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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速提醒警告裝置 

摘要 

由於現在超速問題越來越嚴重，發生各種大大小小的事故機率逐漸提高，很

多人因為趕時間所以騎很快，導致無法快速反應過來撞上而造成死傷，車速之快

慢正是造成車禍肇事的原因之一。 

我們運用霍爾感知器來得之目前車子的速度，會在車身裝上我們的蜂鳴器及

LED 燈，當速度超出設定範圍時，蜂鳴器及 LED 燈將會啟動，提醒用路人小心

來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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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製作動機 

現在時常能在新聞報導中，如圖1-1，看到許多有關機車超速的意外，因恍

神或是分心，以至於車速過快發生意外，而這種因駕駛者的疏忽所造成的超速意

外所帶來的結果，可能不只是只有駕駛者受傷，而是會導致其他用路人都有可能

死亡的嚴重後果。 

 

在現今的台灣社會，機車幾乎是每一個家庭都會擁有的交通工具之一，騎乘

機車所帶來的並非是只有減少移動時間等益處，而是有許多的意外會伴隨著這些

便利出現的而其中超速和酒駕是最為常見的兩種意外主要原因，如圖1-2，而我

們製作此專題的目的就是為了能減少超速所帶來的意外。 

 

 

 

圖 1-1 機車超速逾 60 公里，強制險隔年多 4 成 

2018年9月20日取自 

https://youtu.be/NBbAI1Zq_qM 

 

圖1-2 警政署統計查詢網，2018年10月12日取自 

https://goo.gl/Ee8cHe 

https://youtu.be/NBbAI1Zq_q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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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製作目的 

(一)瞭解蜂鳴器的作動原理及結構。 

(二)學習Arduino的作用原理及程式撰寫。   

(三)瞭解霍爾感知器的作動原理及結構。 

(四)認識LED作動原理及結構。 

(五)認識LCD顯示器作動原理及結構。 

(六)希望藉此專題減少因超速所帶來車禍意外。 

 

參、文獻探討  

現今大多數年輕人剛考到駕照會騎著車到處跑，因而這樣連交通

號誌都不看甚至超越原設限速度造成視野縮小，然而造成事故發生，

所以我們為了減少事故發生而發明瞭提醒裝置，裝上這裝置可以提醒

用路人小心來車。  

  

一、Arduino單晶片的介紹  

Arduino是一種硬體與軟體都能夠快速使用的電子產品，如圖3-1所示，負

責設計和製造單板微控制器和微控制器套件，Arduino單晶片的行為非常容易

上手，可以免費下載程式，也可依自己的需求下去修改，依據官方網站，取得

硬體的設計檔，加以調整電路板及元件。 

 

Arduino是一種開放授權的互動環境開發技術，是使用感測器偵測周圍環

境溫度進行溫度調節，例如:超音波、紅外線、伺服馬達等，有時會以藝術品

的方式呈現。 

 

圖3-1  Arduino單晶片， 

(資料來源：2018年9月21日，取自https://goo.gl/f1Mn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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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蜂鳴器 

蜂鳴器是產生聲音的信號裝置，圖3-1所示，蜂鳴器大多是應用在警笛，

報警裝置，救護車鳴笛，防空警報器，較多用來提醒。使用直流電供電，接收

到訊號源之後，音訊信號電流通過電磁線圈，使電磁線圈產生磁場，蜂鳴器分

為電磁式及壓電式兩種，電磁式是由電流驅動，聲音較大但較耗電，壓電式是

由半導體電壓轉換陶磁片振動，由陶磁片驅動，較省電但聲音較小 

 
圖3-2 蜂鳴器 

(資料來源：2018年10月19日，取自https://goo.gl/yGkAuq) 

 

 

三、霍爾感知器 

霍爾效應感測器是固體感測器，如圖 3-2 所示，它們主要應用在曲軸轉角

和凸輪軸位置上，它還應用在其他需要控制轉動部件的位置和速度控制電腦電

路中。霍爾效應感測器，由一個幾乎完全閉合的包含永久磁鐵和磁極部分的磁

路合成，一個軟磁鐵葉片轉子穿過磁鐵和磁極間的氣隙，在葉片轉子上的窗口

允許磁場不受影響的穿過併到達霍爾效應感測器，葉片轉子視窗的作用是開關

磁場，使霍爾效應感測器開關一樣地打開或關閉，這就是一些廠商將霍爾效應

感測器和其他類似電子設備稱為霍爾開關的原因，該組件實際上是一個開關設

備，而它的關鍵功能部件是霍爾效應感測器。 

 

 

圖3-3 霍爾感知器 

(資料來源：2018年9月21日，取自https://goo.gl/mkVtSy)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B2%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A1%E5%8F%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A5%E8%AD%A6%E8%A3%85%E7%BD%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2%E7%A9%BA%E8%AD%A6%E5%A0%B1
https://goo.gl/mkVt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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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LED燈 

發光二極體作為光源的燈具，如圖 4-1 所示，一般使用半導體 LED 製成。

LED 燈的壽命和發光效率可達白熾燈的幾倍。  

  

單顆 LED 的光度比傳統白熾燈和省電燈泡暗很多，所以一個燈泡通常會

包含多顆發光二極體。近使得燈泡漸有取代其他傳統光源之趨勢。除了用於專

為 LED 設計的燈具外，LED 也可加裝在轉換電路與相關的穩定裝置，製成與

其他光源相容的燈泡，安裝於傳統光源的燈具中。 

 

由於二極體是使用直流電驅動，所以 LED 燈泡內通常設有電路，以將日

常使用的交流電轉為直流電，以供電給泡內的 LED。此外，高溫會損壞 LED，

故 LED 燈泡一般會配以散熱片等散熱配件。LED 燈泡壽壽命長、能源效益高。 

 
圖3-4 發光二極體 

(資料來源：2018年12月19日，取自https://goo.gl/Te4bpN) 

 

五、LCD顯示器 

 LCD 在一般生活上就能看的到，如圖 3-5 所示，就是我們所謂的液晶螢

幕，不管是汽車的音響，電視機或電腦等等…，在很多地方都會看到 LCD 的

出現，所以我們運用常看到的設備來呈現我們的速度。 

 

 
圖3-5 LCD顯示器 

(資料來源:2018年12月19日，取自https://goo.gl/z6bp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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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製作方法 

一、製作架構 

 

圖4-1 製作架構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製作材料 

表 4-1 材料使用一覽表 

名稱 規格 數量 名稱 規格 數量 

Arduino UNO 1 麵包板 通用型 1 

杜邦線 通用型 10 遙控機車 通用型 1 

LED 燈 三色 20 磁鐵 通用型 1 

霍爾測速

感測器 

3144E 1 

蜂鳴器 5V 1 

LCD 顯示器 Keypad 

Shield 

1 

三用電錶 通用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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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過程 

我們已經將本系統裝置於實際機車上，並且測試作用良好，但在作品呈現

上須考量物件參展擺設空間及各部分功用呈現，因此製作成果展示板來模擬實

際機車超速提醒警告裝置動作，製作過程如下； 

(一)遙控摩托車架起:機車腳架、霍爾感知器 

1.安裝機車腳架 2.安裝霍爾感知器 

 

 

 

 

 

 

 圖 4-2 安裝機車腳架             圖 4-3 安裝霍爾感知器 

(二)液晶螢幕顯示器:能夠模擬目前車速 

 

(三)Arduino 控制模組:包含 Arduino 單晶片、系統控制電路、系統作用燈號 

1.麵包版配置線路測試          2.Arduino 程式編寫 

 

 

    圖 4-4 麵包版配置線路測試     圖 4-5 Arduino 程式撰寫 

伍、製作成果 

一、成果示意圖 

 

為我們的專題作動示意圖，如圖7-1所示，我們會將霍爾感知器裝置在機

車前叉的位置，並在輪圈中埋設一枚磁鐵，讓霍爾感知器就由感知磁場訊號的

次數來偵測目前車輛行進的速度，例如在時速30公里時，霍爾感測器所收到的

訊號次數為100次，而在之後時速上升到50公里時，收到的訊號次數上升為200

次，我們就能知道，每上升20公里，就會多出100次的訊號次數，我們就能以

此作為時速的偵測條件，當並在時速每上升20公里時發送一個訊號給

Arduino，當收到這個訊號時，Arduino就會驅動蜂鳴器響起並使LED燈亮起以

警告駕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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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專題作動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二、成果說明 

本專題製作是以Arduino單晶片當控制核心，利用電子元件偵測目前車速為多

少，並透過程式編寫來控制LED燈條及蜂鳴器的作用。以下分別敘述。 

 

(一) LED燈條、蜂鳴器:達到設定車速時，將會啟動亮燈及蜂鳴器。 

  1.未達設定車速不亮也不作動。   2.已達設定車速亮燈也作動。 

 

圖5-2 未達設定車速                    圖5-3 已達設定車速作動。 

電子元件不作動。 

 

陸、結論 

(一) 有效的利用Arduino單晶片撰寫程式，完成LED燈條、霍爾感知器、蜂鳴

  



8 

 

器自動偵測目前車速狀態，當所需要的偵測條件成立時，將會讓電子元件

作動。 

 

(二)我們藉由霍爾感知器來偵測車速並將訊號送給Arduino來判斷車輛目前是

否超速，再驅動燈號及提示音作動。 

 

(三) 本系統不只可以藉由提示音提醒駕駛，也可以藉由燈號提醒周遭的駕駛

這輛車目前是處於超速駕駛的狀況。 

 

(四) 若將此裝置裝設在每一輛機車上，即可避免因超速所帶來的意外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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