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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聯網之雲端叫號系統在診所上的應用 
Application of cloud-based cloud calling system in clinics 

李春雄a    劉弘貴b 

摘要 

時間就是金錢，但是，在某些情況之下，往往必須要花費我們許多時間在等待。例如：在醫療診

所、餐廳、美食街取餐、郵局、銀行、美容院、大型遊樂場等機構。雖然，有些機構已經提供叫號系統

的服務。但是，大部份都是被動式的呈現訊息，因此，顧客須要隨時隨地要不定時的查詢目前的號碼

資訊，往往會導致「過號」的情況。有鑑於此，本研究提出「雲端叫號主動推播演算法」，並實際開發

一套「雲端叫號系統」，讓顧客不必在有限的空間等待服務，也不必隨時觀望叫號燈箱的跳號，更不需

要上網查詢目前叫號訊息，因此，顧客只需要利用智慧手機下載及安裝。本研究開發的「雲端叫號系

統 App」軟體取號後，讓顧客可在任何可以連網的地方輕鬆等待。當叫號接近顧客的號碼時，雲端叫

號系統 App 主動以類似簡訊的通知提醒顧客回來！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兩項目的： 

1. 提出「雲端叫號主動推播演算法」，並實際開發一套「雲端叫號系統 App」。 

2. 透過「雲端叫號系統 App」提供顧客輕鬆等待，以節省寶貴的時間。 

關鍵字：雲端叫號系統、叫號系統、雲端叫號、排隊叫號系統。 

ABSTRACT 

Time is money, but in some cases it often takes us a lot of time to wait. For example, in medical clinics, 
restaurants, food courts, post offices, banks, beauty salons, large playground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Although, 
some agencies have already provided services for the calling system. However, most of them are passive 
presentation messages. Therefore, customers need to check the current number information from time to time, 
which often leads to the "overpass" situ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cloud call number active 
broadcast algorithm" and actually develops a "cloud call system", so that customers do not have to wait for 
services in a limited space, and do not have to wait and see the hop number of the call light box at any time. 
There is no need to check the current call number on the Internet. Therefore, customers only need to use smart 
phones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Cloud Calling System App" software developed in this study allows 
customers to easily wait in any place where they can connect to the Internet. When the calling number is close 
to the customer's number, the cloud calling system App actively reminds the customer to return with a 
notification like a newsletter!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two items: 

1. Put forward the "Cloud Calling Proactive Pushing Algorithm" and actually develop a "Cloud Calling System 
App". 

2. Save time by providing customers with easy access through the Cloud Calling System App. 

Keywords: cloud calling system, calling system, cloud calling, queuing system 

1. 前言 

近幾年來，隨著時代進步、科技的發達，人

們身邊也有許多科技產物漸漸誕生，例如：手機、

平板電腦…諸如此類，可隨身攜帶的行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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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程度也幾乎到達人手一機的情況，手機不再

只是能打電話、收發簡訊等功能，行動裝置的進

步速度神速，其功能也越來越多樣化，配合wifi、
4G網路的發展，行動裝置的出現也漸漸取代了電

腦的功能，以往桌上型電腦的體積大、攜帶不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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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們發明了筆記型電腦，以至現在大家習慣

了行動裝置，漸漸的改變了人們的習慣，物聯網

的出現更是改變了人們的生活方式。 

近來也出現了許多物聯網應用在改善人們生

活方式的例子，跟車輛連結能夠誕生出無人車的

智慧車科技，自動駕駛在未來物流方面也可能造

成相當的影響，能夠取代物流士的工作，在智慧

居家方面出現了智慧房屋，包括在屋主進屋之後

能夠感應有人進入屋內，進而自動控制屋內燈光

自動開啟或者能夠設定回家的時間，由感應系統

感應屋內溫度，控制空調將室內溫度控制在最適

溫度，再由控制系統控制音響撥放情境音樂，讓

回家有更不一樣的感覺，更能藉由行動裝置控制

家中各項設備，例如：窗簾、電視、音響、空調

等等，都能夠經由行動裝置一次控制到位，而後

隔天早上上班時間設定好，再由機器控制咖啡機

現泡一杯熱咖啡，上班出門時一個按鍵設定關閉

所有家中非必要用到之電源，並讓房屋進入保全

狀態，能夠感應屋外陌生人是否有侵入屋內之行

為。 

在智慧醫療上除了可以透過器具上的標籤管

理醫療用品外，也能在標籤中加入防偽機制，杜

絕偽藥，在醫院具體應用上可以協助醫院管理病

患疾病史，另外也有新生兒的防止抱錯嬰兒系統，

還有快速掛號、線上申請病歷資料、24小時線上

詢問看診科別，另外針對高齡化社會中的長照資

訊系統等等，都是在智慧醫療上的應用。因此，

物聯網在生活上的應用靈活、多元、廣泛，在未

來的運用上更是功能強大，在未來物聯網的開發

應用，能為人們的生活帶來更大的改變。 

然而，當某天生病時，不管在大醫院或者是

小診所，看病的人潮總是大排長龍，因此，一般

的病患都要排隊苦苦等候，並且隨時眼睛還必須

注意目前的看診號碼，有時受限於門診或者診所

空間大小的因素，往往還必須在診所外頭等候。

導致沒有耐心或者有些急事想先處理的病患就會

先行離開診間，因而產生「過號」的情況，回診

間後還必須要重新排隊領號的情況。因此，本研

究開發一套「雲端叫號系統APP」提供顧客輕鬆

的等待，以節省寶貴的時間。目前大部分的叫號

系統都必須要使用者主動查詢目前的跳號資訊，

沒有提供主動推播通知使用者的服務，因此本研

究之系統也會加入主動推播通知使用者的功能，

讓使用者可以在等待的過程中不需分心，能夠專

心的完成想完成的事情，等候系統通知即可。 

2. 文獻探討 

2.1 排隊的現象 

大家都去過餐廳、美食街取餐、郵局、診所

等等的地方，在這些地方享受服務之前往往都會

遭遇到排隊的情況發生，在假日或者尖峰的時段

更容易遇到，排隊所衍生的問題也很多，例如：

過號、占用其他店家或者其他空間、顧客沒耐心

等待、插隊等等情況的發生，吳華宗(2016)，另外

也提到Tyagi等人(2014) 也說到，如果排隊的隊伍

太長，顧客沒耐心排隊等待，就會去尋找其他的

替代店家，如此對店家無疑也是損失了一筆生意，

對於顧客的滿意度也會造成一些影響。 

因此，為了改善排隊過程過於繁瑣的現象，

可以開發一套叫號系統，隨時隨地關注目前跳號

資訊，一方面顧客不用在原地排隊浪費寶貴的時

間，第二方面店家也能夠隨時掌握排隊資訊，對

於附近的環境、人潮、顧客的滿意度等等，都會

有不錯的提升。 

2.2 物聯網 

科技發展迅速，從1950年代開始，發展了電

腦與電腦互相通訊的方式，一直到1990年代的網

際網路，直至最近的WIFI、4G等行動網路，上網

的方式也從以往的桌上型電腦發展到手機等行動

裝置都能上網瀏覽各種資訊，以這些例子為基礎

再更往後發展的便是「物聯網」，劉雲浩(2013)。
智創工作坊(2016)一書說到，物聯網最初是來自

比爾蓋茲的「未來之路」一書中提到「物物互聯」、

「智慧家庭」的想法，直到1998年的美國麻省理

工學院自動識別(Auto-ID)中心主任凱文‧艾希頓

(Kevin Ashton)以物聯網為構想，提出了將物品與

網路連結之後將如何改變生活，也使「物聯網」

一詞首次被提出來，最後國際電信聯盟(ITU)於
2005年11月在訊息世界峰會上發布了《ITU網際

網路告報2005：物聯網》，指出未來「物聯網」的

時代即將來臨，陳世昕(2013)。何謂「物聯網」？

物聯網就是以網際網路或傳統電信載體等等的方

式，在世界上各自獨立的物體上賦予一個能夠被

搜尋到的位址，並且可以使他們能夠藉由網際網

路被搜尋與連結，使他們擁有感知、傳遞訊息等

等功能，陳世昕(2013)。物聯網一般定義為無線網

路，以每個人為中心的周圍裝置一般也可達到一

千至五千個，所以周邊可連線的物體設備理想值

應該可以達到五百兆至一千兆個，設些物體設備

基本上應都配有電子標籤或可辨識的電子資訊或

晶片，物聯網就可以藉由這些媒介來辨別物體設

備的位置以及其他的資訊，陳世昕(2013)。物聯網

可將零碎、分散的資訊全部整理統合起來，統整

物與物的數位資訊，也因為其應用的範圍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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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物流、醫療、智慧型環境、個人、社會等，

在未來非常具有潛力以及市場，Luigi Atzori等
(2010)。 物聯網的演進又分為三個階段，如表1
所示： 

表1  物聯網的演進 

IoT1.0 連網(監看、控制)例如可以透過電腦

或行動裝置知道冰箱溫度 

IoT2.0 資料雲端同步(最佳化)家電運作所累

積的資訊，可透過將訊息提供給在屋

外的家人 

IoT3.0 大量、即時個人化訊息(自主性)例如

系統會自動感測室內溫度，利用空調

將溫度調整至最適當溫度 

另外透過歐洲電信標準協會(ETSI)的定義，

將務聯網的主要架構分為三層架構，主要感知層

(負責接收訊息)例如可以透過溫度、濕度、亮度、

聲音等感測周遭環境的變化、網路層(負責傳遞訊

息)例如可以把感知層偵測到的訊息，透過藍芽、

WIFI、RFID、4G，將訊息傳送至雲端主機、應用

層(訊息的應用)即是雲端主機在接收到由網路層

傳來的訊息後，經由大數據分析再由人工智慧做

出反應，將反應傳遞給使用者，其物聯網的三層

架構，如表2所示： 

另外，學者Luigi Atzori等(2010)提到，美國國

家情報委員會(NIC)預測，2025年物聯網的技術可

以運用在日常用品、食品包裝、家具、紙質文件

等等，未來運用到的機會更多，再以大眾化需求

的想法作為出發點，加上技術的進步可能會促使

物聯網的擴散，就像如今的網際網路一樣，對於

往後經濟的貢獻也有很大的影響，反之，廣泛運

動這種技術也可能在外來帶來某種層面的威脅。

根據上述之研究指出，未來物聯網相關產業會更

加活躍，因此選擇與務聯網結合開發一套雲端叫

號系統，來改善叫號、排隊過號等等的問題。 

表2  物聯網的三層架構 

應

用

層

生活應用 

智慧車：自動駕駛、自動剎車、倒車雷達。

智慧居家：自動空調、感應式電燈。 
智慧節能：智慧路燈。 
智慧醫療： 24小時詢問看診科別、快速掛

號、線上申請病歷、居家照護系統等等醫

療服務。 

網

路

層

大數據資料處理 

雲端運算 
利用無線接收器傳

遞訊息 
Bluetoth 、 WIFI 、

RFID等等… 

資料管理 
利用基地台傳遞訊息

HTTP、ICMP、PPTP
等等… 

感

知

層

感測技術 

環境感知：溫度、濕度、亮度… 
情境感知：距離… 
意境感知：速度、互動… 

2.3 Thingspeak 

簡單來說Thingspeak是一個專為物聯網而產

生的應用程式平台，像是一個雲端資料庫，他能

讓你使用行動裝置或者網路設備即時的將數據上

傳到雲端上成為資料，如圖1所示： 

 

圖1   Thingspeak雲端資料庫架構 

資料會將結果顯示在Thingspeak上使用者所

創立的(Channel)內，每個(Channel)由使用者自訂

建立，每一個(Channel)可以放入八筆資料，最常

見的是以折現圖顯示結果，也可以根據使用者的

愛好設定成其他樣式，如圖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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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Thingspeak統計結果圖 

另外，使用Thingspeak的另一個好處即是

Thingspeak會自動生成可用圖表，可以做簡單的

分析統計之用，如此一來使用者再查看資訊時便

可以一目瞭然。因此，選擇Thingspeak來當作中介

的分享平台，讓控制者上傳的資訊能夠透過這個

平台，分享給所有使用這套系統的使用者，讓使

用者可以輕鬆擷取到想得到的資訊，往後更可以

利用這個平台將資料生成一個簡單的圖表來呈現。 

2.4 自行服務技術 

吳華宗(2016)提到了一項，自行服務技術

(Self-service Technologies, SSTs)，說明了，他是一

種取代了與服務人員面對面互動的一種服務，可

以利用自行服務站等工具，讓接受服務的過程中

不用透過服務人員，也能讓服務變得快速、準確。

也提到了學者Lovelock、Young(1979)認為這種服

務技術能幫助企業減少營運成本以及提升生產率。

也說明Weijters等人(2007)提到，此服務技術可以

幫助企業減少等待的時間以及提升滿意度。也有

學者Oh、Jeong(2009)指出，並沒有實驗證實此服

務可以幫助企業減少等待時間。 

以上述來看，讓顧客能夠自行查詢目前排隊

叫號，以及被動接收到系統主動的通知，能夠幫

幫助公司省下部分的人力資源，減少顧客的等待

時間，也有助於提升整體的滿意度，對公司也會

有相當的助益。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目的主要為改善現行診所掛號等待之

流程，將傳統掛號流程中等待的時間做更加充分

的利用，讓不管是現場掛號或者是來電掛號或者

是線上預約掛號的民眾都能即時得知目前叫號進

度，使民眾能夠在不過號的前提下利用這些零碎

的時間去完成其他排程，也能夠充分掌握所需時

間。按照以往掛號流程。如圖3所示： 

 
圖 3 傳統掛號流程圖 

為了能夠改善傳統流程中過號的情況，因此

開發此系統並發展出一個新的流程，如圖4所示： 

 

圖 4 新掛號流程圖 

經由這個新的流程所示，能夠讓電話預約掛

號的民眾不用親自跑到診間確認號碼即可在雲端

叫號系統使用者的 APP 上確認目前進度已到幾

號，充分安排自己的時間，減少浪費的時間，以

及多餘的等待。為了達到新掛號流程，在本研究

中，為了解決病患每次生病到醫療診所時，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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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要大排長龍，讓病患花費太長的等待時間，因

此，為了節省病患寶貴的時間提出「雲端叫號主

動推播演算法」，其詳細的步驟。如圖 5 所示 

 

 

 

 

 

 

 

 

 

 

 

 

 

 

圖5  雲端叫號主動推播演算法 

在圖5中，在「啟動系統」之後，讓「雲端叫

號系統」與「伺服器端App」進行連線，如果連線

成功，院方人員可以透過「雲端叫號系統」來進

行叫號，此時，就會將「叫號資料」傳送至「伺

器端App」，因此，「伺器端App」就會將資料上傳

到ThingSpeak雲端資料庫，同時，「伺器端App」

也會將資料內存於SQLite資料庫中。因此，病患

端的手機之叫號系統App就會自動到ThingSpeak

雲端資料庫中擷取到目前叫號資訊，以得知目前

叫號進度，病患端的使用者也可以自行輸入自己

的排隊號碼，系統就會主動偵測並主動發送推播

通知。因此，病患端的使用者就可以在任何可以

連網的地方輕鬆等待。當叫號接近顧客的號碼時，

雲端叫號系統App主動以類似簡訊的通知提醒顧

客回來！ 

4. 雲端叫號系統實作 

本研究提出「雲端叫號主動推播演算法」來

實際開發一套「雲端叫號系統」，其所需要的軟體

及硬體規格。如表3及表4所示。 

表3  雲端叫號系統所需「軟體」列表 

軟體名稱 功能 

ThingSpeak 
雲端資料庫，用來記錄目前最

新的「叫號資料」提供使用者

端來查詢。 

SQLite 
本機端資料庫，用來備份「叫

號資料」 

AppInventor 2
手機APP，用來開發「伺服器

端App」及「使用者端App」的

程式 

 
  

(1)啟動系統
1.雲端叫號系統
2.系統伺服器端

(2)系統連線
1.雲端叫號系統
2.系統伺服器端
將兩者連線

(3)檢查連線是否成功

(4)開始叫號
院方按下雲端叫號系統按
鈕開始叫號流程

是

否

(5)資料傳送
雲端叫號系統將號碼資訊
傳送至系統伺服器端

(6)傳送資料
系統伺服器端將號碼傳至
ThingSpeak雲端資料庫

(7)資料內存
系統伺服器端將資料內存
至SQLite資料庫

(8)使用者啟動
啟動APP後自動至
ThingSpeak雲端資料庫擷
取資料

(9)使用者設定
輸入自己的號碼並讓系統
在背景作業

(10)系統通知
系統偵測號碼並主動發送
推播通知

(11)流程結束
使用者接收通知並結束叫
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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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雲端叫號系統所需「硬體」列表 

硬體名稱 功能 

❶mCore控
制板 

它是基於Arduino Uno為基礎的

模組化控制板。可以連接各種

❷mCore藍
芽模組 

此模組的功能是使「雲端叫號

系統」與「伺服器端APP」之

❸mCore觸
碰感測器 

透過手指觸摸來觸發功能，因

此，專門用來驅動「雲端叫號

❹mCore顯
示面板 

用來顯示目前「雲端叫號系

統」的號碼 

❺3D 列 印

設計外盒 
利用3D設計及列印雲端叫號系

統之外盒 

 

開發工具選用 App Inventor 及 mCore 實體

物件來進行雲端叫號系統的開發，因 App Inventor

程式設計介面屬圖形化介面，易於開發與維護，

且 App Inventor 也能運用在開發 Arduino 系統、

mCore 系統的程式上，另外，其整體程式也都儲

存於 Google 雲端中，只需有電腦及網路，不需安

裝其他軟體即可登入作程式的修改及維護，因此

選用 App Inventor 作為雲端叫號系統程式的開發

工具。 

 

❶mCore控制板 ❷mCore藍芽模組 ❸mCore觸碰感測器 ❹mCore顯示面板 

 
 

 

 

 

 

❺3D列印設計圖 3D列印結構 雲端叫號系統(含外盒) 

 

5. 系統展示 

本研究所開發的「雲端叫號系統App」，其系

統是由四個子系統所組成： 

(1) 雲端叫號系統 (2) 伺服器端 App(3) 

ThingSpeak雲端資料庫(4) 使用者端App 

先由雲端叫號系統以及系統伺服器端經由連

線之後，控制者使用叫號系統叫號，資料會回傳

至系統伺服器端內存在SQLite中並上傳叫號資料

於Thingspeak雲端資料庫，此時系統伺服器端將

嵌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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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更新雲端目前之叫號，控制者再經由系統伺

服器端檢視診間叫號與雲端叫號之號碼是否相符，

同時使用者可以經由雲端叫號使用者系統擷取目

前雲端叫號之號碼，來得知目前叫號進度。如圖

6所示。 

在圖6中，本研究流程如下： 

(1)「雲端叫號系統」與「伺服器端App」進行

連線成功圖。如圖7所示： 

(2)在「雲端叫號系統」按下叫號系統，並將

號碼傳至「伺服器端App」圖。如圖8所示： 

(3)將號碼資料內存至SQLite中，並同步上傳

至ThingSpeak雲端資料庫，如圖7及圖8所示： 

 

 

 
圖6  雲端叫號系統模組圖 

圖7 雲端叫號系統與伺服器端App連線 圖8  按下雲端叫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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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號碼資料內存至SQLite中 圖10  ThingSpeak雲端資料庫 

 

在圖10中，ThingSpeak雲端資料庫結合好處，

就是能夠藉由圖表來分析診所每日看診之人數、

時間，能夠在開業時間上做更妥善的配置，此圖

表可以分析出某日叫號人數，用以分析診所某日

之看診人數多寡，以及時間，能用來做數據分析

之用。 

(4)使用者APP端開啟後，自動到ThingSpeak
雲端資料庫擷取當前叫號資料，如圖11所示： 

(5)在設定好通知間距後，系統會自動偵測號

碼，若號碼相符則會自動傳送推播通知給

使用者，如圖12所示：

  

圖11  使用者端APP 圖12  系統發布推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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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討論與建議 

如何提供「顧客輕鬆等待，以節省寶貴的時

間」必須要透過「雲端資料庫ThingSpeak」再結合

本研究的「雲端叫號系統」，並且它也是目前國內

外都在積極推動「AI智能裝置」的重要項目。因

此，本研究計畫的結果應可以提供下列兩方面的

貢獻： 

在學術方面，本研究提出「雲端叫號主動推

播演算法」，整合雲端資料庫，以實際開發一套「雲

端叫號系統」，並透過雲端大數據來分析顧客或病

患是否願意使用「雲端叫號系統」，以提高顧客或

病患對公司機構的滿意度。其研究結果，可作為

未來研究人員探討雲端叫號系統對一般民眾使用

意願的影響。在國家發展方面，雲端叫號系統的

應用不會僅限於醫院及餐廳。雲端叫號系統更可

應用於美食街取餐、郵局、銀行、美容院、大型

遊樂場等機構，進而提供企業對顧客的加值服務。 

本研究的創新性及實用性如下所示： 

(1) 雲端叫號系統App結合雲端資料庫(例如: 
ThingSpeak)來記錄目前的看診號碼。 

(2) 每位病患只要透過智慧型手機下載及安

裝雲端叫號系統App，就可以觀看目前看診號碼。 

(3) 當病患忘記觀看目前看診號碼時，雲端

叫號系統App也會主動推播訊息提醒顧客。 

本研究的計畫未來可以結合正修的學生餐廳、

美食街取餐、郵局、銀行、美容院、大型遊樂場

等機構。因此，目前正在計畫申請專利，並且與

廠商合作，進而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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