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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  

據某雜誌的刊載，分析發生在近幾年間的機車車禍結果顯示，台灣平均每天有 200

人因為騎乘機車死亡，820 人受傷。值得警惕的是，這些意外經常發生在路口轉彎和十

字路口的地方，最主要的原因我們判斷可能是因為機車警示功能不足，而發生意外的主

要因素。在當機車要轉彎時，雖然有方向燈作為警示，可是當在車輛多的十字路口，車

輛有可能擋住機車騎士的照明設備，忽略的機車騎士的存在而發生交通事故，如果安全

帽本身具有像汽機車般自主發電、蓄電、照明警示功能，能讓人知道其位置及行走方向，

那騎士的安全會更有保障。 

如果我們在安全帽的後方裝置了一個方向燈，就能提醒後方車輛，或許也能大大的減低

發生事故的機率，過去發生過許多這樣的事件，這都是因為方向燈所造成的車禍，這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所以我們才想到了這個裝置，避免再有讓人遺憾的事情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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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根據某雜誌的刊載，分析發生在近幾年間的機車車禍結果顯示，台灣平均每天有 200 人

因為騎乘機車死亡，820 人受傷。值得警惕的是，這些意外經常發生在路口轉彎和十字

路口的地方，最主要的原因我們判斷可能是因為機車警示功能不足，而發生意外的主要

因素。在當機車要轉彎時，雖然有方向燈作為警示，可是當在車輛多的十字路口，車輛

有可能擋住機車騎士的照明設備，忽略的機車騎士的存在而發生交通事故，如果安全帽

本身具有像汽機車般自主發電、蓄電、照明警示功能，能讓人知道其位置及行走方向，

那騎士的安全會更有保障。  

圖 1-1 未戴安全帽發生事故                                                圖 1-2 未戴安全帽發生事故 

 

二、研究目的  

 

(一)研究 Arduino 與藍芽接收器的指令操作與程式撰寫。 

(二)了解電子零件的運用。 

(三)安全帽及機車的構造與原理。 

(四)希望能有效減少車禍事故的狀況發生。 



2 

 

三、製作架構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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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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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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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 Arduino 的指令操作與程式撰寫。 

 理解各電子零件的運用。 

 LED 發光二極體原理及運用。 

 製作專題能激發我們的創造力和執行能力，從動手做才能更了解電路的處理，由

做中學並從中發現問題修正錯誤，也學習 Arduino 的應用。 

  

確認主題 

探討相關文獻 

作業分配與製作 

專題的撰寫 專題的製作 

文章修改過程與結果 專題實務過程與修整 

整合與發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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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理論探討  

一、Arduino 單晶片介紹  

Arduino UNO 是一個開放的環境互動控制的開發面板，互動控制裝置其實隨處可見，像 

是冷氣房下的控溫裝置，是使用溫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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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靠近物體時就會發出警告聲響警告駕駛者。這些裝置為

生活增加不 少環境安全及便利，有時會透過藝術品的方式呈現在生活環境當中。以往

要處理相關電子設 備時，需要透過工程師，慢慢的從一個小元件拚奏成整個電路。大

多數的工具都是為了工程 師所設計的，除了電子電路還需要廣泛的知識，才有辦法完

成整個電路的運作。還好微處理 器有了很大的進步，除了在使用上變得更為簡單，價

格上的降低更減少了學習的門檻。 Arduino UNO 之規格與外觀如表 2、圖 1-3、圖 1-4。 

(表 2)Arduino UNO 規格表 

微控制器 ATMEGA328 

工作電壓 5V 

輸入電壓(推薦) 7-12V 

輸入電壓(限制) 6-20V 

數位  I/O 接腳數 14 

PWM 接腳數 6 

模擬輸入接腳 6 隻 

快閃記憶體大小 32KB 

時脈 16MHz 

尺寸 4.3 * 1.8 (cm) 

 

 
 

圖 2-1 Arduino UNO 開發板正面 圖 2-2Arduino UNO 開發板背面 
 



4 

 

(一)Arduino 的電路設計隨手可得，如官方有提供原本的電路設計圖。 

(二)軟體、硬體部分都是採用開放式，可以隨使用者任意變更。 

(三)使用者不需要具備一些機電相關科系知識，也可以快速學會如何使用 Arduino。 

(四)Arduino 可以利用的資源非常的廣泛，也包含了一些分享與 DIY 的精神。 

(五)一張微小的控制器板要花的費用較高，相對之下，Arduino 只需要低成本就可以取得。 

 
二、藍芽接收器介紹: 

藍芽這個名字，他起源於西元十世紀時， 挪威有個維京國王 Harald（哈拉德藍芽

々Blatand 為丹麥文字，相當英 文的 bluetooth） II （940-981），統一了丹麥（Denmark 

and Norway）， 成為維京人的英雄 Ericsson 將其新的無線電介面的 Project 命名為「藍

牙」（Bluetooth），大概是希望藉由 Bluetooth 統一介面規格，成為 一個世界標準，而

「藍牙」譯名變「藍芽」或許是為了看起來比較文雅 吧〈藍芽組織也希望能在一個標

準之下整合所有的無線電子短程通訊產 品。 藍芽技術運作的原理主要是運用跳頻展頻

技術(Frequency Hopping Spread Spectrum -- FHSS)方式，使藍芽晶片的兩端，以某一特定

形式 的窄頻載波同步地在 2.4MHz 頻帶上傳送訊號。詳細來說，此 FHSS 的傳 輸技術，

是將欲傳輸的信號透過一系列不同的頻率範圍廣播出去，而由 傳送裝置先傾聽頻道

(Listens Channel)，若偵測出頻道處於閒置狀態時， 信號便由此頻道傳送出去々反之，

若偵測出頻道為使用中，便使用跳躍 程序進行傳送。 4 重要的是，傳送與接收必定要

同步切換頻道才可以正常接收資料。 藍芽最多可進行 1 對 7 的傳輸，除了資料之外，

也可以使用 CVSD (Continuous Variable Slope Delta-Modulation)技術來進行語音傳輸 及使

用分時多工(TDMA)協定技術之通訊協定。 

 

三、LED 燈條介紹: 

(一)、結構: 

LED 發光二極體為通電時會發光的電子元件，材料為半導體製成的發光元件，材

料使用 III-V 族化學元素，LED 發光二極體最好得特點就是：不需要暖燈的時間，所以

反應速度非常快(大約在 10-9 秒)還有其他優點為體積較小、省電佳、低汙染、適合量產，

可靠度非常高，容易配合生活上的需要製成極小或點陣式的元件，適用範圍很廣，如

汽車、通訊產業、電腦、紅綠燈、電視牆顯示器等。有關白光 LED 結構圖如圖 1-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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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白光 LED 結構圖 

(二)、發光原理: 

LED 發光原理是將電能轉換為光能，利用不一樣的材料所形成之化合物半導體施

加電流，透過電子與電洞的結合，將能量以光的型態釋出，來達成發光的效果；而材

料的不同也會發出不同的波長，也就會看到顏色不同的光。LED 屬於冷性發光，使用

壽命長達 10 萬小時以上。因其發光原理、結構等與鹵素燈泡不同，與鹵素燈泡比較，

具有發熱量低、壽命長、電量消耗少、單色光發光、反應速度快、耐衝撞、耐候性佳、

體積小、具小型輕量化等特性，故在初期以及目前之生活應用皆從取代小型鹵素燈泡

切入各應用市場，如家電產品、資訊產品、通訊產品之指示燈以及顯示器面板之背光

源等，而且在高亮度產品開發完成及商品化後，其應用範圍持續加大，包括汽車第三

煞車燈、大型戶外看板等。 

(三)、LED 種類(依波長分): 

LED 屬於冷性發光，一般來說，LED 的應用可由可見光與不可見光兩大類來區分；

在可見光的部分，又可以分為一般亮度及高亮度，其中高亮度的 LED 亦可進一步區

分為高亮度 LED 及超高亮度 LED，目前可見光 LED 已經大眾化的應用在生活中多項

產品如手機、PDA 產品的背光源、工業儀表設備、汽車用儀表指示燈與煞車燈、大型

廣告看板及交通號誌等；至於不可見光的 LED，主要分為二種，短波長紅外光應用在

無線通訊用(如 IrDA 模組)、遙控器、感測器；長波長紅外光則用在短距離光纖之通訊

光源如表 3。 

  
應用波長範

圍 
分類 主要應用 

可見光 450-680nm 一般亮度 資訊、家電等之指示光源、室內顯示 

高亮度 大型看板、交通號誌、手機背光源、室內顯示、汽車外部燈、車

用指示燈、大型 LCD 背光源 

不 可 見

光 

850～950nm 短波長紅外光 紅外線無線通訊、IrDA 模組、資訊家電產品資料整合傳輸、遙控

器、感測器 

1300 ～

1550nm 

長波長紅外光 短距離光纖之通訊光源。 

表 3 長波長紅外光則用在短距離光纖之通訊光源 

四、RGB 顏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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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色光模式，稱為 RGB 顏色模型或紅綠藍顏色模型，是一種加色模型，將紅、綠、

藍三原色的色光以不同的比例相加，就會產生多種顏色色光。RGB 顏色模型的主要目

的是在電子系統中檢測，表示和顯示圖像，比如電視和電腦，但是在傳統攝影中也有應

用。在電子時代之前，基於人類對顏色的感知，RGB 顏色模型已經有了堅實的理論支

撐。RGB 是一種依賴於裝置的顏色空間：不同裝置對特定 RGB 值的檢測和重現都不一

樣，因為顏色物質（螢光劑或者染料）和它們對紅、綠和藍的單獨回應水平隨著製造商

的不同而不同，甚至是同樣的裝置不同的時間也不同，如圖 1-6。 

                                                                              

 

 

圖 2-4 三原色光 

 

 

 

 
 

      

參、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LED 燈 紅色、黃色 8 顆 

電路板  2 個  

電線  2MM 1 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8%89%B2%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BF%E8%89%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9F%E8%89%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1%84%E5%B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E9%A1%8F%E8%89%B2%E5%8A%A0%E6%B3%95.svg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E9%A1%8F%E8%89%B2%E5%8A%A0%E6%B3%95.sv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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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開關     1 顆  

泡棉膠   1 捆  

銲槍組  1 組 

4 號電池     2 顆  

（表 4）設備器材表 

二、製作方法與步驟  

 我們利用焊槍將電線與接收器的電路板接合再一起，再把微動開關與 LED 燈焊接在本

體電路板上，焊接完後將本體殼裝回 ，在安全帽正確位子貼上泡棉膠最後將本體固定

於安全帽後。   

三、專題製作 

 

（圖 3-1）將電線焊在控制器電路板。 

 

 

（圖 3-2）將微動開關與 LED 燈焊接在本體電路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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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將電路板裝回本體殼中 

 

 

 

（圖 3-4）在安全帽上正確位子貼上泡棉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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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將方向燈固定在安全帽上 

肆、製作成果 

 

（圖 4-1）安裝好後通電就可以正常操作了,像現在打右轉燈安全帽上的右方會跟著發亮 

 

 

 

 

 

 

 

伍、結論與討論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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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製作過程中我們發現下列幾點問題，期解決方式如下： 

問題一、RC 無穩態多諧振盪電路中，發現 LED 的亮度不足，導致警 示效果不良。 

解決方式：使用三用電表測量 LED 的電流很小，故將圖 2 與 LED 串聯的 1KΩ 電阻

器除，這樣   就可以提高 LED 的亮度。 

問題二、使用數位式明滅器電路製作出一側的實體電路時，發現元件體積太大，佔據

電路   板將近一半空間，若將元件的間距拉近， 則水銀開關傾斜角度很小就被觸發而

導通，造成   錯誤信號，而且電 阻器也容易發燙，導致其他元件受環境溫度而影響正

常工作。 

  解決方式：改用電晶體式 RC 無穩態多諧振盪電路，即可減少元件空間。 

  問題三、安全帽只要稍微晃動就會起動閃爍電路，造成錯誤信號。 

解決方式：由於使用的水銀開關元件太小，只要傾斜約 15 ﾟ~20 ﾟ就會起動閃爍電路，

故更換較大的水銀開關，傾斜角度可提高到 30 ﾟ左右， 水銀滾珠才會移動，水銀開

關的兩端接腳才能導通。 

經由這次的專題製作，我們學會蒐集資料、互相討論及一起解決問題，希望這個智慧

閃閃安全帽對行車安全有幫助，以減少車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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