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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ntegrator, Elderly Care Domain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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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想：推動智慧健康之缺口 

現有照顧者的生理量測設備多不具傳

輸通訊功能，無法串整 

必須在環境中裝置多樣化的感測

器(銀髮族不愛穿戴裝置) 

場域導入物聯網應用所需改善工

程規模及經費過高，無法商業化 

多樣IoT應用，缺少整合營運者，亦缺

少IoT應用後續的服務支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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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OWI 技術：應用 Motion + Breathing 

Life-log as a Services (LaaS)    智能生活記錄 

室內定位 

+ 

呼吸 

移動偵測 睡眠偵測 

• 在家或不在家 
• 在家的生活記錄 
• 活動地點 
• 在浴室(時間、頻率、持續時間) 

• 睡眠時間及睡眠中斷時間 
• 起床時間 
• 整體睡眠質量 (REM/NREM, interruptions) 
• 白天的睡眠時間 

* REM:      快速眼动(淺層睡眠) 
* NREM:非快速眼动(深層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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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pei Smart City Success Story 

12.17.2018 – 12.28.2018  |  Taipei, Taiwan 

共同為長者安全與健康偵測 
新的解決方案進行了成功的概念驗證（POC） 

Technology Provider & Solution Enabler Hardware Device Provider System Integrator, Elderly Care Domain Expert Program Facilitator Program Facilitator 

Taipei Smart City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TPMO) 

Elderly Care Center 

台北市大龍老人住宅 
   中山老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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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和設置 

5.5m x 6m 

Taipei Case 1, age 79 Taipei Case 2, age 81 Taipei Case 3, age 78 Taipei Case 4, age 82 

2.8m x 6m 

6.7m x 7.9m 5m x 7.9m 
Origin (RX) 

Bot (TX) 

Our wirelessAI™ was directly applied 
onto a commercial mesh Wi-Fi product 

Lyra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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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sus.com/Networking/Lyra-mini/
https://www.asus.com/Networking/Lyra-mini/


BEFORE – without wirelessAI 
Information content was low, inaccurate, not real-time, and has to be done manually and intrusive. 

In room 

Not in room 

In room 

Not in room 

照顧者知道長者（不）在房內 

假設長者實際（不）在房內事實狀況 

1 服務台外出（回）簿 

2 長者忘了簽到 

3 巡房（透過敲門或觀看得知長者是否在房內）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2 (which is wrong) 

Not available 

Not available 

                                                                                 早上醒來的時間   

                                                                                 晚上睡著的時間 

                                                                                 睡覺(睡著)總時間  

                                                                                 晚上睡覺期間中斷次數 

                                                                                 沒有活動或不在家的次數    

                                                                         白天睡眠次數/時間 

                                                                                 在浴室時間/次數 

1 1 

2 2 2 

3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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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 with wireles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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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content is sophisticated, accurate, real-time, automatic and non-intrusive. 

  10:25 PM（06:52AM） 

08:08 AM 

7 Hours 41 Minutes 

１ 

1 

1/2 Hours 26 Minutes 

17 

                           晚上睡著的時間  

                           早上醒來的時間 

                           睡覺(睡著)總時間  

                           晚上睡覺期間中斷次數 

                           沒有活動或不在家的次數 

                           白天睡眠次數/時間 

                           在浴室次數/時間 

REM:  
NREM: 

快速眼动 (淺層睡眠/做夢)  
非快速眼动 (深層睡眠)  

1 2 3 5 6 7 8 9 17 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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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歸 作息
改變 

睡眠
中斷 

睡眠
中斷 



老宅回饋 

1. 睡眠障礙個案 
    睡眠報告      睡眠治療師(調整用藥時間) 
 

2. 重點巡房(白天三次/夜間三次) 
    針對需要的個案(需個案同意房門不要鎖) 
   主要為安全、作息狀況改變，主動關心與協助 
            (EX: 在浴室時間與往常改變) 
 

3. 哪些房內有人    

9 



行為 說明 異常提示/通知 

睡覺期間 
長輩平常習慣入睡時間、起床
時間 

超過平常起床時間提醒，目前人工的作法： 
1.用餐時段 2.生活作息  以工作人員巡房 

睡覺(睡著)總時間 一般老人的習慣 6 小時以上 
低於 6小時(了解是否因為用藥、情緒、身體狀況、疼痛、
等因素導致無法入眠)-提供護理師及社工人員參考 

晚上睡覺期間   睡眠中斷時間 

睡覺期間(每日晚上6:00 至隔
天上午9:00)有醒來的期間，
紀錄睡眠中斷時間 

中斷時間超過        分，需要警示 
中斷時間超過  幾次，需要警示 

其他時間臥床時數、   臥床時段 
長輩平常行為午睡, 時間 1-2
小時 

若非睡眠時間的臥床次數頻繁、時間超過平常時數(身體
機能衰退, 生病..等)，提供訊息供護理師參考 

外出 長輩外出會登記 
目前人工關心的作法： 
1.長輩出去超過用餐時間未返回, 會電話與家人聯絡。 
2.接近入睡時間未返回, 會與家人聯絡。 

如廁紀錄 每次到廁所的時間與次數 
超過    小時未有如廁紀錄需要提醒 
在廁所時間過長要提醒 

老宅回饋(異常提示/通知) 

10 



Available Soon 

+ 

Breathing/Sleep Motion/Presence Fall 

+ 

The Fall detection will become available in Q4 2019 

• 跌倒偵測和警報 • 在家或不在家 
• 在家的生活記錄 
• 活動地點 
• 在浴室(時間,頻率,持續時間) 

• 睡眠時間及睡眠中斷時間. 
• 起床時間 
• 整體睡眠質量 (REM/NREM, interruptions) 

• 白天的睡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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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長者的ADL現況切入，偵測
生活能力改變，介入關懷與照
顧，改善生活能力，生心理狀
況跟著改變。 

 

                                                        
 

 

吃飯 排泄 外出 穿衣 洗澡 

步行移動 

步行移動 
移動能力改變 

吃飯 排泄 外出 穿衣 洗澡 

在照顧服務的概念裡是日常生活全面性的看待ADL每個功能，並以步行作為基礎來支撐 

概念來自台灣自立支援照顧實踐者林金立理事長 - 讓長者能繼續過著獨立自主的生活 

長者自主生活能力 

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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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log as a Services (LaaS)    智能生活記錄 



 

生活量測 

適時關心 

適宜的照顧 

接力照顧 

  保有自己的生活習慣 
     即使失能或失智了 
仍能過著像自己的生活 

家屬與社區的接力照顧 

促進自主能力 

  

人力最佳化 

支援不足功能

(時間) 

       配合長者生活習慣 
     能力回復的照顧計畫 
   生活自主以人為本照顧 

社區照顧資源 

家屬/照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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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接力照顧  

授權生活量測紀錄給短期接力照顧者 

情境  

狀況  

子女臨時出國出差，需要人幫忙就近照顧長者 ! 

解決方案  

授權生活量測資料給接力照顧者（鄰居、親戚、朋
友、社區專業照顧者）協助短期間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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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 / 社區接力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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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與長輩同住的子女（主要
照顧者）需要出國、出差 

尋求 鄰居/親友/社區專業照顧者 
協助短期間的接力照顧 

授權生活量測紀錄給接力照顧者 

（接力照顧者視角）阿嬤昨天好像都沒吃飯，買點吃的去串門子好了 

已經授權給你囉！ 
這段時間再麻煩你了 

擔心自己不在的期間，萬一臨時
發生什麼狀況沒人在身邊照顧... 

接力照顧好放心 

我下個月出差，想麻煩你幫忙... 

好啊 

媽，我出發囉！ 
阿嬤昨天好像都沒吃飯， 
我來去串門子一下好了！ 阿嬤！我帶下午茶來囉！ 

不客氣！ 

真的謝謝你耶！ 
讓我媽媽不孤單無聊 



System Integrator, Elderly Care Domain Exp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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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巨安長齡股份有限公司 

JuAn Long-Age Corporation  
11491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351號2樓之3 

 
周慕蓮 mulien.chou@juanltc.com 

 
02-2799-1234 

mailto:mulien.chou@juanlt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