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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酒小幫手���

治療酒精成癮的���
智慧型手機支援系統

研究團隊:	 
	 
	  

台灣大學	 
Intel-臺大創新研究中心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	  

Outline

•  目的與時程	 

•  帶來的益處與應盡義務	 

•  設備及軟體使用說明	 

•  酒測器簡介	 

•  手機程式簡介	 

•  後續研究流程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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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目的與時程	 

•  帶來的益處與應盡義務	 

•  設備及軟體使用說明	 

•  酒測器簡介	 

•  手機程式簡介	 

•  後續研究流程	 

大綱	 

•  本研究探討如何應用資訊科技，來協助酒
精依賴病患戒酒	 
– 期望使用此系統協助的個案，與傳統臨床常規

治療的方式相比，會有更高的戒酒率與更低的
復發率	 

– 共24周	 
•  手機程式介入12周，介入後觀察12周	 

計畫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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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手機程式介入12周	 
–  需要使用自己(或所提供)的智慧型手機在每日規定時間

自我管理及追蹤戒酒表現	 

–  請於規定時間按時回診,	 攜帶手機及感測器	 

–  若發現沒有正常使用本系統，會以電話提醒	 
•  若持續不配合研究規定，醫師會評估過後決定是否取消資格	 

計畫參與時程	 -	 手機程式介入	 

W1	   W10	  W5	   W9	  W7	   W8	  W6	  W4	  W2	   W3	   W12	  W11	  

開始	 
第一次	 

回診	 

第二次	 
回診	 

第三次	 
回診	 

第四次	 
回診	 

第五次	 
回診	 

(移除程式)	 

W0	  
(現
在)	  

Outline

•  觀察12周	 
–  請於規定時間按時回診	 

計畫參與時程	 -	 介入後觀察	 

W13	   W22	  W17	   W21	  W19	   W20	  W18	  W16	  W14	   W15	   W24	  W23	  

第六次	 
回診	 

第七次	 
回診	 

第八次	 
回診	 

(結束)	 

W12	  

第五次	 
回診	 

(移除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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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Outline
•  按時回診	 

–  單次補貼車馬費NT200元	 

•  鼓勵按時酒測及持續使用此程式自我管理	 
–  會依酒測次數及是否使用此應用來給予適量的禮卷	 

•  使用戒酒小幫手對持續戒酒的幫助	 
–  隨時可查每日或每月之酒測、心情、渴癮統計結果	 
–  即時視覺化呈現，快速了解戒酒的成效	 
–  方便自己紀錄戒酒心情，及與親友分享成果	 
–  配合酒測結果，提供適當的酒癮舒緩方式	 
–  藉由圖像記憶的線索來回憶之前治療所學會的戒癮處理方式	 

•  請看研究網站	 
–  http://mll.csie.ntu.edu.tw/soberdiary/	 

參與此研究所獲得的益處	 



2/19/14

5

Outline

•  臨床常規治療	 (約	 25	 分)	 
–  酒精依賴嚴重度量表、酒精使用日誌(以了解飲酒頻率

與量)、貝氏憂鬱症量表、貝氏焦慮量、酒精渴求程度
（渴癮量表）、生活滿意度（生活滿意度量表）及生
活品質（生活品質量表）	 

•  設備及程式問題排除	 (約	 10	 ~	 15	 分)	 
–  只需在手機介入期間執行	 

參與者須盡的義務	 –	 按時回診	 

Outline

•  早、午、晚各做一次酒測	 
–  早:	 零晨	 0:00	 ~	 中午	 12:00	 

	 	 午:	 中午	 12:00	 ~	 晚上	 8:00	 

	 	 晚:	 晚上	 8:00	 ~	 零晨	 0:00	 

–  可在每個時段內自由選擇方便時間做酒測	 

•  建議方式	 

–  晚睡的人	 
•  凌晨12點後睡前，下午，晚上12點前	 

–  早睡的人	 
•  早上要出門前，下午，晚上12點前	 

參與者須盡的義務	 -	 定時酒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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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書	 

•  承諾書	 

參與者須簽的文件	 

Outline

•  目的與時程	 

•  帶來的益處與應盡義務	 

•  設備及軟體使用說明	 

•  酒測器簡介	 

•  手機程式簡介	 

•  後續研究流程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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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或所提供)的智慧型手機	 
–  安裝開發的應用程式	 
–  需要隨時能連上網路	 

•  實驗期間研究團隊會部分負擔最多每月500元的
手機上網費用	 

–  所紀錄的資訊(如同意書所述)僅供研究用途，
會妥善保管	 

•  攜帶型酒測器	 
–  透過藍芽與手機連線	 
–  要使用此設備在規定的時段內進行酒測	 
–  兩種建議充電方式	 

•  跟手機一起充電(1~2天充電一次)	 
•  等到黃燈亮再充電	 

使用設備	 

Outline

•  目的與時程	 

•  帶來的益處與應盡義務	 

•  設備及軟體使用說明	 

•  酒測器簡介	 

•  手機程式簡介	 

•  後續研究流程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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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酒測器簡介	 –	 燈號、吹嘴及開關	 

W1	  

啟動
燈號	 

電量燈號	 

充電燈號	 

開關	 

吹嘴	 

USB	 接孔	 
重置開關	 

出氣孔	 

酒測器簡介	 –	 開啟與關閉裝置	 

裝置運作中，可開始吹氣	 裝置關閉中	 

紅燈亮	 紅燈關閉	 

長按開關3秒	 長按開關3秒
(或靜置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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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測器簡介	 –如何充電	 

充電中(電量增加中)	 

綠燈亮	 

以USB線
連接電腦

充電	 

大約過	 
半小時	 

充電中(電量不足)	 

黃燈閃	 黃燈暗	 黃燈閃	 綠燈暗	 

大約過	 
3小時	 

電量不足	 充電完成	 

•  若中間黃燈閃爍	 
–  請盡快充電	 

•  若長按開關沒有亮紅燈，可能原因有:	 
–  電量不足，請盡快充電	 

–  重置開關未開啟，請確認重置開關是切換到“O”的位置	 

•  若持續裝置無法與手機程式連線	 
–  將“重置開關”切換到“O”的位置，然後再重新切換回“X”，

以重置裝置	 

•  若裝置依舊無法正常運作	 
–  請聯絡	 33664926	 (戒酒小幫手研究團隊)	 

	 	 ，以更換裝置	 

Outline酒測器簡介	 –	 簡易問題排除方式	 

用重置開關，重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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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目的與時程	 

•  帶來的益處與應盡義務	 

•  設備及軟體使用說明	 

•  酒測器簡介	 

•  手機程式簡介	 

•  後續研究流程	 

大綱	 

Outline手機程式簡介	 –	 五大功能	 

1.酒測表現	 3.戒酒成效	 4.歷程分享	 2.自我調適	 5.自我管理	 

快速了解戒酒
的成效	 

提供最適當的建
議以調適心情	 

瀏覽及分享戒
酒的歷程	 

進行酒測
自我了解	 

錄下自我感受及
紀錄每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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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手機程式簡介–1.酒測表現	 

1.酒測表現	 3.戒酒成效	 4.歷程分享	 

瀏覽戒酒
的歷程	 

2.自我調適	 5.自我管理	 

快速了解戒酒
的成效	 

提供最適當的建
議以調適心情	 

瀏覽及分享戒
酒的歷程	 

進行酒測
自我了解	 

錄下自我感受及
紀錄每日情緒	 

Outline

•  自我酒測	 

–  每日在規定時間自我酒測，管
理追蹤戒酒表現	 

•  酒測後自我了解	 
–  了解當下的心情及渴癮指數	 

–  可選擇性上傳當下的位置	 

酒測自我了解	 

酒測頁面	 

1.酒測	 2.自我了解	 
3.提供解癮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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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酒測自我了解	 -	 正確酒測吹氣教學	 

•  準備動作	 
– 不要擋住出氣孔，保持暢通	 

– 開始前，先深吸一口氣	 

•  吹氣動作	 

– 向吹嘴內穩定且持續吹氣，直到
手機程式的吹氣畫面完整畫圓	 

– 吹氣請不要太過大力或小力	 

•  酒測完成後，請將酒測器放在
通風處	 

Outline酒測自我了解	 –	 避免口腔酒精影響	 

•  若有下列情況發生，請盡量在20分鐘後，用清
水漱口，再做吹氣測試	 
– 使用含有酒精的漱口水或牙膏後	 

– 吃過早、午或晚餐後	 

•  避免其他化學物質影響	 
– 不要擦了護唇膏後進行吹氣測試	 

– 不要將酒測器與化妝品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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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酒測自我了解	 –	 酒測程序	 (1)	 

W1	  

點選“戒酒小幫
手”	 

切換至酒測頁面	 
點選“開始”按鈕	 

長按開關，開啟酒測器	 
等待酒測器準備

完成	 

酒測器	 

手機
程式	 

Outline酒測自我了解	 –	 1.酒測程序	 (2)	 

W1	  

將臉正對螢幕中央	 
對酒測器吹氣，直

到手機完整畫圈	 
回答問題後寄送結果	 獲得點數獎勵	 

酒測器	 

手機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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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測完成後請自我評估當下狀況，幫助
您更加了解自身的狀況，更能戒酒成功！	 
–  現在的心情(心情量尺)	 

–  現在想喝酒的慾望(渴求程度)	 

–  是否提供現在所在位置	 

•  請以指腹碰觸螢幕，來滑動選擇	 
	 

Outline	 
酒測自我了解	 -	 2.酒測自我了解	 

沮喪	 	 	 低落	 	 	 普通	 	 	 愉快	 	 快樂	 

指針越往順時針方向轉	 
表示越想喝酒	 

•  酒測完成後，酒測器需要1~2分鐘恢復	 

Outline	 
酒測自我了解	 -	 3.酒測器回復	 

還需要多少
秒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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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手機程式簡介–2.自我調適	 

1.酒測表現	 3.戒酒成效	 4.歷程分享	 2.自我調適	 5.自我管理	 

快速了解戒酒
的成效	 

提供最適當的建
議以調適心情	 

瀏覽及分享戒
酒的歷程	 

進行酒測
自我了解	 

錄下自我感受及
紀錄每日情緒	 

•  依照酒測結果、心情及渴癮指數提供建議，幫助
使用者舒緩酒癮	 

Outline自我調適	 -	 在酒測後使用“諮詢建議”功能	 

狀況一	 
-	 酒測正常	 
-	 心情好	 
-	 不想喝酒	 

狀況二	 
-	 酒測正常	 
-	 心情不好	 
-	 想喝酒	 

狀況三	 
-	 酒測輕微超標	 

狀況四	 
-	 酒測嚴重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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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狀況一	 -	 酒測正常且狀況良好	 

•  酒測正常、心情好、同時也不想喝	 

Outline自我調適	 -	 使用心情DIY自我處理	 

•  若是覺得心情不佳，可以隨時使
用此功能獲得協助	 

•  能幫助改善心情的活動	 
–  專注聆聽舒緩音樂	 

–  閉眼專注觀察呼吸	 

–  專心健走10-30分鐘	 

–  從事休閒活動(如聽音樂)	 

•  以及可以尋求親友的協助	 
–  社區心理諮商	 

–  與親友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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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尋求親友的協助	 
–  當您選擇社區心理諮商或與親友聊天後，可以再選擇

撥打對象。選擇後，按下確定即開始撥打電話！	 

	 

使用心情DIY自我處理-尋求親友的協助	 

按“使用心情DIY
自我處理”按鈕	 

選擇尋求對象	 
按“確定”按鈕撥

打電話	 
撥號	 

Outline狀況二	 -	 酒測正常但狀況不太好	 

•  酒測正常、但心情不好或是想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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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狀況三	 -	 酒測輕微超標	 

•  因口腔酒精影響，有可能沒喝酒卻輕微超標	 
–  可點選諮詢建議選單裡的“酒測器回復後再重測”	 

–  也可簡單錄下輕微超標原因	 (例：刷牙)	 

Outline酒測輕微超標	 –	 重測確認	 

按“酒測器回復
後再重測”確認	 

等待酒測器回
復	 

在限定時間內
按“開始”	 

點選錄音按鈕
紀錄超標原因	 

點選“確
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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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狀況四	 -	 酒測明顯超標	 

Outline手機程式簡介–3.戒酒成效	 

1.酒測表現	 3.戒酒成效	 4.歷程分享	 2.自我調適	 5.自我管理	 

快速了解戒酒
的成效	 

提供最適當的建
議以調適心情	 

瀏覽及分享戒
酒的歷程	 

進行酒測
自我了解	 

錄下自我感受及
紀錄每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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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酒成效	 –	 介面簡介	 

酒測結果的顏色意義	 

-	 和紅綠燈相同，綠色表示通過，橘紅色燈
時就要多多注意了！	 

橘紅色	 
有喝酒	 

最新酒測結果	 
當時心情量尺
與渴癮程度	 

今日三個時段的酒測結果	 

向右滑動	 向右滑動	 

向左滑動	 向左滑動	 

淺灰色	 
將要做的酒測	 

綠色	 
通過!	 

深灰色	 
沒做酒測	 

Outline

•  每日、周、月的酒測結果整理	 
–  除了可看每日酒測，還可切換至每

周、每月記錄，瞭解自己長時間來
的表現與努力成果！	 

•  實質的戒酒成效	 

–  能幫助您具體了解戒酒帶來的美好，
會更有動力堅持下去！	 

–  可以很快查閱已成功戒酒的周數、
因戒酒所節省的金錢、已獲得的禮
卷數、	 與戒酒同伴相較的表現	 

戒酒成效	 -	 快速了解戒酒的成效	 

酒測歷史紀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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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已累積點數	 
– 定時酒測、堅持戒酒、以及積

極的利用程式提供的功能，都
能夠獲得點數，每50點數便可
換得一張麥當勞50元禮卷！	 

戒酒成效	 –	 實質戒酒成效與收穫	 (1)	 

Outline

•  已節省金錢	 
– 每一次酒測通過，也代表省下

當次的買酒錢	 

– 因為沒有買酒，而節省下不少
金錢，慢慢就能實現當初設定
的目標！	 

戒酒成效	 -	 實質戒酒成效與收穫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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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您的排名	 

–  您可以了解自己戒酒的狀況，在其他戒酒同
伴之間比較如何。同時還可以和那些戒酒較
成功的同伴比較，排名越高，就離戒酒成功
不遠了！	 

•  參與期間的排名	 
–  參照開始到現在的平均戒酒表現	 

•  最近一周的排名	 
–  最近一周的平均戒酒表現	 

•  若回診時參與表現	 
–  排名第一，可再獲得四張麥當勞禮卷	 

–  排名第二，可再獲得三張麥當勞禮卷	 

–  排名第三，可再獲得兩張麥當勞禮卷	 

戒酒成效	 -	 實質戒酒成效與收穫(3)	 

Outline手機程式簡介–4.歷程分享	 

1.酒測表現	 3.戒酒成效	 4.歷程分享	 2.自我調適	 5.自我管理	 

快速了解戒酒
的成效	 

提供最適當的建
議以調適心情	 

瀏覽及分享戒
酒的歷程	 

進行酒測
自我了解	 

錄下自我感受及
紀錄每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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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的目標及完成度	 (上下滑動翻頁)	 
–  進入戒酒歷程頁面後，可觀看開始戒酒以來的每個階段歷程。像

月曆般上下翻看不同的階段圖畫。	 

•  查看戒酒的紀錄	 (左右滑動)	 
–  心情量尺、酒癮指數及酒測結果的視覺化呈現	 

Outline	 
瀏覽戒酒的歷程	 

頁數表示現	 
在在第幾階段	 

上下滑
動翻頁	 

主題句	 
上色程度	 

左右滑動	 

Outline	 

•  療程每一周都有一個主題句，做為目標。是參考自戒酒無名會的
「戒癮12步驟」，能一步一步地帶您走向戒酒的成功，值得細細
品味！	 

1.  酒精是個可畏的敵人，但你不會被敵人擺布，也決不認輸。(誠實面對)	 

2.  想踏上戒酒這條路已經很久了，而你正在這路上，感受自己愈來愈好。(希望)	 

3.  你發現不能空等你的船來到，而是你得自己游向它。(行動)	 

4.  你清楚你可以從過去的失敗中讓自己現在更好，更珍惜戒酒的日子。(自我檢驗)	 

5.  你開始懂得好好善待自己，並且”自愛”是一生最重要的一場戀愛。(信賴)	 

6.  對過去憤怒，或對未來恐懼，只是讓你變得更無力，更容易錯過現在。(欣然改變)	 

7.  我們的價值是由我們是怎樣的人來決定，你更確認自己要保持清醒。(負責)	 

8.  你正勇於面對戒酒後，生活中出現的各種挑戰，並接受自己的不足或缺點。(發現個人美德)	 

9.  你發現當你越認真努力戒酒，生活變得更順，運氣也會跟著變好。(改變)	 

10.  你相信自己一步一步在走你自己所創造的不一樣中。(堅忍)	 

11.  就像一次一次的身體訓練，每一次都讓我們變得更強壯或更堅定。(開放自我)	 

12.  別人的鼓勵讓我們堅持下去，但如果也可以鼓勵他人，生活會更有意義。(為人服務)	 

瀏覽戒酒的歷程	 –	 每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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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每一個主題句以生動圖畫來呈現，讓你能輕易地了解當下
的目標	 

瀏覽戒酒的歷程	 –	 生動圖畫呈現目標	 

酒精是一位可畏的敵人，但
你相信不會被敵人擺布，也
決不低頭認輸。	 

想踏上戒酒這條路已經很久
了，你正在這路上。珍惜每
一天，會感覺愈來愈好。	 

你發現不能空等你的船來到，
而是你得自己游向它。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Outline

•  當周的圖畫還會隨著您酒
測通過、表現不錯時慢慢
著上顏色！	 

•  每一個圖案都有14種上色
階段！	 

瀏覽戒酒的歷程	 –	 每周目標的完成度	 	 

1 2 3

7

4

11

8

10

5

9

6

1

13

1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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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經常翻閱及細讀主題句及插畫後，會動態出
現延伸學習的觀念及獎勵(點數)。

瀏覽戒酒的歷程	 –	 延伸學習的觀念	 

翻閱到某ㄧ頁	 
細讀主題句及插畫

時	 
延伸學習的觀念	 學習的獎勵	 

瀏覽戒酒的歷程–自我測試	 

•  �可以透過回答問題，輕鬆測試自己是否了解故事
書中的概念，同時也可獲得獎勵	 

點選右上方黃色書簽	 
選擇正確填補空

缺的答案	 
按“完成”，給

予鼓勵	 
選擇對該主題句的認

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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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分享故事書截圖	 -	 登入臉書	 

•  �	 

選右上方“	 
f”書簽圖樣	 

點選“登入”	 開始分享	 
填入	 Facebook

帳號及密碼	 
點選“確定”	 

臉書分享故事書截圖	 –	 分享歷程	 

點選右上方書
簽圖樣	 

點選“確定”	 
進入Facebook

網站看圖	 
給予鼓勵	 

點擊7	  icon

填入分享訊息及對
象，再點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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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分享故事書截圖	 –	 變更帳號	 

•  �	 

點選右上方
書簽圖樣	 

點選“登出”	 
點選臉書

“登出”	 
進入臉書程

式	 

點擊7	  icon

點選臉書選
單	 

回戒酒小幫
手“登入”	 

Outline手機程式簡介–5.自我管理	 

1.酒測表現	 3.戒酒成效	 4.歷程分享	 2.自我調適	 5.自我管理	 

快速了解戒酒
的成效	 

提供最適當的建
議以調適心情	 

瀏覽及分享戒
酒的歷程	 

進行酒測
自我了解	 

錄下自我感受及
紀錄每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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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在戒酒歷程頁面下方，會顯示所有的酒測結果，
灰色背景部分即代表上方圖畫所對應的酒測記錄。	 

自我管理	 –	 查看每天的紀錄	 

第二周的酒測記錄	 

翻頁時下方灰色背景
區域也會跟著改變	 

Outline

•  和歷史記錄頁面相同，綠色代表通過，橙色表示
有喝酒。	 

•  可以切換四種模式來看酒測結果：	 
–  心情量尺：越高代表當時的心情越好	 

–  渴求指數：越高代表當時越想喝酒的慾望	 

–  酒測結果：高度代表當時的酒測值	 

–  綜合資料：同時顯示以上三者資料	 

自我管理	 -	 查看戒酒的紀錄	 

心情量尺	 酒癮指數	 酒測結果	 綜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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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您還可以針對某一天的表現，紀錄當下的
感受及心情，在日後可隨時重新播放。	 

自我管理	 –	 紀錄當下的心情	 

選擇您要對哪一天
錄音	 

按下錄製鍵後開始
錄音	 

按下停止鍵後停止
錄音	 

之後便可按播放來
聆聽當時的錄音	 

Outline	 

•  日後可以重新播放，了解您在當時的感覺
與想法。	 

自我管理	 –	 聆聽當時的心情	 

點選某一段時間	 
的紀錄	 

選擇您要播放哪一
天的錄音	 

按下“播放鍵”開
始播放	 

聆聽當時的心情
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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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自我情緒管理	 
– 程式提供「情緒管理」的

功能	 

– 無論何時都能開啟，可以
幫助您了解自身的情緒	 

– 可任選今日或之前的某一
天加入自我管理紀錄	 

自我管理	 -	 情緒管理	 (1)	 

•  自我情緒管理	 
–  選擇最符合您現在情緒的選項	 

–  接著試著想想是甚麼原因造成您現在這樣的情緒	 

Outline	 
自我管理	 -	 情緒管理	 (2)	 

增加情緒紀錄	 
選擇此情緒跟

甚麼有關	 
輸入原因	 

按 “ 完 成 ” 按
鈕	 

選擇現在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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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情緒記錄	 
–  找出為何情緒不佳，同時也可以規畫適當活動或方式

來突破可能的低潮	 

Outline	 
自我管理	 -	 情緒管理	 (3)	 

可按某項紀錄
展開	 

瀏 覽 之 前 的 情
緒紀錄	 

選擇瀏覽紀錄	 

Outline手機程式簡介–其他功能	 

•  生活規劃讓自我升級	 

•  酒測提醒	 

•  戒酒進展提示	 

•  隨機自我評量	 

•  程式相關設定	 	 

•  功能使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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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如何規劃讓名次進步	 

其他功能	 –	 生活規劃讓自我升級	 

Outline其他功能	 -	 酒測提醒	 

•  在早、午、晚時段，若參與者沒有進行酒測，此
應用會在適當時間提醒參與者進行酒測	  

拉下狀態列	 點選“戒酒小幫手”	 點選“開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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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列資訊增加變動時，會
在相對應的分頁按鈕上顯示
星型符號提示	 

– 點卷數增加	 

– 名次變動	 

– 故事書著色	 

Outline其他功能–戒酒進展提示	 

Outline其他功能–隨機自我評量	 

•  在一天中會選一個時間隨機詢問您的心情量尺及
渴求指數。	  

開始使用程式	 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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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私設定、平常會做的休閒活動、想連絡的親友資訊、鄰
近的社區諮商選項及其他設定	 

其他功能–程式相關設定	 	 

按選單鍵選擇“設
定”	 

展開要設定的項目	 輸入想設定的資訊	 

•  當開啟程式時	 
–  隨機出現的訊息，提醒使用者可以使

用某些功能	 

–  例如提醒可以使用「心情DIY」或「情
緒管理」功能	  

Outline其他功能–功能使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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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目的與時程	 

•  帶來的益處與應盡義務	 

•  設備及軟體使用說明	 

•  酒測器簡介	 

•  手機程式簡介	 

•  後續研究流程	 

大綱	 

•  手機設定	 à	 請保持3G,	 WiFi,	 GPS	 開啟	 

•  若寄送資料時未開啟GPS	 

•  完成吹器測試後，若要關閉GPS，請2分鐘後再關閉	 

後續研究流程	 -	 手機設定	 	 

酒測完回答問題	 開啟所有位置服務	 按上一頁回到程式	 

定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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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遇到程式異常中止，請回報問題給我們	 

後續研究流程	 –	 問題回報	 

xxxxxxxxxxxxxxxxxxxx
戒酒小幫手 

•  若遇到程式因為其他原因而沒有回應，請先按稍
後，應該就可排除問題	 

•  若此訊息持續出現，請回報問題給我們	 

後續研究流程	 –	 程式沒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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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取及設定設備	 
–  開通無線上網，開啓GPS，WiFi，3G	 

•  程式設定	 
–  會鼓勵持續戒酒的親友，省錢目標，休

閒活動	 

•  安排下次回診時段	 
•  連絡開發團隊	 

–  (02)3366-4926	 
–  ubicomplab.ntu@gmail.com	 

•  研究網站	 
–  http://mll.csie.ntu.edu.tw/soberdiary	 

後續研究流程	 –	 其他設定及確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