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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節能光感應大燈 

摘要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了交通部在民國 106年 1月 1日發布實施了全時點燈

這項政策，這會使得汽機車充電系統負荷增加，現今講究節能減碳的時

代，各家車廠都竭盡所能開發節能效果的車輛新科技，而如今新政策之

實施，能提高用路人之安全性，但全時點燈也使得車輛的油耗亦會跟著

增加，就因如此引起了我們做這項機車節能光感應大燈的專題的發想，

全時點燈的用意就是機車在發動後大燈就必須亮著，如此是能提高用路

人的安全性，但是否會比之前未實施前的車輛更耗油，這就由我們的專

題來做研究，此專題最終目標是在於符合法規下，運用我們這套系統來

達到提升用路人安全與延長車輛發電系統機件的壽命，更能兼具節能減

碳、省油與環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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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車節能光感應大燈 

壹、製作動機及重點元件 

一、製作動機 

 交通部在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實施車輛安全基準法第三之四項

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安裝的規定，讓白天或是在視線模糊的環境下開大

燈保障用路人的安全，駕駛在變換車道及轉彎時更容易辨識到後方來車

或前方的車輛，有效降低交通事故的發生率，但是全時點燈會導致機車

發電機的負載增加、整流器壽命減短、油耗增加...等等因素，因此讓我

們聯想到可以做這項專題。 

 

圖 1-1：全時點燈 

資料來源：2020 年 3 月 1日 

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8321 

二、重點元件 

(一)LED 燈 

鹵素燈泡製作簡單，亮度也容易控制和調整，但是跟 LED燈工作 

溫度比的話，鹵素燈泡的溫度可達到攝氏 324.4 度，而 LED燈攝氏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8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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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才 95.5 度，且鹵素燈泡對塑膠材質或者透明的壓克力燈殼，會

有極大影響，燈殼霧化加快，也會間接影響到燈具的壽命，如果使用

工作溫度較低的 LED燈泡，能減少燈具老化速度，延長燈具壽命。 

 

圖 1-2：LED燈 

資料來源：2020 年 3 月 1日 

取自: https://reurl.cc/R4n7QD 

(二)Arduino 

Arduino 電路板設計可以使用各種微處理器和控制器，而每片電

路板一定都會有一組數字和類比 1/O 引腳，可以去連接各種擴充板或

者是麵包板和其他的電路（如圖二），則這些電路板具有串列埠，包括

某些型號上得通用 USB，也可以從個人的電腦載入程式，微控制器通

常使用最基礎的 C/C++程式語言，除了傳統的翻譯工具外，Arduino專

用提供了一個 Processing語言專案的整合式開發環境。 

Arduino特色：就是他可以依自己的需求來修改，但必須遵照自

己的姓名來標示，還有可以根據 Arduino的網站，來找到硬體的設計

檔案，調整電路板及一些元件，並符合自己想要設計的需求，他也可

以簡單地與感測器或是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子元件來連接，像是紅外

線、超音波、熱敏電阻、光敏電阻、伺服馬達等。

https://reurl.cc/R4n7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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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Arduino 

資料來源：2020 年 3 月 1日 

取自: https://reurl.cc/9Eo0vV 

(三)光敏電阻 

光敏電阻是一種偵測光感的元件，是利用光電導效應的特殊電

阻，也可稱光電特性，所謂的光電特性就是會隨著環境的光線來對電

阻造成變化，當光線強度較強時電阻變小，而光線強度較弱時電阻就

會變大，利用的就是半導體裡的光電效應的原理。 

 
 圖 1-4：光敏電阻 

資料來源：2020 年 3 月 1日 

取自: https://reurl.cc/V6pgvb 

  

https://reurl.cc/9Eo0vV
https://reurl.cc/V6pgvb


 

4 

貳、製作目的 

一、製作目的 

(一)符合車輛安全檢測基準法之車輛燈光與標誌檢驗規定。 

(二)讓大燈在較低的功率之中能發揮最大的功用。  

(三)減少發電機的負載，增加整流器的壽命，減少油耗。 

(四)提升雙方車輛的警示效果。 

(五)了解 Arduino 與光敏電阻的應用及作用原理。  

參、文獻探討 

一、電工概論 

我們從電子概論的課程當中，學習到了如何換算電流、電壓及電功

率的計算，讓我們可以套用在 Arduino上，並且換算在這套系統上每個

階段的大燈功率。 

二、綠能科技 

我們在綠能科技這堂課程中我們了解到了在未來的汽機車有可能都

變成全電動化，在這次機車的全時點燈裡我們發現到這對機車的電子元

件是非常耗材且耗油的，所以我們要利用在綠能科技學到的基本環保概

念，以此來達到我們最終的目的。 

三、機械腳踏車修護實習 

在機械腳踏車修護實習的課程當中，我們了解到了機車的構造和它

裡面的種種電子元件，這些知識加起來讓我們能更容易地朝著節能省油

的目標前進。 

肆、製作方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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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過程 

 

圖 4-1:製作過程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二、LED 燈 

LED燈的工作溫度跟鹵素燈泡的工作溫度相比，同樣 H4規格的燈

泡，鹵素燈泡的工作溫度高達攝氏 324.4度而採用鎂鋁合金被動散熱片

材質的ＬＥＤ燈泡最高溫度才 95.4度，這樣的溫度差異，對一些塑膠

材質的燈具和透明壓克力燈殼來說是有極大影響的，越高的溫度除了會

加快透明燈殼的霧化外，內部反射層也容易變黑，進而影響燈具的壽

命，而對工作溫度低的ＬＥＤ燈來說，就可以減少燈具老化速度的功

效，讓一組燈泡可以用得非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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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LED燈 

資料來源:2020年 3月 1日，取自研究者自攝 

三、Arduino 

Arduino電路板設計可以使用各種微處理器和控制器，而每片電路

板一定都會有一組數字和類比 1/O引腳，可以去連接各種擴充板或者是

麵包板和其他的電路，則這些電路板具有串列埠，包括某些型號上得通

用 USB，也可以從個人的電腦載入程式，微控制器通常使用最基礎的

C/C++程式語言，除了傳統的翻譯工具外，Arduino專用提供了一個

Processing語言專案的整合式開發環境。 

Arduino特色：就是他可以依自己的需求來修改，但必須遵照自己

的姓名來標示，還有可以根據 Arduino的網站，來找到硬體的設計檔

案，調整電路板及一些元件，並符合自己想要設計的需求，他也可以簡

單地與感測器或是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子元件來連接，像是紅外線、超音

波、熱敏電阻、光敏電阻、伺服馬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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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Arduino 

資料來源:2020年 3月 1日，取自研究者自攝 

四、光敏電阻作動原理介紹 

光敏電阻他是一種偵測光感的元件，它又稱為光電阻、光導體、光

導管，是利用光電導效應的特殊電阻，光強度增加，電阻越小；光強度

減小，則電阻增大它的作動原理是利用光照射的強度來對電阻內穩定的

電子受到成為自由電子，所以當被照射到的光線越強，產生的自由電子

越多，電阻就會越小。 

 

圖 4-4:光敏電阻 

資料來源:2020年 3月 1日，取自研究者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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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點火開關 

機車鑰駛開關，上面總共有三條電線，一條通往電瓶，來打開機車

鑰駛得開關，電瓶的電線，就會在通往另一條電線，而那條電線，就會

送往車上所有需要用電的電器用品，之後，轉下啟動開關，供給電給車

上電器用品的那條電線，就會傳輸電給啟動馬達然後啟動馬達開始搖轉

引擎，引擎就能運轉了。 

 

 

圖 4-5:點火開關 

資料來源:2020年 3月 1日 

取自: https://reurl.cc/20Me36 

六、電瓶 

電極主要成分是由鉛所製造而成，電解液是由硫酸溶液的一種蓄電

電瓶，一般來說電瓶可以分別為加水式電瓶和免加水式的電瓶兩種款式，

加水式電瓶是需要定期的加入電解液做維護，免加水式電瓶則是不用，

加水式電瓶按照電瓶的型號，分別有 24V/12V 的蓄電電瓶所指的是鉛酸

的蓄電電瓶。 

https://reurl.cc/20Me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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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電瓶 

資料來源:2020年 3月 1日 

取自: https://reurl.cc/9Eoqax 

七、麵包板 

麵包版是最基礎、最簡單的元件之一如。因為板子上有許多的小插

孔，所以各種的電子元件可以根據需要來任意插入或拔出，免去了必須

焊接的工程順序，節省了電路的組裝時間，且電子元件可以重複使用，

適合電子電路的組裝和練習。 

 

https://reurl.cc/9Eoq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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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麵包板 

資料來源:2020年 3月 1日 

取自: https://reurl.cc/Mv1gmm 

伍、製作成果與作品數據 

一、製作成果 

(一)專題示意圖 

為此專題作動示意圖，當我們一開始轉動鑰駛來讓點火開關作動

時，電瓶中的電會經過點火開關並傳送到Arduino，讓Arduino作動。

我們在路上騎乘機車時光敏電阻偵測到周圍環境光線充足時，會將訊

號輸送到Arduino，讓Arduino接收到訊號就可以依照我們所設定的程

式作動，光源大小來傳送訊號給發電機來控制電壓並且達到我們想要

的亮度，以此來降低發電機的負載減少燃料的消耗。 

 
圖5-1:專題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二、作品數據 

https://reurl.cc/Mv1g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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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開大燈和沒開大燈的怠速比較 

以下為有開大燈和沒開大燈怠速的差異性(如表5-1) 

表5-1:野狼300怠速比較 

 
資料來源：實驗數據  

2.有開大燈(含系統)和沒開大燈的3000轉比較 

以下為有開大燈(含系統)和沒開大燈3000轉的差異性(如表5-2) 

表5-2:野狼300大燈OFF與ON3000轉比較(套系統) 

 
資料來源：實驗數據  

陸、結論 

本次專題我們學習到了如何利用光敏電阻和Arduino程式來幫助我

車型:野狼300 怠速 油量:500cc

OFF ON

1 74:48:00 65:25:00

1605~1700 1540~1800

2 66:53:00 63:06:00

1435~1695 1020~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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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完成這次的作品，也做了實車測試作出了油耗測試表，可以看到表格

上所顯示的油耗，在油耗的測試表上我們可以看見機車在啟動、怠速和

騎乘時狀態上的變化，在這個測試中我們還發現機車開大燈和沒開大燈

的油耗差，比較下來很明顯得是開大燈會比沒開還要耗油，在現代的機

車上交通部規定106年的機車都必須具備有全時點燈的功能，在這個情況

下會使機車油耗增加。同時指導老師也灌輸我們非常多專業上的知識，

也給了我們在專題製作的過程上許多良好的建議，如果在製作的過程上

遇到問題或者是不懂的地方，老師也會協助我們找出這個問題並且和我

們討論這個問題點出現在哪個地方，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在製作上面

我們利用到了光敏電阻來感應機車在騎乘時環境的明亮度，我們再騎乘

機車時燈光環境周圍的明亮度良好的時候，會將其訊號傳送給Arduino，

經由Arduino來幫助機車發電機降低電壓，減少通往大燈燈泡輸出電壓、

降低燈泡亮度、降低發電機的負載就可以減少燃油的消耗，同時也可以

降低零件的損壞率如此一來，若將此設備裝置在每一輛機車上，就可以

在白天必須開大燈的時候自動降低功率達到省油的效果且不喪失安全性，

即可達到減少廢氣的排放同時也增加各部零件的使用壽命，達到節能減

碳的目的，來維護我們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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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09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 

【競 賽 日 誌】 

群    科 動力機械群 
■專題組 

□創意組 

參賽

人數 
3 人 

作品名稱 機車節能光感應大燈 

年 月 日 進 度 紀錄 工作分配 

108 6 18 討論我們的專題要做什麼 地點: 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無 

時數:2 小時 

同學 A：負責記錄 

同學 B：提出想法 

同學 C：提出想法 

108 6 20 確認我們的專題，以及討

論專題的名稱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無 

時數：4 小時 

同學 A: 參與討論  

同學 B: 參與討論 

同學 C: 參與討論 

108 6 21 確認專題的名稱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無 

時數：2 小時 

同學 A: 參與討論  

同學 B: 參與討論 

同學 C: 參與討論 

108 6 24 開始查詢相關法規以及蒐

集查詢到的法規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4 小時 

同學 A: 參與討論  

同學 B: 參與討論 

同學 C: 參與討論 

108 6 25 從查詢到的法規當中討論

出針對我們專題的項目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4 小時 

同學 A: 參與討論  

同學 B: 參與討論 

同學 C: 參與討論 

108 6 26 把我們需要用到的法規項

目記錄下來，並查詢

Arduino 的程式編寫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4 小時 

同學 A: 參與討論  

同學 B: 參與討論 

同學 C: 參與討論 

108 7 1 查詢更多的 Arduino 程式

編寫方法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4 小時 

同學 A: 參與討論  

同學 B: 參與討論 

同學 C: 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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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7 2 統整我們查詢到的 

Arduino 程式編寫統整起 

來，並找出我們需要的方 

式  

地點: 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 筆記型電腦 

時數:  4 小時 

同學 A：準備器材 

同學 B：查資料 

同學 C：借場地 

108 7 3 開始練習如何將程式輸入 

到 Arduino，並且讓它作

動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Arduino 電晶體  

時數：：4 小時 

同學 A：做實驗 

同學 B：查資料 

同學 C: 查資料 

108 7 9 查詢光敏電阻的特性，並 

一起討論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4 小時 

同學 A：製作報告 

同學 B：查資料 

同學 C: 查資料  

108 7 10 上網查詢 LED 燈的功

率， 並一起比對數據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4 小時 

同學 A：製作報告 

同學 B：查資料 

同學 C: 查資料 

108 7 16 購買需要的 LED 燈 地點：家裡 

器材：手機 

時數：1 小時 

一起分配資金購買所

需 物品  

108 7 31 輸入 Arduino 的程式碼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6 小時 

同學 A：製作報告 

同學 B：查資料 

同學 C: 查資料 

108 8 5 輸入 Arduino 的程式碼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3 小時 

同學 A：製作報告 

同學 B：查資料 

同學 C: 查資料 

108 8 19 將光敏電阻安裝在 

Arduino 電晶體上 

地點: 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 銲槍組 

時數: 1 小時 

同學 A：準備器材 

同學 B：查資料 

同學 C：借場地 

108 8 30 開始將電路組成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銲槍組 

時數：：4 小時 

同學 A: 製作電路 

同學 B: 研究電路 

同學 C: 查資料 

108 9 9 開始將電路組成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銲槍組 

時數：4 小時 

同學 A：製作電路 

同學 B:研究電路 

同學 C:查資料 

108 9 30 小論文初稿 地點：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 4 小時 

同學 A:更正論文缺失 

同學 B:更正論文缺失 

同學 C:更正論文缺失 

108 11 6 報名[小論文]，給它校專

業 教授評論  

由指導老師評閱後交稿，

中 學生網站 

https://www.shs.edu.tw/ 

同學 A：準備器材 

同學 B: 差資料 

同學 C: 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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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11 10 開始進入專題實驗數據 地點： 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4 小時 

同學 A:做實驗 

同學 B:做實驗 

同學 C:做報告 

108 12 16 發表期中專題報告 期中專題報告紀錄，吸收

各 科大教授的建議  

同學 A:負責報告 

同學 A:操作系統 

同學 A:控制電腦 

109 2 25 參加全國專題比賽，開始

整理資料  

地點: 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 筆記型電腦 

時數: 4 小時 

同學 A：整理報告 

同學 B：整理報告 

同學 C：整理資料 

109 3 3 發表期末報告(需全部完 

成，學校請 3 所科大院

長 擔任評審) 

專題期末報告，作品製作

完 成發表報告，操作誠品

與展 示，各科大教授評

分，參加 複賽  

同學 A: 負責報告 

同學 B: 操作系統 

同學 C: 控制電腦 

 

109 3 4 專題整合 地點： 引擎檢修工廠 

器材：筆記型電腦 

時數： 4 小時 

同學 A:整理報告 

同學 B:整理報告 

同學 C:整理資料 

109 3 5  專題送印 將電子檔送印成簿冊製作

光 碟  

同學 A:文黨送印 

同學 B:製作光碟 

同學 C:最終審核 

109 3 5 依動力機械群科中心報

告: 本專題學校參賽複賽 

動力機械群科中心網站報

告 指示寄件。 

(https://reurl.cc/ar0Q3X) 

大家依照複賽格式共

同 撰稿與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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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專業群科 109 年專題及創意製作競賽 

【作品分工表】 

一、群    科：動力機械群 

二、作品名稱：機車節能光感應大燈 

 

參賽學生 工作任務 

A 

本專題設計、程式、語言編寫，網路資訊查詢、小

論文撰寫、資料匯整、教科書專業理論查閱、製作

材料選購、實驗數據整合、數據研究 

B 

本專題設計、程式、語言編寫，網路資訊查詢、小

論文撰寫、資料匯整、教科書專業理論查閱、製作

材料選購、實驗數據整合、數據研究 

C 

本專題設計、程式、語言編寫，網路資訊查詢、小

論文撰寫、教科書專業理論查閱、製作材料選購、

實驗數據、收集實驗數據、數據研究 

D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