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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要先感謝我們指導老師－林靖凱老師。他非常細心地教導我們，

讓我們能夠更深入的了解動力機械這塊領域，這些過程都對我們日後的發展有所

助益，雖然靖凱老師平常有很多公事要忙，但他仍然不厭其煩地回答我們遇到的

問題，有了這位教師界的典範參與其中，使我們這些同學受益匪淺。 

在進行本次的專題過程中，老師雖然肩負著繁忙的公事，但老師依然抽出許

多時間替我們進行重點式的開導，並監督我們的專題進度，對我們來說，靖凱老

師認真進取的態度，是我們該學習的典範，所以我們就得更加表現出優質的精

神。 

我們認為，當專題製作完成時，結果的好壞並非重點，重點在於每位組員是

否能夠團結，以相同的目標做為動力，不僅要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組員之間更

要互相幫忙。在此特別感謝我的組員，他們每位都為此專題付出很多，使此專題

製作能夠順利地進行，結果也比我們想像中的更加圓滿。 

此專題的完成，要感謝各位組員無私的配合。最後還是要再次感謝靖凱老師

的指導，沒有老師的協助，此專題報告可能無法如此順利完成。在此獻上我們由

衷的感謝。  

全體組員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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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由於現在科技發達，駕駛汽機車的民眾日漸增加，在不正當的使用下，發生

事故率也相對提高，例如：超速、不遵照紅綠燈指示、車輛前後並未保持適當距

離，而產生的危險，所以本專題是希望針對煞車令片來研究與探討，因為有些機

車騎士沒有定期檢查煞車來令片磨損的狀態，當來令片將磨損殆盡時，騎士可能

毫無警覺，而在需要使用煞車時，喪失功能，導致意外發生，於是我們希望製作

出”碟式煞車來令片損警示器”，在來令片將磨損殆盡時，能夠藉由蜂鳴器和警

示燈達到提前警示騎士的效果。 

關鍵字：來令片、警示燈、蜂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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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製作動機 

媒體上有許多車禍事故的報導，其中，有些是機車騎士因為煞車

來令片過度磨損且毫無警覺性，在過度磨損的狀態下導致煞車作用異

常，進而發生意外事故，所以我們希望製作出一個警示裝置，當碟式

煞車來令片磨損到一定程度時，該裝置會觸碰到碟盤，此時儀表板上

的警示燈會亮起，提醒機車騎士需更換來令片，藉此希望減少意外事

故的發生。 

 

二、製作目的 

我們製作此專題的主要目的是，能夠提前警示機車騎士，煞車來

令片即將磨損殆盡，讓騎士知道需要做更換，來達到防止意外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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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架構 

擬定主題 

 

收集相關探討文獻 

 

小論文撰寫 

 

工作分配 

 

選購相關零件 

 

討論製作方式 

 

製作過程與測試 

 

整合報告與發表成果 

 

 

四、製作預期成效 

(一) 提前警示機車騎士，煞車來令片將磨損殆盡，避免事故發生。 

(二) 能夠清楚顯示警示裝置，讓駕駛容易察覺。 

(三) 讓全員能夠發揮所學技能，並且分工合作，完成專題作品。 

(四) 能有效提醒機車騎士需注意煞車來令片磨損程度。 

 

貳、理論探討 

一、相關探討文獻 

(一) 煞車來令片  

     來令片又稱煞車片。在煞車系統中，來令片是主要零件之一，煞車效  

    果的好壞是由煞車片決定，煞車的工作原理主要是來自摩擦力利用來令片 

    與煞車碟（鼓）的摩擦，將車輛行進的動能轉換成，摩擦後的熱能，將車 

    子停下來。一套良好有效率的煞車系統必須能提供穩定、足夠、可控制的 

(圖一) 製作步驟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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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力，並且具有良好的液壓傳遞及散熱能力，以確保駕駛人從煞車踏板所 

   施的力能充分有效的傳到總泵及各分泵，及避免高熱所導致的液壓失效及煞 

   車衰退。車子上的煞車系統分為鼓式和碟式兩大類，但是除了成本上的優勢 

   外，鼓式煞車的效率遠比不上碟式煞車，因此所討論的煞車系統都以碟式煞 

   車為主。 

 

 

 

 

 

 

(二) 警示燈 

警示燈一般用在維護道路安全，通常是用在警車、工程車、消防車、救

護車、道路維修車等等之車輛，也會用於機械、電力、化工、電訊、船舶等

電氣控制電路中作控制信號聯鎖與警示等作用。 

 

 

(圖二) 碟式煞車來令片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三) 警示燈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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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蜂鳴器 

 

        蜂鳴器是一種一體化結構的電子訊響器，採用直流電壓供電，廣泛應用 

    於計算機、打印機、複印機、報警器、電子玩具、汽車電子設備、電話機、 

    定時器等電子產品中作發聲器件。蜂鳴器主要分為壓電式蜂鳴器和電磁式蜂 

    鳴器兩種類型。也在某些場合用於警告與警示。 

 

 

 

 

 

 

  (四) 繼電器 

       繼電器(Relay)，是一種常見的電子控制器件，此零件具有控制系統(又  

   稱輸入迴路)和被控制系統(又稱輸出迴路)，通常應用於自動控制電路中，它 

   時實際上是用較小的電流去控制較大電流的一種「自動開關」。故在電路中起 

   著自動調節、安全保護、轉換電路等作用。 

 

 

 

(圖四) 蜂鳴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圖五) 繼電器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AA%E5%8A%A8%E6%8E%A7%E5%88%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9%97%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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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保險絲座 

        保險絲座大類可分為：面板安裝保險絲座、PCB安裝保險絲座、面板安  

裝保險絲座；引線式保險絲座；PCB保險絲座及保險絲夾。保險絲會裝置在

各種電器迴路中。當電流異常時，會自動燒毀，以保護零件，保險絲座都有

耐電流，耐電壓，及防火等級等要求。  

 

  

(圖六) 保險絲座 

(資料來源:自行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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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專題製作 

一、設備及器材 

專題製作使用儀器（軟體）設備 

儀器（軟體） 

設 備 名 稱 
應  用  說  明 

筆記型電腦 查詢相關資料及製作報告 

隨身碟 儲存專題相關檔案 

印表機 列印專題之論文 

投影機 報告專題文件之使用 

相機 紀錄專題製作過程 

三用電錶 測量電路是否正常 

 

專題製作使用材料名稱 

材 料 名 稱 規    格 單位 數量 備 註 

碟盤 碟煞專用 個 1 通用型 

來令片 碟煞專用 片 ２ 通用型 

繼電器 12V 30A 個 1  

警示燈泡 12V 15A 顆 1  

蜂鳴器 12V 20A 個 １  

金屬端（開關）  個 1 自製 

保險絲座 25A 個 1  

電瓶 12V 顆 1  

螺絲  顆 20 大小皆有 

電線 30A 條 2 各 3公尺 

木板 60x50(cm) 片 1  

一、 製作方法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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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先準備好電瓶與鑰匙開關 

(二) 分工合作開始進行線路改良 

(三) 接上準備好的電瓶與鑰匙開關 

(四) 使用三用電錶測量 

(五) 自行製作專用開關 

(六) 配置各式線路 

(七) 共同完成專題製作 

(一)先準備好電瓶與鑰匙開關 

      

圖七、八 配置電瓶、鑰匙孔 

     準備出電瓶、鑰匙孔，並配置上去。 

(二)分工合作開始進行線路改良 

                                                  

圖九、十 線路配置 

    接著是我們的線路配置，先在我們的木板上畫好線路位置，使用銲槍跟銲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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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連結線路。 

(三)接上準備好的電瓶與鑰匙開關 

      

圖十一、十二 連接電瓶和鑰匙開關 

我們將開關做成鑰匙開關，這樣方便操作用起來很順手。 

  (四)使用三用電錶測量 

        

圖十三、十四 三用電錶測量線路 

使用三用電表測量一些電路結構，這樣在製作的過程中能夠邊做邊學，             

解決問題。 

(五)自行製作專用開關 

 

圖十五 金屬端(開關) 

我們自製出金屬端開關，並配置在來令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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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配置各式線路 

 

圖十六 各式線路配置 

我們在蜂鳴器、繼電器、鑰匙孔、儀錶板，配置上線路。 

肆、製作成果 

 

圖十七 警示器作動 

伍、 結論與建議 

一、危險來自於人類的疏忽，但沒有一些機械保養、檢查的基本常識，會有

危險的發生。有部分小零件損壞時，常被疏忽而發生危險，煞車來令片

磨損完之前做更換，就可以讓機車騎士有了一份很好的安全與保障。 

 

二、希望能將裝置改為電子式之產品。 

 

三、希望可以提升此裝置之準確度及靈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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