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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首先誠摯的感謝指導老師－洪敬閔老師。他悉心的教導，使我們得以一窺汽

車領域的深奥，不時地討論並指點我們正確的方向，使我們在這些年中獲益匪

淺。老師對學問的嚴謹更是我輩學習的典範。 

 

在專題製作的同時，老師雖然為公事忙的疲於分命，還要督導我們的專題進

度，忙到幾乎沒有自己的時間，但老師還是全都有顧到了，洪老師的這種認真的

教學態度，深深地激勵著我們；而他對於我們的種種用心與耐心，更是讓我們感

恩在心。若說人的一生中真有貴人相助，那麼洪老師鐵定就是我們的那位貴人！ 

 

專題論文的結果好壞，是在於每位組員是否能團結一心，用盡全力地完成自

己分內的工作，以及彼此間的互相支援與鼓勵。難能可貴地，我們組上的成員每

位都十分團結，每位都肯為專題付出自己的私人時間與計畫，並且不斷積極參與

討論…，盡力完成自己該完成的任務，以求我們的專題成果能夠盡善盡美。在此

要感謝各位最佳的戰友們。 

 

這份專題的完成，要感謝各位團員無私的配合。最後還是要感謝洪敬閔老師

的全力教導，沒有老師的幫忙，這篇專題報告絕對無法誕生。在此獻上我們由衷

且誠摯的感謝。  

      

全體組員 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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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時常看見新聞報導中，有許多的家長都很粗心大意，下了車之後竟都把孩童

忘在車子裡，可能是心裡面都想說下車一下子而已，為了節省時間，結果就因為

這樣的疏忽…讓孩子自行在車內遊玩，把自己鎖在車內而就這樣失去寶貴的性

命，而事後家長也後悔萬分，為了杜絕這樣地憾事再次發生在你我的周遭，我們

也下了極大的苦心。 

    所以，我們便聯想出了這個專題，期望能在社會中發揮出最極致的功用，讓

更多人瞭解因為一時圖個方便，卻因一點小事而忽略了小孩的安全，這將會造成 

一生之中最悔恨卻也是最不可挽救的局面…。 

    我們了本專題使用的紅外線感應器，是要用來掃視看車上是否有活體，若是

有，我們連接的蜂鳴器便會開始產生作用，如此一來，就能讓車主明白，車上有

人需多加注意，這樣就能「多一分安全少一分危險」了。 

 

關鍵字：紅外線、感應器、蜂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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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 

      新聞報導 

      鑰匙留車內 新手媽誤反鎖女嬰 

來看高雄這位媽媽很粗心，她把兩個月大的女嬰、放在後座安全椅上，下             

車時，不小心把鑰匙留在車上，結果車子被反鎖了。她先找鎖匠幫忙，卻

打不開門，只好，趕快跟消防隊求救。 

消防隊員小心翼翼用鐵鎚砸開玻璃窗打開鎖，總算救出女嬰，但過程

中女嬰被巨大聲響嚇到，不停的大哭，讓媽媽真的好自責又心疼，消防隊

員戴起手套展開救援，這台銀灰色轎車上，有個才兩個月大的女娃受困

了，用鐵鎚小心的破壞後車窗，砰砰砰的聲音好可怕，讓車裡的寶寶，嚇

得大哭，後來小女嬰還是順利的救出來了。 

原來這位媽媽開車返家要到後座抱女兒時，不小心把門反鎖，鎖匠也

打不開，想到當時情形，媽媽還心驚驚，還好女兒沒事安心的在媽媽懷裡

睡著了，但真的好可怕因為車裡是密閉空間，要是再晚一點出來，女兒不

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也讓新手媽媽，記取教訓，不敢再這麼粗心大意了‧ 

 

 

        發生有嬰兒鎖在轎車的意外，有一名婦人把車子停在新竹關西服務

區。原本只是到後車廂拿個東西，結果一不小心，車門竟然自動鎖住，獨

留她 6個月大的嬰兒在車內。婦人嚇得趕緊報警，幸虧消防人員到場時，

立刻撬開後車窗，救出小嬰兒，解除這場驚魂記所以汽車的裝置能再多一

項安全設備，那該有多好？因此，我們討論了許久，又剛好看見社會新聞

報導：「誤觸中控鎖！ 2幼童反鎖車內 30分」、「車門自動上鎖 急撬窗救

6月大嬰」、「疑誤按反鎖鈕 童受困車內大哭」…等，諸如此類之新聞報

導，故我們以此為探討方向，而聯想出這專題之內容。 

 

二、製作目的 

利用在校所學三年的專業知識，展現這三年努力的成果。我們這組的

專題方向是往汽車電器這方面來探討研究。 

因為我們看過太多的社會新聞都是有關孩子被鎖在車內悶死的案例，

所以我們想，若能盡些微薄的力量，就救回一條生命，這樣有何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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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製作架構 

 

 

四、 預期成效 

(1)直流電的接線線路製作 

(2)了解紅外線與直流電的結合應用 

(3)把紅外線的感應裝置與接收裝置個別放在車門內 

(4)能應用在生活科技上，幫助許多粗心的家長，別再把人、動物遺留在車

上。 

(5)將蜂鳴器接線，裝置在腳踏墊中與駕駛座旁的門板 

(6)製作完成後，實車操控的完整性。 

 

 

 確認主題 

探討相關文獻 

作業分配與製作 

專題撰寫 紅外線裝設的製

指導過程與結果 製作過程與修整 

整合與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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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理論探討 

 

一、相關理論之研究 

（一） 直流電 

 

   直流電（Direct Current，簡稱DC），直流電所通過之電路 

   稱直流電路，是單向流動的電荷。係由直流電源與電阻構成的閉 

   合導電回路。可由電池，熱電偶，太陽能電池，和換向器式電機 

   的發電機產生。該直流電路中，形成恒定的電場，是穩定電壓的 

   電源。直接電流能流經導體如電線，但也可以流過半導體，絕緣 

   體，或即使是通過在電子或離子束的真空。直流電的電流大小、 

   方向是固定的，不會隨著時間而改變。 

 

 

 

 

 

 

 

  

(圖1)直流電的作用情形 

 

 

（二） 直流電的優點 

 

     主要是應用於輸電方面，直流的輸電方式是屬於採用兩線制 

 。輸送同樣功率的交流電所用的導線截面積大於或等於直流輸電 

 所用導線的截面積的1.33 倍。 

    所以，直流輸電所  用之線材幾乎只佔交流 

輸電的一半；直流輸電杆塔的結構也比同容量的三相交流輸電簡 

單，線路走廊不怎麼占地面空間的面積。而直流輸電的發生故障 

之損失也比交流輸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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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紅外線的電路作用 

 

(三) 紅外線 

 

    其波長分佈自300nm（紫外線）到14,000nm（遠紅外線）。以人 

類的經驗而言，即是從400nm（紫）到700nm（紅）是可以被人類眼 

睛感覺得到的範圍，一般稱為「可見光域」。為研究各種不同物體 

的紅外線輻射，人們用理想的輻射體一絕對黑體作基準。能吸收全 

部的輻射而不會產生反射的物體稱為黑體，是太陽光線中眾多不可 

見光線中的一種，又稱為紅外熱輻射。 

 

    本專題紅外線之原理是利用可視紅光光譜之外的不可視光，因 

為紅外線也是光的其中一種，以至於它也擁有相同的光之特性，它 

無法穿過不透光的物體。 

 

        １、紅外線感測器 

        人體紅外線感測器主要是運用溫 

        度變化而產生的電荷現象。紅外線光 

        感測器是利用光敏元件將光訊號轉換 

        為電訊號的感測器。光感測器不只是 

        應用於光的測量，更常用於作為探測 

        元件，主要用在防盜上較多，如：紅 

        外線偵測照明燈、紅外線攝影機等。   (圖3)焦電型紅外線感應器 

 

         2、紅外線的防盜系統整合 

         如今，因現代科技發達的趨勢，防盜的種類也日趨提升，而 

     紅外線也是一種常用的防盜系統。而紅外線防盜系統又區分為主 

     動式與被動式。 

（１） 主動式：AIR，又稱之為「對射式」，感應器本身自會發射紅 

      外線光束來偵測物體移動，範圍僅限於點對點之直線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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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被動式：PIR，又稱之為「熱感應式」，感應器本身不會發射

紅外線光束，而是靠物體熱源的移動來觸動感應器，整個空間

的大涵蓋警戒範圍。此感應器較適用於室內封閉空間使用。 

 

    （四）蜂鳴器之作用原理 

 

    蜂鳴器是一種一體化結構的電子訊響器，採用直流電源供電， 

廣泛應用於電腦、印表機、影印機、報警器、電子玩具、汽車電子 

設備、電話機、計時器等電蜂鳴器種類，最主要分之為壓電式蜂鳴 

器與電磁式蜂鳴器兩種類。 

 

１、 壓電式蜂鳴器：主要由多諧振盪器、壓電蜂鳴片、阻抗匹配器 

及共鳴箱、外殼等組成，係由多諧振盪器由電晶體或積體電路 

組成。壓電式蜂鳴器是以壓電陶瓷的壓電效應，來帶動金屬片 

的振動而發聲。 

 

２、 電磁式蜂鳴器：係由振盪器、電磁線圈、磁鐵、振動膜片以及

外殼等物件組成。在接通電源後，振盪器產生的音訊信號電流通

過電磁線圈，使電磁線圈產生磁場。振動膜片在電磁線圈和磁鐵

的相互作用下，週期性地振動發聲。 

 

 

 

 

 

 

 

 

 

 

 

 

         (圖4)蜂鳴器線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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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車內空間與專題研究設計 

 

在這個部分的車內空間介紹，要介紹為什麼紅外線感應器要裝製在以

下兩張圖的地方，因為這兩個地方是人最容易觸碰到的地方，最容易觸碰

到的地方我們用了紅線標記，專題的設計前面有感測裝置，在我們的後車

廂後也有此裝置，所以本車前後皆放置專題。 

 

                         

                                

 

  

 

  

  

 

 

 

 

 

(圖 5)車廂前示意圖                    (圖 6)車廂後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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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題製作 

一、 設備及器材 

名稱 規格 數量 名稱 規格 數量 

遙控汽車

模型 

1:6 1 台 個人電腦 10 吋 1 台 

蜂鳴器 12V 2 顆 色碼電阻  21 顆 

電路板 5x5cm 2 個 開關  1 個 

銲槍 110V 1 支 排針  1 組 

銲錫 30CM 1 捆 錫油  1 個 

電瓶 12V 1 顆 單心線  1 組 

熱風槍 110V 1 支 電流馬達 12V 1 顆 

壓克力板 30x30cm 1 塊 A4 紙張 30x15cm N 張 

燈條（藍） 12V 2 條 墨水夾 100cc 1 個 

砂輪機 110V 1 台 超音波模

組 

 6 組 

電線 15cm 6 條 數位相機 1200 萬畫

素 

1台 

二極體  2 個 彩色噴墨

印表機 

110V 1 台 

繼電器 12V 2 顆 單槍投影

機 

110V 1 台 

斜口鉗 15cm 1 支 投影布幕 200x200cm 1 塊 

吸錫器 17cm 1 支 單晶片  1 片 

 

(表 1)材料使用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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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製作方法與步驟 

   製作方法及步驟其執行的順序及內容如下： 

 

（一） 把每位組員蒐集的資料加以整理，並研究討論其資料的可行性。 

（二） 討論並設定模型車的紅外線感知器的位置。 

（三） 將線路組裝於車上，看能否正常運作。 

（四） 將「我知道你的存在」進行種種測試，是否無任何故障。 

（五） 撰寫報告並發表成果。 

 

三、 專題製作 

（一） 將電路板依照說明書一 

一銲接，製成一塊完整 

的電路板。我們將電路 

板與銲錫及電線，用焊 

槍慢慢得把線路連接起 

來，最後再將電路板與 

我們專題的模型車連接 

起來。                          (圖 7)焊接電路板 

 

                                       

（二） 使用電瓶測試，測試組 

裝完成的電路板是否能 

正常作用。我們把機車 

用電瓶與專題模型車做 

連結，連結後再和感應 

器做連結。電瓶也可以 

和電路板、以及電燈還 

有其他一些電路作為連 

結專用。                         (圖 8)電瓶測試 

                                                 

                                      

（三） 拆開車殼，將紅外線感知器裝在預設的位置。我們將紅外線感應 

器裝置在車門旁邊，再將車身原本線路連接到紅外線感應裝置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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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在將線路連結   到電瓶上，讓我們測是紅外線感應器是否正常

作動。 

 

(圖 9)裝設紅外線感應器           (圖 10)全車測試         

 

肆、製作成果 

 

     將線路組裝完成後銜接電瓶，讓我們可以測試所有的線路是否 

都正常運作，例如：大燈、小燈、燈條、感應器、蜂鳴器。 

 (圖 11)線路測試作動                  (圖 12)燈光測試 

 (圖13)紅外線感應器作動               (圖14)全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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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本次製作這個專題，是為了防止一些糊塗的家長，把小孩子抑或是寵 

物忘在密閉的汽車空間裡，進而導致於釀成不幸的災厄。 

    我們希望可以利用紅外線感應器，將其裝設在於車身四個門旁，經由 

紅外線感應器感應，若感應到有人，那所裝設的蜂鳴器就會發出聲響，以 

達警示車主之作用。 

    因為紅外線感應器的作動極其敏銳，需預防光線的問題，所以我們便 

增加了一塊黑色壓克力板來遮擋光線，以防紅外線感應器誤測或過度反應。 

 

 

二、 建議 

（一） 因我們使用的是紅外線感知器，所以需注意到光線的問題。 

（二） 汽車因為是密閉空間，如果發現車上有活體，能自動將窗戶降下，

而讓車內充滿空氣，車上的活體也不至於窒息。 

（三） 若是未來能加至手機功能，能把車內狀況傳輸至手機，也亦能防

盜。 

（四） 如果車上掃描到有人，希望能再增加ㄧ些安全警示，例如：閃大燈、

車體搖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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