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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時程表 

展出時間：104 年 01 月 09 日(五) 早上 10:00～下午 03:30(中午不休展) 

展出地點：萬全大樓 T402-1，資訊大樓 S403 

時  間 項  目 

早上 10:00 開幕 

下午 03:30 評審結束，結算成績 

下午 04:00 系主任頒獎 

～歡迎蒞臨指教參與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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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展場位置圖 

3   4 

2 
T402-1 

5 

1 6 

門口    
 

NO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1 徐旺興 有效期限密碼之門禁管理系統 

2 陳燕明 Android 手機搖控自走車 

3 陳燕明 Android 手機遊戲 

4 鍾彥文 運用 Unity3D 開發之遊戲專題 

5 鍾彥文 車輛感測元件整合與控制 

6 楊瑾瑜 虛擬機校能研究 

7 李勝楠 體感裝置遠端控制機器人應用系統 

  

第 7 組於 S403 專題教室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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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展出組別

展出時間：104 年 01 月 09 日(五) 10:00-15:30 

展出地點：萬全大樓 T402-1，資訊大樓 S403 

NO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學號 姓名 頁次

1 徐旺興 有效期限密碼之門禁管理系統 AA0213101 王○ 1 

2 陳燕明 Android 手機搖控自走車 

AA0213106 李○諭 

5 AA0213105 羅○媃 

AA0213126 顏○銓 

3 陳燕明 Android 手機遊戲 

AA0213136 駱○盟 

7 
AA0213116 傅○賢 

AA0213131 劉○軒 

AA0213129 丘○成 

4 鍾彥文 運用 Unity3D 開發之遊戲專題 AA0213029 黃○信 9 

5 鍾彥文 車輛感測元件整合與控制 

AA0213151 葉○寬 

11 
AA0213121 蔡○勳 

AA0213141 戴○嶝 

AA0213144 湯○炫 

6 楊瑾瑜 虛擬機校能研究 990213046 吳○昱 14 

7 李勝楠 體感裝置遠端控制機器人應用系統

AA0213022 張○銘 

19 

AA0213005  葉○和 

AA0213006 顏○偉 

AA0213051 劉○政 

AA0213049 王○培 

AA0213031 吳○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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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期限密碼之門禁管理系統 

指導老師：徐旺興老師 

專題組員：AA0213101 王○ 

【摘要】 
在現今的大學中，傳統的借鑰匙需要經過登記,鑰匙需要由專人保管，由此造成了人力

財力的浪費。為了節省不必要的麻煩,我開發了一款有效期限密碼之門禁管理系統 APP，本

系統是由 Android 端手機通過網路與 Arduino 溝通，Arduino 控制門開關。當學生來借教室

鑰匙時，用手機掃描學生證上的 69 條碼，系統會檢查他是否符合借用教室的資格，當學

生設置完要借用教室的用途與使用與歸還時間時，APP 就會隨機產生一個 4 個數字的密

碼，學生只要到要借教室的門上輸入密碼就能開門，如要鎖門，只要再輸入相同密碼即可。

當學生要歸還教室時，再使用本 APP 掃描學生證的 69 條碼，即歸還成功。當學生未及時

歸還，本系統將自動發送 E-mail 至學生學校郵箱提醒歸還。 

 

【動機】 
在學校借教室的鑰匙，都需要由人工登記，但身為資工系的我們，總希望能科技化、

資訊化、自動化，因此我們希望打破傳統借用、歸還鑰匙的人工登記流程，寫出一個有效

期限密碼之門禁管理系統。 

 

【系統簡介】 
本系統將建立一個有效期限密碼之門禁管理系統，可取代借用及歸還人工登記流程。 

本系統適用於證件上須有 69 條碼(例:學生證、教師證、公司證件等...)，藉由條碼掃瞄

器掃描條碼，借用、歸還鑰匙，並自動建立歷史紀錄，達到節省人工登記流程。 

 

【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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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系統架構】 

 

 

 

【系統功能】 

一. 掃描 69 條碼 - 借用鑰匙 

（1）檢查是否為該系統匯入名單內的成員 

（2）檢查借用教室是否被借走 

（3）發送密碼至 Arduino(若 5 分鐘之內沒輸入密碼，密碼將失效) 

二. 掃描 69 條碼 - 歸還鑰匙 

（1）檢查是否為借用鑰匙的成員 

（2）檢查是否將門關上(磁簧開關) 

（3）自動將門鎖上、清除密碼 

三. 自動產生 Log 在 SD card 下(.csv) 

四. 自動備份 Log 至 FTP Server 

五. 自動發送 E-mail 通知未歸還的借用者 

六. 供管理者設定教室 IP、管理者帳號密碼、設定發送 Mail 的帳號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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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主要界面】 

             

【使用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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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由於目前多數門禁管理系統都是採用 NFC 模式來運作，無論門禁卡數量的多寡，依然

存在一定的成本，而當使用者不小心遺失門禁卡時，需要進行繁瑣的行政流程，經過數日

或一段時間才可以取得新的門禁卡，這段時間卻是讓使用者有些許困擾。 

另外當使用者不再使用門禁卡之後，此門禁卡就會丟棄、報廢，這也造成了資源的浪

費，如果以全國學校畢業生計算，每年就有約 22 萬的門禁卡被廢棄，如果以全球的校園

來計算，這將會是一個龐大的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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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手機搖控自走車 

指導老師：陳燕明老師 

專題組員：AA0213106 李○諭、AA0213105 羅○柔、AA0213126 顏○銓 

 

【摘要】 
做藍芽操控與自走車的部分是因為我看到系上有很多人都有做過藍芽操控也在學校

競賽中得很多名次所以我很想來做做看，所以專題指導老師推薦許多不同的專題的想法

時，聽到指導老師專題想法中有用 arduino 來寫自走車藍芽操控部分就感覺很有興趣就很

想做做看與玩玩看，所以就跟指導老師講我想要選擇做這個專題。 

【開發工具】 
在這個專題當中我們使用了兩種程式 

1. App Inventor 

2. Arduino 

【軟體介紹】 

1. 手機程式 [App Inventor]  

 
開發環境基本上都是 Web 介面，只有打開[Open the Blocks Editor]編寫一些程

式邏輯時，會用到 Java 程式。不管你在那裡，只要打開網頁，就可以繼續你剛剛

還沒有寫完的程式。 

直覺、圖像化的設計介面：使用者在設計程式時，幾乎都可以透過「拖拉點

選」來完成 

   

2. 自走車程式 [Arduino] 

Arduino 提供了簡單好用的 I/O 介面，並具可使用類似 Java、C 語言等高階語

言的開發環境。  

Arduino 的軟體開發環境是開放源碼，可以在 Arduino 官網免費下載，它所用

的程式語言語法類似於 C/C++，具備文字編輯介面、常用工具欄、圖形化控制介

面及錯誤編輯器，運用這個工具進行程式的上傳，及各項感應器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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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 

 

【目的】 
做這個專題是為了要完成學業上的需求，也是為了要多多讓自己更了解藍芽方面的可

用之處在哪裡，可以再學習到另一個專業知識。 

【成果】 
手機的程式做好了之後，可以用 Android 手機開起藍芽與自走車藍芽配對分別有手動

模式與自動模式，自動模式會自行隨機走動。在藍芽的前端有裝超音波遇道障礙物會閃

避，手動模式可以傳遞當初在 App Inventor 設定的信號來控制，例如：輸入 a 他就會前進

s 就會停止 L 就會向右 R 就會向左。 

【模組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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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手機遊戲 

指導老師：陳燕明老師 

專題組員：AA0213136 駱○盟、AA0213116 傅○賢、 AA0213129 丘○成、 

AA0213131 劉○軒 

 

【摘要】 
開始製作遊戲是因為手機在目前年輕人族群手上通常都是以遊戲為理由，不外乎是因

為年輕人喜愛玩樂類型，開始製作後才知道需要考慮到很多問題，比如說以 libgdx 寫程式

API 觸控方法與平時使用的方法不同等，透過這次的製作遊戲的經過能夠了解更多手機與

程式上的應用。 

 

【目的】 
我們也時常玩一些手機遊戲，卻沒嘗試過創作遊戲，經專題這次機會嘗試製作，也希

望能夠清楚了解與使用手機硬體而決定製作遊戲來達到目的。 

 

【遊戲介紹】 
這次遊戲有兩部分，第一部分為桌上曲棍球。桌上曲棍球的遊戲規則為以球拍推集球

史球進入對方籃框時得分，因為球拍是以圓形設計所以會有角度撞及上的差異，可以讓遊

戲更有挑戰，得滿三分即可獲勝。 

第二部分為太空閃子彈。太空閃子彈的遊戲規則是控制幽浮閃開四周紅色子彈，時間

每五秒鐘多 1 顆子彈，分數也是每五秒鐘增加一次，分數會依照場上球數越加越高分，球

會在邊緣持續反彈使得難度越來越高。 

 

【開發工具】 
拱寫程式使用 Eclipse 

程式語言使用 Java 

使用框架為 Libgdx 

Libgdx 是以 Java 語言編寫成的框架，其中有一些 C/C++代碼。此框架可以使用音頻操

作、文件讀取、2D/3D 渲染、Box2D 封裝、2D/3D 遊戲組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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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圖】 

 

(A)程式架構圖 

 

(B)桌上曲棍球 

 

(C)宇宙閃子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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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Unity3D 開發之遊戲專題 

指導老師：鍾彥文老師 

專題組員：AA0213029 黃○信 

 

【摘要】 
電子遊戲在 1970 年代開始以商業娛樂媒體的姿態出現，成為 1970 年代末日本、美國

和歐洲一個重要娛樂工業的基礎。在 1983 年美國遊戲業蕭條事件及繼而重生後的兩年，

電子遊戲工業經歷了超過兩個年代的增長，成為了達 100 億美金的工業，並與電影業競爭

成為世界上最獲利的娛樂產業。本專題所研究之項目： 

 

一、 研究方向為遊戲設計，使用的是目前熱門的 Unity3D 遊戲製作軟體所研發。  

二、 是一套橫向卷軸的動作射擊遊戲，攻擊方式主要有機槍、散彈等，控制為方向

鍵 ASDW 和跳躍：空白鍵。 

 

【前言】 

    目前的軟體、遊戲等設計越來越多元以及大眾化，人們手上的智慧型手機電腦等科技   
產品也並不是為了溝通和研究而存在了，為此藉由這全球趨勢而去選擇這方面的研究作為

大學的專題作品。 

 

【系統架構】 
遊戲整體架構、人物、劇情、音樂等項目學習研究，Unity3D 介面學習操作等。 

 

【軟體開發流程】 
1.完成敵人設計。 

2.完成 Unity2D 遊戲主程式。 

3.完成遊戲介面。 

4.完成 Unity 之 UI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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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結果(如圖所示)】 

 

 

 

 

【結論】 

本專題開發 Unity3D，用以製作小遊戲。 

展望未來： 

修改學習經驗，並可移植到其他平台，如手機、平板等，再次加強音樂、畫面設計~

完成 Unity 系統之遊戲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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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輛感測元件整合與控制 

指導老師：鍾彥文老師 

專題組員：AA0213151 葉○寬、AA 0213141 戴○嶝、AA 0213144 湯○炫、 

AA 0213121 蔡○勳 

【摘要】 
 全自動開啟頭燈功能利用光感原理讓駕駛人在行經隧道或晚上駕駛在路中能自

動開啟。 

 自動切換方向燈，當方向盤左右轉會自動亮燈，方向盤回正方向燈會自動熄滅。 

 手機藍芽控制車子車子前進後退燈光效果等。 

【動機與目的】 
因為現在的交通工具很普及，我們想把它改變得更方便，把原本是手動的方向燈改成

自動的這樣子也可以防止忘記打方向燈，大燈也是修改成光線不足自動開啟的功能。 

【元件簡介】 

光敏電阻，微動開關，繼電器，行動電池盒。 

【原理及方法】 
利用 Arduino 程式語言開發的 ArduDroid by TechBitar App 

Bluethooh 無線通訊驅動程式設計 

按下 05 播放音樂 

按下 07 播放喇叭 

按下 08 右邊 

按下 09 左邊 

按下 10 後退 

按下 11 前進 

【原理及方法】 
如本專題將使用兒童電動車，用以藍芽控制電動車  

前進後退馬達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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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碼】 
case 12: 

    pinMode(12, OUTPUT); 

    digitalWrite(12, pin_value);   

    // add your code here       

    break; 

  case 10: 

    pinMode(10, OUTPUT); 

    digitalWrite(10, pin_value);    

    // add your code here        

    break; 

  case 9: 

    pinMode(9, OUTPUT); 

    digitalWrite(9, pin_value);          

    // add your code here  

    break; 

  case 8: 

    pinMode(8, OUTPUT); 

    digitalWrite(8, pin_value);          

    // add your code here  

    break;  

case 7: 

    pinMode(7, OUTPUT); 

    digitalWrite(7, pin_value);          

    // add your code here  

    break; 

 case 5: 

    pinMode(5, OUTPUT); 

    digitalWrite(5, pin_value);          

    // add your code here  

    break; 

 // default:  

    // if nothing else matches, do the default 

    // default is option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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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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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機效能研究 

指導老師：楊瑾瑜老師 

專題組員：990213046 吳○昱 

【摘要】 
現在雲端運算和虛擬化是網際網路中非常熱門的話題，在企業中那更是熱門。以往只

能在許多實體電腦上測試、模擬，現在可以使用雲端運算整合設備，減少管理時間，而且

單一台實體機能模擬出許多虛擬機來代替。  

而我想使用雲端系統上模擬出的虛擬機來測試效能為何，以實際了解效能數據。 

【背景】 
以前如果要模擬或測試全都只能使用實體電腦。但如果要測試防毒軟體等可能危及到

電腦安全防護的事，甚至還可能需要系統重灌。   

現在雲端虛擬非常方便，只需用雲端運算在實體機上模擬虛擬機即可。而且虛擬機的

改動非常方便，不管是複製、改變記憶體或 CPU，只要簡單幾個按鍵即可直接改動，非常

節省時間。 

【研究方法】 
用 VMware Workstation 建置第一層實驗環境，在使用 VMware vSphere Client 連上

VMware vSphere Server 所建立的虛擬環境，在使用測試軟體比較效能差別。 

【使用軟體】 

 

 

 

 

 

 

 
VMWare Workstation 

可以建立和執行多個虛擬機器，我在此軟體上安裝 Windos7、ESXI、 

VMware vCenter Server、vSphere Client。 

 

 

 

Vmware Work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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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XI 是 VMware 的企業及虛擬化產品，是虛擬化的平台基礎，部屬於實體機器上。 

 

 

 

 

 

 

VMware vSphere 就是提供安裝好的 VMware ESX(i)圖形化控制介面。並且透過 VMware 

vSphere 來進行遠端控制。 

 

 

 

 

 

 
 

vCenter Server 在 VMware vSphere 的架構中，是負責管理 Cluseter、Resources pools、

ESX/ESXI hosts、VM 等物件的運作系統，另還提供了許多額外功能，來擴增虛擬結構。 

Esxi 

vSphere Client 

vCenter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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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來測試效能。 

【架構圖】 

 

 
 

 

 

 

 

 

 

 

 

 

 

 

【成果】 

 

測試數據 

架構圖 

測試軟體 PerformanceTest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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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B Memory CPU 效能平均數值比較圖 

 CPU1 個 

核心 1 個 822.2 

核心 2 個 1501 

核心 3 個 2004.8 

核心 4 個 2503 

核心 5 個 2856 

核心 6 個 3153.8 

核心 7 個 3236.8 

核心 8 個 3425.4 

 

2GB Memory CPU 效能數值比較圖 

 CPU1 個 

核心 1 個 863 

核心 2 個 1541.8 

核心 3 個 2068.8 

核心 4 個 2530.8 

核心 5 個 2861 

核心 6 個 3162.6 

核心 7 個 3379.6 

核心 8 個 3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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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B Memory CPU 效能數值比較圖 

 CPU1 個 

核心 1 個 846.4 

核心 2 個 1499 

核心 3 個 2016.6 

核心 4 個 2337.2 

核心 5 個 2890 

核心 6 個 3152.2 

核心 7 個 3373.6 

核心 8 個 3464.4 

計算性價比 

性價比也可稱作 cp 值，指的是一個商品根據他的價格所能提供的性能的能力，界下來

我要計算核心的平均性價比為何，來看看哪個組合最經濟實惠 

1GB Memory cp 值

1cpu1 核

心 

1cpu2 核

心 

1cpu3 核

心 

1cpu4 核

心 

1cpu5 核

心 

1cpu6 核

心 

1cpu7 核

心 

1cpu8 核

心 

822.2 750.5 668.2 625.75 630.76 525.63 462.4 428.175 

 

2GB Memory cp 值

1cpu1 核

心 

1cpu2 核

心 

1cpu3 核

心 

1cpu4 核

心 

1cpu5 核

心 

1cpu6 核

心 

1cpu7 核

心 

1cpu8 核

心 

863 770.9 689.6 632.7 572.2 527.1 482.8 437.15 

 

4GB Memory cp 值

1cpu1 核

心 

1cpu2 核

心 

1cpu3 核

心 

1cpu4 核

心 

1cpu5 核

心 

1cpu6 核

心 

1cpu7 核

心 

1cpu8 核

心 

846.4 749.5 672.2 584.3 578 525.36 481.94 4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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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感裝置遠端控制機器人應用系統 

指導老師：李勝楠 老師 

專題組員：AA0213022 張○銘、AA0213005 葉○和、AA0213006 顏○偉、 

AA0213051 劉○政、AA0213049 王○培、AA0213031 吳○恩 

 

【摘要】 
由於目前工業機器人大部分都是在工廠內操作精密的動作，所以大部分的應用都是使

用機器手臂的方式來完成，而未來利用體感的方式與視覺來操控機器人將改變工業機器人

應用的價值，故本構想書提出一利用體感裝置控制機器人的創意應用。 

希望透過 kinect 體感裝置操作機器人，而貨櫃的處理未來如果使用到體感裝置的話，

將大大降低操作員所面臨的風險及提高效率，透過 smart camera 的影像輸出與微控提升貨

櫃的處理精準度，我們將著重在軟體的設計，並搭配 NXT 與 Matrixs 所完成的模型機具，

來描述本組的概念，以其未來能提供給業界參考。 

 

【創意設計概念與應用】 

• 物流運輸業員工,船隻上進行船上貨櫃處理工作與港口暫存貨櫃區存有許多風險， 
尤其是進行貨櫃裝卸作業。 

• 貨櫃進行移動動作時可能會有些意外、不便，如以下幾點: 

1.因貨櫃大過於機具所能承受的重量，而導致於吊具的倒塌，造成人員傷亡。 

2.人員須爬上 5 層樓高以上的吊具，恐因天氣影響滑倒受傷。 

3.吊機手需要長時間伏下吊運貨櫃。沒有時間用膳。 

4.去需要去廁所時，會十分不便。 

5.吊機內的空調因年久失修，導致空氣不流通。 

6.顯示工作指令的屏幕放在左手邊，經常要向左邊扭頸，造成嚴重勞損。 

• 利用 NXT 與 Matrixs 構成模型。 

• 在吊具上使用 NI(National Instrument)的控制 smart camera 與傳輸影像至遠端電腦。 

• 再使用『Kinect』體感程式，操縱方向吊機等工作動作與指令，讓吊機手在辦公室

內便可遙控操作戶外的路軌式電子龍門吊機。 

• 操縱人員在新的系統下，不用到高層樓又狹小的吊機室工作，在辦公室內以閉路電

視監控便可監控吊機操作、船上與港口暫存區等地方安全。 

 

【系統架構】 

• 由動力裝置和支架兩部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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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架部分由 Nxt，Matrixs 零件構成的主桿和轉動臂組成。轉動臂可在主桿上轉動，

在主機端設有 Kinect 感應使用者指令。 

• 操作指令起動器實現馬達正反轉可將物品帶起、放開，並通過支架部分馬達轉動下

物件，來完成抓起作業。 

• 由 Macrix 讓馬達轉動主動臂帶動副動臂，讓位置達到我們想要的定點，以達成我們

想要的目的。 

 

【實驗室成果】 

• 2013APRC 新加坡國際賽迷宮競賽第一名 

• 2013APRC 新加坡國際賽火星任務競賽第二名 

• 2012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B 組第二名 

• 2012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C 組第一、二名 

• 2012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G 組第二名 

• 2012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H 組第二名 

• 2013 IROHCS 保齡球競賽前十名 

• 使用 kinect 發展拳術之復健系統 

• 2013 年全國自走車競速大賽第二名 

• 2013 迷你人形機器人格鬥挑戰賽第三名 

• 2012 台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A 組佳作 

• 2012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迷你多軸式機器創意競賽第二名 

• 2012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人工智慧自走車競速第二名、第三名 

• 2011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人工智慧自走車競速第二名 

 

【結論】 
如何將現有的產品透過資訊化的功能進一步提升效率、便利性與實用性。 

本專題主要提出如何應用體感裝置與智慧型機器人視覺在未來機器人操作上達到更

便利、更有效率與實用。 

而貨櫃搬運則是一重要課題，我們將利用模型機器人來說明我們設計的軟體，如何能

運用在貨櫃搬運，而未來相關的應用將非常的廣泛，如救災、醫療、危險的工廠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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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