, the probability of 

unintentional start is less than 0.2%. 

 

Keywords: Accelerometer, Mobile Phones, APP Inventor 

 

mailto:lmc551008@gmail.com
mailto:swchen@npt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