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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裝置應用於健康科技
相子元、陳韋翰、唐晏珊

前言

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每年刊登在健康與體適

能期刊 (Health & Fitness Journal) 上的全球健身趨勢調查（Worldwide Survey of Fitness Trends），穿

戴科技在2016及2017年的預測趨勢都為第一名，儘管在2018年的趨勢預測中掉落到第三名，一

度被認為已開始退潮，但2019年的趨勢預測中又回到第一名，並在2020年持續蟬聯第一。由此

可知，穿戴裝置並非曇花一現的工具，它正持續的改變著我們的生活與健身習慣，以及整個健

康產業科技的發展。

根據 Gartner 2019 年10月的預測，2020年全球終端用戶在穿戴式裝置上的支出將達到515.45

億美元，比起2019年的405.81億美元成長幅度達27%，其中，智慧手錶仍是當今穿戴式裝置市

場的最大宗。根據 Strategy Analytics 的報告顯示，智慧手錶於2020年第一季的出貨量達1370萬

支，比起一年前同期的1,140萬支，呈現高成長趨勢（成長率20.2%）。該報告將其歸因於許多

用戶在COVID-19疫情且居家令期間，期望透過智慧手錶監視健康狀況有很大關聯。

表、2018-2021年全球穿戴式裝置終端消費支出預估 (單位：百萬美元)

裝置類型 2018 2019 2020 2021

智慧手錶 12,412 17,047 22,803 27,388

頭戴式顯示 
耳戴式 
運動手錶 
智慧手環 
智慧織品 
總計

5,354 
6,780 
3,647 
3,405 

848 
32,446

7,183 
7,885 
4,121 
3,194 
1,151 

40,581

10,609 
8,716 
4,555 
3,115 
1,746 

51,545

15,501 
9,927 
4,912 
3,055 
2,202 

62,985

資料來源：Gartner，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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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2019年《世界人口展望報告》（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9）數據顯示，預測表

明全球人口可能在2030年增長到85億左右，隨著平均壽命增高、生育率下降，2019年至2050

年，65歲或以上人口比例將從9%增至16%。全球醫療照護正在面臨「高齡化社會」的嚴峻挑

戰。美國市場研究公司Grand View Research 發布2018年美國長期照護市場規模預估約4,152億美

元，2019至2026年預估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7.5%。為了解決醫療照護成本高昂的問題，

美國政府於2014年推動可負擔健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ACA，俗稱 Obama Care），藉

由穿戴式裝置來達成遠距居家醫療、復健與預防醫學等管理。以減少過去進行醫療評估及復健

時，須舟車勞頓到各大醫院所花費的時間與成本。特別是近期COVID-19疫情爆發，透過穿戴

裝置即時追蹤民眾健康、預防疾病與協助復建就更顯得重要，以避免外出及人群接觸。

以兩大智慧手錶的大廠為例，Apple及Samsung早已將穿戴產品擴展至健康醫療領域。兩家

的智慧手錶皆已發展出量測血氧飽和、心電圖（ECG）及跌倒偵測等功能，而Samsung則強先

一步發展出於血壓量測。下一步，Apple在官網獨立新聞稿揭露：Apple Watch將能透過iPhone感

測器測得使用者的心率、步行速度、快走頻率、步行長度以及6分鐘步行距離等數據，未來可

用於監控老年病患並給予遠端復健療程。且Apple正在與骨科醫療器材公司Zimmer Biomet展開

臨床研究，將透過iPhone及 Apple Watch用於遠端照護，包含手術準備期、恢復期、復健期等各

種指引。顯見穿戴裝置應用於健康醫療領域上的趨勢。

圖、Apple Watch Series 5 偵測跌倒

圖片來源：Apple官網

圖、Galaxy Watch Active2 偵測血壓

圖片來源：Samsung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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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科技結合AI

過去對患者進行身體狀態評估時，需要至醫院或診所給醫師親診，透過問診、徒手診斷

或搭配精密儀器等方式來了解患者的病況。然而隨著醫療照護需求遽增，這樣的模式將不堪

負荷。所幸隨著微型感測技術與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的快速發展，過去需

要人工判斷、或在醫院/實驗室使用昂貴儀器才能量測的數據，現今已可透過微型感測器搭配

AI來完成。這不僅提供一般民眾自我健康管理，也能增加醫療人員評估速度及客觀性，甚至

達到遠端醫療的功能。

穿戴科技透過感測器以及使用者提供的資訊，可以取得多樣且龐大的資料，但因為這

些資料混雜著各式各樣的訊息，會互相干擾而難以推算出有意義的資訊，這個問題困擾許

多研究或研發人員，所幸這樣的問題因為與AI的結合而有所突破，例如透過IMU慣性感測器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來推算走跑時的關節角度、地面反作用力等。此舉將可大幅縮減

資料收集與分析的時間，即時提供醫療人員有用的動作數據，甚至做到長期監控與遠端照護

的目的。然而當收集的數據量過於龐大或複雜時，將耗費醫療人員大量時間在解讀數據，此

時大數據分析結合AI便可用來幫助醫療人員進行數據的判讀。

根據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的數據公布，2008年至2015年間居家復健的所

須人口數上漲兩萬多人。隨著居家照護人數提高，且醫療人員短缺等問題，未來若可透過穿

戴式裝置量測居家患者的身體活動再搭配AI進行大數據分析並整合相關病理參數，便可大幅

提升醫護人員的診斷效率、並達成遠距居家醫療，減少就醫時的車程及風險，並同時減少家

屬龐大醫療負擔。

動作型態診斷

穿戴式裝置除可量測生理的參數如心率、心電圖、血氧飽和及血壓等，透過慣性感測器

（加速規、陀螺儀、地磁計）亦可用於測量身體動作，藉由不同的感測器結合與資料處理方

式，可進行多種動作姿勢辨識或動作數據之量測，例如辨識走路或跑步時的步數、每一步的

著地時間、步長及角度等。藉此除可幫助民眾了解自身的動作型態，亦可協助臨床人員在動

作診斷上之便利性與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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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it Up公司透過慣性感測器(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 IMU)，開發出應用於臨床評估的感測

系統，分為簡易版（GaitUp GO）及專業板（GaitUp PRO）。簡易版可透過手機連線單個感測器

進行步態、平衡及其它功能性運動的檢測（如起立坐下、垂直跳、活動範圍），共計16項測驗；

專業版則整合多顆感測器透過平板或電腦進行詳細的步態分析，可分析26項走路參數及16項跑步

參數，包含步長、步頻、著地與擺盪時間、著地與離地角度、下肢勁度與衝擊負荷、左右腳對稱

性等。該系統可提供臨床醫師即時且客觀的數據，透過這些數據給予評估與運動建議；此系統亦

可提供患者於居家進行測驗，以便醫師遠端長期追蹤，並了解居家訓練成效情形。

圖、GaitUp臨床評估系統

圖片來源： Gait Up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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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與跑步是非常規律且頻繁執行的動作，若長期存在不對稱的情形則容易引發慢性

傷害。觀察走、跑時步態的對稱性對於預防慢性傷害發生，以及評估受傷後對稱性恢復的情

形，具有重要的意義。台師大創新運動科技研究團隊過去曾進行了相關的研究，探討適合用

來評估步態不對稱性的感測器擺放的位置以及運動學參數。研究成果顯示，慣性感測器可用

來量測步態的不對稱性，其中擺放於下肢小腿外側是較適合的位置，而腳著地期間的加速度

與角速度變化適合用來偵測步態不對稱性。進一步，該團隊也應用穿戴裝置於戶外，實際量

測長時間跑步下不對稱性的變化情形。這樣的研究成果，未來可望能應用於運動健身或醫療

復健上，用以評估或監控動作型態是否存在不對稱性。

運動處方監控

透過動作型態診斷的相關穿戴裝置，雖可幫助醫護人員有效的提升診斷速度與追蹤患

者狀態，但要使患者恢復健康乃至提升運動表現，則需要後續的復健與運動處方介入，而

圖、台師大研究透過慣性感測器偵測步態動作不對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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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執行運動處方的情形與回饋將直接影響訓練的成效與速度。運動處方的設計有四大原則，即

FITT，其中F為Frequency運動頻率；I為Intensity運動強度；T為Time運動時間；最後一個T為Type

運動種類。運動頻率及時間可以簡單的透過軟體設定來引導患者操作，但動作類型與運動強度的

監控，則有賴感測裝置來偵測患者是否符合要求，確認動作是否正確，強度是否適當，藉此可幫

助相關從業人員運動處方的監控，這也是穿戴裝置應用於健康醫療的開發方向。

Sword Health 開發了一套針對患者術後恢復的穿戴裝置（Stroke Wearable 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Device；SWORD），該設備讓中風、意外傷害患者可在身上安裝感測器，並搭配平板的復健指示

進行操作。透過感測器可檢測患者的姿勢是否正確以及所安排的治療強度患者是否能夠完成，進

一步治療師可透過雲端查看患者進度，並給予適當的調整治療方針。

圖、Sword Health偵測患者復健姿勢並透過雲端安排治療處方

圖片來源：Sword Health官網

上述所提的設備雖然可以監控患者的運動頻率、時間及動作，但卻不能估計運動強度，然而

運動強度卻是運動處方中重要的要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在2010年所提出的建議，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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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每週應有150分鐘以上的中強度運動或

者75分鐘以上的高強度運動；同樣的美國運

動醫學學會 (ACSM) 也發佈了類似的聲明，

建議成年人一週要有五天的中強度運動或者

三天以上的高強度運動。從這兩個組織的建

議可以了解到，運動強度的重要性。

雖然以心率計算運動強度相當方便，但

心率受到許多外部及內部的影響（氣候、情

緒、壓力、疾病…等），且根據個人心肺能

力不同，相同的運動負荷也會有不同的心率

結果，使心率無法直接的去判斷運動的外在

強度變化，特別是肌肉骨骼受損時，外部負

荷的強度更顯重要，因為過大的負荷強度將

可能導致二次的骨骼或肌肉損傷。所幸利用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F=ma）力量與加速度成

正相關的原理，使得三軸加速規所測量的加

速度，經由演算法計算，可間接的推估身體

活動的力與功，並用來評估身體的活動量。

目前已有相當多文獻探討加速規應用於身體

活動量檢測的信度與效度，從日常生活、走

路和跑步等運動型態，探討不同年紀、不同

性別與不同攜帶位置，所測得的數據與各種

運動生理學指標做比較，發現加速規是良好

的檢測身體活動量的工具。

針對三軸加速規對運動強度之估算，臺

師大創新運動科技研究團隊日前蒐集跑步

機及平地走跑時加速度感測值與行進速

度，並進行相關性比較，證實特定的演算

法可以準確的推估運動強度，因此，透過

三軸加速規可用來偵測運動中的負荷強

度，讓各項目運動訓練更加科學化，提升

訓練品質，同時有效的監測不僅能避免過

度訓練，降低傷害發生，亦可增加治療的

效益。

持續長時間的運動會產生疲勞現象，

如何透過穿戴裝置偵測與傷害相關的動作

變化，是預防運動傷害發生的重要技術。

過去台師範創新運動科技研究團隊曾接受

Nike公司委託，研發能夠在造成運動傷害

前提醒跑者的智慧鞋。該團隊在2014年於

運動科學期刊（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發表了這一項研究，研究指出透過陀螺儀

可測量運動時足部內旋的角速度，疲勞發

生時，內旋角速度也會增加。當腳踩地面

時，足弓會因承受身體重量稍微下沉，不

論是行走或跑步，當疲勞現象產生時，足

弓便會出現漸貼地面的情形，此時足部外

翻的幅度漸增，即過度內旋，這會連帶從

腳踝、膝蓋及髖關節向上影響動作姿勢，

進而造成運動傷害。此一研究成果顯示，

把感測器放在鞋面上，配合藍芽傳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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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型手機上看到足部角速度

曲線變化，有利於即時監看使用

者的步態特徵，或透過設定角速

度閾值，當使用者內旋速度過大

時給予疲勞警訊，藉此預防運動

傷害發生。

結語

穿戴裝置搭配AI可提供使用

者各式感測器直接量測以及經演

算過後的數據與結果報表，將其

應用於健康乃至於醫療科技上，

已是現在進行式，遠端診斷與訓

練監控將漸漸成為常態。雖然不同產業與學術領域各自有不同的發展技術與應用，但在穿戴科技

的發展上，卻有著相同的共識，就是希望把過去只能在實驗室利用昂貴儀器才能測得的數據，透

過穿戴裝置來達到，讓科學可以落實在各種場域上，亦即「儀器走出實驗室，科學走進生活中」

的概念。

最後，儘管感測器所量到的數據可透過AI的方法來協助預測或演算重要的參數，但有了這些

工具及技術後，我們應該要計算什麼參數？計算出來的參數代表什麼？知道參數的意義後要怎麼

做？這些都必須回歸到專業領域。換言之，什麼樣的資訊才是對患者或醫師是有「價值」的，必

須要建構在專業上，針對不同目的，例如動作型態診斷、復健強度評估或傷害預防等，所需要的

資訊都不同，這都需要專業知識才能釐清，並萃取出「重要的」且「值得研發的」參數。由此再

進一步藉由AI來輔助分析，藉此取得有「價值」的資訊。

圖、台師大研究透過陀螺儀監控長時間跑步下內旋速度變化，可做為預

防跑步傷害發生之監控

圖片來源：Shih, Y., Ho, C. S., & Shiang, T. Y. (2014). Measuring kinematic 

changes of the foot using a gyro sensor during intense running.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s, 32(6), 550-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