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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104 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時程表 

展出時間：104 年 12 月 23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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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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展場位置圖 

3  4  5 

2 
T402-1 

6 

1 7 

門口    
 

NO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1 涂昆源 行動裝置遙控機器人障礙競速 

2 鍾彥文 PSoC 物聯網水質監測系統 

3 黃春福 
Oracle Java Standard Edition 6 Programmer 

Certified Professional Exam 

4 江義淵 創意樂器製作 

5 何應魁 證照普查專題 

6 何應魁 雲端網頁設計 

7 何應魁 網頁設計開發-台北旅遊 

8 李勝楠 自走車系統設計 

9 李勝楠 創意機器人設計與應用 
 

第 8,9 組於 S403 專題教室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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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104 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展出組別

展出時間：104 年 12 月 23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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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涂昆源 行動裝置遙控機器人障礙競速 

AB0213043 饒恩宇 

AB0213004 陳彥辰 

AB0213022 黃雅娟 

AB0213046 范朝鈞 

AB0213006 陳怡嘉 

2 鍾彥文 PSoC 物聯網水質監測系統 
AB0213186 廖翊伯 

AB0213152 楊震華 

3 黃春福 
Oracle Java Standard Edition 6 

Programmer Certified Professional 
Exam 

AB0213034 黃振煥 

AB0213017 李承祐 

AB0213037 郭睿杰 

4 江義淵 創意樂器製作 

AB0213167 賴柏志 

AB0213190 王家山 

AB0213015 黃嘉伸 

AB0213130 張廷蔚 

AB0213133 鄭振家 

5 何應魁 證照普查專題 
AB0213033 鄭有廷 

AB0213114 曾林政 

6 何應魁 雲端網頁設計 

AB0213104 楊得偉 

AB0213123 谷宗豪 

AB0213045 陳增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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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104 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展出組別

展出時間：104 年 12 月 23 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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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何應魁 網頁設計開發-台北旅遊 

AB0213012 陳彥宇 

AB0213027 黃政博 

AB0213035 許銘煌 

8 李勝楠 自走車系統設計 

AB0213112 陳嘉政 

AB0213122 曾堉霖 

AB0213134 黃銀瀚 

AB0213141 袁鈺翔 

AB0213109 蔡佳峻 

9 李勝楠 創意機器人設計與應用 

AB0213101 王郁棠 

AB0213131 司浦郁 

AB0213111 李家隆 

AB0213142 賴承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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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裝置遙控機器人障礙競速 

指導老師：涂昆源 老師 

專題組員：AB0213004 陳彥辰、AB0213006 陳怡嘉、AB0213022 黃雅娟、 

AB0213043 饒恩宇、AB0213046 范朝鈞 

【摘要】 
本專題利用 MIT App Inventor 2 (AI2)，並參考 Lego EV3 直接命令(Direct Command)，

設計 Lego EV3 機器人遙控 App。使組員獲 Android App 開發、EV3 機器人組裝及控制，以

及校外競賽經驗。本專題組員參『2015 全國智慧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及『2015 亞洲機

器人大賽』分別獲第三名及佳作。 

【Lego EV3 機器人】 
EV3 是樂高公司 Mindstorms 系列的第三代機器人(如圖一)，是由美國麻省理工學院

(MIT)與 LEGO 合作開發，採用各類感應器和電動馬達，或測量溫度和物品距離感測器作

為一種科學實驗，並可用 ROBOLAB，以及基於 LabVIEW 之 NXT-G 圖形化開發軟體(如

圖二)，撰寫機器人控制程式。 

        

【原理及方法】 
本專題利用 AI2 設計藍牙遙控 App。UI 及程式方塊，分別如圖三及四所示。 

         
 

圖一、EV3 機器人 圖二、EV3 圖形化開發軟體 

圖三、UI 設計 圖四、程式方塊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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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AI2 尚無提供 Lego EV3 機器人 API，因此須自行利用 BlutoothClient 元件，並參

考 EV3 的直接命令(Direct Command)達成目的。 

以控制 EV3 前進為例，首先參考 EV3 Direct Command，建立名為“start＂程序(如圖

六)。再利用按鈕方塊(如圖五)，同時控制 EV3 連接於 B 及 C 埠的大馬達，並以 100% Power

前進。 

 

 

 

 

 

 

 

【實驗結果】 
EV3 遙控 App 操作畫面，以及『2015 全國智慧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賽道，分別如

如圖七及八所示。該競賽須使用 Android 手機或平板，透過藍芽遙控 EV3 機器人，比賽時

須先完成投籃進球後，方能繼續前進走完全程。 

 

 

圖五、按鈕方塊 

圖六、start 程序 

圖七、遙控 App 操作畫面 

0.4 m

籃圈

籃球架

給球機

0.8 m

起
點

終
點

圖八、競賽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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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本專題組員參『2015 全國智慧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及『2015 亞洲機器人大賽』分

別獲第三名及佳作。 

 

『2015亞洲機器人大賽』佳作
  

『2015亞洲機器人大賽』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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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oC 物聯網水質監測系統 

指導老師：鍾彥文老師 

專題組員：AB0213186 廖翊伯、AB0213186 楊震華 

 

【摘要】 
 系統架構：本專題「PSoC 物聯網水質監測系統」是以「PSoC 可程式系統單晶片」

為核心，搭配各類型相關的感測器硬體元件組成。 

 前端功能：能夠監測水中溫度、酸鹼值、溶氧量，或擷取水域影像畫面。 

 後端功能：以「Raspberry-Pi」為核心，建置各種數據資料庫。 

 行動裝置：可利用行動裝置來即時監控水域狀況。 

 

【動機與目的】 
台灣這幾年經常發生水質汙染事件，不論是在開放的河川水域或是工業區工廠的排放

暗管。水質監測最直接的效益在於提供水體品質的相關資訊，並了解水域環境的現況，提

供大眾關心的水域環境保育，進而達到保障民眾親水、用水安全之目的。 

計畫性的水體水質監測作業，除了可以提供即時監測資訊，同時可以達到建立水質歷

史變化趨勢，評估污染整治成效，進而作為研擬水污染防治策略之重要參考依據等效益。 

近年來，物聯網蓬勃發展，我們於是將上述監控的需求以可程式系統單晶片配合多種

感測元件著手進行開發水質監測單元，並利用無線網路的特性，形成一特定水域監測系統。 

 

【PSoC (Programmable System on Chip)】 
PSoC 可程式系統單晶片是一種可程式化的混合訊號陣列架構，內建一個微控制器

（MCU），並整合可自行組態的類比與數位電路，包括 UART、定時器、放大器（amplifier）、

比較器、數位類比轉換器（ADC）、脈波寬度調變（PWM）、濾波器（Filter）、以及 SPI、

GPIO、I2C 等元件數十種元件，協助客戶節省研發時間。此外，在開發和生產的過程中，

如果應用需求有所改變，也可以重新配置內部元件。 

 

【感測元件特性分析與應用】 
分析與水域水質相關的各種感測元件，了解其電氣特性、輸出入的物理特性，並校正

其感測數值。連接校正後的感測元件，利用 Zigbee 或 Wifi 與可程式單晶片(PSoC)組成子

系統並與母系統相連接，建構可以佈建至欲監測水域的感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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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聯網監測系統架構】 
水質監測單元：以多個具備不同感測元件的子元件與一個能夠接收子元件資料和將資

料傳送至監控中心資料庫功能的母元件組成。物聯網監測系統的構成將以上述的水質監測

單元、監測中心伺服器與資料庫系統，再搭配行動裝置單元共同組成。 

 

 

 

【行動載具監測軟體開發】 
編寫行動載具(如手機、平板)應用程式，建立圖像式人機介面，將數據庫資料以圖表

方式呈現。為了跨平台，採用了建設網頁的方法，並用 Javascript 動態更新的方法，減少

網頁讀取的流量，加快讀取速度。 

 

【伺服器架設】 
以樹莓派(Raspberry Pi 2)為基礎來建構伺服器，並於其上架設網頁伺服器與資料庫，

從而實現終端的雙向溝通。由於樹莓派的作業系統是 Linux Based，所以網頁伺服器跟資料

庫分別採用 Apache 和 MySQL。作為應用程式接口的 Web 服務（Web Service）採用 REST

（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減低開發難度。 

 

【物聯網監測系統架構】 
分析與水域水質相關的各種感測元件，了解其電氣特性、輸出入的物理特性，並校正

其感測數值。連接校正後的感測元件，利用 Zigbee 或 Wifi 與可程式單晶片(PSoC)組成子

系統並與母系統相連接，建構可以佈建至欲監測水域的感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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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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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Java Standard Edition 6 Programmer 

Certified Professional Exam 
指導老師：黃春福老師 

專題組員：AB0213034 黃振煥、AB0213037 郭睿杰、AB0213017 李承祐 

 

【摘要】 
Oracle Java Standard Edition 6 Programmer Certified Professional Exam 證照 

 

【背景】 
甲骨文 Oracle 收購 SUN 以後 Java 資格認證調整：原昇陽 Sun Certified Programmer for 

Java (SCJP) 認證正式更改為新認證 Oracle Certified Professional, Java SE 6/SE 5 

Programmer（OCPJP）或者簡稱（OCJP）。 

 

【研究方法】 
Oracle Java Standard Edition 6 Programmer Certified Professional Exam 考古題 

 

【架構】 
JAVA 程式語言 

 

【成果】 
成功考取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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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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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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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樂器製作 

指導老師：江義淵老師 

專題組員：AB0213015 黃嘉伸、AB0213130 張廷蔚、AB0213167 賴柏志、 

AB0213190 王家山、AB0213133 鄭振家 

 

【摘要】 
使用 Arduino UNO 板子製作樂器，藉由感應器(sensor)能感知周遭環境變化，Arduino

電路也可以搭配電腦 運作, 跟電腦溝通。 

利用電容感應的原理以及觸控手機的原理來製作，所以有很多媒介可以使用。例如:

可樂、皮膚等，任何能跟人體導通的媒介都行。 

創意來自於生活周遭，利用周遭不起眼而令人覺得又熟悉的物品來製作樂器，令人覺

得新奇，特殊、創意、神奇。令人覺得其實看似不起眼的東西也可以發揮他的奇特效用 

 

【背景】 
Arduino 是一種開放授權的互動環境開發技術，互動裝置其實無所不在，像是冷氣的

恆溫裝置，便是使用感測器偵測環境溫度，進行室內溫度的自動調節；還有汽車使用的倒

車雷達，過於靠近物體便會發出聲音警告駕駛者。這些裝置為生活增加不少安全及便利，

互動能帶給使用者驚喜，有時會以藝術品的方式呈現在生活當中。 

 

【動機】 
當時因為對音樂方面滿有興趣的，剛好系上有這一套硬體設備，然後又有去治平工商

展覽可樂鋼琴，那時就覺得原來 Arduino UNO 板子也可以這麼有趣，而且從這裡也可以學

習到寫程式的能力。 

 

【目的】 
使用生活周遭的東西，讓其發出聲音，讓人覺得新奇，增進大家對 Arduino 使用上的

便利，以及讓我們因為樂器而對裡面的程式有更深的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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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架構圖】 

 

 

【開發工具】 

 
 

 

 

開發工具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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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普查專題 

指導老師：何應魁老師 

專題組員：AB0213033 鄭有廷、AB0213114 曾林政 

 

【摘要】 
 跨平台 

 比 C++簡單 

 物件導向 

 安全 

 多執行，一行程式可同時執行多項工作 

 可攜性 

 

【動機】 
系上的畢業門檻有 CCNA 跟 JAVA 必須考到其中一張才能通過，JAVA 是業界最實用

的軟體技術，擁有著在平台上的獨立性、可移植性、廠商獨立性，我們對 JAVA 比較有興

趣，所以我們選擇考 JAVA。 

 

【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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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網頁設計 

指導老師：何應魁老師 

專題組員：AB0213045 陳增榮、AB 0213104 楊得偉、AB 0213123 谷宗豪、 

 

【摘要】 
隨著都市生活的發達，越來越多水泥大樓，追求空間使用最大化的四方體建築也變成

了城市之中街道兩旁唯一的形式。此時我們更需要分享美麗的老街建築來妝點現在生活，

讓現代生活有趣一點和懷舊氣息。 

 

【使用工具】 
網頁編輯 DreamWeaver CS6  

將 HTML5、CSS3 和 JavaScript 整合在內的一套技術組合。 

HTML5 程式語言用來架設標題、段落、清單等。 

CSS3 程式語言決定檔案的顏色、字型、版面設置等顯示特性。 

JavaScript 程式語言讓網頁變更生動。 

 

【架構圖】 

 

 

 

 

 

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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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展示】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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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設計開發-台北旅遊 

指導老師：何應魁 老師 

專題組員：AB0213012 陳彥宇、AB0213027 黃政博、AB0213035 許銘煌 

 

【摘要】 
要選擇專題的題目時，根本不知道要選哪個題目！後來看到我們班導師有一個專題題

目是網頁設計，心想網頁設計應該沒有很難，在加上也可以趁這個機會到處去走走玩玩！

於是就選擇了網頁設計-台北旅遊。 

 

【使用軟體】 
網頁設計 Dreamweaver CS6 

影像處理 Adobe Firework 

Apache web server 

 

【網頁簡介】 
我們有去淡水、八里、九份、陽明山，網頁裡面有從萬能科技大學到各區的路線也有

各區的歷史。當然還有各區的照片。 

 

【網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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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be Firework 影像處理】 

 
利用 Adobe Firework 影像處理這套軟體做出撕頁效果 

 

【Dreamweaver CS6 擴充功能 Thickbox】 
 

 

點擊想看的照片可以將它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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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自走車系統設計 

指導老師：李勝楠老師 

專題組員：AB0213112 陳嘉政、AB0213109 蔡佳峻、AB0213122 曾堉霖、 

AB0213134 黃銀瀚、AB0213141 袁鈺翔 

 

【摘要】 
BeRobot 包含專門為初學者設計的好好玩動作編輯程式，讓使用者發揮想像、輕易地

隨意編輯機器人動作，例如：扭腰、彎身、屈膝、踢球、扶地挺身…等等動作。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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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BeRobot Motion Commander 是一個專為初學者設計的遊戲式圖形控制軟體，操作介面

容易，所控即所得，發揮想像力輕易設計機器人動作，輕易下載燒錄機器人程式。 

 

【機器人架構圖】 

 
 

【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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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機器人設計與應用 

指導老師：李勝楠老師 

專題組員：AB0213101 王郁棠、AB0213142 賴承佑、AB0213131 司浦郁、 

AB0213111 李家隆 

 

【摘要】 
主要是利用 LEGO NXT 為控制核心的小型自走車，設計方面主要是用來進行競技比

賽，主要程式是 C# ，利用程式與零件做搭配以達到預期的控制結果。 

零件有很多種類，例如:利用感測器擷取地面導引線做為系統導航軌跡，自走車可以可

以提供多樣化的應用。 

競技內容也分成很多種，人力操控競速、自走車競速、障礙賽等…，在準備比賽的過

程中，不但可以增加自身的經驗，也可以加強個人的專業技術。 

 

【動機與目的】 
近幾年有很多機器人相關的競賽和一些創意的機器人比賽，也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上，

讓我們的生活更加便利。 

雖然我們是以 LEGO 機器人做創意機器人設計與應用，我們選擇的是以創意機器人競

賽為主的方向，利用這些 LEGO 的樂高來組裝出一些各式各樣的創意機器人和撰寫程式來

與其他人來競賽，我們希望能透過這些競賽提升我們對 LEGO 更加了解。 

 

【背景】 
樂高機器人 Mindstorms NXT 是樂高集團所製造的下一代的程式及可組機器人玩具。

整組的套件有包含感測器及連接線。樂高(LEGO)於 2006 年 9 月上旬 

推出樂高公司和美國麻理工學院共同開發的機器人組件新款「教育用 LEGO 

Mindsensors NXT」。Mindsensors 是將配備微處理器的 LEGO 公司的塑膠積木組裝起

來，透過個人電腦製作的程式來控制機器人 

NXT 可以外接伺服馬達、光感應器、音源感應器、顏色感應器、觸控感應器、超音波

感應器等組件。 

此外，也有樂高以外的廠商製作相容於 NXT 的感應器。 

例如：Mindsensors、HiTechnic、Vernier 等。 

LEGO NXT 支援的程式有：NXT-G、LeJOS、Not eXactly C（NXC）、Robolab、 

URBI、RobotC、LabVIEW、Lua、Ada、Ch interpreter, cross-platform C/C++ interpreter、

Ch Mindstorms NXT Control Package 

C and C++, under brickOS, formerly LegOS 

C and Assembly, under the GCC open source firmware kit NXTGCC 

Interactive C, C-like language used in robotics competitions 

Java, under leJOS or TinyVM、pbFORTH, extensions to Forth 

pbLua, version of Lua、Visual Basic, via the COM+ interface supplied on the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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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一開始我們分為兩組，一組為”程式撰寫”另一組為”實體組裝”。 

我們這組是用機器人來打保齡球，在製作的過程中碰上了許許多多的困難，一次又一

次的修改和在老師與學長的細心指導之下，讓我們能參加許多比賽。 

 

            參賽結果 

 

成果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