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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製作動機 

    中天新聞報導：老師忘了！3 歲童悶死車內 9 小時。這是發生在 2020 年

9 月 24 日的新聞事件，一條生命就這樣不見了。中視新聞報導：四歲童悶死

車內車窗滿是掙扎小手印。這是發生在 2015 年 6 月 29 日的新聞事件。這些

事件都先不管法律責任最後如何？這樣的事件能有效不讓它發生嗎？ 

    我們發現現在越來越多的幼稚園小朋友，因為家長上班沒時間親自來接

送小孩上放學，所以都是坐幼兒園娃娃車上下學的，但是我們人有時可能急

著做某件事情，而去忘記了原先做的事。如圖 1 案例，高溫炎熱下，駕駛者

和隨車老師已下車，未確認車內是否還有無學生在車內不小心睡著，所以車

上幼童未下車被反鎖在車內，到了下午放學回家取車時，才發現還有幼童在

車內，但已經來不及了，因為夏天天氣炎熱，在太陽底下曝曬 2 小時，車內

溫度就飆高了至少 50℃以上，而我們人體的體溫若超過 42℃，中樞神經系統

的功能就會發生嚴重紊亂造成死亡。又如圖 2 案例四歲童悶死案例也是，全

家高高興興的外出遊玩，卻發生幼童悶死車內事件，這是多麼的讓人悲哀無

奈！ 

    而這些憾事能讓牠不要再發生嗎？我們專題成員對這個問題研究想了好

久，我們決定採取的方法是：利用人體紅外線的感應，來判斷車上是否有活

的生命體而活的生命體有如：小朋友、小貓小狗諸如此類活的恆溫動物都可

以感應，若反應有活體並且會有動的動作，就能觸發我們專體感應器，這時

他會拍下車內照片，要拍幾張我們可以設定，透過 wifi 將我們拍攝的照片傳

給需要告知的人，例如圖 1 的園長、老師或娃娃車司機，圖 2 的小孩子的父

母親等，透過我們專題發明的即時拍照即時回傳的功能，可以馬上在 LINE

系統發送訊息來作告知警示給需要注意的相關人，可以傳給一個人或是一群

人，這些都是自己設定的，如此應該可以讓這些憾事不再發生。 

圖 1 老師忘了！3 歲童悶死車內 9 小時  圖 2 四歲童悶死車內車窗滿是小手印 

資料來源：中天新聞報導 2020/9/24      資料來源：中視新聞報導 201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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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製作目的 

    為了達成讓我們發明專題能有效運作，我們需要一些軟硬體的配合

也需要專題製作上我們需要考慮的因素，來達成本次專題控制的目的。 

(一) 了解 ESP32 晶片程式撰寫 

    我們採用 ESP32 晶片，來作本次控制的主要零件，因為該晶片

小巧且控制簡單，程式撰寫跟 Arduino 幾乎大同小異，很適合高職

所學的程式運用。 

   圖 3 ESP32 晶片                 圖 4  ESP32 晶片含鏡頭 

 圖片來源：作品實拍               圖片來源：作品實拍 

 

(二) 了解人體紅外線感測器操作及原理 

    本次專題的感應器，我們採用人體紅外線感應器來製作，所以我

們需要對他作透徹的暸解，人體紅外線動作感測器 (Passive Infrared 

Sensor) 又稱為(PIR Motion Sensor)，有主動與被動式二種形式紅外線

裝置，被動人體紅外線感應器本身不會發射紅外線光束而主動形式會

發射紅外線。原理就是利用物體發射出來的紅外線的變化，來感應物

體的移動。一般利用人體會發出紅外線的特性，常用來當作感應人體

的感測器。 

  圖 5 人體紅外線側面圖         圖 6  人體紅外線正面圖 

   圖片來源：專題實拍             圖片來源：專題實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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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了解車內空間 

    為何我們把此要素家在需要了解的目的，原因是人體紅外線感

測器遇到障礙物並不會有穿透的功能，所以車內空間的概念就必須

要考慮進去，已達最有效的控制。  

圖 7 前往後拍車內空間圖          圖 8 上由下拍車內空間圖 

資料來源：TOYOTA 官網          資料來源：TOYOTA 官網 

(四) Line Notify 權杖的了解 

    本次專題的告客戶端就是透過 Line Notify 權杖的運用，來告知

與警訊傳遞，照片即時傳遞。 

 

  圖 9 Line 的運用程式         圖 10  Line Notify 權杖點選  

 

(五) 了解 WI-FI 的運用 

 

    WI-FI 又稱「無線熱點」或「無線網路」或「無線寬頻」，WIFI 是

一種無線聯網的技術，現在的移動終端例如：智慧型手機、手提電腦、

MP4…等，基本上都可以接收 WIFI 信號，在台灣接入 WIFI 幾乎是完

全免費，WIFI 基本上分公用和私人用，現在的台灣上的任何地方皆普

及 WIFI 的信號，只要打開 WIFI 接收裝置就會自動掃描附近 WIFI，公

用 WIFI 範圍比較廣而免密碼可隨便連接，私人用 WIFI 基本都加密，

現在家庭裝網線都會用 WIFI 無線路由器，現在的手機都可以做 WIFI

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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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製作架構 

 

 

 

 

 

 

 

 

                       圖 11 製作架構圖 

貳、 正文 

  一、ESP32 晶片介紹 

    ESP32 是一款最低成本，低功耗的單晶片微控制器，結合了 Wi-Fi 和

雙模藍牙多模組。ESP32 系列採用 Tensilica Xtensa LX6 微處理器，包括雙

核心和單核變體，內建天線開關，RF 變換器，功率放大器，低雜訊接收

放大器，濾波器和電源管理模組。ESP32 集成了天線開關、射頻 balun、

功率放大器、低噪放大器、過濾器和電源管理模塊，整個解決方案佔用了

最少的印刷電路板面積。2.4 GHz Wi-Fi 加藍牙雙模晶片。採用 TSMC 低

功耗 40nm 技術，功耗性能和射頻性能最佳，安全可靠，易於擴展至各種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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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ESP32 為雙核心架構（Source）其功能如方塊圖 

       資料來源：ESP32 中國公司樂鑫資訊科技建立和開發 

 

三、ESP32-CAM 

 

    ESP32-CAM 是一片使用 ESP32 作為基礎的開發版，主要負責拍照功能

和執行主程式， ESP32-CAM 本身內建有 WIFI 及藍芽之外，再加上配有兩

百萬畫素 OV2640 相機模組鏡頭、以及閃光燈模組所組成的 ESP32-CAM 開

發。ESP32-CAM 是一個非常小的相機模塊，除了擁相機，還具有 microSD 卡

插槽，可用於儲存拍攝的圖片。 

    ESP32-CAM 與 Arduino IDE 是相同的模組程式，因此使用者可不必另學

程式語言，開發板上可接上各種電子元件如我們此專題要使用的紅外線感測

器及影像辨識系統。更重要的是，ESP32-CAM 可透過 Arduino 的一個範例程

式 CameraWebServer，在開發板上建立一個網頁伺服器，只要在瀏覽器輸入

網圵（即輸入 192.168.x.x），就可以看到攝影機拍攝的影像，進一步也可以作

多方面的影像辨識應用。 

 

 

 

 

 

 

 

 

 圖 13 ESP32-CAM AI 官方原廠 ESP32-CAM WiFi+藍牙模組 ESP32 攝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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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SP32-CAM 有下列幾項的特點： 

1.使用低功耗雙核 32 位 CPU。 

2. 802.11b/g/n Wi-Fi BT SoC 模塊。 

3.頻率可高達 240MHz，運算能力則高達 600 DMIPS。 

4.內置 520 KB SRAM，外置 4M PSRAM。 

5. 內建 SD 卡匣，可儲存相機拍攝的圖片。 

6.相容 OV2640 攝像頭，且內置了閃光燈。 

7. GPIO 支援 UART/SPI/I2C/PWM/ADC/DAC 等接口。 

 

三、人體紅外線感測器 

    這邊使用的感測器是 D-SUN 的人體紅外線感測器，外表就是一個小半

球。把上面的白色蓋子打開之後，可以發現裡面有一個接收訊號的儀器，而

半圓白色蓋子的作用是在於折射人體紅外線，讓原本的偵測角度可以變得更

廣大。原理就類似「菲涅爾透鏡」又叫螺紋透鏡，此設計原理來自於燈塔，

這種設計可以建造較大孔徑的透鏡，其特點是焦距較短，比一般的透鏡材料

用量更少、重量更輕與體積小。 

    人體紅外線感測器也可以稱為紅外線動作感測器，此感測器的應用原理 

，是我們人體會散射紅外線，藉由偵測紅外線的改變，來感知人體的移動， 

本身不會發射紅外線光束，所以是屬於一種被動式的感測器，可以應用在防

盜系統、自動照明感應燈用途等等。 

  圖 14 迷你人體紅外線型式         圖 15 人體紅外線搭配 Arduino 型式 

 

四、了解搭配車型車內空間-以娃娃車為例 

 

    娃娃車座椅的椅背高度為 45 公分，椅墊距離地板高度為 25 公分。主要

原因有兩個： 

(一)座椅高度是配合 3 歲孩子的腿長而精心設計的，讓幼小的孩童坐在座椅 

上腳仍然可以著地，發生緊急意外時有可以支撐的力量，不會因為重心

不穩而跌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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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椅背高度是為了配合 6 歲孩子的身高而去設計的，讓孩子坐在椅子上的 

頸椎可以完全平貼椅背上，當發生緊急意外時，孩童也不會因車而造成

頸椎受傷。 

 

(三)目前台灣常見娃娃車車型： 

 

車輛型號 三菱 TG146 三菱 TK148 福斯 T5 

車長 4745mm 4820mm 5292mm 

車寬 1690mm 1690mm 1904mm 

車高 1960mm 1960mm 1990mm 

                     圖 16  台灣常見娃娃車型式長寬高 

 

五、Line Notify 權杖介紹 

 

    Line Notify 權杖是我們此專題其中一項

重要的應用程式，用來最後通知我們駕駛

者，可以讓我們透過該網站傳遞參數，參數

則包括訊息內容及權杖，權杖則是代表要傳

遞的 Line 群組，當網站收到這些參數之後

就會將訊息傳遞到指定的 Line 群組。LINE 

Notify 其實是相當方便的一個服務，可以串

接在很多前端或後端的應用裡，甚至也可以

搭配物聯網的服務，做到類似陌生人開門  圖 17 LINE Notify 權杖申請通知 

就開通知、太亮了就發通知...等的應用。        資料來源:作者拍攝 

 

(一) LINE Notify 自動傳訊通知： 

 

    首先要先申請 LINE Notify 權杖，以便做為系統的驗證，LINE Notify

是 LINE 在 2016 年推出的一個網路服務，只要登錄，就可以透過 LINE 

Notify 的官方帳號來「自動」幫妳提醒通知的訊息。我們可以透過 LINE 

Notif 免費群發文字與圖片訊息提醒使用者，但是圖片一小時最多只能傳

50 張。 

    LINE 所提供的官方帳號有「LINE Notify」會自動傳送通知，就是使

用訂閱的方式來接收各網站的通知或臉書通知，目前可連動的服務有以

下這些例如：GitHub、IFTTT 與 Mackerel；例如使用 GitHub 來設定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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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條件和觸發，就可利用 LINE 發送訊息通知給使用者，除此之外不

須額外下載其他的應用程式。 

 

(二)LINE Notify 權杖申請步驟如下： 

 

1、首先打開 LINE Notify 的網站，使用自己 LINE 帳號登入，登入後個人 

   帳號，選擇「個人頁面」，在個人頁面中可以發行「權杖」。權杖的用 

   處在於讓「連動的服務」可以透過 LINE Notify 來發送訊息來做通知， 

   而發行後的權杖與名稱，就會出現在下方的清單中。 

2、點選「發行權杖」，指定權杖名 

   稱和選擇是要一對一接收、或 

   是在群組也能接收到我們所設 

   的通知。 

3、點選「發行」，會出現一段權杖 

   的代碼，複製這段代碼，就可以 

   先點選下方按鈕關閉了。 

4、完成之後就會發現在連動的服 

   務裡當中，出現了我們自己自 

   訂的連動服務；同時，LINE 訊 

   息裡也會收到 LINE Notify 發出 

  「已發行個人存取權杖」的訊 

   息，看到這一步，則表示 LINE  

   Notify 已經設定成功了。         圖 18LINE Notify 權杖申請完成 

 

六、專題作動示意圖 

 

    下圖為我們此專題的作動示意圖，首先先透過人體紅外線偵測是否有幼

童在車內﹐再將人體紅外線感測器訊號，傳送給我們的 ESP32，在經 ESP32

的訊號送至我們的 LINE，來體醒駕駛者車內還有幼童在車內。 

 

STEP1 幼童被遺忘在車內      STEP2 幼童清醒哭鬧中，不知道該怎麼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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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3 人體紅外線偵測到車內有幼童       STEP4 透過 ESP32-CAM 

 

         

STEP5  WiFi+藍牙模組攝像傳至 LINE      STEP6 收到通知體醒駕駛者 

 

  

STEP7 收到訊息趕快跑到車子          STEP8 幼童因此成功獲救 

 

參、結論 

 

    由於現在越來越多的幼稚園小朋友，因為家長上班沒時間親自來接送小

孩上放學，所以都是坐幼兒園娃娃車上下學的，所以我們透過本專題希望能

有效解決駕駛者在下車時是否遺漏幼童在車內，造成幼童在車內悶死的問題 

。也透過本專題的研究讓一些粗心的家長們能多一層生命保障。 

所以透過本專題讓我們學到： 

 

一、運用在學校學習到的專業技術，並運用網路資源來製作此專題。 

二、學習各感知器的原理及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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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程式的撰寫。 

四、本次專題的發明可以減少不必要的意外發生。 

五、保障生命、減低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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