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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Introduction – Background and Objectives 

      介紹 - 背景與目標 
 

(Product-relate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product objectives 

産品相關的背景資料及産品的目標) 

 

嬰兒們都是父母的心中寶，父母希望能盡努力給予嬰兒悉心的呵護和照

料。然而嬰兒無法說話，只能透過哭來表達。而父母亦未必能清楚知道嬰兒的需

要，尤其是缺乏經驗的「新手」父母，所以照顧嬰兒時遇到不少困難。 

 

另外，新聞報導中有父母擔心嬰兒受涼而替他們穿上很多衣物，或在嬰兒

床中把被窩捂緊嬰兒，甚至認為「BB 太熱焗一身汗是健康的」。但其實嬰兒溫度

過高會引起嬰兒捂熱綜合症(SIDS)，嚴重的更會死亡。因為嬰兒的體溫調節中樞功

能還未完善，汗腺閉塞無法及時調整體溫，出現休克和器官衰竭而死亡（王秀平，

2013）。 

 
基於以上兩點，我們以嬰兒為對象，開發了「BB 保姆」這個智能身體探測

器，目標是幫助父母了解嬰兒的身體狀況，更可減低嬰兒過熱而死亡的機會。同

時，為了方便和迎合父母愛播放音樂給嬰兒聽，促進嬰兒的身心發展和幫助入睡。

因此「BB 保姆」主要有三大功能，包括探測和監察嬰兒的體溫、量度嬰兒的活動

量及播放音樂。 

 

               
（圖片分別摘擷於 2018 年 12 月 12 日《新假期周刊》及 2015 年 12 月 5 日《明報》港聞） 

 

 
如果需要，請在額外頁面上繼續。/ Continue on extra page if required.  



 - 4 - 

2. Methodology – Product Design and Used 

techniques 

方法 - 產品設計和使用技術 

 i. Product Design 產品設計  

(Conceptual design drawing or photos 概念設計圖或照片) 

外側 

 

 

內側 

 

 

 

加速度感應器                

溫度感應器                

強力磁石                 

揚聲器                            

普通磁石                 

LED 燈區              

鈕型電池盒 

A 按鈕 B 按鈕 

強力磁石                 

普通磁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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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echniques 技術 

(Technologies and tools you used to produce the product 

生產產品的技術和工具) 

「BB 保姆」主要依靠 Micro:bit 來運作。由於 Micro:bit 的物料堅硬和凹凸不

平容易拮到嬰兒，所以選用較柔軟的皮革來包裝整個產品，並分為內、外兩側。內

側有電池盒、LED 燈區和 A、B 按鈕，外側則設有 Micro:bit 的溫度感應器、加速度

感應器和揚聲器。 

 

內側結構﹕ 

首先在供電方面，Micro:bit 通常以 2 粒 AAA 電池來供電，但考慮到電池盒

的體積太大和太重會令嬰兒穿戴時不方便的問題，於是改裝成較細小和輕巧的鈕型

電池供電，且所有電線線路包含在皮革內可防止被嬰兒扯出。其次，LED 燈區的

微型 LED 燈有些尖銳，為避免嬰兒觸碰 LED 燈區或誤按 A、B 按鈕，所以 LED 燈

區及 A、B 按鈕都安放在產品內側。 

 

外側結構﹕ 

同時，Micro:bit 另一面的溫度感應器則放在外側，可貼近嬰兒的身體，更準

確地量度嬰兒的體溫。而加速度感應器則包裹在皮革來，皮革既可保護感應器而又

不會影響它的運作。此外，揚聲器亦會設置在外側，使音樂的播放效果更清晰。 

 

使用方法﹕ 

產品外型設計時參照了磁石書籤的運作原理，所以在皮革的上下兩側裝有

磁石，當使用時父母可把產品夾在嬰兒的衣領上。 

 

如果需要，請在額外頁面上繼續。/ Continue on extra page if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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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oduct Demonstration 

產品演示 

4.  

 

(Demonstration of working principle and functions 介紹工作原理和產品功能) 

Micro:bit 

（一）探測和監察嬰兒體溫 

由於溫度感應器與腋探體溫的方式接近，我們會參照腋探體溫時正常的溫

度範圍來編寫程式。衞生署家庭健康服務（2013）指出腋探體溫時正常的溫度是

34.7°C 至 37.3°C。然而腋探溫度計比溫度感應器的靈敏度高很多，為了補償兩者在

靈敏度上的差異，我們利用暖水袋、溫度計和 Micro:bit 進行實驗，比對溫度計和

Micro:bit 量度溫度時的誤差。 

 

 

實驗過程與裝置 

 

溫度計讀數

（°C）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Microbit 讀

數（°C） 

35 35、36 37 37 38 39 40 41、42 

實驗結果 

 

根據以上結果，我們在 Micro:bit 的溫度感應器內設定 37°C 至 40°C 為正常的

體溫範圍，並進行編程。當 Micro:bit 啟動後，溫度感應器會一直探測嬰兒的體

溫，並運用電子板上的 LED 燈來展示當刻的溫度。如果嬰兒的體溫正常，LED 燈

溫度計 

 

 

暖水袋 

(內有暖水) 

 

Micro: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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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會在展示「✓」符號及溫度；如果嬰兒的體溫小於 37°C 或大於 40°C，LED 燈區

則會展示「✘」符號及溫度，幫他們保暖或降溫，甚或檢查是否有發燒。其次，嬰

兒的體溫亦會藍芽傳送至智能電話的 MIT App Inventor 2 應用程式內，方便父母查

閱，且如果嬰兒的體溫異常時亦會有警告訊息彈出。 

 

探測嬰兒體溫的程式 

 

 

（二）量度活動量 

當嬰兒大幅揮動手腳或爬行時會搖動 Micro:bit 上的加速度感應器，藉此加

速度感應器可量度和記錄搖動的次數作為嬰兒的活動量。如果父母想查看嬰兒的活

動量，可按 Micro:bit 上的按鈕 A，LED 燈區便會展示活動量的讀數。而到新一天

時，父母可同時按下按鈕 A 和 B 重設加速度感應器搖動的次數為零，然後重新計

算嬰兒的活動量。 

 

量度嬰兒活動量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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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播放音樂 

由於 Micro:bit 編程的檔案空間有限，我們只能儲存一小段的《小星星》音

樂，透過編程把音樂輸入 Micro:bit 內，並接駁揚聲器。當父母想為嬰兒播放音樂

時，可按 Micro:bit 上的按鈕 B，便會播放音樂十五分鐘來幫助嬰兒入睡。若在播放

期間想停止音樂，亦可按下按鈕 A。 

 

 
《小星星》音樂的程式 

 

（四）磁石開夾功能 

皮革上下兩側的磁石分別以南、北兩極相反安裝，當兩側的磁石接近時便

會異性相吸，夾在嬰兒的衣領上。且我們在測試階段中有受訪父母表示擔心嬰兒會

扯下裝置，所以我們在上側改用強力磁石，下側保留使用普通磁石，這樣嬰兒則較

難扯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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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App Inventor 2 應用程式 

（五）個人化應用程式 

為了吸引父母使用應用程式，我們編寫應用程式時增加個人化設計，讓父

母可透過拍照功能或從相册中選取來上載嬰兒的照片，並可輸入嬰兒的名字。 

 

（六） 顯示溫度讀數 

父母需把智能電話與 Micro:bit 以藍芽連接起來，首先在應用程式內按下

Scan 按鈕並聽到「Bluetooth device has been found. 」，又或在 Search list 輸入名稱來

搜尋 Micro:bit 裝置。當揀選 Micro:bit 裝置後，再按下 Connect 按鈕便會聽到「Data 

is connected.」的提示訊息播放，表示智能電話與 Micro:bit 已成功連接，應用程式內

亦隨即顯示 Micro:bit 錄得的體溫讀數。如果父母想終斷藍芽連接，則可按下

Disconnect 的按鈕。 

 

         

應用程式的使用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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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ill of Materials (BOM) and Cost Estimation 

物料清單（BOM）和成本估算 

 Bill of Materials (BOM) and Cost Estimation 物料清單和成本估算 

Part no. 

零件 

號碼 

Part 

零件 

Material 

材料 

Quantity 

數量 

Unit price 

單價  

（HK＄） 

1 Micro:bit NA 1 99 

2 揚聲器連接駁線 NA 1 1.7 

3 索帶 NA 1 0.1 

4 

電池盒 

CR 2025 鈕型電池 1 2.2 

5 CR 2025 鈕型電池盒 1 0.5 

6 電池盒接駁線 1 2.3 

7 

產品包裝 

強力磁石（釹鐵硼磁

石） 
3 1.1 

8 普通磁石（鐵氧磁石） 3 0.3 

9 皮革 1 10 

10 皮革線 1 8 

Total cost 128 
 

如果需要，請在額外頁面上繼續。/ Continue on extra page if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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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onclusions 
      總結 

 
 這次的產品設計中，我們認識了產品設計的過程，由意念構思、編寫程

式、製作產品、測試改良到最後完成整個產品。當中我們遇到了很多新挑戰，但同

時這些挑戰都是難能可貴的學習經歷。例如我們要自學 MIT App Intventor 2 來編寫

智能電話內的應用程式，剛開始時都感到困難和無從入手，經過老師和父母的幫助

後我們逐漸建立信心。而編寫程式的過程亦常常要修復錯誤，甚至到最後階段我們

才發現 Micro:bit 的記憶體不足，可能要放棄連接應用程式的功能，但我們仍努力

不懈，一次又一次的堅持下來，最終終於成功製作「BB 保姆」，令我們充滿成功

感，並希望有一天能真正推出市面，幫助父母照顧嬰兒。 

 

 

 

 

 

 

 

 

 

 

 

 

 

 

如果需要，請在額外頁面上繼續。/ Continue on extra page if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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