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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網際網路技術和資訊系統的發

達，人們紛紛透過網路取得資訊。由於資

訊透明化的需求日益提高，使得學校的課

堂學生管理上因此有所改變。課堂點名一

直以來有著許多頭痛的問題，像是時間耗

費、人工記錄和無法即時點名等等。由於

無法於線上點名，導致點名結果無法即時

回報並且提供即時的資訊。學生每堂課的

到課情形，也是學生家長及課堂教師渴望

知道的訊息。為了解決這些問題，本研究

整合 RFID 無線射頻技術、 Internet 及

Oracle 資料庫伺服器，建立一即時線上點

名資訊系統。學生的家長能夠透過 Internet
取得點名資料，查閱學生課堂點名狀況。

學校的教師使用此系統不只減少了點名時

間，還能夠即時觀看課堂學生到課情形。

本文所提出的整合系統能夠提供教師、家

長和學生一個改善或去除傳統點名缺點的

即時點名資訊。 

關鍵詞：RFID、Internet、資料庫系統。 

一、緒論 

伴隨著國內外許多企業開始使用

RFID，使得 RFID 日漸普及且應用層面越

來越廣泛，其中在供應鏈、圖書館、物流、

醫院和安全管理上有較大的效益(J. W. 
Chen,2005)，但是 RFID 在校園內的應用仍

屬於一個剛開始的階段。 

RFID 技術能夠提供許多潛在的利

益，它能夠有效的辯識和偵測學生、物件

以及資產，並且能夠藉由減少許多需要人

工去完成活動來提高效率。但是 RFID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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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於校園行政業務中的應用仍屬少數，本

研究將其應用在校園行政作業中的學校課

堂點名上，確實記錄下學生課堂上下課情

形。學校課堂點名一直以來都是教師所頭

痛的問題，學校課堂點名是教師每一次上

課都必須做的項目之一，但是對於教師而

言卻一點都不輕鬆，教師必須以人工的方

式來記錄學生的出缺勤情形，人工記錄的

方式十分的耗時，而且通常只能做一次點

名，更談不上下課點名。 

過去學校課堂上課皆由授課教師於台

前點名，且每位教師點名規定不同，學生

遲到、未到或於上課中才進入教室，教師

的判定都不一樣，甚至有學生投機取巧的

做假點名，因此常發生學生明明有在課堂

上點過名，卻並未在位子上的情形，造成

學生安全上的疑慮。 

而且由於學校課堂點名的傳統處理流

程是以教師人工的方式記錄，於下課後再

由教師遞交至校內行政處室，將點名資料

輸入至校務系統中，此種方式使得點名的

資訊無法即時的呈現，假如家長想要知道

目前學生的到課情形，便無法即時呈現，

家長所能看到的也只是過去的資料，而且

一般的學校系統都不提供學生家長查閱學

生上課情形的功能，使得學生家長無法得

知自己的孩子在學校是否有到學校正常上

課。 

本文提出了校園點名作業流程的缺

點，並有效利用 RFID 技術改善傳統校園

點名作業的缺點。 

本研究結合了 RFID 裝置、ASP.NET 
2.0 以及 Oracle 資料庫建構 Web 資訊系

統，使教師利用此系統查看課堂資料，也

可以藉此系統提供的點名功能，完成課堂

學生的點名程序。學生也可以利用此系統

查看個人課堂缺曠課記錄，而家長使用此

系統提供的查詢功能，得以查詢學生課堂

上下課的情形。 

二、文獻探討 

2.1 RFID 技術 

一個完整的RFID系統包含了Tags、
Readers和應用程式(K. Finkenzell,1999)等
三個部分，Tag內建RF發射模組與控制電

路，當Tag感應到Reader所發出之無線電波

時，Tag 內的控制電路會將此一無線電波

能量轉換成電源，並驅動內建之感應器，

按其所設定之通訊協定進行資料的交換，

而應用程式則是負責與Reader之間的資料

的轉換(A. Congialosi,2007)。 

RFID技術目前於校園的應用已經十

分廣泛，其中包括了實驗室門禁管制(陳逸

塵，2004)、圖書館管理(余顯強，2006)、
學生學習(J. W. Chen,2005)等。 

2.2 相關研究 

目前有許多不同的點名系統設計模

式，其中包含了手機點名系統(H. Shibata, 
2005)、線上系統點名等方式，不過這兩種

點名方式仍存在著點名不確實的盲點，另

外安全性較高的方法有虹膜辨識和指紋辨

識等方式，但其成本也相對的較高，而

RFID 具備有無方向性讀取資料限制、辨

識距離長、辨識速度快、辨識正確性高、

具備讀/寫功能，資料記憶量大、安全性

高、壽命長、標籤（Tag）穿透性佳與可在

惡劣環境操作等數種優點，能有效的運作

在校園環境中，且容易與各項不同的系統

結合。 

三、校園點名架構 

RFID 技術於校園中的應用能有效的

提高效率，主要的原因在於許多校園的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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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作業仍然是採用人工紙張作業的方式來

完成，其中的一項就是校園點名，校園點

名的流程主要可以分為五個階段，如圖 1
所示： 

學生選課

領取點名單

繳交點名單

資料登錄

點名

 
圖 1 校園點名流程圖 

1. 學生選課：整個校園點名流程的

第一步是學生選課，學生會在每學期初抑

或每學期末，選取學生所想要上的課程，

而學生選課的結果將會影響點名單上的學

生資料。 

2. 領取點名單：當學生確定選課的

內容之後，學校的行政處室便會開始為每

堂課建立點名單，而再由各課授課教師前

往領取，以做為日後點名的依據。 

3. 點名：校園點名流程最重要的部

分在於教師的上下課點名，一般常見的點

名方法大多以唱名和學號為主，不過不管

是哪種方法所需花費的時間都很長。 

同時點名也是最困擾教師的部分，教

師每堂課都必須做點名的動作，而且整個

點名所花費的時間會依照選課學生人數的

多寡有所改變，當人數過多時，為了縮短

時間也只能進行學生的抽點。 

傳統的點名方式也存在著一些瑕疵，

使得學生常常以投機取巧的方式做假點

名，例如：委託其他相同課程的學生代替

自己做假點名，或於教師點完名後就離開

課堂教室。使得點名無法確實的完成，造

成點名後仍然有所疑慮。 

4. 繳交點名單：這個步驟所要做的

是把點名單交至行政處室，讓行政處室做

資料的登錄，不過點名單資料通常不會立

即的交至行政處室。 

5. 資料登錄：最後的一個步驟即是

資料登錄，這個部分也必須由人工來完

成。行政人員必須將點名單上的資料一筆

一筆的輸入至系統，這種人工輸入的方式

除了容易輸入錯誤的情形發生，也會依照

點名單數量的多寡影響點名資料呈現的時

間。 

整體而言，整個傳統的校園點名流程

有著三項缺點：不確實、效率低以及缺乏

即時性，而研究也指出點名花費的時間也

會影響學生學習的效能(S. Devadoss, 
1996)。 

四、研究內容 

4.1 系統架構  

本研究以校園點名作業做為研究對

象，藉由 RFID 技術、Asp.net、Oracle 資

料庫系統(Charles Dye,1999)三者結合，建

立一個即時線上點名資訊系統，圖 2 為我

們的系統架構圖。 

 3                                                              



Oracle 

Database System

Oracle 

Database System

Asp.net 2.0Asp.net 2.0

RFIDRFID

InternetInternet

RS232RS232

IIS

 
圖 2 系統架構圖 

我們將系統於 Web 環境下建立，利用

Asp.net 製做線上查詢系統，透過 RS232
通訊協定與RFID裝置進行溝通，以全Web
環境具體實現線上即時點名資訊系統。 

4.2 系統設計 

為了解決在前面章節中所提出之傳統

校園點名流程的缺點，我們將系統區分為

RFID 點名、資料整合以及線上查詢三個

模組，如圖 3 所示： 

線上查詢

資料整合

RFID 點名

即時線上點名資訊系統

 
圖 3 系統組成圖 

1. RFID 點名：我們利用 RFID 技術

建立點名模組，每個學生都擁有一張附有

RFID Tag 的學生證，在這張學生證中寫入

了他們的學號及姓名，教師在每一次上課

時透過網際網路連上本系統便可以開啟與

RFID Reader 之間的通訊。開始點名時，

學生只需要將代表其身份的學生證拿到

Reader 的讀取範圍，系統便會透過 RFID 

Reader所讀取的學號與該門課的學生名單

進行比對，正確無誤後就會紀錄下該位學

生的點名時間及姓名，假如沒點名過的學

生資料便不會被紀錄，隨即完成點名作

業。教師也不需要再多花費額外的時間進

行口頭上的點名，也不需要擔心學生有假

點名的情形。 

RFID 
點名模組

即時線上點名資訊系統

圖4 RFID點名運作圖 

2. 資料整合：一個學校內有許多的

教室，同一時間內可能有許多的老師同時

在做點名的動作，為了避免系統在同一時

間內接受太多的點名資料導致連線發生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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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所以本研究採用 Oracle 資料庫的

Snapshot 機制及 SQL Trigger 的方式將資

料彙整至資料庫，確保資料的即時性。 

3. 線上查詢：由於有了即時性的資

料，每一位學生的家長只要透過網路便可

以連上本系統，查詢到該學生即時的到課

情況，可以更清楚的掌握學生的行蹤，確

保學生的安全。 

4.3 系統呈現 

當教師欲進行課堂點名時，只需要開

啟線上點名資訊系統的點名模組，即可開

始進行點名，學生只要將 RFID 學生證讓

RFID Reader 進行讀取後即可快速的完成

點名作業。 

 

圖 5 RFID 點名模組系統畫面圖 

五、結論 

校園的各項行政業務雖然也漸漸的電

子化當中，但是整體而言並不是非常的徹

底。許多校園行政作業仍然是以人工紙張

作業來完成，而本研究所建立的即時線上

點名資訊系統，讓所有校園點名流程在

Web 環境下完成。當所有點名流程都透過

Web 環境下的系統完成的同時，相對的也

解決原本流程中的缺點，進而提高了整個

流程的效率。本系統除了讓教師能夠更輕

鬆快速的完成點名外，也提供了學生家長

一個查詢學生到課情形的一個平台，掌握

學生的行蹤以確保學生的安全。 

本研究解決了點名作業的缺失，但校

園中仍有許多部分以人工方式運作，若能

夠利用 RFID 技術提高其效率，將 RFID 學

生證與其他作業流程相互結合以提高其價

值，此將是未來的發展重點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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