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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台灣醫療產業中，醫師過勞，護理人員照護超額的病人，致使無法即時處理被

照護者的需求，造成照護品質低落。故本研究以物聯網為基礎，結合穿戴式設備來建置

一具即時通知功能的照護系統；本系統以行動式智慧感溫衣及電子尿布等穿戴式感測設

備收集生理資訊，透過所建置之物聯網環境，將生理資訊上傳至雲端，進行即時監控照

護，並應用推播技術將生理資訊傳遞給照護者及被照護者的家人，照護者可進行即時照

護，而家人可了解病人被照護的過程；此種行動照護突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加速照護

的即時性並減輕照護負擔，進而提升整體照護的品質。 

 

關鍵詞：物聯網、穿戴裝置、推播技術、過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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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導論 

一、研究背景 

根據台灣目前醫療產業的現況，年輕醫師猝死的新聞頻傳，使實習、住院醫師過勞

問題受到關注。而住院醫師必須輪流在醫院值班，以應付各種情況，是照顧病患的第一

線。如果住院病患半夜發生突發狀況，馬上趕來處理的通常是住院醫師而非主治醫師。

根據報導，住院醫師一周工時可能破百，更有住院醫師上班加值班，連續 32小時不回

家，冒著爆肝、中風的危險，生病了也只能打點滴上工。加上台灣日益嚴重的少子化與

老齡化的問題，更造成醫療照護人力的短缺，致使護理人員本身要負責照護超額數量的

病人，而無法時刻隨侍在旁注意到病人照護的需要，導致照護品質低落。在衛生署公布

全台各醫療院所護病比資訊中指出，台灣各層級醫院中最高護病比竟誇張到出現 1:16

的狀況，即是一位護理人員要負擔 16位病患，遠遠大於國際認定的最佳護病比 1：6，

如此嚴重的醫療及照護的負擔，已逐漸成為目前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近年來，全球健康照護產業型態發生變化，健康照護服務方式已從傳統醫院床邊服

務，轉而以慢性病的居家照護與生活服務為主軸，關注的焦點也從急症治療轉而治療與

照護並重並以預防保健的角度來思考健康照護體系的發展，醫療照護服務範圍逐步擴增，

除了傳統醫院照護擴展至居家照護、社區照顧等，結合資訊科技的醫療服務亦為新興趨

勢[1、2]。資通訊技術應用於預防保健、醫療與照護等相關服務上的應用已愈趨廣泛，

並成為未來期待用以解決健康照護需求的重要策略之一。「遠距健康照護(telecare)」結

合醫療照護、資通訊技術、電子化醫療器材等跨領域專業，讓民眾在熟悉的社區與居家

環境中獲得健康照護與預防保健服務，乃至在地老化，是世界各國醫療科技與服務產業

發展趨勢，也是政府力推的政策。 

目前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縮寫 IoT) [14]的發展已經日趨成熟，它讓生活中無

所不在的物品、設備或設施透過有線或無線的方式連上網路，且能互聯互通。目前越來

越多學者投入物聯網的研究，並將物聯網與各種領域做結合。如：將物聯網應用於家庭

環境中，賦予家庭環境中的傳統家電自我控制或互相溝通的能力，讓傳統家電更具人性

及智慧。而現今的穿戴式設備也是相對的普及與便利，而穿戴式設備能夠感測的資料也

越來越多樣化，且普遍使用藍芽無線通訊技術來進行設備的連接與資料的傳遞。而支援

藍芽的穿戴式設備除了可以方便且迅速的與智慧型手機進行配對與連接外，藍芽 4.0 的

低功耗模式（BLE）也可以達到相當省電效果，使設備的運行時間得以延長。另外藍芽

4.0 擁有 128-bit AES 加密機制，更可以保障資料安全。 

所以，若能將穿戴式設備整合至醫療或照護院所，讓病患穿戴可以進行生理資訊偵

測之感測設備，則照護人員可以利用這些穿戴式設備來蒐集病患的生理資訊，進而將這

些生理資訊透過物聯網自動傳送整合至雲端，如此可監控病人的生理資訊，並即時地發

現病人的需求與不適的狀況，如：需更換尿布或是點滴等狀況或是有異常的生理資訊，

進而即時通知護理人員。如此不僅可以提升護理人員的照護效率，更可降低疏忽的可能

性；同時也更能夠即時地發現病人的需求與不適的狀況，提升照護品質。因此，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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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提出運用體溫及濕度感測器結合感溫衣與尿布的穿戴式裝置照護技術，透過物聯網將

生理資訊整合至雲端，讓醫護人員不必親自待在病人身邊檢查，也可即時了解病人目前

的尿布狀態，從而減少醫護人員到病房巡視的次數，讓病人有更多的個人空間可以做休

息，當病人的身體狀況有異常時，也能即時通知護理人員做處理。在提高醫護品質的同

時，讓病人也能有更安定舒適的環境休息。 

本研究的合作廠商-華星科技[13]，研發了方便配戴的行動式體溫與尿布濕度感測

器，此感測器所感測的資料皆可以安全防護的加密機制來進行傳輸，透過本研究開發

App 以及雲端伺服器的整合方式，應用於醫院、療養院或居家的照護管理。此系統提供

簡單易懂的介面進行操作及資料顯示，並經由所建置的物聯網環境，即時監控被照護者

的生理資訊，同時生理資訊超過所設定的安全範圍時，系統將會透過推播機制[3]，發

送即時通知的訊息提醒照護者，讓照護者不必隨侍在側而能放心的照護病患，而在家照

護的病患，在回診時，醫療人員也能透過所記錄在雲端的生理資訊觀察，了解病人在家

中的照護情況。  

 

二、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 行動通訊與藍芽傳輸 

行動通訊[12]即為「具行動性的通訊」，通訊時不受時間與地點之限制。目前常用

之行動式通訊上設備能隨時在行動之過程中進行各種通訊服務，造就目前許多 App行動

通訊服務之風行。此外，配合行動式設備的另一類的短距通訊服務，如：以藍芽為基礎

之資料交換、無線藍芽耳機、室內藍芽定位與追蹤、車用藍芽語音系統、藍芽列印等等

應用亦逐漸流行。因此現行之智慧型手機皆以內建藍芽傳輸功能，以整合此類型之應用

服務。 

藍芽(Bluetooth)[5、8]是一種可應用在電腦、行動電話、及其他家電用品上的無線

傳輸技術。藍芽本身具有低功率、低成本以及無線傳輸的特性，讓只需短距離資料傳輸

的商品開始以藍芽無線傳輸資料的方式代替有線，再加上 Wi-Fi 在沒有無線網路

(Wireless Lan)的環境下無法發揮功用，造就藍芽逐漸崛起於短距離的傳輸服務應用。藍

芽的運作原理是在 2.45 GHz 的頻帶上進行傳輸。每個藍芽皆可以進行一對一或一對多

連接，藍芽的傳輸範圍約為十公尺。藍芽傳輸每秒鐘可高達 1MB，還可以設定加密保

護，每分鐘變換頻率一千六百次，因而很難截收。而藍芽可以與電腦、手機、PDA、傳

真機、列印機、汽車、電視...等等，任何有內置藍芽晶片的電子產品進行無線傳輸。 

藍芽技術特徵包含了以下兩點： 

1. 晶片成本較低：對無線通訊裝置使用的晶片而言，單一晶片為降低成本的主要方法，

相較於 IEEE 802.11 及 Home RF 而言，將藍芽晶片製成單一晶片的門檻較低，原

因為藍芽為一種短距離的傳輸技術，所消耗的電力較小，且最低收訊靈敏度，僅僅

-70dBm，所以單一晶片技術製作較其它系統容易。 

2. 通訊頻帶最一般化：藍芽傳輸的使用不須額外申請許可的 2.4GHz ISM 頻帶，故通

訊頻帶最一般化，而且在全世界幾乎都可通，所以較易製造此收發通信模組，這些

大大地增加藍芽的發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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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牙組織推出了 BT 4.0 [9、10]，其將傳統的藍牙協議再加上 Bluetooth Low Energy 

(BLE)技術，BLE技術的應用目標是要達到低成本，低耗電。藍牙 4.0 的省電科技，極低

的執行和待機功耗可以使一粒鈕釦電池連續工作數年之久。此外，低成本和跨廠商互操

作性，3毫秒連線超低延遲、AES-128加密等諸多特色，可以應用於計步器、心律監視

器、智能儀表、感測網路、物聯網等眾多領域，大大擴展藍牙技術的應用範圍。藍牙 4.0

依舊向下兼容，包含經典藍牙技術規範和最高速度 24Mbps 的藍牙高速技術規範。此三

種技術規範可單獨使用，也可同時運行，使得藍芽應用範圍更加廣泛。BLE 主要是針對

穿戴式裝置(如智慧手錶、手環、心率帶產品，運動健身／醫療保健領域的長時間感測

之用)或工業自動化之低耗電需求，來跟 ZigBee 與 ANT+協定競爭並搶佔物聯網商機。

藍牙自推出以來，就伴隨著手機、PDA、筆電、各式電腦週邊等的出現，來增加其應用

的範圍，相較於 Wi-Fi 主要以資料傳輸為主的應用來說，藍牙主要是提供跨裝置的連線，

透過配對的方式，來達到點對點的無線連接。 

 

（二） 物聯網 

物聯網主要應用相關的通訊技術來做為物與物聯繫的基礎。此外，Sarkar等人列出

幾項物聯網該有的特性[15]：自動化、智能、動態性、零配置；物聯網的物件除了要不

需人為控制外（自動化），也要能夠自主地針對目前情況做出相應的措施（智能），物聯

網的對象或物件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物聯網環境應該要能夠識別此種狀況

（動態性），最後物聯網中的設備要能夠易於擴增，不需要過多額外的設定或配置（零

配置）。Biswas和 Giaffreda 也對於物聯網的成功提出幾項必備條件[16]：無處不在，

可靠，高性能，高效率和可擴展。無處不在是指不論何時何地都能夠存取物聯網的資源，

可靠指的是資料傳輸、資源與服務對應等的可靠性，高性能是指物聯網提供的服務可以

達到使用者所需（智能化），高效率是指對於大量資料的處理速率，可擴展則如同前述

的可以容易的擴增設備，或是資料儲存空間的延展等。 

 

Jiang等人提出的物聯網平台資料存取框架[17]，包含了四大模組：資料儲存、檔

案儲存、資源組態、以及服務管理，該框架定義了從資料蒐集開始，依資料不同的結構

分別儲存至不同的儲存媒介、管理及分配資源給不同權限的租戶、以及根據資料的性質

提供相對應的服務。在資料存取部分，該框架結合了關聯式資料庫、NoSQL 資料庫、以

及 Hadoop分散式檔案系統來儲存結構化與非結構化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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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穿戴式設備 

現在較常見的穿戴式設備有智慧型手環及手錶，例如：小米手環、Google智慧型手

錶等。它們普遍支援步數偵測、心率偵測，也有其他生理資訊如體溫、血壓等，但準確

度還有所不足。此外小米手環及 Google手錶還可以顯示時間、連結手機取得更多應用

服務，例如：來電通知、鬧鐘設定等。 

 

合作廠商[13]-華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設計了多種能夠感測病人生理資訊的穿戴式

設備，如：感溫智慧衣（如圖一(a)）、智慧成人紙尿褲（如圖一(b)）。感溫智慧衣和智

慧成人紙尿褲都將偵測設備（Tag）整合了藍芽無線傳輸，分別可以偵測溫度（如圖二

(a)）和偵測濕度（如圖二(b)）。感溫智慧衣將溫度的偵測設備 Tag安裝在左胸前口袋，

其有兩個偵測點，偵測點 1可以作為量測室溫用，偵測點 2則會透過衣服內建之偵測線

延伸至腋下，量測穿戴感溫衣使用者之腋下溫度，此感溫衣 Tag可於感溫衣需要換洗時

取下。智慧成人紙尿褲則是將濕度偵測 Tag安裝在紙尿褲外側，透過連接濕度感測線偵

測紙尿褲內的濕度值，若需要更換紙尿褲，只需將濕度偵測 Tag取下，即可丟棄紙尿褲，

這種設計可以讓偵測 Tag 重複使用，同時，透過感溫衣 Tag及紙尿布濕度 Tag，即可在

不脫下使用者衣物的情況下，即時量測到使用者的體溫與尿布濕度，並可再透過藍芽無

線傳輸讓護理人員得知此量測值，以進行紙尿布更換之時機評估或是即時了解被照顧者

的溫度變化，相當適合幼兒與年長者穿戴使用。本研究擬使用上述設備進行系統建置。 

 

 

 

 

 

 

 

 

 

 

圖一(a)：感溫智慧衣                  圖一(b)：智慧成人紙尿褲 

 

 

 

 

 

 

 

 

 

   圖二(a)：感溫衣 Tag                  圖二(b)：紙尿布濕度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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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推播技術 

推播(Push)技術[3、4]就是一種發佈/訂閱的機制，Push 技術的產生主要是因為傳

統的 Pull 架構是一個以請求/回應為主的運作方式。使用者只能在有需要的情況下主動

提出要求，接著就是等候服務的回應，這是屬於典型的＂同步＂互動模式。而 Push 技

術則是允許在＂非同步＂的情況下，將符合需求的資訊主動的傳送給使用者，而以目前

的應用環境來說，甚至還可以讓使用者即時取得最新的內容。由於具備了這樣的特性，

因此可以將它應用在訊息主動通知的服務上。 

以前要擷取網路訊息，必須先打開瀏覽器點選，才能把訊息拉（pull）下來，但現

在不用這麼麻煩了，推播服務（push service）會主動把訊息推到手機或電腦上，收到訊

息的人若想回覆，只要手機具備 app（application，簡稱 app）或 line 等應用軟體，就可

以即刻上網瀏覽或與其他使用者相互傳遞文字、圖檔等。這種隨時隨地可上網取得訊息

或與他人互動的環境，就是所謂的資訊時代的資訊 U 化（Ubiquitous 簡稱 U，無所不在

之意）環境。以深圳和訊華谷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提供的極光推播為例，開發者集成 JPush 

Android SDK 到其應用裡，JPush Android SDK 創建到 JPush Cloud 的長連接，為 App

提供永遠在線的能力。當開發者想要及時地推送消息到達 App 時，只需要調用 JPush 

API 推送，或者使用其他方便的智能推送工具，即可輕鬆與用戶交流。 

圖三中红色部分，是 JPush 與 App 開發者的接觸點。手機客戶端側，App 需要集成

JPush SDK；服務器端部分，開發者調用 JPush REST API 來進行推送。 

 

圖三：JPush Android 架構圖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以藍芽傳輸為基礎作為資料傳輸的通道，而為達成一對一連線傳輸、一對

多連線傳輸、即時推播以及位置定位的目標，本研究需要設計及建置以下幾個功能： 

1. 通訊協定之設計：一對一藍芽傳輸 

  藍芽連線一開始，被連線之設備(Server)會先使自己的藍芽裝置可被搜尋，之後創

建一個 UUID 為 00001101-0000-1000-8000-00805F9B34FB 的監聽窗口，並且處於等待連

線的狀態，等待手機端(Client)主動來建立連線，手機端將會先搜尋周遭是否有可連

線之設備，取得可連線設備之資訊，創建一個 UUID 同為00001101-0000-1000-8000-0080

5F9B34FB 的連接用無線射頻窗口，並主動對其他設備要求建立連線，連線成功後，即

可進行資料傳輸(如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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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芽一對一傳輸的過程中(如圖五)，其步驟首先是要求連線，一旦與設備連線成功

後，設備將會主動發送封包，之後向設備發送設定資料後，若設定成功，則主動封包傳

送的內容會包含溫度的資料，接著再向設備發送要溫封包，手機(Client)將會於設定的

時間內獲取溫度。 

  
圖四：藍芽連線建立示意圖 圖五：一對一傳輸示意圖 

 

2. 通訊協定之設計：一對多藍芽傳輸 

一對多藍芽傳輸主要是透過藍牙 4.0的廣播傳輸來進行，被照護者的感測器

(sensors/tags)會將所感測到的生理資訊，經過加密後透過藍芽的廣播傳輸，傳送至照

護者的手機端，來進行生理資訊內容的顯示，藍牙的廣播傳輸之廣播封包格式如圖七，

內容包含經過解密後得到體溫、尿布濕度以及藍牙訊號傳輸強度等資料。此種透過近端

藍芽傳輸，以獲得即時生理資訊的照護方式，稱之為「近端照護模式」，只要在藍牙的

傳輸範圍內，透過手機的藍芽接收，即可獲得被照護者的生理資訊，進而進行即時照護。 

 

圖七：藍芽封包資料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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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時推播 

當照護者所處的位置，因為距離較遠的關係，無法直接透過藍芽的廣播傳輸獲取被

照護者的生理資訊，此時照護者必須將手機上面的照護模式，直接切換到即時推播的照

護模式(此種照護模式稱之為「遠端照護模式」)，此時被照護者的生理資訊，將會被安

置於被照護者的房間內的 DataCollector/Gateway(如圖六)以藍牙廣播的收集方式，進

行收集，並即時透過 WiFi 的傳輸上傳到雲端的伺服器進行儲存，再透過所建置的推播

伺服器(Push Server)將生理資訊進行即時推播，傳送到照護者的手機端，如此遠端的照

護者才能即時獲得被照護者的生理資訊，以進行照護之工作。整個資料的傳輸流程如圖

六。 

 

圖六中透過藍芽技術傳輸，分別運用藍芽 3.0及藍芽 4.0的技術。手機在＂未連網＂

或＂推播通知關閉＂的情況下，利用藍牙 3.0的通訊接收 Device 的資料；手機在＂連

網路＂及＂推播通知開啟＂的情況下，能接收 JPush Server 的推播通知及定時連上 Data 

Server 抓取 Device 的資料。在收集 Device 的資料時，除了手機抓取的資料外，Data 

Collector 會利用藍芽 4.0 以廣播的方式蒐集範圍內所有的 Device 資料，並上傳至 Data 

Server 儲存，當 Device 資料有所更動時向 JPush Server 發出通知，在推播通知至手機，

讓使用者點擊通知，向 Data Server 獲取相關更新資料。可收到推播的手機須向 JPush 

Server註冊獲取Registration ID，之後利用此Registration ID向Data Server註冊登入帳號，

完成上述兩項註冊後，向 Data Server 註冊需要收到的 Device。 

 

圖六：整合傳輸資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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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 

（一） 藍芽 3.0成果 

開啟 app 後，會先要求開啟藍牙，點選確認後，接著於介面左上角設定設備傳送資

訊的時間間隔長短。點選配對後，會偵測該裝置是否已配對，未配對時會進行配對，配

對完後或若已配對則告知可以進行連線（圖八）。 

 

接著點選連線，與設備建立連線後，同時會將時間的設定寫入到設備(圖九)。設定

成功後，會傳送要溫封包給設備，設備接收到後會回傳溫度資訊到手機上，藉由解密後

得到溫度資訊並顯示在 app 上（圖十)。接著會依照設定的時間重複要溫、收溫、顯示

的動作，如果設定的時間超過一分鐘的話，每進行一循環後，將設備進入休眠模式以及

將手機藍芽關閉以節省電力消耗。 

 

每次接收到的溫度資訊、接收到的時間點、設備的 MacAddress 和名稱皆會存入資

料庫（圖十一），手機畫面會顯示出收到的溫度值（圖十二）。當資料上傳至資料庫時，

可以畫出溫度統計圖（圖十三）。 

 

  

圖八：藍牙 3.0 配對示意圖 圖九：藍牙 3.0連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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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收溫示意圖 圖十一：藍牙 3.0資料庫溫度資料 

  
圖十二： 接收到的溫度資料列 圖十三：溫度統計圖 

 

（二） 藍牙 4.0成果 

1. 用戶端手機畫面 

(1) 用戶開啟應用程式後，會進入登入畫面(圖十四)。如用戶未註冊帳號請先點擊

註冊，否則將無法登入。 

(2) 用戶輸入帳號密碼後，點擊註冊查看通知訊息，如帳號先前已有人使用則會顯

示此帳號已註冊過，格式正確則會顯示註冊成功(圖十五)。當註冊成功後，可

以看到資料庫中成功新增此組帳號密碼(圖十六)。當使用者登入時，會自動給

登入的使用者一組 token—7位數的數字(圖十六)，用來分辨登入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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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用戶端登入顯示畫面 圖十五：用戶端註冊帳號顯示畫面 

 

圖十六：註冊資料之資料庫畫面 

 

(3) 當用戶為第一次登入時，需先點擊註冊設備來選擇要監控的設備(圖十七)。 

(4) 進入註冊設備畫面後(圖十八)，選擇手機平台與推波功能是否要開啟，下方會

列出所有從資料庫傳過來的設備名稱，供使用者選擇，註冊完成後，使用者若

想修改也可重新設定。 

  

圖十七：用戶端登入後顯示畫面 圖十八：註冊設備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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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客戶端方面，用戶登入後，可經註冊設備來選擇要監控之設備，註冊設備成功

後手機會讀取 Hub 端傳過來的已註冊設備之溼度資料(圖十九)。 

(6) 當濕度值超過設定之濕度時，系統會自動透過 Jpush 來推播資料(圖二十)到手

機上，來提醒用戶作相對應的處理。 

  

圖十九：已註冊設備之溼度資料 圖二十：Jpush 推播資料顯示畫面 

 

 

2. 醫療院所端網頁介面 

(1) 醫護人員可透過本頁面得知有哪些病患，及他們所在的病房(圖二十一)。 

 

圖二十一：病患位置資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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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頁面可顯示病患基本資料，且護士可透過此頁面替病患新增濕度或溫度感測

裝置，方便取得即時的濕度或溫度資料，也可查詢歷史資料(圖二十二、圖二

十三)。 

 

圖二十二：為配對時病患基本資料顯示圖 

 

圖二十三：配對成功病患基本資料顯示圖 

 

(3) 護士替病患配對後，會顯示出有哪些裝置跟哪位病患做配對(圖二十四)，若病

患出院或者是需要換裝置時，可點選右邊的解除配對，即可跟其他裝置做配

對。 

 

圖二十四：已配對之病患裝置顯示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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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頁面會顯示哪些裝置還未被配對(圖二十五)，當護士有需要替病患配對裝置

時，可到此頁面查詢。 

 
圖二十五：未配對之病患裝置顯示頁面 

 

3. 定位 

(1) 網頁的定位系統會透過 Hub 的接收來得知病人目前的相對位址來讓使用者知

道。 

 
圖二十六：Hub 接收訊號示意圖 A 

 

 

圖二十七：定位系統示意圖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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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當病人移動時，系統會用傳送封包訊號的強弱度來判定使用者確切的位址。 

 
圖二十八：Hub 接收訊號示意圖 B 

 

 
圖二十九：定位系統示意圖 B 

 

五、結論 

本研究利用藍芽 3.0和 4.0無線傳輸技術結合穿戴式設備及物聯網環境來進行醫療

照護，透過收集感測器的溫溼度資料並進行推播，讓照護者或醫療人員能即時了解被照

護者的身體狀況，以減輕照護者或醫護人員的負擔，同時讓被照護者獲得更好的照護品

質。 本系統藉由無線網路及藍芽傳輸技術，建置物聯網環境來收集被照護者身上的穿

戴式設備感測到的溫、溼度資料，使照護者能夠有效率地蒐集資料並做分析，若偵測到

資料數值異常時，將即時通知照護者；而於藍芽 3.0耗電問題上，透過設定休眠時間，

能使穿戴式裝置和手機的藍芽關閉，待休眠時間結束後再次開啟，以節省電源。運用一

對多藍芽 4.0與推播的技術，有效監控範圍內的感測器，透過裝置接收感測器所量測之

數值，當感測到被照護者的生理資訊有異常時，會即時發送推播通知照護者進行處理。

減輕照護者多次查看被照護者的狀況，讓時間有效的使用在需要的被照護者身上。 

 

未來我們會再結合不同的感測器，如：加上感測呼吸、心跳等不同功能，將不同感

測器的數值做結合，能夠更全面的考慮到被照護者可能會發生的狀況，給予被照護者更

完善的照護服務，也讓照護者與被照護者家人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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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with the increasing influence of low birthrate and aging population, medical 

care manpower is becoming less and less. The condition of overworked internships and 

resident physicians has made the sudden death of young doctors in Taiwan medical industry. 

At the same time, paramedics are responsible for taking care of the excess number of patients. 

These issues have casued the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degraded and been concerned intensively. 

For solving these problems, telemedicine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in this research a mobile caring system of integrating wearable devices into a IoT 

(Internet of Thing) environment was proposed to provide instant medical care. The body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of diapers can be measured by Smart clothes and smart diapers 

used as mobile-wearable sensors in IoT system. A gateway wa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to 

collect these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from sensors through bluetooth transmission and can 

further forward them to the cloud system in Internet by Wi-Fi wireless transmission. A 

push-sowing technology was also utilized to deliver these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to the 

caregivers for provisions of instant care and the family member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aring 

proces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mobile-wearable devices and IoT technology, the 

real-time caring service was provided and the caring loading was reduced. Furthermor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medical care will be improved.  

 

Keywords: Wearable device, Bluetooth, Push technology, IoT,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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