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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展出時間：101 年 12 月 27 日(四) 早上 10:00～下午 03:30(中午不休展) 

展出地點：各專題實驗室 

時  間 項  目 

早上 10:00 長官開幕致詞 (T402-1) 

下午 03:30 評審結束，結算成績 

下午 04:00 系主任頒獎 (T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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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展場位置 

1 李勝楠 現代科技與醫學的結合 S403 

2 李勝楠 智慧型創意機器人 S403 

3 李勝楠 運氣積分鬥 S403 

4 張文峰 智慧型手機搖控車 T403 

5 張文峰 網頁製作─購物網站 T403 

6 陳燕明 Android 手機控制應用 T403 

7 陳燕明 自走車應用 T403 

8 邱泰毅 GO 箱 T404-1 

9 余執彰 行動裝置 APP 設計─電影 show T404-1 

10 江義淵 旋律辨識 T404-2 

11 涂昆源 iOS 連線對打遊戲設計 T404-3 

12 鍾彥文 打造萬能小鎮─Google Earth 為基礎 T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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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時間：101 年 12 月 27 日(四) 10:00-15:30

NO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學號 姓名 頁次

1 李勝楠 現代科技與醫學的結合 

980213152 汪○宇 

1 

980213124 陳○維 

980213135 余○瑋 

980213103 陳○鴻 

980213105 葉○儀 

2 李勝楠 智慧型創意機器人 

980213125 李○崇 

5 

980213143 邱○銜 

980213153 劉○宏 

980213106 李○華 

980213104 曹○元 

3 李勝楠 運氣積分鬥 

980213045 沈○成 

7 

980213017 黃○蘋 

980213024 鄭○婷 

980213053 何○霖 

980213058 游○典 

4 張文峰 智慧型手機搖控車 
980213111 李○萍 

11 
980213128 曾○仁 

5 張文峰 網頁製作─購物網站 980213039 李○豫 14 

6 陳燕明 Android 手機控制應用 

980213009 陳○維 

16 

980213030 劉○輝 

980213036 羅○雲 

980213044 黃○綸 

980213004 莊○徽 

7 陳燕明 自走車應用 

980213041 劉○清 

20 
980213020 曾○輝 

980213037 李○修 

980213038 鄧○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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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時間：101 年 12 月 27 日(四) 10:00-15:30

NO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學號 姓名 頁次

8 邱泰毅 GO 箱 

980213043 林○孝 

24 

980213014 呂○璁 

980213026 呂○庭 

980213003 陳○昇 

980213046 李○修 

9 余執彰 行動裝置 APP 設計─電影 show 

980213102 張○皓 

27 

980213018 謝○謙 

980213001 楊○賢 

980213002 吳○年 

980213051 呂○祐 

10 江義淵 旋律辨識 

980213122 湯○勳 

30 
980213101 陳○勝 

980213145 陳○迪 

980213123 阮○霖 

11 涂昆源 iOS 連線對打遊戲設計 

980213144 徐○呈 

34 
980213154 賴○祥 

980213141 佘○文 

980213159 張○宇 

12 鍾彥文 打造萬能小鎮─Google Earth 為基礎

980213118 詹○茹 

38 
980213115 李○杰 

980213126 許○綺 

980213133 楊○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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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科技與醫學的結合 

指導老師：李勝楠 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152 汪○宇、980213124 陳○維、980213105 葉○儀、 

980213135 余○瑋、980213103 陳○鴻 

【摘要】 
由 Kinect 為主要核心做為開發，搭配程式 C#與 Kinect for Windows SDK 來產生遊戲， 

科技與復健醫學的結合，遊戲架構全由本組匯集理念來產生，希望藉由此遊戲造福更 

多的病患,使沉悶的復健在遊戲中得到歡樂以及更好的療效，更可望醫療界重視此理 

念，日後有更好的發展! 

 

【硬體規格】                              
    

Kinect 影像感應器可以取得以下三種資訊： 

    彩色影像 (透過中間那顆 RGB 鏡頭) 

    3D 深度影像 (透過左右兩顆鏡頭) 

    紅外線發射器和紅外線 CMOS 攝影機 

聲音 (透過陣列式麥克風)  

 

 

          

  以下列表為 Kinect 的硬體規格: 

感應項目                              有效範圍 

顏色與深度 0.8~4M(近距離模式 0.4~M) 

視野角度 水平 57 度,垂直 43 度 

底座馬達旋轉 上下各 27 度 

每秒畫格 12,15,30 FPS(可由 API 改變) 

深度解析度 VGA (640X480) QVGA (320X240) (80X60)皆為 4:3 

顏色解析度 XSGA (1280X960) VAG (640X480)皆為 4:3 

聲音格式 16KHz,32 位元 單聲道 PCM(Pulse Code Modulation) 

聲音輸入 麥克風陣列,24 位元類比數位轉換(ADC) 

聲學回音消除(ACE),自動增益功能(AGC),抑制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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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架構】 

由機器探測到的資料傳進 NUI Library 進行統整並進入待取區，等待程式的呼叫存取， 

NUI Library 則是將 Kinect 所抓到的深度資料與影像進行編輯在依程式所需輸出資料。 

 

 

 

 

 

 

 

 

 

 

 

 

 

 

 

 

1.Kinect 硬體 

2.麥克風陣列 DMO 編碼器 

3.Windows 7 內建影音處理 

4.Kinect 驅動程式核心模式下包含了以下驅動程式： 

  Microsoft Kinect Audio Array Control 

  Microsoft Kinect Camera 

  Microsoft Kinect Device 

  Kinect USB Audio 

5.NUI API(支持基本的圖像和設備管理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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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工具】 

WPF（Windows Presentation Foundation）是美國微軟公司推出.NET Framework 3.0 及以後版本

的組成部分之一，它是一套基於 XML、.NET Framework、向量繪圖技術的展示層開發框架。  

WPF 使用一種新的 XAML（eXtensible Application Markup Language）語言來開發介面，這將

把介面開發以及後台邏輯很好的分開，降低了耦合度。 

Kinect SDK 為 Kinect 與電腦連接的橋梁，提供相關套件與參數(如:基本骨架、API)與 C#做結

合。 

 

【程式介紹】 

這一段為左手的骨架讀取並代入圖片之中: 

Skeleton[] FrameSkeletons, FrameSkeletons1; 

        void mykinect_SkeletonFrameReady(object sender, SkeletonFrameReadyEventArgs e) 

        { 

            using (SkeletonFrame skframe = e.OpenSkeletonFrame()) 

            { 

                if (skframe != null) 

                { 

                    FrameSkeletons = new Skeleton[skframe.SkeletonArrayLength]; 

                    skframe.CopySkeletonDataTo(FrameSkeletons); 

                    for (int i = 0; i < FrameSkeletons.Length; i++) 

                    { 

                        if (FrameSkeletons[i].TrackingState == 

SkeletonTrackingState.Tracked) 

                        { 

                            ColorImagePoint cpl = 

MapToColorImage(FrameSkeletons[i].Joints[JointType.HandLeft]); 

                            DrawHand(c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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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為右手的骨架讀取並代入圖片之中: 

FrameSkeletons1 = new Skeleton[skframe.SkeletonArrayLength]; 

                    skframe.CopySkeletonDataTo(FrameSkeletons1); 

  for (int i = 0; i < FrameSkeletons1.Length; i++) 

      { 

         if (FrameSkeletons1[i].TrackingState == SkeletonTrackingState.Tracked) 

         { 

       ColorImagePoint cpl = 

MapToColorImage(FrameSkeletons1[i].Joints[JointType.HandRight]); 

                            DrawHand1(cpl); 

                        } 

 

 

Canvas.SetLeft(LeftHand, newLeft); 

左手座標的水平方位 

Canvas.SetTop(LeftHand, newTop); 

左手座標的垂直方位 

  if ((newLeft > 50  && newTop >  0 ) && (newLeft < 100&&newTop >  0 ) &&(newLeft 

> 50  && newTop < 50 ) && (newLeft < 100 && newTop<50 )) 

     AcceptButton.Hovering(); 

    這是AcceptButton的圖示座標，我們採取抓出圖片的4個角，在用If 的 

    判斷式使整個圖片融入感應座標中，當觸碰到一定時間後將會使執行

AcceptButton.Hovering(); 使圖片從哭臉變成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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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創意機器人 

指導老師：李勝楠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104 曹○元、980213106 李○華、980213125 李○崇、 

980213143 邱○銜、980213153 劉○宏 

【摘要】 
自行設計機器人的動作及模式，設計動作方面著重在能否達成各種精細的動作，利用

紅外線遙控器操控大小型機器人進行各項模式比賽，機器人有一定規格、大小，開發工具

也是用圖形化界面方便使用者使用。 

【開發工具】 

 

使用:BeRobot Motion Commander 來設計小型機器人的動作、遙控器按鍵設置、校正  

【機器人動作】 

 

機器人走路動作：上面為機器人圖形介面、下方的數字為機器人關節角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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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我們獲得了『2012 全國智慧型迷你多軸式機器人創意競賽』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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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氣積分鬥 

指導老師：李勝楠 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045 沈○成、980213017 黃○蘋、980213024 鄭○婷、 

980213053 何○霖、980213058 游○典 

【摘要】 

隨著更新與進一步的開發、量產，智慧型手機已開始越來越大眾化，各個軟體不斷推

出許多功能提供消費者使用，除了用手機撥打電話、傳送簡訊之外遊戲娛樂更是普及，智

慧型手機漸漸替代了其餘科技產品功能，一支手機多種功用已成了近代的基本配備。 

  構想來自於平常學生群最常打發時間的娛樂大部分都以撲克牌居多，以此為出發點，

在平時為了能夠多人一起同時進行一個遊戲，我們常常玩的撲克牌遊戲中挑選出需要運算

以及有些運氣的遊戲－九九。用手機連線至網路搜尋有關九九的遊戲，卻發現目前並無與

此相關的應用程式，而後將網頁型遊戲作為參考並加入新的牌組功能。新增鬼牌特別牌功

能，使當下玩家將手中的牌與牌桌上剩餘的牌重新洗牌、發牌，讓玩家有機會重新得到新

的牌組以增加遊戲刺激和翻盤的機會，最後以積分方式來決定勝負。 

【開發工具】 

主要以 eclipse 所搭配的 java 和 android 讓初學者可以輕鬆學習也不需付費，具備

多種基礎軟體元件有完善的程式開發環境，應用程式可直接呼用這些元件的功效服務，節

省應用程式的開發心力及時間，同時程式的再用性、移植性也較高。 

Android 介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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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規則】 
基本玩法(採取積分制): 

 

步驟 內容 

Step1 以進入遊戲中登入決定出排順序開始出牌。 

Step2 
牌桌從 0 開始，輪到的玩家必須使用道具牌、加分牌來避免數字超過

99，並以順時針順序輪到下一家。 

Setp3 玩家每出一張牌，系統會自動補上一張以維持玩家手上有五張牌。 

Step4 當有一家無牌可出(爆掉)或桌面上最後一張牌被抽起後，則遊戲結束。 

Step5 結束後以積分多寡為勝負標準。 

 

牌型說明:（99 的牌型） 

  普通牌: 

牌型 功能解說 牌型 功能解說 

A 普通牌，可加積分 1 分 2 普通牌，可加積分 2 分 

3 普通牌，可加積分 3 分 6 普通牌，可加積分 6 分 

7 普通牌，可加積分 7 分 8 普通牌，可加積分 8 分 

9 普通牌，可加積分 9 分   

 

功能牌: 

牌型 功能解說 

4 道具牌，使用 4 號牌可反轉出牌的順序並且積分加 2 分 

5 
道具牌，使用 5 號牌可隨機指定其他任一玩家出牌並且積分加 2

分 

10 
道具牌，使用 10 號牌可增加或減少分數 10 點(增加時不可大於 99)

並且積分增加 2 分 

J 
道具牌，使用 J 號牌可 PASS 直接由下一位玩家出牌並且自己積分

增加 2 分 

Q 
道具牌，使用 Q 號牌可增加或減少分數 20 點(增加時不可大於 99)

並且積分增加 2 分 

K 道具牌，使用 K 號牌可直接將分數提高到 99 並且積分增加 2 

Joker 

道具牌，使用鬼牌可將各玩家手上的牌以及桌面剩餘的牌重洗，

隨機重發；鬼牌每局只出現一次，可隨玩家決定出牌與否，並且

積分增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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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帳號密碼登入圖 

 

等待玩家 畫面圖 

 

遊戲 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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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牌 畫面圖 

 

遊戲結束 畫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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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遙控車 

指導老師：張文峰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111 李○萍、980213128 曾○仁 

 

【摘要】 
資訊越來越發達近年來智慧型手機市佔率大幅成長，手機與人的生活已經緊密的結合在一

起，利用手機來控制其他硬體是一項新的體驗，過去在遙控車都是使用單調無趣的遙控器

介面操控車子來進行動作，現在能夠利用人們生活上密不可分的智慧型手機當作操作介

面，來取代過去的遙控器，賦予使用者新鮮的操作體驗。 

【開發工具】 
App Inventor 標榜可以讓使用者完全不需寫任何程式碼即可完成應用程式開發，只要拖拉

UI 物件就可以做成介面，連按下按鈕的動作也能直接透過拖拉物件的方式新增，過程中完

全不用寫程式碼就可以搞定。使得原本可能是處於高階程式設計師領域的手機應用程式開

發，一下子成為國小學童接觸程式設計的最初入門磚。 

APP Inventor 介面圖 

 

【程式介紹】 
前進:由於馬達是反裝的所以前進的程式方塊是用左、右馬達的 MoveBackwar.dindefinitely

以 100 Power 倒退方式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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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退:後退的程式方塊是用左、右馬達的 MoveForwar.dindefinitely 前進方式倒退。 

 

 

左轉:是以左馬達倒退右馬達前進的方式左轉。 

 

 

右轉:是以右馬達倒退左馬達前進的方式右轉。 

 

 

停止:是設計遙控車的停止按鈕，讓行駛的遙控車立即停止。 

 

 

【車子架構】 
馬達反裝是參加比賽試車時，車身太低卡到障礙物而無法前進，故而馬達反裝把車身架

高，避免車身碰到障礙物影響車子前進，前後輪使用大輪胎是因為速度比較快也好操控，

這樣的改良解決了我們在上坡、下坡、轉彎和速度上的問題。 

 

 

 

 



萬能科技大學 工程與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101 學年度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成果摘要集 

-13- 

 

遙控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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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製作-購物網站 

指導老師：張文峰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039 李○豫 

 

【摘要】 
 

現今的購物網站非常的便利，無論是國內外都有不少的購物網，除了管制品外，什麼

都買的到，加上快遞公司的發展，使得網路購物更加的方便，店家自設的購物網也多的像

繁星一樣，想必購物網站一定也會再發展下去。 

 

【架構】 
 

首先是每個網站必定要的首頁，左邊有拍賣商品、特價商品、好站推薦等等的連結，

拍賣商品有分四個種類，有電子商品、文具用品、圖書類、和動漫商品，特價商品有放個

spry 選項列，可從商品清單中的四個種類點選進入，但是剛剛架好的購物網站是還沒有特

價商品的所以又連回來，好站連結可以連到幾個常用的網站，有 google、yaoo、facebook、

萬能科技大學首頁、資訊工程系首頁等，購買時的資料輸入完後傳到資料庫裡。 

 

 

購物網站簡易流程圖 

【開發工具】 
 

網頁是用 Dreamweaver 做的，裡面的設計格式是用 html 語法寫的，在大二時開的網頁

設計課上剛好有學到，所以除錯時還好看的懂，設計時也很方便的去設計，只是資料庫的

連結就麻煩了。 

資料庫是連到 MySQL 裡面有數量、姓名、聯絡電話、電子信箱、住址，只要輸入完

按送出後購買時的資料都會在這裡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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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weaver 的工作介面 

 

【成果】 
 

網站內有許多的購物選項，可以選自己喜歡的購買看看，大部分我都有買過了，像是

書本的那些我都有看過內容，要是不好看得放上去也沒有人會買，所以我都有選過，要是

有興趣可以上來看看。 

雖然我的美觀做得不是很好，也可以說我這個人的審美觀很奇怪，首頁這張圖可以嗎

的問題也被人問了很多次，但是購物時的內容可是沒問題的，再反覆的除錯和修正中，終

於完成了這個購物網站，這個專題真是讓我學到了很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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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手機控制應用 

指導老師：陳燕明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004 莊○徽、980213009 陳○維、980213030 劉○輝、 

980213036 羅○雲、980213044 黃○綸 

【摘要】 
時代不斷的進步，科技也不斷的日異月新，手機從原本最初最簡單的撥打功能到現在

可以拍照、聽歌、上網、GPS 定位等功能可以說是一應俱全，手機的功能越來越強大。因

此，我們決定以 Android 為開發的作業系統，讓手機成為遙控器，使生活更便利，藉由

Android 手機透過 ioio 來對實體進行控制，如自走車、顯示器等。 

 

【開發工具】 
使用開發工具：App Inventor 

Google App Inventor 是一個完全線上開發的 Android 程式環境，拋棄複雜的程式碼而

使用樂高積木式的堆疊法來完成您的 Android 程式。除此之外它也正 式支援樂高 NXT 機

器人，對於 Android 初學者或是機器人開發者來說是一大福音。 

 

使用開發工具： flowcode 4 

Flowcode 是以圖形化的方式編輯程式，只需要會〝點擊、拖拉、放、輸入〞這四種動

作就可以編輯程式，無須繁雜的文字指令，所以比一般的程式語言簡單很快就能夠設計出

基本的程式。 

 
App Inventor 介面圖 

 

 



萬能科技大學 工程與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101 學年度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成果摘要集 

-17- 

 

【程式介紹】 
按下後 B、C 馬達以轉速 100 向前       按下後 B、C 馬達以轉速 100 向後 

      
 
按下後 B 馬達以轉速 100 向後、C 馬達以轉速 100 向前  

 
 
按下後 B 馬達以轉速 100 向前、C 馬達以轉速 100 向後  

 
 
按下後 B、C 馬達停止 

 
 

【車體介紹】 
1. Lego MindStorms NXT 2.驅動馬達 2 顆  3.電池 1 顆 4.輪子 6 個(大輪 4)(小輪 2)       5.

車體結構為障礙競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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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code 介面圖 

 

 

【程式介紹】 
先呼叫紅外線，再以紅外線偵測判斷左方是否有缺口為優先(左手法)，假如有缺口

(IRL>900)就會呼叫巨集(Left_Turn)原地左轉後前進，假如左方沒缺口(IRL<900)則進入

下一個判斷。  

再依據紅外線判斷不同的情況來找尋缺口，再依據不同判斷的情況呼叫不同的巨集來進

行移動走出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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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體介紹】 
1. 紅外線 LED 6 個 2.LED 8 個 3.IC:PIC18 4.輪子 2 個 5.3 號電池 4 個 

 

 

【成果】 
我們獲得了『2012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行動裝置遙控機器人障礙競速』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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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走車應用 

指導老師:陳燕明老師 

專題組員: 980213041 劉○清、980213020 曾○輝、980213037 李○修、 

         980213038 鄧○宏 

 

【電子鼠摘要】 
電子鼠簡單說就是加入精密感測與智慧化晶片的自走車，最要求的就是電子鼠的精準

度與靈活度，我們的電子鼠也是往這兩點做出進一步的改良，除去以往的 8051 晶片，我

們使用了功能更為強大與便利的 PIC 18 晶片，做為讓電子鼠更為精準、更為方便改良的基

礎，並使用了收接更精準的紅外線感測器，讓電子鼠靈活性上升，而這一切的縝密規劃，

都是為了讓最後的成品能朝著這兩點邁進，並富有足夠的完整性。 

 

【開發工具】  
Flowcode 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微控制器的圖形化編程語言之一。 Flowcode 的巨大優勢

的是，它可以讓那些幾乎沒有編程經驗，在數分鐘內創造了複雜的電子系統。 Flowcode

提供超過 20 種語言。  

 

開發環境 Flow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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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圖介紹】 

 

 

【車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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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高自走車摘要】 
我們是以樂高 NXT 為控制核心的自走車，我們是以手機藍芽連線到 APP Inventor 來

控制車子，利用程式與各零件機構配合達到預期的控制效果。 

 

【開發工具】 
App Inventor 是個蠻有趣的東西，設計出來的 app 也真的可以裝到手機藍芽上，跟以

往的 JAVA 程式不同，他是使用拼拼圖的方式來完成一段程式，你只要設計 app 的運作邏

輯，在寫這樣簡單的程式時，幾乎不用寫到一行程式碼。 

 

遙控車開發環境 App Inv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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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介紹】 

 

 

 

 

【車子架構與成果】 
我們榮獲了『2012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行動裝置遙控機器人障礙競速』

佳作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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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箱 

指導老師：邱泰毅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043 林○孝、980213046 李○修、980213026 呂○庭、 

980213014 呂○璁、980213003 陳○昇 

【摘要】 

首先在找齊組員之後，與組員之間討論，在現在眾多遊戲類型之間，選擇我們有興趣

且非常有熱忱的遊戲類型來製作，最後我們組員決定製作彼此最感興趣的類型『益智遊戲

-推箱子』。將一些工作細分之後，就個人所擅長的領域加以發揮，也必須在製作專題期間

多方學習一些必要技能以達到遊戲的最佳化。接著再製作前期專心在蒐集資料和商討關卡

細節，且與美工設計人員配合做出適當的成果。之後程式設計人員做出最適當、功能健全

且最節省硬體效能的程式碼，還有體驗玩家的優秀使用介面。益智遊戲是許多人喜愛的遊

戲類型之一，有豐富的關卡，玩家可以隨著關卡的進行，讓玩家用邏輯思考的能力來玩。 

 

【動機】 

推箱子是大家以前都玩過的經典益智小遊戲，且簡單易上手容量也不大。在智慧型手

機方面的迅速發展，遊戲層出不窮且種類繁多，為了配合現在流行的趨勢，我們在 Android
系統與 IOS 系統的環境下選擇了 Android 系統，對於 Android 遊戲設計也有相當的熱誠與

想法，因此選了 Android 的設計平台來設計這個遊戲。 

 

【背景】 
對於科技的進步，現今的手機遊戲數目及種類繁多，在現代社會佔有一席之地，對於

人們的影響甚遠。遊戲帶給玩家的娛樂性，一直以來是我們用來放鬆心情、享受樂趣、打

發時間的工具，它提供的趣味，為人們休閒活動其中一種的娛樂。許多手機遊戲都是從傳

統遊戲改過來的，可細分多種不同種類，例如:動作類、角色扮演、射擊類、冒險類、益智

類、策略類、運動類、競速類等。在益智遊戲中，玩家們需要透過自己的邏輯思考能力來

達到我們遊戲的最終目的。 

 

【開發工具】 
開發平台：Android 

程式軟體：Ecli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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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 

 

 

 

 

 
 
 
 

 

 

 

 

 

 

 

 

 

 

 

 

 

 

【關卡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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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關卡的部分設計圖，用文件軟體的表格製作出來的。 

【成果展示】 
 

 

 

 

 

 

 

 

 

 

 

 

 
                

  遊戲選單               遊戲說明 

 

  遊戲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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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裝置 APP 設計-電影 Show 

指導老師：余執彰 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102 張○皓、980213001 楊○賢、980213002 吳○年、 

980213018 謝○謙、980213051 呂○祐 

【摘要】 
本專題主要在介紹使用智慧型裝置拍攝電影海報後，產生該海報的圖片再以該圖片做

圖形辨識，辨識成功後從資料庫找到相對應的連結與資料，讓使用者以智慧型裝置拍攝的

電影圖片，運用資料庫找到電影的預告片、劇情介紹…等，一個簡單的拍攝就可以掌握到

電影的最新動態這就是本專題的特色。 

【動機】 

 

 

 

故事說明： 

有一對情侶覺得這電影海報不錯，就去看了那部電影，看完之後他們覺得海報無法讓

他們了解電影內容，此時他們就希望能有辦法更了解電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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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 

 

【開發工具】 

 開發平台：Android  

 開發工具：Eclipse  

 環境外掛：ADT(Android Development Tools)  

 網路傳輸：JAVA Socket  

 資料庫：Apache My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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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流程】 

 

 

 

 

 

 

 

 

 

 

 

 

 

【測試結果】 

測試海報張數:200 張 

資料庫樣本數量 :200 筆  

舊資料庫:取特徵的閥值一樣，每筆圖片的特徵數量有些極多、也有極少。  

新資料庫:取特徵的閥值不同，讓每筆圖片的特徵數量落在 300 到 450 之間。 

 

照片輸出:  隨手拍(S2)  、有版子(TF201) 、正常拍(TF201)  

單位：準確率（％）

        DB 
  Mode       OLD DB NEW DB 

隨手拍(S2)  99.50%(199/200) 95.00%(190/200) 

有版子(TF201) 95.00%(190/200) 94.50%(189/200) 

正常拍(TF201) 99.00%(198/200) 98.50%(19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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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律辨識 

指導老師：江義淵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122 湯○勳、980213123 阮○霖、980213101 陳○勝、 

980213145 陳○迪 

 

【動機與目的】 

    常常聽到一首歌覺得很喜歡可是卻不知道這首歌的歌名，就會希望有一個程式可以幫

你辨識出歌名甚至是把它便是到的片段的樂譜寫出來。 

【開發工具】 

MATLAB 是 MATrix LABoratory 的縮寫，是一款由美國 The MathWorks 公司出品的商

業數學軟體。MATLAB 是一種用於演算法開發、資料視覺化、資料分析以及數值計算的高

階技術計算語言和互動式環境。除了矩陣運算、繪製函式/資料影像等常用功能外，MATLAB

還可以用來建立使用者介面及與呼叫其它語言（包括 C，C++和 FORTRAN）編寫的程式。 

【研究方法】 

    將錄製好的一段旋律利用端點偵測切割出這段旋律裡有的單音，再利用音高追蹤辨識

出各單音的主頻率以辨識出音名，再將辨識出的旋律片段送到資料庫跟裡面的歌曲比對有

成功就輸出符合的歌曲，沒有就輸出沒有相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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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D(端點偵測) 

 
 
 
 
 
 
 
 
 
 
 

 
  是直接使用音量來進行端點偵測的方法。只要音量高於門檻值(紅線)就畫下一條綠線，

音量小於紅線就畫下一條粉紅線，綠線到紅線的區塊就代表一個音。 
 
 

 
FFT(快速傅立葉轉換) 

 
 

 

 

 

 

 

 

 

 

 

 

     圖為 A3 之(音量/時間)圖                   此為 A3 之頻譜圖  

 

  將時域的圖轉成頻域的頻譜，因為左圖是有很多個頻率疊合而成我們根本不知道其中有

多少個頻率所以利用 FFT 轉成右圖的頻譜即可知道裡面包含哪些頻率每個頻率的能量有多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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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S (Harmonic product spectrum) 

 

 

 

 

 

 

 

 

 

 

 

 

 

 

 

 

  音高追蹤主要是在做Down-sampling(向下取樣)將傳送過來的頻譜做 2分之 1取樣.3分之

1 取樣做到 8 分之 1 取樣得到原本頻譜與 7 個壓縮過的頻譜，再將這八個頻譜相加得到這

個音的主頻率。 

 

 

 

【成果】 

 
• 錄音：按一下之後開始錄製 8 秒鐘，結束之後播放錄製的結果。  

• 錄音方法可利用電吉他接電腦錄音(此方法較為乾淨) 。  

• 或是直接用麥克風錄音(但聲音較為不乾淨)。 

• 辨識：按一下之後開始辨識錄製的結果，辨識出的音名顯示在音名區塊，在歌名區

塊顯示符合的歌曲並播放符合歌曲的音樂，並且顯示出波形圖片。  

• 清除：清空以上之結果，還原預設值。 

• 音名區塊：顯示出輸入音之音名結果 (例：C3A3D3E3) ，如果無符合之音名就顯示

XX (例：C3A3XXE3) 。  

• 歌名區塊：顯示出符合音名條件的歌曲，並在下方播放器播放歌曲。（辨識之符合

歌曲包括：小蜜蜂、小星星、兩隻老虎、小毛驢、 校歌等..）  

• 波形圖片：顯示出輸入音的波形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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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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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連線對打遊戲設計 

指導老師：涂昆源 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144 徐○呈 、980213141 佘○文、980213154 頼○祥  

980213159 張○宇 

  

【摘要】 

智慧型行動裝置是近年來最夯的電子產品之一，以 Apple 公司的 iOS 行動裝置為例，

包括 iPhone、iPad 及 iPod Touch，在不久的未來，全球總銷量預期可達數億支。智慧型行

動裝置已逐漸改變了人們的生活型態，以及企業的商業經營模式，使得行動商機儼然形

成。從 App Store 開張以後，已掀起了一股手機應用程式開發的狂潮可一窺端倪，其中遊

戲始終是 iPhone、iPad 及 iPod touch 最熱門的應用程式分類。 

為順應潮流，本專題即利用 iOS 提供之 GameKit 框架，以 Bluetooth 或 Wi-Fi 無線通

訊協定，使 iPhone 相互連線，完成一個 iOS 連線對打井字遊戲之實作。 

【目的】 

為順應潮流，本專題特別實作一個 iOS 連線對打井字遊戲，以了解： 

1. iOS 的整合開發環境 Xcode 及 SDK。  

2. Foundation、AVFoundation 及 GameKit 等框架的使用時機與方式。  

3. 2D 遊戲的原理及開發方式。 

4. 學習如何利用 iOS 提供之 GameKit 框架，以 Bluetooth 或 Wi-Fi 無線通訊協定，使

iPhone 相互連線，以建立一個簡易連線對打遊戲。 

【開發環境】 

本專題所使用之開發工具如下： 

1. 1~2 台已安裝 Mac OS X 之 PC(如：Mac mini)；2 支 iPhone。 

2. 本實驗所使用之 IDE 為 Xcode4.4.1 版，並安裝於 Mac OS X Mountain Lion 上。 

 

圖 1 Apple 公司之 Mac mini 主機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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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 

本專題係利用 iOS 提供之 GameKit 框架(如圖 2)，透過 Bluetooth 或 Wi-Fi 無線通訊協

定，以「Peer-to-Peer 模式」(如圖 3)，使 iPhone 相互連線。 

 

圖 2 Peer-to-Peer 連線架構 

Cocoa Touch

Game Kit

Media

Core Service

Core OS & Driver
 

圖 3 GameKit 架構 

【具體成果】 

本專題剖析了 iOS 所提供之 GameKit 框架，並用以建立兩台 iPhone 無線互連，完成

了「井字遊戲」連線對打之實作。 

該連線對打遊戲的操作畫面如圖 4 所示，首先啟動遊戲，然後，按「開啟遊戲」按鈕，

此時 iPhone 即開始搜尋鄰近執行相同應用程式之 iPhone，並試圖進行連線，當搜尋到時，

畫面即會顯示選擇畫面，待點選對手後，即開始等待對方之回應，一旦兩支 iPhone 建立連

線後，遊戲隨即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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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畫面 搜尋對手 等待對手回應  

對手已離線 提示「換你啦！」 提示「換對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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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贏了，並顯示訊息 提示「平手」 對手已離線  

圖 4 連線對打井字遊戲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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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萬能小鎮─Google Earth 為基礎 

指導老師：鍾彥文老師 

專題組員：980213118 詹○茹、980213126 許○綺、980213115 李○杰、 

980213133 楊○瑋 

【摘要】 
  Google 提供的免費產品中最好玩最有趣的就屬 Earth 與 Map 了，這兩項服務相當的 

實用以及可靠，受到不少使用者的信賴與支持。因此本專題做出萬能科技大學校園 

3D 建築物模型，來作為導覽功能。目前 Earth 與 Map 做了整合，網頁 Map 服務升級 

成 MapsGL(Web-based Graphics Library)，這種新技術可讓使用者在瀏覽器上更能享 

受豐富有趣的 Google Map。而不需要額外安裝軟體，就能在瀏覽器上隨意流暢無比的 

切換 3D 建築物模型圖層和地圖檢視。 

【開發工具】 
 Sketch Up  8 製作校園 3D 建築物模型。 

SketchUp  是專為設計專業人員所設計的 3D 建模軟體。SketchUp 相當容易使

用，且可以直覺方式操作，任何人都能夠迅速準確進行 3D 建模。使用 3D 模型，

設計人員即可做出更明智的決定、傳達專案細節，並與同事和客戶分享想法以達

成共同目標。 

 Google Earth 校正校園 3D 建築物模型。 

‧探索地球：飛往世界上任何地點、進一步瞭解城市的資訊與其地理特徵、尋找

當地商家與規劃行程。 

 

‧探索天際：欣賞天空美景，進一步瞭解我們居住的太陽系。 

 

‧探索海洋：潛入地表之下來探索海洋深處，看看地球上最深的海底峽谷。瞭解

海洋觀測、氣候變化及瀕臨絕種的物種。您甚至可以尋找衝浪、潛水與釣魚的新

地點。 

 

‧在月球上漫步：參觀阿波羅號太空人登月的地點，還有登月太空船的 3D 模型。 

 

‧造訪火星：在這顆紅色的星球上旅行，探索 NASA 提供最新的銀河影像。 

 

 Google Earth API 將真正的 3D 數位地球嵌入網頁。將使用者帶領到地球上的任  

               何地方 (甚至是海底)，而不需要離開網頁。 

 Google Map API 不需要使用任何 JavaScript 或載入任何動態網頁，即可快速又 

                       簡單的將「Google 地圖」影像嵌入網頁或行動版網站。 

 Adobe Dreamweaver CS5 製作導覽網頁主要使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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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3D 建築物模型審核條件】 
 屬於永久存在的真實建築 

 品質優於所有其他版本 

 採用相片做為紋理貼圖 

 與「Google 地球」中的圖像正確對齊 

 僅包含一個獨立建築結構 

 未懸在半空中或陷入地面下 

 所含建構地形適量 

 未附加周遭物件 

 高度和比例正確無誤 

 無多面向衝突問題 

 不含廣告或垃圾資訊 

 完整無缺 

 結構精簡 

【成果】 
此圖為 GoogleEarth 上的萬能科技大學校園 3D 建築物模型，在瀏覽器版本上看也是 

一樣的。因此只要裝置支援就能看到 3D 建築物圖層，日後此模型能做的應用也相當 

的廣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