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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RFID 的發展、應用與特性 

本章節將依據前述的研究目的及步驟來蒐集RFID發展及應用的

相關文獻，並探討 RFID 管理控制特性，作為研究如何利用 RFID 來

協助企業改善內部控制之規劃與執行。本章分為七節：第一節談 RFID
的緣起與發展。第二節談 RFID 運作方式及組成元件。第三節是 RFID
的功能與特色。第四節是目前企業應用 RFID 的現況。第五節是 RFID
應用的市場展望。第六節是 RFID 與相關法令。第七節是本章的結論，

在此將歸納 RFID 在管理控制的特性。 
 

第一節、RFID 的緣起與發展歷程 

RFID 的起源可追溯到 1948 年 10 月 Harry Stockman 在無線電工

程師協會（ 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 IRE ）中，所發表的

“Communication by Means of  Reflected Power”中提及。到了 1950 年

代，由 F. L. Vernon’s 所發表的 “Application of the microwave 
homodyne”和 D. B. Harris 所發表的“Radio transmission systems with 
modulatable passive responder”文章後，RFID 的發展才正式展開 
[Landt, 2001] 。之後，在正式的應用方面，Mano W Cardullo 在 1973
年 1 月 23 日，已可重複寫入的主動式無線射頻辨識標籤（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Tag，以下簡稱 RFID 標籤）獲得第一個美國

專利後，同年，Charles Walton 以 RFID Reader 配合被動式 RFID 標籤

開啟門鎖，而獲得另一項專利[RFID Journal, 2007 ]。 
 
無線射頻識別是一種運用無線射頻辨識技術來識別產品並讀

取、寫入其相關資訊的系統。此種電子式的資訊承載裝置技術，最早

是應用於二次大戰期間，由英國人發展出來，作為辨識敵我戰機之用

而發展出的敵我識別儀系統（Identification of Friend or Foe System, 
IFF），而在戰後開始被各國廣為擴展，應用於各種不同的用途上，而

成為現今的航空流量管制系統[傅新彬，2004]。 
 



  6

之後，1996 年出現商品化的電子商品防竊防損系統（Electronic 
Article Surveillance, EAS）；在 1975 年 RFID 的科技正式公諸於世，

並於 1980 年代商業化的應用開始萌芽，而 1990 年代則廣泛運用於各

產業之上[高增英，2005]。最後，於 2003 年，美國零售業龍頭 Wal-Mart
宣佈，將投入 30 億美元導入 RFID，並且要求前一百大供應商自 2005
年 1 月、其他次要廠商也須在 2006 年 12 月起，於其產品上完全採用

RFID 標籤，並完成 RFID 的配套措施，以加速商品的辨識的速度，

而且在各產業間廣為帶動 RFID 的應用潮流[黃昌宏，2003]。 
 
RFID 標籤因具有遠距讀取，高儲存量等特性，因此讓這項技術

在自動化管理應用領域方面，日漸受矚目。而在物流業與零售業間而

言，同樣也期盼能經由此項技術的投入，能大幅提升在自動化流程管

理方面的績效，進而提高供應鏈運作的整體效率。 
 
 

第二節、RFID 運作方式及組成元件 

Permala & Scholliers[2002] 對於 RFID 做了以下的描述，「結合了

在建築物上的收發天線裝置、無線電頻率技術、與裝置在棧板上的電

子收發標籤，這三項技術的配合運作下，而應用於密閉空間內貨物定

位的資訊技術」。而在工業自動化電子化季刊中所定義的 RFID 是：「利

用無線電的識別系統，可在附著於人或物之電子標籤（由晶片、天線

所構成，包含卡片）、讀取器和控制器之間進行通訊，以無線方式實

施必要資訊交換。即利用無線電波來傳送識別資料，達到身分識別的

目的。」另外，全球電子化商品編碼聯盟[EPC global, 2003]對無線射

頻識別系統也曾做了以下的定義：「RFID 是利用無線電波傳送識別資

料的系統。其系統的構成，主要是利用附著於人或物之 IC 卡片或 IC
晶片標籤（Tag：由 IC 晶片、天線所構成）和讀取器（Reader）間進

行通訊。在晶片中記錄一系列資訊，可與有效通訊範圍內的讀取器溝

通，達到資料交換、辨識的目的。」因此，我們將 RFID 的組成，分

為四部份，包括無線電射頻辨識標籤（RFID Tag）、讀取器（Reader）、
天線，以及後台系統（Middleware）而組成 RFID 運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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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的運作原理是，利用了附加在貨物或商品上的 RFID 標籤

中所紀錄的一系列產品相關資訊，如產品的標號、存放位置、製造日

期、生產公司編號等，當貨物經過了接收天線的接收範圍後，經由

Reader 發送特別頻率的無線電波能量，驅動電子標籤內部的電路產生

足夠的能量，經由天線傳至 RFID 標籤而觸發內部晶片，將標籤內記

載的一組獨一無二的識別碼及所儲存的資料加以送出後，再由 Reader
辨別 RFID 標籤內容判定並接收產品訊號（亦有電子標籤內含有電

池，能做出主動傳遞資料給 Reader 的動作），是一種非接觸式的應用。

當 Reader 接收資料後，將資訊內容透過網路傳輸到終端電腦後，再

透過後台系統的處理，最後將資料與企業應用系統做連結。之後再次

藉由網際網路，與其他廠商進行全球供應鏈資料的交換。 
 

RFID 操作時的動作如下。首先是 Reader 依造設定之工作頻率送

出一電力脈衝到天線，持續數十毫秒的一段時間後，將所產生的電磁

場藉由天線集合並使 RFID 標籤維持處於相同的頻率，當 RFID 標籤

接收並儲存足夠的交流電能後，RFID 標籤即可立刻回傳資料，此時

所利用的能量，即為先前儲存的部份[宋清貴，2004]。由圖 2-1 可瞭

解 RFID 標籤與 Reader 間之運作關係。 
 

 
 

圖 2-1、RFID 基本原理圖 
資料來源：2003 電子商務與數位生活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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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分別就組成無線射頻識別系統的三個部份加以詳細說明： 
 
一、RFID 標籤（RFID Tag） 
 

RFID 標籤之實體樣本，可參照圖 2-2。根據陳宏宇[2004]之整理，

按照 RFID 標籤上電源之有無及能量傳遞之方式，一般將 RFID 標籤

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的主動式電子標籤（Active Tag），又稱作有源

標籤，是一種除了含有晶片及天線外，還有一顆電池的標籤，擁有較

大的記憶體能夠儲存較多的資料訊息，及有著較遠的讀取距離，但價

格較貴；另一種是被動式電子標籤（Passive Tag），又稱作無源標籤，

標籤內沒有包含電池，須靠內感應電耦（電感-電磁）來運作，其記

憶體容量也較小，但相較於主動式電子標籤，其售價卻便宜許多、且

體積較小，有較佳的價格競爭力。表 2-1 將對主動式電子標籤及被動

式電子標籤做一比較。 
 

 
 

圖 2-2、RFID 標籤樣本實體 
資料來源：RFID Journ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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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主動式與被動式電子標籤比較表 
 主動式電子標籤 被動式電子標籤 
電源裝置 內建電池 無內建電池 
讀取距離 較遠 較近 
使用年限 七 ~ 十年 無使用年限 
設備裝置 較大 較小 
環境狀況 環境敏感度高 環境敏感度低 
單位價格 較高 較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FID 標籤可依需求的不同，設計成各種不同尺寸、形狀之成品。

而依據不同用途、製造成本而有不同的有效讀取範圍，例如玻璃管、

卡片、鑰匙圈、包裝盒…等外型。另外 RFID 標籤依其使用特性可分

成唯讀型與讀寫型等兩種，其特性分析如表 2-2： 
 

表 2-2、不同 RFID 標籤之比較表 
RFID 標籤 

 
唯讀型 讀寫型 

說

明 

通常在廠內設定，由於編

碼數達數億組，故重複性

低，相對安全性高。 

一般而言，若能使用同一 Reader
再搭配不同數量的唯讀、讀寫型

電子感應器可使投資效應達到

最佳，部分產品以可利用指撥開

關(DIP)等在改變資料型態。 

記

憶

體 

僅具有少量的記憶容量。 一定範圍的記憶容量，能供使用

者登錄部分資料。 

時

點 
在任意時點，都能利用無線頻率（RF），將資料輕易的讀取

出。 

重

複

性 
無法重複的寫入。 

讀寫型的電子感應器可視為能

重複格式化的數據載體，經由讀

寫器所產生的電磁場，即可在範

圍內輸入資料，通常能寫入的資

料量為全部儲存容量的一半左

右。 
資料來源：宋清貴[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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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讀取器（Reader） 
 

RFID 讀取器之樣本實體，可參照下圖 2-3。Reader 本身具有兩

組裝置，分別為一組控制傳輸模組（Controller）以及無線電頻率模組

（Antenna）。Reader 最主要的功能是藉由無線電頻率模組產生電波，

再經由天線裝置以無線的方式去刺激電子感應器，來讀取 RFID 標籤

上的資訊，所讀取的資訊，最後再透過控制傳輸模組，以有線或是無

線的方式將所需的資料傳輸到主控制器。 

 
圖 2-3、RFID 讀取器樣本實體 
資料來源：RFID Journal[2005] 

 
另外，為了使得系統能夠更具有彈性，Reader 之操作模式應要能

具有選擇空間，能依照需求，選擇要全部讀取有效的 RFID 標籤或是

僅僅讀取記憶體內缺少的辨識編碼，或是由主控制器指定要讀取的辨

識編碼。因此，Reader 根據使用的場合，可區分成三種類別，分別為： 
 
1.固定位置型：例如停車場出入口之門禁管理，或工廠的自動化 
倉儲管理。 

 
2.攜帶型：例如牧場動物之清點。 
 
3.可程式化之攜帶型：例如物流中心之庫存管理與盤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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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線 
 

天線是由與無線電波電路以及控制器進行通訊的電路所構成，通

常具有用來分離無線雜訊與干擾、配位檢核、反覆讀取結果之比較、

其他失誤檢知等微碼。控制器則是由控制標籤及與主電腦通訊的數位

電路所構成。該型式之天線，內部只能放置體積微小卻重要的電路，

因此天線的整體體積是十分微小的。又由於天線體積有小型化的趨

勢，使其能設置的地點自由度非常的高。另外，因天線部分與控制器

部份是分離的，所以只要採取將控制器部份與電氣雜訊隔離的保護控

制盤等措施即可。 
 
 

第三節、RFID 的功能與特色 
 

RFID 是以非接觸方式讀取資料的通訊技術的一種。藉由內建無

線電技術的晶片，紀錄一系列的資訊，如：產品別、位置、日期等。

透過無線電訊號來判別特定目標並讀寫相關數據資訊，而不需要在識

別系統與特定目標之間建立光學或機械式的接觸，是一種非接觸式自

動識別的系統。相較於條碼是藉由讀取器發出紅外線來讀取辨別條碼

上粗細、條數不同，而所代表的數字資訊；RFID 則是利用 Reader 發
出電池波，晶片感應後以無線電波的方式發出訊號，送回 Reader 來

儲存、讀取、並整理資料。 
  
根據王里仁[2005]對 RFID 所具有優點之整理，他認為 RFID 具

有許多傳統辨識技術所沒有的優點，分別是資料讀寫、耐環境性、耐

久性及重複使用性、穿透性、儲存容量、讀取方向性、同時辨識量、

安全性、及流程便利性等九個面向上。 
 

一、在資料的讀寫上，因為 RFID 是藉由無線傳輸的方式來傳遞資訊，

所以 Reader 可不藉由直接接觸，直接對電子標籤進行新增、刪除

或修改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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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耐環境性：RFID 標籤具有耐熱、耐水、耐衝擊的特性，可在較

差的環境下使用，而不會有所損壞。 
 
三、耐久性及重複使用性：RFID 標籤具有內建的儲存元件，可供反

覆的使用，且因其載具可為某些特殊的棧板或耐久的容器，其使

用年限可以長達數十年之久。 
 
四、穿透性：因 RFID 是透過電磁波來傳遞，故可穿透紙張、木材或

塑膠等非金屬或非透明的材質，來進行通訊。 
 
五、儲存容量：RFID 標籤的儲存容量，相較於傳統的一維條碼（儲

存容量是 50Bytes）、二維條碼（最大的容量可儲存 2 至 3000  字
元），其容量可達數百 MegaBytes，因其記憶容量大的特性，除

了可儲存詳細的產品訊息外，甚至物流歷史也可加以記載。 
 
六、資料讀取沒有方向性：RFID 的讀取動作不需要「可視」的條件

資料讀取沒有方向性，唯一的限制是電子標籤不能包覆在液體或

金屬中。 
 
七、同時辨識量：RFID 在具備 Anti-collision 演算法的機制下，可在

同一時間內進行多筆資料的讀取。 
 
八、安全性：RFID 標籤可以透過密碼的保護，來防止讀寫的動作；

同時資料也可以被加密保護，且同一個標籤內可同時含有已被保

護及未被保護的資料，這種安全性功能可以加以應用在專利侵權

之防止。 
 
九、流程便利性：即所謂的 Marking Process，這在物流運籌方面有較

明顯的效益。物流過程中的情報可以自動的加註在電子標籤中，

在製造工程中，也可以藉此功能將工程中的相關情報加以記錄，

以減少人工登錄的相關作業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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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RFID 是作為新一代的辨識方法，主要是用來取代傳統的條

碼辨識方式。因此，接下來將依據上述的各項辨識技術要點，將無線

辨識技術與條碼標籤做一詳細的比較，以說明為何 RFID 標籤能取代

條碼標籤的理由。 
 
無線射頻識別技術相較於傳統條碼標籤最大的差別在於，RFID

能運用無線方式，同時進行讀取多項商品的數位資訊內容，而不需像

傳統的方式，一次只能讀取一組條碼的資訊內容，這樣可以加速商品

的流通速度，並降低可能的人為錯誤發生率[陳永興，2004]。除此之

外，無線射頻識別技術在讀寫能力、讀寫距離、方向性、使用性、安

全性等幾個方面，都有優於傳統標籤的較佳表現。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由於是藉由內藏有 IC 電路的電子標籤來運

作，因此相較於傳統的條碼標籤而言，價格方面較不具有競爭力，不

過卻有幾項傳統條碼所沒有的優點： 
 

一、與利用光波的條碼系統不同，RFID 是透過電波，因此能夠透過

光波原本所不能通過的灰塵、油污、柏油、塑膠等非傳導性物質。

因此在使用 RFID 時，將能減少了對機器設備方面所受到的限制。 
 
二、RFID 標籤具有反覆利用的特點，且其耐環環境性優、物理性壽

命長，是條碼所無法相比的。因此，雖然每一張條碼的單一價格

比 RFID 標籤便宜許多，但是若條碼受到污損或破壞的話，就不

能讀取其中的資料而必須換上新的條碼標籤。所以如果以長期營

運成本來考量，使用條碼的成本不一定會比 RFID 標籤便宜。 
 
三、可讀寫性的 RFID 標籤可以自由的對 RFID 標籤作讀寫。然而條

碼標籤卻只能單純的做讀取的動作，且儲存的資料量最多只有數

十位員而已，相較於 RFID 標籤可藉由電波自由讀寫數百位元的

資料，能處理的資料量是相當的小。茲將兩者的表現差異，整理

如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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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條碼標籤與 RFID 標籤之比較表 
比較項目 條碼標籤 RFID 標籤 

感應原理 以紅外線讀取條碼上

粗細、條數所代表的

數字。 

讀取機發出電磁波，

晶片感應後以無線電

波發出訊號，送回後

端作處理。 
讀寫能力 僅能讀取無法寫入 能讀取也能寫入 
讀寫距離 須直接對準條碼掃

描，約 50 公分內。 
較遠，約 5 公尺內，

且能穿透非全金屬材

質。 
讀取數量 一次只能一筆資料。 一次能讀取數百筆資

料。 
讀取速度 慢，約花 4 秒。 快速，約 0.5 秒。 
資料儲存量 小，約數十 Byte 資料

量。 
大，可達數 Megabytes
資料量。 

使用年限 約為兩週。 約可使用十年。 
方向性 須直接對準條碼掃

描。 
電波範圍內都能讀

取。 
使用性 條碼資訊不可更新。 能反覆讀寫使用。 
堅固性 污損即不可使用。 耐碰撞及不同天後使

用。 
安全性 不具有密碼保護功

能。 
具有密碼保護。 

環境因素 受限於環境的因素，

如灰塵、濕度、破損

等。 

除了受電波干擾外，

較不受限於其他環境

的因素。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四節、企業運用 RFID 的現況 

RFID 目前所能提供較明顯的優點是，能提升物品管理的績效及

精確度。然而，傅新彬[2004]在其研究中提到，市場上，目前幾乎所

有的廠商，在管理物品資訊上面，仍都是採用條碼與 POS（Point of 
Sales）系統，商品的資料紀錄多仰賴條碼的使用。將訊息儲存在條碼

上，再藉由掃描器來讀取條碼上所包含的內容；然而，若改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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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物品只需在一定的範圍內，透過 Reader，將能同時讀取大量

的訊息，且不再需要經過人工的處理，即可完全的透過電子化的處裡

完畢。 
 
Jansen & Eradus [1999]認為 RFID 可針對不同發射波長，而將其

應用在不同的品項上面，諸如門禁管制、寵物晶片、物流管理、交通

運輸等功能。由於 RFID 所採取的資料傳輸技術是使用無線傳輸，所

以在一定的距離內，能夠透過無線方式讀取標籤資訊，而無須有額外

之機械讀卡的動作，進而能增加讀取的速度。 
 
而隨著技術的快速創新，使得射頻辨識的投資成本持續下降；另

外電子產品碼（Electronic Product Code, EPC）的標準化，以及跨企業

分享資料的功能發展也日趨成熟，這使得無線射頻辨識更加普及，並

開始大規模的建置在整個消費性產品及零售價值鏈當中。因此，在第

二屆全球商業共同資訊標準應用研討會中討論出，無線射頻識別的應

用層面可歸納為以下幾種： 
 

一、門禁管理：人員出入門禁監控管制及上下班人事管理。 

二、回收資產：棧板、貨櫃、台車等可回收容器管理。 

三、貨物管理：航空運輸的行李識別及存貨物流運輸管理。 

四、物料管理：工廠的物料清點及物料控制。 

五、醫療應用：醫院的病歷系統，危險或管制之生化物品管制。 

六、交通運輸：高速公路的收費系統。 

七、防盜應用：超市的防盜，圖書館或書店的防盜管理。 

八、動物監控：畜牧管理、寵物識別及野生動物生態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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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自動控制：汽車家電電子業之組裝生產。 

十、聯合票證：聯合多種用途的智慧型儲值卡及紅利積點卡。 

在外國方面，使用 RFID 的生產管理系統在棧板方面的應用已經

非常普遍，通常主要是基於以下的三個理由[宋清貴，2004]： 
 

一、一般來說，幾乎所有的工廠所使用的棧板都是自有規格，然而棧

板本身的成本偏高，相較之下，RFID 標籤的成本就低了許多。 

二、RFID 標籤裝在棧板後的數年內，依所使用的情報量，使得棧板

壽命幾乎多於 RFID 標籤的壽命，另外除了耐環境性外，更有不

需維修且可重複使用的優點。 

三、採用讀寫型的 RFID 標籤可以使棧板挾帶本身與該棧板所需的資

訊，包括貨物標號、商品資訊、出貨日期等，也就是使棧板一元

化，轉變成智慧型的棧板。 

現階段國內已有許多單位進行相關技術研發及推廣計畫，在經濟

部主辦及工業技術研究院與航太發展中心的執行下，結合產業界、學

術界等 65 個單位，於 93 年 3 月 17 日成立了「國內 RFID 研發及產

業應用聯盟」，積極發展 RFID，以求帶動台灣 RFID 於各行各業的廣

泛應用。有關國內地區 RFID 於政府與民間企業方面的發展應用情形

彙整如下： 

一、 在政府單位方面[馮翊庭，2004]：  

1.透過工業研究院系統中心推動執行高頻 RFID 計畫，開發包

括：IC 晶片、天線、及感應器等相關技術。 

2.經濟部技術處於 2003 年委託工研院研發 RFID 超高頻晶片，

並於 2004 年 3 月成功研發第一片符合 ISO 18000 標準的高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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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晶片，可同時於超高頻段（UHF）及 2.45 GHz 頻段。 

3.交通部電信總局已完成規劃無線頻率範圍，開放超高頻段

922~928 MHz 的頻率，供 RFID 標籤使用，並修訂「低功率

射頻電機技術規範」等相關配套規定。 

4.高雄港建置之「自動化門禁管制系統」採用貨櫃晶片標籤，

透過 RFID 節省抽檢通關貨櫃所需的大量成本，並提供航商業

者貨櫃的追蹤查詢服務，以降低營運成本，並將關務作業流

程加以簡化，以求更簡便、更有效率。 

二、 在民間企業方面[溫嘉瑜，2004]： 

1.國內最廣泛且廣為人知運用 RFID，是在捷運、公車等方面。

自 2000 年使用至今的悠遊卡、寵物晶片、各式門禁卡即是應

用低頻 RFID。 

2.廣達電腦與國際大廠惠普合作，計畫於供應鏈方面導入

RFID，以提昇管理的效率，強化台灣產業在全球供應鏈自動

化的關鍵地位。 

3.台積電、聯電、仁寶、鴻海等高科技業，陸續導入 RFID 於製

程管理、存貨管理、及供應鏈管理等方面。 

4.飛利浦高雄半導體廠將運用 RFID 於物流配銷作業；大潤發應

用 RFID 於物流供應鏈與零售倉儲管理；新竹貨運公司亦採用

技術處理大量貨運量。 

5.桃園中正機場的遠翔航空貨運園區是台灣第一座航空貨    
運兼自由貿易港區，運用 RFID 於貨物管理、人員控管及車輛

辨識等用途；北醫、秀傳、和信、東元等醫院，皆採用 RFID
於醫護人員安全性跟蹤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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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RFID 的市場狀況 

2005 年，全球 RFID 標籤產量達到 13 億個，預估到 2010 年全球

RFID 標籤產量將達到 330 億個，成長幅度達到 25 倍之多。在 RFID
標籤市場銷售額方面，2004 年為 3 億元美金，而預估在 2010 年將可

達到 28 億元美金。 
 
而在 RFID 軟體市場部份，根據資策會 2006 年 5 月的報告得知，

2005 年全球 RFID 市場規模為 37 億元，其中軟體相關市場的規模就

達到 4.95 億美元，佔整體市場的 13.37%，到 2006 年全球 RFID 軟體

市場規模成長到 6.12 億美元，成長幅度達 23.75%，至 2011 年預估將

可成長達到 23 億美元的規模。另外在全球資訊整合服務市場規模方

面，2005 年的市場為 14.87 億美元；到 2006 年成長到 23.79 億美元，

成長幅度高達 60%，而到 2011 年更預估市場規模將可達到 150 億美

元，詳見圖 2-4。 
 
由以上數據得知，全球產業普遍是看好 RFID 應用所能帶來的商

機，其中將以美國國防部及 Wal-Mart 為首，北美地區將是帶動全球

RFID 應用的主要區域，之後其他區域也將慢慢逐年跟進。而以北美

地區為例，2005 年北美地區 RFID 軟體的市場規模為 2.76 億美元，

佔全球 RFID 軟體市場規模的 55.8%；資訊整合服務市場規模為 7.35
億美元，佔全球資訊整合服務市場規模的 49%，詳見圖 2-5 及圖 2-6
不論是在 RFID 軟體市場或是資訊整合服務市場的規模上，都佔全球

一半左右的市場，可證明其領導地位。因此我們將可期待，全球將會

在 RFID 相關領域技術上，持續積極的投入技術研發，以降低建置成

本與享有 RFID 所帶來的便利性。[資策會，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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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2003-2011 年全球 RFID 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6] 
 

 
圖2-5、全球RFID軟體市場規模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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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全球 RFID 資訊整合服務市場地區規模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06] 
 
 
第六節、RFID 相關法令 
 

因 RFID 的特性可以識別及追蹤並可以嵌入商品、人、物及設備

相當多個別的資訊。而且只要有 Reader 透過適當的授權即可讀取

RFID 標籤的內容資訊，故企業在導入 RFID 時，需了解相關之法令。

經探討可能有影響的法條有商標法、消費者保護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

保護法。 
 

因 RFID 若應用在會員管理，在 RFID 標籤內就會存入許多消費

者資訊，因此可能涉及消費者保護法及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兩法

條。而企業使用 RFID 標籤內容若可識別商品，又可能涉及商標法的

規範。雖截至目前為止，尚未有明確的立法條文，但是企業亦應該針

對三法案對 RFID 導入的衝擊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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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小結 
 

依以上所蒐集之資訊，最後本章節歸納出 RFID 的管理控制特

性，計有九項，包括識別、監督、資料輸出入、快速正確的資料讀取

與寫入、資料交換、可攜大量資料、資料保密及安全性高、低廉製作

成本及環境適應性強等，彙整如表 2-4。依據這些 RFID 的管理控制

特性，我們將用於第四章及第五章來探討這些管理控制特性以解決內

部控制規劃及執行面所面臨的困擾及弱點。 
 

     表 2-4、RFID 管理控制特性 
RFID 管理 
控制特性 

                 細部特性與說明 

一、識別 黏貼在物品、設備、人員及各項資產，可以作為

識別用途。本識別特性還具備有以下細部特性： 
1.無須實體接觸：Reader 不需要接觸 RFID 標籤就

能識別。 
2.內部識別：不只作為商品的識別，亦可以記錄商

品的特性。包括生產者、生產日期、生產條件..
等等，可以提升識別效果，協助內部管理的執

行。 
3.外部識別：EPC 國際組織正發展國際編碼原則，

將來不只是供應鏈內的識別用途，含包含國際間

的識別。做到真正的唯一性，RFID 標籤嵌入商

品本體，除非破壞，將可長久識別。 
4.穿透性：透過 RFID，可以穿透若干包裝材質、

衣服，提升可視性。人員若攜帶不合法或偷竊含

有 RFID 標籤的商品，透過 Reader 可以輕易的被

發現。 
5.移動性識別：識別可在中低速下執行，例如輸送

帶、搬運設備移動下，依然可以準確識別。 
6.可同時識別若干物品：在無線掃描的範圍內，可

以在幾秒內，同時讀取完成一群集合的商品的資

訊。 
7.商標：可為商品標示的一環，落實智慧財產保護

及遏止商品仿冒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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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RFID 管理控制特性(續) 
二、監督 RFID 標籤透過適當的 Reader，不只可以在內部追

蹤管制品的狀況，還可以延伸到外部的空間，特

色為： 
1.內部監督。 
2.無限延伸監督的範圍及廣度。 

三、資料的輸

入與輸出 
RFID 標籤內含資料，透過 Reader，可以作為資訊

系統的資料輸出入介面，可以當成資料記錄的載

具。例如內含商品編號，在原物料收料流程時，

可透過 Reader，讓後台軟體將資料傳送到企業資

源規劃系統的收料作業，取代人工輸入收料單的

角色。 
1.作為應用資訊系統之輸入介面。 
2.作為應用資訊系統之輸出介面。 
3.作為資料及資訊的儲存之載具。 

四、快速正確

的資料讀

取及寫入 

因為針對 RFID 內容資料的讀寫，由資訊系統判

讀，不需要經過人工判讀及書寫或登錄，可以達

到： 
1.排除人員疏忽及舞弊的可能。 
2.不透過人員處理，故可維持精準的工作效率。 
3.在無線範圍內，無方向限制做資料快速收集。 

五、資料交換 1.可與資訊系統進行資料交換。 
2.可與其他電子感應設備進行資料。 
交換透過 Reader 跟後台軟體經過邏輯條件及安

全控管，可與其他系統進行訊息交換，存入 RFID
標籤內或交換或傳輸資料。 

六、可攜帶大

量資訊 
RFID 標籤因可以交換資料，同時亦可以記錄相關

的歷史資料，可提供歷史及過程資料追蹤；例如

農產品生產的環境、產地及運銷過程中的經銷商..
等等。在大容量的 RFID 標籤中，將可作為紀錄資

訊的載具，取代紙本的功能。 
1.可攜帶大量資料，攜帶的資料量目前有 64bits，

96bits，128bits，258bits 規格. 
2.攜帶格式多樣化：包含有聲音、影像、圖檔..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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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RFID 管理控制特性(續) 
七、資訊保密

安全性高 
因為可在 RFID 標籤中，將資料進行加密，針對不

同對象可設定加解密保護機制，資料的安全性將

能大幅提升。 
1.資料存入可加密或利用不同頻率控管。 
2.資料讀取經適當解密後可讀取。 

八、低廉的製

作費用 
1.RFID 標籤製作成本持續降低中。 
2.RFID 從識別、追蹤、資料收集、輸出入及服務

及資料載具角度比人工成本低很多。  
3.RFID 標籤可以重複使用。 

九、環境適應

力強 
可存在於人員不適當或不安全環境中，如高粉塵

或噪音、小空間…可藉由 RFID 標籤控制模式，進

入過去無法控制的環境-污染及特殊環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