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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要

• 授課對象：電通系與資工系三、四年級學
生

• 開課規劃：105學年度第一和第二學期

• 學分數：上下學期各三學分

• 第一學期上課時間：每週四 13:3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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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背景

台灣對於智慧型的交通運輸有很高的需求與
建置條件。相關技術應用除了在交通基礎架
構(Infrastructure)的建設上，車載資通訊
(Telematics)更為智慧型運輸系統中的重要
關鍵，為一門跨領域的技術，無論在資通訊、
交通、機械、車輛與管理等領域上都有非常
多的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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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本課程以整合資通訊系統為基石，結合車載
資通訊之應用，以培育多元資通訊技術的應
用人才為宗旨。修課學生藉由課程加強實務
能力，完成實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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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第一學期：

–智慧型運輸系統簡介

–車輛通訊系統與4G

–嵌入式系統

– GPS系統

–車輛定位與導航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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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能力

1. 具備數學與資通訊之專業知識能力 30%

2. 具備時事觀察與解決問題之創新能力 10% 

3. 具備軟硬體設計與分析之邏輯能力 30% 

4. 具備溝通表達與社會關懷之人文素養能力 0% 

5. 具備國際觀與全球化之外語能力 10% 

6. 具備團隊合作與系統整合之宏觀能力 10% 

7. 具備手腦並用與學以致用之實務能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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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方式

• 平時成績 33%

• 期中成績 33%

• 期末成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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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形態

• 授課方式

–課堂講解

–實作練習

–業師協同教學

• 教材：自編

• 期許：努力學習，手腦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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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智慧型運輸系統簡介

Introduction to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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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ITS)

• 歐盟定義(2010)：

應用資通訊技術於道路運輸的系統，包含

–基礎建設

–車輛與使用者

–交通管理

–行動管理

–不同交通模式之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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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概念

• 交通管理
• 車輛導航
• 交通號誌控制
• 貨櫃管理
• 可變訊息標誌
• 自動車牌辨識
• 測速照相
• 停車訊息與導引
• 天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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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技術(1)

• 無線通訊

– UHF和VHF無線電調解器(Modem)：長短距

– < 350公尺：IEEE802.11

–長距：WiMax(IEEE802.16)，GSM，3G，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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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技術(2)

• 計算方法
–更少更有能力的控制處理器

–公元2000年：
• 每部車有20〜100個控制器

• 非即時作業系統

–現今：
• 使用更少更昂貴的處理器模組

• 硬體記憶體管理與即時作業系統

• 嵌入式系統可加入更多的軟體應用

• 人工智慧的應用更加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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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技術(3)

• 車流(Floating car)數據與蜂巢流
(Floating cellular)數據

–計算旅行時間與車輛速度，方法有

1. 三角計算方法：2000年中，手機與基地台間之三
角關係計算車流。車多時手機多probe多

2. 車輛再辨識：沿路車輛偵測，使用MAC、藍芽、
RFID等感測器

3. GPS：Telematics 2.0，手機與平台雙向互聯

4. 手機感測器：加速度計、GPS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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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技術(3)

• 車流(Floating car)數據與蜂巢流
(Floating cellular)數據優點

1. 成本低

2. 包含範圍更廣

3. 快速設定，維護需求低

4. 不受天候因素影響

2016/10/2 7



ITS技術(4)

• 感測技術

–車輛與基礎建設間的網路系統

–固定於道路建設中

–雙向互聯之辨識技術

–可加入車牌辨識或磁性偵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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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技術(4)

• 感測技術

1. 感應線圈偵測：埋設在道路中，計算車輛數、
估算速度、長度與車種、車輛間距離

2. 視訊車輛偵測：非侵入式方法，以電腦視覺
自動判讀現場狀況。須先設定背景影像
(Baseline background image)和現場距離與
高度等數據，以和現況做差異比較。輸出為
車輛速度、數量、車道使用量、車距、行進
方向、停止車輛與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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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技術(4)

• 感測技術

3. 藍芽偵測：以車與車互聯方式計算旅行時間。

 時間量測準確、非侵入式、受限於使用藍芽車輛
之數量、系統安裝簡便

4. 語音偵測：車輛聲音來自：噪音、引擎、喇
叭、風阻等。以麥克風接收的聲音來估算交
通狀況。準確度可與其他技術比擬。

5. 資料融合：結合上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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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應用範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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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緊急車輛通知系統：事故發生後，車內的
傳感器會傳送語音和數據給警消，包括時
間、位置、車輛識別等。

2. 道路自動執法：在道路上違規行駛，系統
將自動取締該車輛並寄出罰單，包含超速、
闖紅燈、違反專用道行駛、闖越平交道、
跨越雙白線、違反高承載、紅燈右轉等。



ITS應用範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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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道路彈性速限

4. 防撞系統

5. 動態交通指示燈：使用RFID避免影像處理
等技術之缺點，可依路況自動模擬交警之
指揮。



ITS應用範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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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資訊內容

 即時路況、地圖導航、道路影像

 事故資訊、替代道路導引、旅行時間預估

 停車資訊、生活訊息(購物、餐飲)

7. 弱勢照護

 行人倒數燈、行人穿越保護(燈號)

 有聲號誌、自行車與機車專用號誌

 學校、醫院警示、PDA導引



ITS應用範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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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RFID運用—NFC

 付費機制、進出控制、飯店check-in

 票務系統、交通運輸、資訊交流

9. 自動影像辨識

 隧道火災

 道路事故警告

 車牌辨識



2013 ITS世界大會(1)

2016/10/2 15

• ITS世界大會是一個全球性的年度盛會，以
展示各國創新及先進的ITS相關技術。

• 2013年10月14日至18日，日本東京



2013 ITS世界大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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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場次的專題研討會
1. Autonomous Vehicles - the Path to Implementation
2. Connected Vehicles - Preparing for Deployment
3. Deployment of Cooperative Safety and Energy Efficient Services
4.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Acceleration for ITS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5. Cooperative Strategies for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6. ITS Policy and Vision
7. Emerging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GNSS Technology
8. Progressing Safety for All Users through ITS
9. International Spectrum Allocation Policies
10. ITS Enabling Next Generation Mobility
11. The New Normal: the Integration of ITS with Other Technology 

Sectors
12. Benefits and Returns on Investment for Real World ITS

Applications



2013 ITS世界大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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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主軸
1. Safety、traffic management and Fundamental

technologies/Cross-cutting and common issues
2. Next generation mo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3. Efficient transport systems in mega 

cities/regions
4. Intermodal and multimodal systems for people 

and goods
5. Personalized mobility services
6. Resilient transport systems for emergency 

situations
7. Institutional issues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ITS世界大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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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展覽概述

1. 交通控制系統領域廠商展示。

2. 電機電子整合廠商於交通控制系統應用

 先進交通管理系統

 人工/電子收費系統

 設施管理系統

 電力、太陽能及隧道設施

 ITS資訊站(Spot)服務

3. 非接觸式車輛偵測技術。



國外相關ITS發展及推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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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1. 智慧高速公路系統推動，AHS (Automated 

Highway Systems)
 藉由先進通訊及自動控制等技術，使得車輛得以自動

駕駛， 以提昇交通安全與運輸效率
 發展架構包含五範疇，車輛完全自主模式、道路設施

與車輛合作模式、道路設施支援模式、道路設施管理
模式、道路設施控制模式 (1994~1997)

2. 推動智慧車輛，IVI(Intelligent Vehicle 
Initiative)
 藉整合先進的車輛與道路相關設施，提供用路人即時

而有 效的交通資訊，以利行旅。
 兩大發展目標為「駕駛人行為研究」及「車禍情境分

析資 料庫建立」 (1997~2005)



國外相關ITS發展及推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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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
3. 推動車間及車路通訊，VII (Vehicle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透過車間與車路通訊避免車禍發生

 2005 年後成立 VIIC 跨國車輛聯盟組織，協助確認計
畫中DSRC-based通訊雛型設計能否符合車輛發規要求，
並完成實車測試 (2003~2009)

4. 推動車對多項目通訊，IntelliDriveSM
 透過車對車、路、基礎設施、設備之通訊，以實現更

安全性、智慧、永續之車輛行駛環境。

 包含「應用」、「技術升級」及「政策」，規劃出安
全導航駕駛、即時資訊截取與管理、行駛氣候狀況管
理等應用、相關技術及政策 (2009~2014)



國外相關ITS發展及推動(3)

2016/10/2 21

• 歐洲
1. eCall 計畫

 透過汽車事故警報系統與資通訊技術，協助公部門提供即時
性道路救援服務，以降低傷亡率。

 目前歐洲各車廠應「自願」將eCall系統列為所有歐盟市場
新車的標準選配，並於2015年前eCall成為歐洲汽車安裝基
本配備，目前已有BMW、PSA、Volvo等車廠提供安裝服務。

2. EasyWay
 整合歐洲各國獨立的智慧交通運輸系統

 運用無線通訊系統連結整合道路、車輛、衛星與電腦，已提
供無 縫隙的交通服務

 旅行服務：旅程前與旅程中服務/跨交通工具轉乘旅行資訊

 交通管理服務：主要幹道交通策略/特殊路段/意外事件管理

 物流運輸服務：管制品運輸規範/智慧停車休旅服務



國外相關ITS發展及推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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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1. 車聯網整體政策布局

 1995年之後，以ASV(Advanced Safety Vehicle)智慧
型車輛與AHS(Advanced Cruise-assisted Highway 
System)智慧型公路作為智慧交通運輸系統發展主軸。

 協調式安全駕駛系統：道路基礎設施建置、推廣共用
車載機，及發展次世代通訊技術

2. ASV IV

 (Advanced Safety Vehicle)智慧型車輛促進與普及

 開發採用車間與車路技術的安全輔助駕駛系統
(2006~2010)



國外相關ITS發展及推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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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3. SmartWay
 減少交通事故、環境汙染與道路擁塞

 塑造便利生活環境、改善商業環境

 保障年長者的機動性

 建立車路間可互相溝通之整合環境 (2006~2010)

4. 日本新情報通信技術戰略
 Green ITS：利用車對路及相關基礎設施之通訊方式，

蒐集各方交通資訊，以建置更精確且完善的交通資訊
平台。

 合作式(Cooperative)安全駕駛系統：建置一般公路與
高速公路的車對路合作型智慧交通運輸系統



我國ITS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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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演變與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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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2013



ITS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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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2013



台灣ITS綱要計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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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領域 說明 應用服務項目
先進交通管理服
務(ATMS)

針對所有運具用路
人提供交通管理與
交通安全服務

交通控制、交通監控、事件
管理、旅次需求管理、交通
環境影響管理

先進用路人資訊
服務 (ATIS)

針對汽車用路人提
供交通資訊服務

路徑導引、旅行者資訊、旅
行中駕駛資訊、行前旅行資
訊、共乘配對與預約服務

九大應用服務與35項服務項目：



台灣ITS綱要計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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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領域 說明 應用服務項目
先進公共運輸服
務 (APTS)

針對公共運輸用路
人提供的交通安全、
車輛管理與交通資
訊服務

行程中公共運輸資訊、公共
運輸營運管理、公共運輸車
輛安全

商車營運服務
(CVO)

針對商用車輛用路
人提供的交通安全、
車輛管理與交通資
訊服務

自動化路邊安檢、商用車隊
管理、商用車輛車上安全監
視、商用車輛電子憑證管理、
重車安全管理



台灣ITS綱要計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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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領域 說明 應用服務項目

電子收付費服務
(EPS)

針對所有運具用路人
提供的資費服務

電子收(付)費

緊急救援管理服
務(EMS)

針對所有運具用路人
提供的交通管理、交
通安全、車輛管理與
交通資訊服務

緊急事故通告、緊急救援
車輛管理、自然災害交通
管理

先進車輛控制
及安全服務
(AVCSS)

針對汽車用路人提供
交通資訊服務

縱向防撞、側向防撞、路
口防撞、視覺改善、安全
準備、碰撞前安全防護、
自動車輛駕駛



台灣ITS綱要計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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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服務領域 說明 應用服務項目

弱勢使用者保
護服務 (VIPS)

針對弱勢用路人的
交通安全服務

行人/自行車騎士安全、機
車騎士安全

資訊管理服務
(IMS)

支援各項服務領域
的資訊管理服務

資料蒐集彙整、資料歸檔、
歸檔資料管理、歸檔資料應
用

資料來源：交通部運研所，MIC整理，2014年4月



未來ITS發展願景及目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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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2012



未來ITS發展願景及目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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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目標
1. 經濟效率：建立流暢、便捷的運輸服務系統
 提升系統效率：平衡路廊需求、精進交通管理效率、

增進旅運時間之可靠性。

 提升旅運順暢：規劃避開擁擠路段、縮短旅運時間。

 降低營運成本：透過交控整合等營運管理系統，加強
營運管理。

2. 社會公益：提供安全、無縫的優質運輸服務
 增進交通安全：提升特殊事件的交通行為處理。

 普及運輸服務：增進弱勢用路人與偏遠地區民眾之機
動性與易行性。

 優質交通服務：透過ITS服務之科學化、標準化及人
性化，使ITS使用介面具有親和力。



未來ITS發展願景及目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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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目標
3. 環境友善：創造節能、低碳的潔淨運輸環境
 節省能源消耗：應用綠能交通相關設備以降低耗能。

 降低汙染排放：整合低碳運具使用以降低運輸對自然
環境帶來的負面衝擊。

 調和自然環境：減少土地使用的需求。

4. 產業發展：促進健全、永續的智慧運輸產業
 創造產業產值：帶動國內人機介面整合及行車紀錄器。

 提升產業層次：將資訊、通信、電子與控制等技術緊
密結合，進而帶動高附加價值及全方位之ITS新興產業。

 開拓國際市場：制定我國通信協定或標準，以促使系
統及產品均能與國際接軌。



ITS推動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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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推動組織

2016/10/2 35



我國ITS建設計畫目標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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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綱要計畫服務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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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 ATMS Advanced Traffic Management Services
• ATIS Advanced Traveler Information Services
• APTS Advanc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 CVOS 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 Services 
• EPS Electronic Payment Services

• EMS Emergency Management Services
• AVCSS Advanced Vehicle Control and Safety 

Service
• VIPS Vulnerable Individual Protection Services
• IMS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ervices



ITS內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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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瀛，2009



ITS概念模式圖

2016/10/2 39

、應用資訊 通信
、 、 、 電子 控制 

管理等技術

車 路

、 、 、 、提昇效率 保障安全 優質服務 環境保護 知識經 、濟 永續發展

路側設施
場站

通信設備
廣播設施

人
路側施設
導航設施
車上單元
廣播設施

路側設施
交管中心
車上單元
管制設施

提昇用路人服務績效改善運輸系統使用環境

交通部，2012



ITS發展動機

• 交通擁塞

–運輸需求大幅增加，道路建設緩不濟急

• 交通事故

–事故死傷與社會成本

• 能源消耗

–能源缺乏、資源分配不均

• 空氣汙染

–環境汙染、有害健康、地球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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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九大服務領域

2016/10/2 41

緊急救援管理服務（EMS）

弱勢使用者保護服務（VIPS）

商車營運服務（CVOS）

先進交通管理服務（ATMS） 先進用路人資訊服務（ATIS）先進大眾運輸服務（APTS）

先進車輛控制及
安全服務（ACVSS）

資訊管理服務（IMS）

電子收付費服務（EPS）

胡大瀛，2009



ITS基本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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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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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車輛通訊系統與4G



車輛通訊網路(1)

• Vehicle-to-Vehicle (V2V)

• Vehicle-to-Infrastructure (V2I)

• Vehicle-to-Pedestrians (V2P)

• Vehicle-to-Home (V2H)

• Vehicle-to-Everything (V2X)

• In-Vehicle Communications (IN-V)

• Car-to-X

2016/11/25 2



車輛通訊網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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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通訊網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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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CzzRO-q6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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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內外通訊網路

2016/11/25 7

Huang,
Chen,
2010



車輛無線通訊模式

• 依通訊距離長短區分

–車內通訊(In-vehicle)

–車外通訊(Out-vehicle)

–車路通訊(OBU-RSU)

–車間通訊(Inter-vehicle)

2016/11/25 8



車內通訊

• 通訊距離約為一至數十米左右

• 其涵蓋的範圍僅止於車輛內部空間

• 高傳輸速率及抗雜訊性能

2016/11/25 9



車內通訊技術術綜合評估分析

評估項目

通訊模式
覆蓋範圍 傳輸速率 工作模式 主要應用

安全
需求

移動
能力

即時
特性

車

內

藍芽
WAPN:

1～10m
720 kbps
～3Mbps

點對點／
點對多點

免持聽筒／
無線接取介

面
中 低 中

超頻寬
WPAN:

a. 1～3m
b. 3～10m

a.480Mbps
b.110Mbps

點對點／
點對多點

鄰域超高速
資料傳輸／
無線接取介

面

中 低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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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 CAN

• 廣泛使用在車內之序列通訊標準

• 以訊息為基礎之協定(Message-based 
protocol)

• 不須主機

• 整合車內之微處理器、裝置、感測器與致
動器來達到即時控制的目標

2016/11/25 11



CAN Bus目的

• 一台車可擁有至多70個控制器

• 例如：引擎控制器、傳動、安全氣囊、ABS、
定速巡航、動力方向盤、音響、電動窗、
電動門、後照鏡調整、電池充電系統

• 裝置間常須相互通訊

2016/11/25 12



CAN 規格

• Part A : 描述定義CAN的訊息格式，11 
bits

• Part B : 描述標準與延伸訊息格式，29 
bits

2016/11/25 13



CAN數據框架(1)

• SOF – Start of Frame
• Identifier – Tells the content of message and priority
• RTR – 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 
• IDE – Identifier extension (distinguishes between CAN standard,11 bit 

identifier, and CAN extended, 29 bit identifier.)
• DLC – Data Length Code
• Data – holds up to 8 bytes of data
• CRC – “Cyclic Redundant Check” sum
• ACK – Acknowledge
• EOF – End of Frame
• IFS – Intermission Frame Space.  Minimum number of bits separating 

consecutive messages.

2016/11/25 14



CAN數據框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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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31571749



CAN-LO標準數據框架格式

2016/11/25 16

Field name Length (bits) Purpose

Start-of-frame 1 Denotes the start of frame transmission

Identifier (green) 11
A (unique) identifier which also represents the message 
priority

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 (RTR) 
(blue)

1
Must be dominant (0) for data frames and recessive (1) for 
remote request frames

Identifier extension bit (IDE) 1
Must be dominant (0) for base frame format with 11-bit 
identifiers

Reserved bit (r0) 1
Reserved bit. Must be dominant (0), but accepted as either 
dominant or recessive.

Data length code (DLC) (yellow) 4 Number of bytes of data (0–8 bytes)

Data field (red) 0–64 (0-8 bytes) Data to be transmitted (length in bytes dictated by DLC field)

CRC 15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delimiter 1 Must be recessive (1)

ACK slot 1
Transmitter sends recessive (1) and any receiver can assert a 
dominant (0)

ACK delimiter 1 Must be recessive (1)

End-of-frame (EOF) 7 Must be recessive (1)



CAN數據延伸框架格式

2016/11/25 17

Field name Length (bits) Purpose

Start-of-frame 1 Denotes the start of frame transmission

Identifier A (green) 11
First part of the (unique) identifier which also represents the 
message priority

Substitute remote request (SRR) 1 Must be recessive (1)

Identifier extension bit (IDE) 1
Must be recessive (1) for extended frame format with 29-bit 
identifiers

Identifier B (green) 18
Second part of the (unique) identifier which also represents the 
message priority

Remote transmission request (RTR) 
(blue)

1
Must be dominant (0) for data frames and recessive (1) for 
remote request frames

Reserved bits (r1, r0) 2
Reserved bits which must be set dominant (0), but accepted as 
either dominant or recessive

Data length code (DLC) (yellow) 4 Number of bytes of data (0–8 bytes)

Data field (red) 0–64 (0-8 bytes) Data to be transmitted (length dictated by DLC field)

CRC 15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CRC delimiter 1 Must be recessive (1)

ACK slot 1
Transmitter sends recessive (1) and any receiver can assert a 
dominant (0)

ACK delimiter 1 Must be recessive (1)

End-of-frame (EOF) 7 Must be recessive (1)



CAN數據資訊與協定(1)

• 訊息是以 Message
identifiers 來 區
隔。

• Identifier定義了
訊息的內容與優先
權，在網路中是獨
一無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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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多個訊息同時存
取bus時，有較高
優先權者優先。

• 有最低二位元數字
的有較高優先權。

• 優先權在系統設計
時指定，不可變更。

CAN數據資訊與協定(2)

2016/11/25 19



• 匯流排上的衝突以
dominant 和
recessive 狀 態 區
分。

• Recessive 等 待 匯
流排清空後再重新
嘗試傳遞。

2016/11/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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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Protocol

• 三層架構：ISO 11898
– 物件層

• Message filtering
• Message and status handling

– 傳輸層
• Fault Confinement
• Error Detection
• Message Validation
• Acknowledgement
• Arbitration
• Message Framing
• Transfer Rate and Timing
• Information Routing

– 實體層

2016/11/25 21



CAN Protocol

–實體層

• 9-pin D-sub
– pin 2: CAN-Low (CAN−)

– pin 3: GND (Ground)

– pin 7: CAN-High (CAN+)

– pin 9: CAN V+ (Power)

2016/11/25 22



CAN Bus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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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Speed CAN Network. ISO 11898-2



CAN Bus Node

2016/11/25 24



CAN Bus數據

• 廣播傳輸機制

• Bit rates: up to 1Mbit/s for length < 
40M，125 kbit/s for 500 M

• 仲裁由Message Identifier決定，數值愈
小，優先權愈高

• 五種偵錯機制

2016/11/25 25



錯誤偵測(1)

• 如果一個以上的錯誤被偵測，即停止傳輸。

• 自動重新傳輸，如果錯誤持續，則關閉節
點，以防止匯流排塞車

• 錯誤偵測有兩個階層：

–訊息層

–位元層

2016/11/25 26



• 訊息層
– CRC：Cyclic Redundant Check sum
– 框架檢查：比較訊息和固定格式與大小
– ACK錯誤：若未接收if transmitter does not 
receive an ACK signal from the receivers

• 位元層
– 監控：當訊息傳出時，傳輸器監控匯流排並比
較位元的傳送與接收。

– 位元填補：經連續五個相同位元後，傳輸器插
入一數值相反的填補位元。再由接收器移除該
位元。

2016/11/25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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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CAN

–有限數量的接收緩
衝器與濾波器

–當遭遇多重連續訊
息時，容易當機

2016/11/2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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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2)

• 完全CAN

–有約15個訊息物件

–若訊息物件針對多
重過濾器設計，可
能會遺失資料

–同樣當遭遇多重連
續訊息時，容易當
機

2016/11/25 29



• FIFO

–“First In First 
Out” 接收緩衝器

–遭遇多重連續訊息
時，不會當機

–高優先訊息無法提
升，必須等待。

2016/11/25 30

執行(3)



• 強化型的完全Can

–每個訊息物件有專
屬的FIFO。

–使用複雜

–較少見

2016/11/2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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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製造

• 超過20家晶片廠商製造CAN介面的微控制器，
著名的有

– Cygnal

– Intel

– Motorola

– NEC

– Phillips

– Toshi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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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gnal C8051F040/042 方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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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控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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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外通訊

• 車輛與遠方通訊設備進行資料交換的應用

• 所覆蓋的通訊範圍最廣

• 有效距離約達數公里至數百公里

• 須保證能於高速移動狀態下進行訊息交換

• 3G、3.5G、WiMAX、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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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外通訊技術術綜合評估分析

評估項目

通訊模式
覆蓋範圍 傳輸速率 工作模式 主要應用

安全
需求

移動
能力

即時
特性

車

外

WiMAX
WMAN: 

3～50 km

mobile: 2～
15 Mbps 

static(fixed): 
70 Mbps

點對點／
雙向交換

移動下廣
域資料傳輸
／定點式
高速資料傳
輸

高 高 低

行動通
訊

WWAN: 
35 km～
120 km 

2.5G: 114 
kbps 

3G: 384 kbps 
3.5G: 7.2 

Mbps

雙向交換
行動電話／
多媒體資料
傳輸

高 高 中

GPS 衛
星

WWAN: 
約 20000 

km 
9.6 kbps 單向廣播 地理定位 低 高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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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路通訊(1)

• OBU-to-RSU(road side unit)/RSU-to-OBU

• 應用模式下至少有一方是維持不動

• 例如自動電子收費、自動取得前方交通路

況、停車場資訊、定點影音資訊上傳及下

載等

2016/11/25 37



車路通訊(1)

• 距離大約介於數百公尺至一公里

• 依實體介質可細分為：

–微波

–紅外線

–無線電

2016/11/25 38



車路通訊(2)

• 影響通訊效能因素

–介質穿透能力

–資料傳輸速率高低

–相對移動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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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路通訊技術術綜合評估分析

評估項目

通訊模式
覆蓋範圍 傳輸速率 工作模式 主要應用

安全
需求

移動
能力

即時
特性

車

路

微波
10～50 m 

(depend on 
power) 

數十至數百
kbps 

雙向交換 自動電子收費 高 中 中

紅外線
10～50 m 

(line-of-sight) 
數十至數百

kbps 
雙向交換 自動電子收費 高 中 中

Wi-Fi
WLAN:

10～100 m 

Ideal:
11a: 54 Mbps 
11b: 11 Mbps 
11g: 54 Mbps

單向廣播
雙向交換

定點式短距資
料傳輸

低 中 中

DSRC
WLAN:

300～1000 m 
mobile:

3～27 Mbps
單向廣播
雙向交換

動態／定點式
短距資料傳輸

中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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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間通訊

• Vehicle-to-vehicle(OBU-to-OBU)

• 多動移點之雙向傳輸

• 主要應用於車輛安全防撞訊息的交換

• 安全與即時性需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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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間通訊技術術綜合評估分析

評估項目

通訊模式
覆蓋範圍 傳輸速率 工作模式 主要應用

安全
需求

移動
能力

即時
特性

車

間

微波
10～50 m 

(depend on 
power) 

數十至數百 kbps 雙向交換
移動下短距
資料傳輸

中 中 中

紅外線
10～50 m 

(line-of-sight) 
數十至數百 kbps 雙向交換

移動下短距
資料傳輸

中 中 中

DSRC
WLAN:

300～1000 m
mobile: 3～27 

Mbps 
雙向交換

移動下短距
資料傳輸

中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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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車輛通訊推動

歐洲 美國 日本 韓國

投入經費 至少80億歐元
2009-2010

已取得 4,900萬
美元預算

883億日元 67億美元

時程 2007-2013 2009-2014 2004-2010 2001-2020

發展領域

道路與運輸管理、
大眾運輸系統、
資訊服務、先進
車輛控制及安全
系統

道路與運輸管理、
大眾運輸系統、
資訊服務、商用
車物流運輸緊急
救援管理

道路與運輸管
理、交通管理最
佳化、先進車輛
安全系統、資訊
服務

道路與運輸管理、
大眾運輸系統、
電子付費、商業
車輛營運、 先
進車輛控制及安
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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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階段建設(1)

• 日本在交通運輸管理、交通資訊服務、電
子付費系統等發展皆有實際成果。

• 例如，根據日本在2007年的統計，顯示安
裝ETC車載機的車輛已達1,700萬輛，高速
公路使用ETC收費比例高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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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現階段建設(2)

• 日本接續制定了智慧道路、先進安全智慧
車輛等計畫。

• 前者是建置道路資通訊設施，後者則是在
車輛上安裝資通訊、自動駕駛等先進電子
設備，成為目前日本發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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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大廠以車載資通訊為汽車加值(1)

• 除各國政府推動外，各大車廠與獨立服務

業者亦陸續投入相關服務應用開發，提供

以安全、導航、節能等方向的車載資通訊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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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大廠以車載資通訊為汽車加值(2)

• 在各車廠中，目前以GM、Toyota與BMW投入

最多，三家車廠至今分別投入超過20億美

元、15億美元以及10億美元於相關領域之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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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資通訊應用範例(1)

2016/11/25 4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Qdhb_g1LoU


車載資通訊應用範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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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Vtud1qevc


車載結合4G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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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08_ls2F6pU


行動通訊

1G AMPS
Advanced mobile phone 

service
類比系統、美國、FDMA、無數

據服務

2G GSM
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
數位、TDMA、蜂巢式(Cellular)、

SIM、14.4Kbps

2.5G
GPRS/
EDGE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Enhanced Data rates for GSM 

Evolution 

封包交換、384Kbps、SMS、
WAP

3G WCDMA Wideband CDMA(3GPP, 歐日)
多種標準、CDMA2000(3GPP2, 

美)、2Mbps

3.5G HSPA High speed packet access 14Mbps下載、5.8Mbps上傳

4G
LTE

(WiMAX?)
Long Term Evolution

全IP封包交換、>100Mbps、
OFDM、SC-FDMA、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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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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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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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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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優點

• 傳輸速度快

• 頻寬大

• 全IP網路，降低等待時間

• 系統提供業者從3G升級容易

• 應用程式反應快速

• 高RF功率放大效率、手機耗電量較低

• 低的維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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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特色(1)

• 2004年日本NTT DoCoMo提出

• 與2G、3G不相容

• 下載速度最高300Mbps

• 上傳速度最高75Mbps

• 可在快速移動狀況下使用

• 支援multicast和broadcast串流

• 可調式載波頻寬1.4〜20 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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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n.wikipedia.org/wiki/NTT_DoCoMo


LTE特色(2)

• 資料傳輸技術：FDD(Frequency Division 
Duplexing)與TDD(Time)

• EPC(Evolved Packet Core)提供無縫換手
(Handover)

• 移動速度依頻率不同最高可達310〜500 
km/h

• Downlink:OFDM(Orthogonal 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

• Uplink:Single-carrier FD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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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特色(3)

• 彈性的頻譜使用

• 基地台單細胞涵蓋範圍從數十公尺到100公
里

• 5MHz的細胞中支援200組資料客戶

• 封包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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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E的佈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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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commercial LTE service

█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commercial LTE network deployment on-going or planned

█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th LTE trial systems (pre-commitment)

Wikipedia



4G頻段

• E-UTRA Band: 1〜70

• 能支援所有頻段

• 700, 800, 850, 900, 1500, 1700, 1800, 
1900, 2100, 2300, 2600, 3500, 3700 
(MHz)

• Duplex: FDD, TDD,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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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頻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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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應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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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應用(2)

• 高畫質影音與遊戲服務
–因為受限3G網路頻寬，影像畫質多半是SD，而
被迫接受較差的視聽體驗。在4G環境中，即便
是召開行動視訊會議，或使用即時通訊軟體，
也都可以獲得更好的通訊品質。

–遊戲娛樂方面，，具有更好的串流技術與HD畫
質，也不用擔心網速不夠，遊戲會有卡卡的情
況發生，多人線上遊戲也將更容易實現在手機
遊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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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應用(3)

• 居家安全監控成熱門應用

–安全監控方面，過去3G時代影像傳輸的品質與
效果並不好，而4G時代將能提供更好的發揮。

–這樣的智慧家居環境，還可以包括家庭安全、
火災煙霧警戒，能源管理，未來若能與智慧家
庭結合，將能提供更多居家控制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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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應用(4)

• 促進管理人員應用的發展

–像是在災難現場，若能將影像透過4G網路即時

傳送至指揮中心，後端管控將更有效率，而不

像以往僅能使用無線電、語音、文字訊息回報

狀況，或是透過電視臺才能獲得即時影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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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應用(5)

• 遠距醫療服務應用

–方便病人和年長病患不用再親自到醫療診所看

病，有助於解決近距離缺乏專業醫療人員，或

是偏遠地區交通不便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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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應用-車用環境(1)

• 車用環境成為發展焦點

–由於4G LTE可以提供高速移動的通訊需求，而
汽車作為普遍且常見的移動載體，因此各大車
廠對於車用LTE發展相當積極。

–例如BMW在車上設置LTE hotspot行動網路分享
器，通用與奧迪也與AT&T合作，提供車用LTE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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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應用-車用環境(2)

• 車用環境的高速發展就連蘋果也不願缺席，

推動iOS in the Car，而Google也打算以

Android切入汽車領域，成立開放汽車聯盟

（Open Automotive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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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應用-車用環境(3)

• 在車輛上建置LTE環境，可以應用包括提供

多媒體影音服務、3D導航等應用，讓使用

者在抵達目的地前，就能先預覽沿路街景，

增強導航體驗，若是還能透過交通路段監

控設備，即時看到前方路況的實景，將更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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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應用-車用環境(4)

• 利用4G高頻寬的資訊傳輸能力，提升汽車

資訊系統，進而改良整體功能體驗，讓車

載資通訊設備的結合更密切，並提供車聯

網的發展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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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LTE商業模式興起(1)

• 近年，有些新的LTE商業模式相當特別，像

是美國Verizon Wireless電信商推出分享

數據方案，能允許一帳號可用於10個行動

裝置，便於用戶將不同帳號資費整合，且

可與家人共享，讓每位行動用戶不用再精

算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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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LTE商業模式興起(2)

• AT&T在今年初宣布推出Sponsored Data計

畫，這是一種異於使用者付費的概念，由

商家為特定服務產生的數據付費。

• 例如：你逛某個拍賣網站的流量，將由拍

賣網站來負擔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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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Introduction to Android 

Programming



Android簡介(1)

• Android Inc., 成立於2003年10月，Palo
Alto, CA, USA

• Open source平台

• 全世界最受歡迎的行動作業系統

• Linux核心

• Google於2005年購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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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簡介(2)

• OHA(open handset alliance):open
standard for mobile devices

• 從 手 機 、 手 錶 、 汽 車 到 電 視 ， 運 用
Android 打造個人專屬數位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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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簡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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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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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name Version number Initial release date API level Support status

Alpha 1.0 September 23, 2008 1 Discontinued

Beta 1.1 February 9, 2009 2 Discontinued

Cupcake 1.5 April 27, 2009 3 Discontinued

Donut 1.6 September 15, 2009 4 Discontinued

Eclair 2.0 – 2.1 October 26, 2009 5–7 Discontinued

Froyo 2.2 – 2.2.3 May 20, 2010 8 Discontinued

Gingerbread 2.3 – 2.3.7 December 6, 2010 9–10 Discontinued

Honeycomb 3.0 – 3.2.6 February 22, 2011 11–13 Discontinued

Ice Cream 
Sandwich

4.0 – 4.0.4 October 18, 2011 14–15 Discontinued

Jelly Bean 4.1 – 4.3.1 July 9, 2012 16–18 Discontinued

KitKat 4.4 – 4.4.4 October 31, 2013 19 Discontinued

Lollipop 5.0 – 5.1.1 November 12, 2014 21–22 Supported

Marshmallow 6.0 – 6.0.1 October 5, 2015 23 Supported

Nougat 7.0 – 7.1 August 22, 2016 24–25 Supported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ndroid_Alph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Android_Bet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Cupcak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Donu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Eclai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Froy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Gingerbread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Honeycomb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Ice_Cream_Sandwich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Jelly_Be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KitK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Lollipop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Marshmallow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ndroid_Nou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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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載資通訊導論課程 ―業師協
同教學

車載資通訊 (科技的演進與趨勢)

TELEMATICS

勝捷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前副總經理 張鶴馨

2016/09/22

2016/10/27

2016/11/04   



英文Telematics 一詞是由法文 “télématique” 轉
譯而來

最早是由 Simon Nora 及 Alain Minc 在 1978年
時向法國政府提出的一篇報告中使用

是電信（Telecommunication）與資訊科學
（Informatics）這兩個字的混合字

此字的原意是經由遠距離通訊的電信系統傳
送資訊

來源



電信（Telecommunication）:
這一單字源於希臘語“遠程”(tele:遙遠的)和“通
訊”(communicate:共享)。
亦即利用電磁/電子設施實現的有線電、無線電或
光傳輸資訊的通訊方式。
電信起源於19世紀發明的有線電報和有線電話，
20世紀初首次無線電越洋通訊以及真空管、電晶
體和積體電路的陸續出現，使電信進入了全新的發
展時期，無線電報、廣播、電視、衛星通訊、數據
通訊、光纖通訊、網際網路等技術的應用使人類社
會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



貝爾發明電話（一八七六年）

1896年的電話



(行動通訊) 手機演進史

典範轉移



資料來源: 科學月刊 2014



資料來源: 財經新報 2014



資訊科學(Informatics):

是研究資訊的產生、傳遞、利用規律和用現代化
資訊技術與手段，使資訊流通過程、資訊系統保
持最佳效能狀態的一門科學。
資訊的表現形式很多例如：聲音、文字、圖像、
影片……資訊的分類也不計其數：股市資訊、財
務資訊、天氣資訊、醫療資訊……。



Telematics定義

維基百科：
(廣義的)透過電信與資訊技術之整合，是一種使用
電信裝置傳送、接收與儲存資訊的遠程信息處理
技術
(一般的)具有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並整合電腦
與行動通訊之資通訊服務系統
(狹義的)則是使用上述系統於陸上行車之應用，又
稱為車載資通訊(Vehicle Telematics)服務系統



因此Telematics基本上可說是一種包含了電信，車
輛技術，道路交通，道路安全，電機/電子工程
（傳感器，儀器儀表，無線通訊等）和計算機科
學（多媒體，互聯網等）的跨學科領域技術。
Telematics服務系統則是一種整合的應用，結合資
訊、通訊及汽車電子技術，滿足行車環境之各項
需求如便利、交通、溝通、娛樂、安全與商務等。

新的車載系統可結合觸控
螢幕，透過連接手機與平
板電腦，提供駕駛者、乘
客更多導航、影音、連網
等服務(Luxgen/Audi)

http://mms.digitimes.com/NewsImg/2014/0219/367860-2-0ZU9E.jpg?201695151132


汽車的演進: 機械化電子化資訊化智慧化

Revolution of Automotive Market – Paradigm Shift



一般人們常將Telematics與 ITS (智慧型運輸系統)以
及Auto Electronics(車用電子)相提並論。的確，這
三者在產業鏈上的關聯是密不可分。車用電子包
含了如動力、傳動、避震、安全、保全與駕駛資
訊等系統。其中與資通訊相關的就屬於Telematics

的範疇；而ITS包含了如交通管理、公共運輸、商
車營運、緊急事故、電子收付費或是弱勢使用者
保護等系統。其中，在透過通訊技術，提供訊息
給車載電腦加以運用的部分，也是屬於Telematics

的領域。

提示



資料來源: CTimes

車載系統



Telematics演進

第一代 Telematics V2Z (Vehicle to Zero)
來自於1990年，是獨立運作的車用內部封閉系
統，主要提供廣播以及音樂播放，稱之為
Infotaiment (資訊娛樂系統) ，或者加入獨立的
衛星定位系統(LBS)，讓駕駛者接收到與位置相
關的資訊。通常被認為不具備無線通訊功能，
或極為有限的通訊能力

註: infotainment = information + entertainment



第二代 Telematics V2S（Vehicle to ISP/TSP）
於1997年誕生，透過手機向駕駛傳遞應用服務，
利用手機的3G/3.5G通訊模組，以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為基礎提供駕駛行車安全及
支援以汽車為中心（vehicle-centric）之應用服務
（例如車用資訊娛樂系統加上導航、觀光景點
搜尋、餐廳以及最近的停車場或加油站導引等
功能）。此外並導入了TSP (Telematics Service 

Provider) ，例如由行動控制中心提供的車輛防
盜保全、危難救援、道路情報...等加值服務。但
車輛還是處於獨自接收訊息的狀態，並沒有互
相連結。



TSP在Telematics產業鏈居於核心地位，上接汽車、
車載設備製造商、網路運營商，下接內容提供者。
誰掌控了TSP，誰就能掌握Telematics產業的控制權，
因此，TSP也成為了汽車製造商、電信運營商力爭
的角色。

資料來源: Neusoft Corporation



Telematics服務供應商主要有四種：
第一種由車廠轉投資，如GM的OnStar、豐田的
Inter Navi以及裕隆主導推出的 TOBE服務等，具有
指標性的意義。
第二種則是獨立的服務供應商，代工彈性較高。
第三種服務商由電信業者轉投資，並與車廠密切
合作，如德意志電信、Vodafone、NTT都有類似
投資，由於電信廠商客戶基礎雄厚，有機會成為
主要的Telematic服務供應商。
第四種則是傳統、會員制的服務，如AAA 

Response、Lojack等。



GM OnStar 車輛緊急救援與人員安全防護



GM OnStar





裕隆 TOBE 服務系統





資料來源: 交通大學經管所 2007

車用電子產業



資料來源: 交通大學經管所 2007

車用電子產業



車用電子分OE/AM供應鏈

汽車電子產業供應鏈

（Source：ITRI）



第三代Telematics V2X（Vehicle to X, V2X）
2004年以後已經演變成車與外部的連結，透過使
用車用環境無線存取技術（WAVE）/專用短距通
訊（DSRC）等，延伸出車與車（V2V）、甚至車
與路側設備（V2RSU）、車與道路基礎設施
（V2I）、車與人（V2P），等無線寬頻多樣性應
用服務，可支援先進行車安全、防撞、預警等，
以及支援人本身（people-centric）之創新應用服
務，例如殘障輔助（Handicap Assistance）等。建
構出人、車、路互動的優化實體，達成交通運輸
更有效率且更安全的境界。



資料來源: 工研院資通所



包括賓士、寶馬、奧迪(Audi)、福斯(Volkswagen)

等歐系品牌，在部分高級車款上所提供的駕駛注
意力輔助系統(Attention Assist)等，亦為第三代車
載資通訊的應用實例。

BMW



Telematics系統經過三階段的發展後，所涵蓋的
技術逐漸增加，也可進而開發更多的應用服務，
但由於成本高昂，無論國內外各車廠或是車載
設備製造商，多半朝向特定功能的車載設備發
展，距離全面性商業化應用仍有一段距離。但
無論車載資通訊如何發展，行車安全仍為最終
目標。



1990∼2010年車載資通訊發展三階段

資料來源：工研院、資策會新興智慧研究所(08/2008)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

車載資通訊產品演進方向



車載資訊娛樂系統 IVI（In-Vehicle Infotainment system）

聯網車載資訊娛樂系統
(影音服務)

Infotainment系統強調對車內功能, Telematics系統強調對車外功能



電信系統3G  4G 的影響

打電話這項功能原本應該是手機主要功能，但智
慧手機時代來臨後，此功能的重要性卻相對降低，
在智慧型手機應用服務不斷擴張的情況下，行動
寬頻需求亦水漲船高。
 2011年7月南韓推出LTE服務，此後迅速在短短

幾個月內便達到全國覆蓋率。
 2013年，日本4G LTE用戶普及率已超過三成，

在韓國則突破五成躍升為4G LTE全球最普及的
國家。

 2014年台灣4G(LTE)元年。





LTE Coverage by country

資料來源: Open Signal 2015 Q4



資料來源: Open Signal 2015 Q4

LTE Speed by country



資料來源: Open Signal 2015 Q4



資料來源: 科技新報



汽車銷售在強調安全及性能上已難以突顯差異，
而提供駕駛與乘客更舒適、更便捷的服務，將會
是市場上主要致勝關鍵，可想見的是汽車產業必
將追循智慧手機的成功模式。
而要達成這些服務則必須倚賴頻寬更大的行動通
訊技術。也就是說汽車將因4G LTE的出現，演變
成為最大的移動
通訊設備。



行動通訊技術在車輛的應用，國際間稱為聯網汽車
(Connected Vehicle)，中國大陸則稱為車聯網(Internet of 

Vehicles, IOV)。
2013年6月由全球行動通訊協會(GSMA)與市場研究公
司SBD聯合發表的《車聯網預測：未來5年內，全球車
聯網市場將增三倍》報告中指出，嵌入式行動通訊系
統對於汽車業具有顛覆性的影響。更預測2025年以後，
每一輛新生產的汽車都將具有一定程度的行動互聯功
能，包括行車安全、保全、保險、影音娛樂、交通資
訊、導航、車輛故障診斷等皆將蓬勃發展。

車聯網概念興起



而上述系統功能若是由車載系統獨自完成，其所需
軟硬體將會非常複雜，且其成本高、維護也不容易。
但若仿效智慧手機的模式，透過高傳輸速度的行動
通訊技術，讓語音辨識、動態導航、故障診斷、大
數據分析等複雜功能交由雲端負責，而車輛端只要
負責人機介面及下載相對應的應用程式(APP) ，便
可達成車廠對於車電系統硬體架構保守及不輕易更
動的原則。



2013年消費性電子展(CES)中，全球汽車大廠福特(Ford)、
通用汽車(GM)和奧迪(Audi)等，不約而同地為車載資通
訊應用增添包括語音控制、全觸控面板、多元APP服務
等新功能，希望藉此吸引目光並刺激市場買氣。
 福特提出Ford SYNC AppLink系統，此系統可透過方向

盤上按鍵或是語音開啟應用服務，並計畫在新聞與資
訊、音樂娛樂與導航定位三大領域，開發十九款的車
用app。亞太區則將推出三款app，包括Pandora、
TuneIn Radio和Kaliki，好讓車主能在車上聆聽喜愛的
音樂與廣播節目。另並提供AppLink Catalog App，以
便消費者可快速找到與AppLink相容的應用程式。



 通用汽車則延續OnStar服務並推出支援Siri Eyes 

Free的系統，透過方向盤上按鈕開啟Siri並整合
iHeart、TuneIn與Slacker等電台以及氣象頻道。

 奧迪則表示從2013年底開始，所有歐洲地區銷售
的Audi A3車系車款都會整合4G LTE網路功能。其
動態傳輸速率可達100Mbit/s，車內亦可提供八組
的Wi-Fi裝置連線，比起當初手機問世時，車輛只
能搭配免持系統實有天壤之別。



2014 年 CES 消費電子展請來汽車大廠 Audi 、 Ford 

等簡報，從汽車 4G 上網、汽車行動通訊的應用、
到汽車無人駕駛等都成為熱門話題。 4G 將為 ICT 產
業及汽車產業帶來車聯網 ( Connected Car) 極大的機
遇與市場。
2014年，這個對於IT產業以及汽車產業都別具意義
的一年，已經被許多人認為是「車聯網元年」。包
含Apple在內的CarPlay、Google 的Android Automotive

以及微軟的Windows車載系統等，都展現出了IT產業
亟欲攻入汽車產業的野心。



過去車載資通訊系統的發展已相當多年，其實並未
獲得良好的發展契機，並在歷經2008金融風暴後跌
落谷底，車廠也對車載資通訊系統逐漸失去信心，
因而造成市場一直局限於高階車種。
然而近期智慧化概念席捲汽車市場，更高的安全性
與娛樂聯網需求興起，再加上各國對於行車安全的
發展計畫逐漸展開，促使各家廠商投入更多的資源
開發車載資通訊系統產品並且紛紛將其導入中階車
種，因此銷售市場可望再度竄起。

Telematics 現況





車載資通訊(Telematics)將全面邁向高速4G網路設計。
隨著長程演進計畫(LTE)網路覆蓋率大增，歐美及日本
車廠也紛紛加碼投資開發LTE車載資通訊平台，從而突
破以往2G/3G系統因頻寬不足而受限於小量資料下載
的應用瓶頸，進一步實現OTA(Over-the-air)高速多媒體
影音串流，以及更多機器對機器(M2M)創新應用服務。
當然，此一發展方向也並非全無隱憂。例如LTE應用服
務月費將由誰買單？ 資訊隱私與安全性是否受到保障？
4G覆蓋率非100%消費者是否接受等，因此商業模式
將成為應用成功的關鍵。



車聯網與Telematics 

車聯網可看成是物聯網在汽車領域的一個細分應用，
主要利用的技術手段包括車載電子傳感裝置、移動通
訊技術、汽車導航系統、智慧終端機設備與資訊網路
平臺。車聯網結合了感
測器、射頻識別、無線
通訊傳輸及後臺雲計算
等一系列先進的物聯網
技術，是智慧交通乃至
智慧城市的重要基礎。

資料來源: 中華技術專題報導



資料來源: 中華技術專題報導



資料來源: 中華技術專題報導





由舊有的車載資通訊系統結合車聯網（Connected Car）
技術所演進而來，過去車載資通訊系統從原先僅僅單
純提供CD播放及車輛狀態，一直到近年來因3G/4G

/5G網路技術的蓬勃發展，已進入智慧聯網的時代。
智慧車載系統擁有龐大的運算能力，透過微機電技術
（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關鍵零
件將越做越微小，但運算效能卻直線上升，使智慧車
載系統得以整合原本各自獨立的影音系統、導航系統、
行車紀錄及主/被動行車安全系統等。

智慧車載系統



而未來智慧型車載系統將朝向智慧型車載資通訊電
子系統，車輛自動/輔助駕駛系統、駕駛人瞌睡警
示、防撞預警、車載自我診斷系統（On Board 

Diagnostics, OBD）、胎壓檢測裝置（TPMS）、車道
偏離警示系統（LWDS）、前方碰撞預警系統
（FCWS）及後方碰撞預警系統等智慧車（Smart 

Car）相關應用發展。



車用ADAS系統

汽車越來越自動化，勢必將配備更多的感測技術，例
如攝影功能和雷達系統，影像感測將用來識別附近物
體並對其進行分類，以便應對複雜的環境及更自主的
控制，從2016年到2020年間，車聯網應用將推動情境
資訊（影像偵測和地理位置定位等）需求增長150％。
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ADAS)，即是近年來車廠積極發展的智慧車輛技術之一，
以為將來可以達到無人駕駛智慧車輛境界的技術進階
過程。



ADAS的主要功能並不是控制汽車，而是為駕駛人
提供車輛的工作情形與車外環境變化等相關資訊
進行分析，且預先警告可能發生的危險狀況，讓
駕駛人提早採取因應措施，避免交通意外發生。
也可透過Telematics上傳資訊以提供雲端大數據之
駕駛行為分析。



資料來源: 新電子



透過車聯網的V2V/V2I網通技術整合，先
進駕駛輔助系統即便遭遇不佳路標或是問
題路線無法進行道路現況分析，也可透過
IoT網絡搭配全球定位系統進行比對定位，
協助先進駕駛輔助系統有更多路況或公共
建設現況資訊參照來源，提升先進駕駛輔
助系統的實用性。



車載系統平台(封閉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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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 Network Planning 原理 

僅供學術討論, 不做商業用途 



 
 

計算站台數量 (初步想法) 

全省面積 
站台可涵蓋

面積 

站台
數量 



地理條件分類 

Why ? 

因為不同環境，有不同的電波傳播結果。如空曠地區，電波可傳較遠 !! 

故計算時，也應分開計算。 

一般可分為 : 

Dense Urban : 高密集大樓、Hot Spot    

Urban : 一般密集大樓 

Suburban : 住宅區、工業區 

Rural : 山區道路、開放性區域 

小 

大 

站
台
涵
蓋
範
圍 



如何求出站台涵蓋半徑 ?  (1/3) 
電波可以傳播多遠 ??  它的臨界點在那 ?? 

Car A Car B 

OK Bad 



如何求出站台涵蓋半徑 ?  (2/3) 
需要2大步驟 : 

1. Link Budget 的計算(需考量Coverage and Capacity) :  

為求出最大允許傳播損失 

Link Budget CDMA2000(Voice) CDMA2000(76.8k) CDMA2000(153.6k) Equation

Frequency Mhz 1900.00 1900.00 1900.00

Transmitter (mobile)

Max. mobile transmission power [W] 0.20 0.20 0.20

As above in dBm 23.00 23.00 23.00 a

Mobile antenna gain[dBi] 0.00 0.00 0.00 b

Body loss[dB] 3.00 0.00 0.00 c

Equivalent Isotropic Radiated Power (EIRP) [dBm] 20.00 23.00 23.00 d=a+b-c

Reciver(base station)

Thermal noise density[dBm/Hz] -174.00 -174.00 -174.00 e

Base station receiver noise figure[dB] 5.00 5.00 5.00 f

Receiver noise density[dBm/Hz] -169.00 -169.00 -169.00 g = e+f

Receiver noise power[dBm] -108.11 -108.11 -108.11 h = g+10*log(chip rate)

interference margin[dB] 3.00 3.00 3.00 i

Receiver interference power[dBm] -108.13 -108.13 -108.13 j =10*log (10^((h+i)/10-10^(h/10))

Total effective noise + interference[dBm] -105.11 -105.11 -105.11 k =10*log(10^(h/10)+10^(j/10)

Processing gain[dB] 21.07 12.04 9.03 l =10*log(W/R)

Required Eb/No[dB] 5.00 2.50 2.50 m

Receiver sensitivity[dBm] -121.18 -114.65 -111.64 n = m-l+k

Base station antenna gain[dBi] 18.00 18.00 18.00 o

Cable loss in the base station[dB] 3.00 3.00 3.00 p

Fast fading margin[dB] 0.00 0.00 0.00 q

Max. path loss[dBm] 156.18 152.65 149.64 r = d-n+o-p-q

Log normal fading margin[dB] 7.30 7.30 7.30 s

soft handover gain[dB],multi-cell 3.00 3.00 3.00 t

in-door loss[dB]  :  Urban case 8.00 8.00 8.00 u

Allowed Propagation Loss for Cell Range [dB] 143.88 140.35 137.34 v = r-s+t-u

等效全向輻射功率(EIRP)：EIRP(dBW)＝放大器輸出功率－饋線損失＋天線增益。 



2. Propagation Model 的計算 : 為求出站台半徑 

如何求出站台涵蓋半徑 ?  (3/3) 

 

Mmx

bbHataCost

Cha

dhhfCCPL





)(

loglog55.69.44log82.13log21231

f       Frequency In MHz 

bh BTS 高度 (m)  

   97.475.11log2.3)(
2
 mmx hha

0MC

mh 行動台高度 (m)  

d      傳播距離 (Km) 

C1     69.55   for    400   < f   < 1500 MHz 

          46.3    for    1500  < f  < 2000 MHz 

C2     26.16  for     400   < f  < 1500 MHz 

          33.9   for     1500  < f  < 2000 MHz 

           

會隨地理條件，有所變化。Ex, 
In Dense Urban Cm=3dB 



Different Cell Radius due to Data 
rate and Clutter 

由於不同的Service Data rate及不同的Clutter，將會得到不同的站台半徑 !! 

其可能組合如下 : 

Clutter :  D.U. / U / S.U. / R … 

Data rate (bps) 

9.6k 

 

76.8k 

 

153.6k 

 

2M 

… 



如何求出站台涵蓋面積 ?   

R 

R 

(不常使用) 

26.26
2

1

2

3
RRRA 

214.3 RA 

295.1 RA R 

(較常使用於 Omni 站台) 

(較常使用於 3-Sector 站台) 

Rr 
2

3



計算站台數量 (較精確方式) 

No of Site = 

Total Dense Urban Area /  Cell area in Dense Urban 

Total Urban Area /  Cell area in  Urban 

Total Suburban Area /  Cell area in Suburban 

Total Rural Area /  Cell area in Rural 

+ 

+ 

+ 



Link Budget  

Propagation Model  

Cell Radius  
(Cell Service Area)  

NO of sites= 

To find out 
how many 

sites that be 
suitable !! 

Total Target Service Area 

Cell Service Area 

Max Allowed Path Loss 

To get Cell Radius for Each 
Clutter 

To get Cell Area for Each 
Clutter 

Network Dimension Planning  



-Site Hunting 

-Site Approve 

-Site Configuration Plan 

   (1) Omni 

   (2) 2 Sector Site 

   (3) 3 Sector Site 

-Import Parameter to Planning Tool for Simulation 

   (1) Antenna type ,Gain, tilt , degree 

   (2) Clutter Class 

   (3) Site Data 

-Modify Simulation Result 

- Re-Simulation 

 

站台規劃步驟 



站台可視範圍繪製及選擇站台 



天線角度規劃及天線Type選擇 



Import Data to Planning Tool 

Import Data : 

1.Clutter Type 

2. Site Information 

3. Antenna Data 

… 



Simulation Result : Forward RSSI 



Simulation Result : Forward Ec/Io 



Modified Parameter and 
Simulation Again 
可調整那些參數  ?? 

1. Antenna Information : 

    Ex : Type, Gain , Down-tilt , Degree 

2. Penetration Loss 

    Ex : In-Car = 8~15 dB , In-building = 20 ~ 35 dB 

3. Add a New Site  

    Ex : Repeater Site or Micro Site 

4. Other Parameter 

    Ex : handover , PN ,Frequency …… 



網路優化解決方案 

僅供學術討論, 不做商業用途 



問題與挑戰 

1. 頻道資源非常寶貴，換算每個頻道特許執照費很貴，頻道使用率要如何提升 
2. 基地台面臨住戶抗爭需拆除或租約到期 
3. 面臨競爭壓力，打價格戰，老闆一再要求COST DOWN  
4. 傳輸速度慢，客戶反應差，市場始終無法打開，如何改善 
5. 部分維運工程外包 工程品質不易掌握 
6. 臨時集會或大型活動，雖有行動基地台還是blocking，考驗應變能力 
7. frequency(channel) assignment 不知如何安排很困腦 
8. coverage涵蓋覺得還是不夠，原廠建議一再增加基地台? 
9. 部分基地台blocking還是很嚴重， 降低高阻塞率細胞 
10.天線調整外包，工班素質不一，結果難掌握，調的參數結果是否update完全? 
11.干擾確實存在， 但如何消除 
12. 降低交遞失敗率 
13. 降低中斷率 
14. 降低傳呼失敗率 
15.政府提昇觀光旅遊業 ，因應旅遊人口增加之話務成長 
16. 如何增加行動加值服務 



問題與挑戰 

1.     上下班人口會移動 ，天線要如何及時調整， 因應話務變化使營收增加    
2.     客戶抱怨有干擾 ，路測又沒問題，維運人員負荷大 
3.     臨時微波站架設很難調整好 
4.     消費者意識抬頭 ，訊號中斷客戶頻頻要求退費很困腦 
5.     基地台連同租金、水電、設備維護、天線調整等工務，費用昂貴 
6.     有些地區基地台重疊，如何拆基地台並做好風險評估 
7.     站台維修或拆遷期間涵蓋與通話如何靈活調度 
8.     特殊地區通話品質特殊要求 
9.     普及率超過100%，語音市場已趨飽和  
10.    國內市場有限，需開拓國際市場 
11.    新技術推陳出新，投資額龐大，回收期長 
 



行動通訊 

  

目前通訊系統建置 = 硬體設備 +  控制軟體 
                  

? ? 

? ? ? 啊 !又有干擾了, 聽不到聽不到 !! 
明明手機通訊滿格 , 為什麼不能打 ? 
為什麼不通 , 快去查 , 路測 !! 
聲音聽的到  , 可是資料不能傳 ? 
為什麼速度這麼慢 ? 
 : 
 : 

因為電波傳遞是四面八方 外在環境對通訊有絕對的影響 

正確通訊系統建置=硬體設備+控制軟體+RF 
 

    歸納起來 訊號不通有三原因 
 
1. 訊號涵蓋(coverage)不足  
2. 頻道(capacity)不足 
3. 干擾(interference)太多 

 



行動通訊規劃三要素 

  

通訊系統組成三要素 
                  

 硬體設備(基地台、轉播站、無線電機子、天線等實體) 
 控制軟體(控制訊號源經由硬體設備如何傳送與交換) 
 RF(Radio Frequency，訊號經由大氣、地形傳送與接收) 
 
我們的優化方案是針對 R/F 系統設計與分析的軟體工作平台  
 



區別RF環境 OR 硬體問題 

可在實驗室中將無線設備變為有線連結，即除去RF的影響 
 
硬體設備及系統控制軟體的測試 :  
測試其硬體和控制軟體是否能達到預期的各項功能 
主要目的是證明硬體及軟體是否能滿足原始設計的功能 
 
如以上部份沒有問題  表示硬體設備及系統控制軟體是正常 
再放置於真實環境中測試  如有問題  表示是RF環境的問題 
如此可明確判斷出是硬體設備問題還是RF環境造成的  才不
會有爭議 
 

據實務經驗  RF問題佔很大比率  改善空間也最大   
 



何謂優化 

• 優化不是新名詞、新技術    其實優化=改善 
• 優化是隨時隨地在各企業都在進行 
• 優化是一件長期性的工程 
• 優化就是決策時的風險管理 
• 優化就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達到最大的績效與最低
的成本，創造最大的價值 

• 優化就是要達到系統整體最佳化(optimization) 
• 優化可以提升通話量，降低維運成本 
• 優化可以改善通話品質 

 
• 優化結果要能以”圖形或數字”顯現，以顯現維運單位績
效 

 



什麼是最佳化(Optimization)?  

• 根據OR(Operations Research ) 作業研究原理發展 
 

• 最佳化 (Optimization) 是在一個有許多限制和條件相互衝突的
環境下找尋一個最合適解決方式的過程。 

• 在實際應用上，改進是相當重要的。甚至連極微小的改進都非
常值得的。想想看在工廠作業上和股票市場中，５％的改善會
有多大的影響。 
 

最佳化 : 綜合數學模擬和最佳化搜尋 
               簡單地說就是如何將一個設計問題簡化為數學問題，再用
數值方法求此數學問題之最大解或最小解。 

 
工具：現代電腦擁有強大計算能力，最適合對複雜多變影響因素   
的問題，加以分析計算，俾利選擇最優參數調整 ，快又準。 

 



優化就是最佳化技術 

• 根據OR(Operations Research ) 作業研究原理發展 

 

    我們用模擬鍛法 ( Simulatated Annealing ) 計算出基地台最
佳功率.最佳頻道分配.天線水平.垂直方向等.以提高交通量.降
低同頻干擾及斷話率. 

SIN(F) + SIN(F+f) = 
1/2 SIN(F+f/2) COS(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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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台位置 



只要三個原因有任其中一個就會不通   因此要先仔細分析了解是哪一個原因
造成的  再從根本原因再去對症下藥，才能藥到病除獲得改善。 

優化解決問題與設計理念 

歸納起來 訊號不通有三原因 
 
1. 訊號涵蓋(coverage)不足  
2. 頻道(capacity)不足 
3. 干擾(interference)太多 

 

整體分析UP-LINK  
&  DOWN-LINK 
顯示涵蓋與未涵蓋
位置 

依干擾形成原因  分析干擾位置
與數據 再提出干擾消除的對策
及方法  
  

涵蓋最大  頻道重複使用最大  通話量最大  干擾最小 

依人口或話務量
頻道合理分配重
複使用最大 



優化上的做法及績效表現 

 三階段解決 
 
第一歩驟 : 現況診斷 ( Evaluation) 
                             
第二步驟 : 最佳化 (Optimization) 
 
第三步驟:既有網路分析軟體優化後數據驗證(Verification) 
          
 

結果 :提出系統優化前及優化後的評估分析報告  
         所有的評估分析報告，均以圖形或數據展示  



優化技術及做法 

模擬一個與系統相似的環境  
1.  將區域(service area)劃分成許多的小格 
2.  利用地形地面性質(如山地 平原 樹林 住宅區 辦公大樓 等)計算各小格訊號強弱 
3.  找出uplink 及 downlink 涵蓋 干擾 
4.  找出Blocking 
5.  channel assignment 
6.  系統整體優化 
 



維運發展規劃 

 
 

優化 

共通資訊管 
   理平台 

基地台監控 
無人機房 
    管理 

天線自動 
   調整 

加值應用 
如  LBS 

委外服務 



優化加值提昇—天線自動調整 

天線自動調整器特點: 
 
•可透過既有傳輸線路或手機控制天線方位角及俯仰角 
•既有天線不須更換 
•開放性架構(TCP/IP) 
•可提供Ethernet 與 RS-232/RS-485介面 
•不須透過基地臺與交換機,適用於不同系統廠商 
•不影響既有系統設備 
•對於抗爭站或偏遠基站天線的調整解決方案 
•提供動態天線調整,如集會遊行,上下班尖峰時期,減少基站數量或移動車的需求 
•話務量的動態零活調度 
•快速達成優化時程 
•減少人工與花費 
 

優化 天線調整器 100 > 



Open protocol 

Tilt 

天線自動調整系統 

Pan 

系統架構 



12:00 a.m. 
18:00 p.m. 

為什麼固定式的天線是不夠的 

動態網路的需求 

•    不精確的網路初始規劃 

•    錯誤的安裝 

•    當增加新的基站時的優化 

動態的話務量負載密度 

•臨時性的活動(遊行…..等) 

特定區域話務量與涵蓋 

抗爭站台 

 



須要到許多站台 
 
不斷的天線調整 

不可能滿足此需求因
為不可能在一天當中
到許多站台 

手動調整 

真正的天線系統調整進化 

移動式話 
務量負載 

遠端遙控 

不需到基站調整 
 
少許的時間做天線角
度調整 
人工輸入到天線系統
調整 
 

特定的天線對於特殊
的事件給予額外的話
務量 

自動調整 
(未來搭配優化軟體介面) 

不需到基站調整.  
 
優化軟體自動調整完全
自動化 

快速反應時間 
 
可於當天不同時間的
調整 

動態網路 
優化須求 



手動式網路優化程序 

Transport to BTS site(s) 

Compare Key 
Performance data with 
current parameter and 

tilt settings 

Make new Pan/Tilt 
Settings 

Measure  

Analyze  
Tune  

Manual 

Automatic 

KPI reports relevant                
to pan/tilt are produced  

Raw data counters are stored 
in BSC/MSC at predefined 
intervals  

Decide Improvements 
Actions needed 

Prepare work orders 
for engineering 

team(s) 

Prepare work  reports 



自動化網路優化程序 

Stimulate 

Analyze  
Tune  

Manual 

Automatic 

KPI reports relevant                
to pan/tilt are produced  

Decide Improvements 
Actions needed 

Antenna is 
panned/tilted to 

desired angle  

Pan/Tilt  
commands are 
initiated 

Compare Key 
Performance data with 
current parameter and 

pan/tilt settings 



天線自動調整系統容量與維運的節省 

天線自動調整系統優化的性能與成本 

•既有建設基礎使用率的最大化 

•及時的反應話務量與負載密度的改變  

•減少優化的計算 

•節省人力與交通..文件..等費用 

好的天線系統調整系統可影響高達  40% 的通話容量 



天線自動調整系統對系統的衝擊 

•網路可提供更多的User 

•Uplink 涵蓋可能性的改善 

•干擾的減少 

•handover overhead 的最小化 

•調整參數可依據環境站台位置與用戶數做優化 



天線自動調整系統的益處 

Performance/ Capacity Benefits  

•減少鄰頻的干擾 

•提供網路更多的user 

• handover overhead 減少 

•提供網路持續的優化調整以服符合實際user的使用情形確保網路不同服務的最佳化 

 

Operational Benefits 

•不因工程的資源,站台的進出或氣候因素, 可不斷的提供優化,  

•減少基站的往返減少維運費用   

•避免基站down-time,增加營收 

•減少整個天線庫存量改善倉儲 



優化後預期效益 

實質增加公司通話營收 
有效降低維運成本 
創造公司股東價值與市場認同  
提高客戶滿意度  
突發狀況預先模擬，快速應變能力 
決策前的風險管理，預知風險 
整合成維運平台提昇資訊管理與問題解決綜合能力 
提昇傳輸速度與穩定性，擴大市場利基 
提昇頻道使用率 增加單位頻道營收  
維運績效可與公司財務結合分析，績效獲肯定  



預期投資效益 

目標 

以最少的基地台數，達成最大的通話量。 

 

縮短建設時間。 

 

維運成本能有效控制，並降至最低。 

 



預期投資效益 

 經營成本降低 

 增加通話營收 

 拆掉不必要的基地台 減少支出  

 臨時聚會也可增加營收 ex國慶晚會及台灣燈會 

 突發狀況:以最少時間全盤預先模擬情況，增加快速應變能力 

 建設時間:可縮短時間一半以上 

 更精準無線定位 

 提昇傳輸速度 

 提昇頻道使用率 



目前既有的優化方式                      新的優化解決方案 

產品定位 Traffic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nvironment 

GIS資訊透通管理平台 

Integrated R/F Modeling Aid 

R/F 系統設計與分析的軟體工作平台 

設計方法 話務等資料收集，加以分析判網路系統是否異 

常，藉各項數所設定的預警資料，做為改善依據 

先現況診斷了解問題 再對症下藥優化 

全面考慮所有因素做最佳化調校 

應用範圍 大哥大系統 大哥大系統 呼叫器 中繼式  微波  

應用領域 維運管理 從規劃到維運優化 TOTAL SOLUTION 

技術原理 基地台 話務 資料收集與分析   OR最佳化技術Simulated Annealing 

問題分析 話務資訊顯示問題 各區維運人員經驗判斷處理 經由診斷 (Evaluation ) 了解問題所在.及產 

生的原因. 電腦 計算出各項因數之 最佳參數 

頻道安排 一個一個排 但基地台多亂掉無解  整體不會安排 一個一個電腦計算最合理分配 整體安排 

參數調整 單一基地台調整   無法全面調整 全面調整 

臨時應變 臨時基地台放著 給幾個頻道 容量不夠就算 預估通話量 最佳參數調整滿足需求  

風險管理 無 先調了 有問題再說(事後反應) 有 改變之前先診斷 預知改變後的情形 

話務涵蓋 路測  已八, 九千座基地台 還是不夠 計算各點訊號強度 uplink及 downlink涵蓋都有 

細胞阻塞 話務量增加 有alarm 表示blocking 原機擴充 調整功率天線 話務量平均分配 

同頻干擾 HOPPING效果不彰 原頻道安排又亂掉 也只好用 每個頻道分析干擾位置 調整功率 根源消除 

頻道使用率 未充分使用 有些甚至留做特殊需求才拿出來用 提供自動天線調整 頻道使用率大為提昇  

   結果 只能維持現狀 不要劣化  談不上優化 真正RF優化 增加營收 降低成本  

各種維運優化方案功能比較 



態度 

節錄:台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系教授 方煒 

僅供學術討論, 不做商業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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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決定高度 

• 態度是學歷、經驗之外，人格特質的總和 

 

• 態度比你的過去、教育、金錢、環境……還來得
重要 

• 態度比你的外表、天賦或技能更重要 

• 態度可以建立或毀滅一個人/一家公司/一個國家 

《改變態度，改變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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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決定一切 

• 唯有深入了解態度的威力，才是化態度為行動的
首要之務。 

• 你的態度攸關著你的人生。 

• 它可以鼓勵你積極行動，也可以變成毒藥，癱瘓
你的能力，使你無法發揮潛力。 

• 你的態度決定了，究竟是你在駕馭生命還是生命
在駕馭著你。 

• 態度決定你的成敗！  

Keith Harrell <<態度萬歲>>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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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年輕人能否成功轉型的關鍵
態度 

• 肯不肯付出 

• 肯不肯學習 

• 肯不肯接受鞭策 

嚴長壽<<總裁獅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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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調整 

• 在學校裡，只與同班同學相比。  

• 出了社會，工作的成績是與不同年紀不
同背景的人比。  

• 一下子會有很多的落差。  

• 你可能說，人生不是比來比去的， 

• 你可以不比，不過你要知道你要什麼。 

• 你可以不比，不過你要知道你可以貢獻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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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調整 

• 學校裡 

–錯誤通常被原諒 

–當掉可以重修 

–上課允許遲到 

–隨興上課與蹺課 

–允許奇裝異服 

–讀書、考試 

–同學相處 

 真實的人生裡 

– 錯誤要負責 

– 人生沒有重來 

– 遲到早退免談 

– 缺席可能就不用再出席 

– 隨時累積人脈 

– 隨時投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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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自己 

 
１、受得了挫折嗎？ 
２、受得了被拒絕嗎？ 
３、受得了被誤解嗎？ 
４、受得了被挑出錯誤嗎？ 
５、受得了失敗的打擊嗎？ 
６、受得了期待落空嗎？ 
７、受得了不完美的存在嗎？  

「挫折容忍度」，即是「一個人承受打擊的能力」。 
承受打擊的能力越強，學到的經驗越多，累積的成功及本錢也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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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思考 

• 壓力是成長的開始：豆芽菜 

 

• 謝謝欺負過我、打壓過我的人 

• 謝謝過去的每一個女/男朋友 

 

 



薪水、年資 

• 薪水與能力是相關的，但無絕對。 

• 重要的是你學到甚麼？有甚麼成長？ 

 

• 最怕的是 

–十年年資，經歷等於一年重複十次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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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 

• 人格比薪水或什麼都還重要。  

• 成功的人大部份都具有好的人格特質   

• 只有好的人格特質才會在業界長久 

• 「好的倫理為經營之道（Good ethics 
is good business）」。企業競爭，不
只是策略、技術和創新的競爭，最後決
勝負的關鍵，往往掌握在品德手上。  



55 

人才無人品，闖禍甚於庸才  

• 企業最大的資產是人才，一旦用人不當，人才也會成為企業最大
的負債。 

• 人才的品德比專業能力更重要，因為人品攸關企業的永續競爭力 
• 德儀如何甄選高階主管 ：冒險意願、獲利能力、創新能力等。不

過「誠信」絕對名列榜首。 
• IBM的九項用人標準中，有五項跟品德相關：具備「勇於負責、

工作熱忱、自我驅策、值得信賴和團隊協力」的能力。IBM人力
資源部門內部有不成文規定：絕不任用「帶兵集體跳槽」的主管，
因為「有道德瑕疵」；也絕不任用帶著前一家公司資源前來投靠
的人才，因為「今天你偷了老東家的東西過來，難保明天不會偷
IBM的東西出去。」 

• 企業品德是一種無法量化的競爭力 
• 如果把企業比喻為一棵大樹，則品格有如樹根，若樹根開始腐爛，

不管樹多大多茂盛，已可預見這棵樹終將枯萎 

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5%93%A5%E5%A4%A7%E8%B7%A8%E5%B9%B4%E5%A4%9C%E7%95%B6%E6%A9%9F-%E7%94%B7%E5%88%A41%E5%B9%B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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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生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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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生命品質
的不是八九， 
而是一二  

By: 張忠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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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苦難時能保持正向的思考， 

能「常想一二」，最後超越苦難， 

苦難便化成生命中最肥沃的養料。 

 

使我深受感動的不是他們的苦難，
因為苦難到處都有，使我感動的
是，他們面對苦難時的堅持、樂
觀、與勇氣。 

By: 張忠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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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是得到‧就是學到  

• 你不是得到一份圓滿的因緣；就是學到怎
樣更靠近幸福。 

• 你不是得到勝利；就是學到如何避免失敗。 

• 你不是得到最終自己想要的結果；就是學
到世事總不會盡如人意。 

• 不是得到……就是學到，這樣的人生沒有什
麼好失去和非得要斤斤計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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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不良 

音同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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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用台語發音 

•蚵仔 

•烏鴉 

•芋頭 

請問甚麼是 

ㄍㄨㄢˇ 

ㄔㄤ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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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不良 

語言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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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 第一集 

• 阿伯腳扭到了 
媳婦聽聞後，就叫阿伯去看醫生。 
阿伯看了醫生， 
護士給了一包藥說：「藥效12小時。」 
阿伯領了藥就坐在門口..... 
過了4.5小時媳婦查覺不對勁， 
就趕緊跑到醫院，見了公公在那， 
----哈、哈、哈、哈、一直笑----- 
就問公公在做啥？ 
阿伯生氣回答：賣吵，醫生說要笑12小時，
我才笑4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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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  第二集 

• 話說護士給了藥後， 

• 順口說了一句：「吃飽三粒。」 
老伯回到家翻箱到櫃， 

• 媳婦見狀，就問公公在找什麼？ 

• 老伯說，找藥， 

• 護士要我 吃130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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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  第三集 

• 二天後老伯回診， 

• 這次醫生沒開藥， 

• 只說一句：「多喝水。」 
 

• 老伯一回到家，就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 媳婦一看，大事不妙，便上前詢問， 

• 只見公公說，醫生要我多喝水(倒好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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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 第四集 

• 阿伯吃完選舉宴回家時不小心被車子撞倒， 
• 被送到附近醫院時， 
• 護士小姐看他有點神智不清，就幫他填寫
病歷資料，知道阿伯姓林後． 
 

• 於是問他：「阿伯，你林啥？」(台語) 
• 阿伯答：「我喝兩罐BILUㄋㄧㄚˊ。」(台
語) 

• 不是啦！我是問你叫啥？(台語) 
• 阿伯答：「我叫海帶配滷蛋啦！」(台語) 
• 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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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 第五集 

• 問不出個所以然， 

• 於是護士帶阿伯去照X光。 

• 護士小姐說：「阿伯，你人趴過來。」(台
語) 

• 阿伯說：「妳騙我ㄌㄝ不懂，哪有人撞著
胸要照懶趴？」(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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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伯 第六集 

• 好不容易告訴阿伯趴在X光機上準備要照時，
護士說：「阿伯！我數到3就要照(跑)
喔!!(台語) 1...2...3」 

• 只見阿伯往X光室外面死命的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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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溝通過程出差錯的機會多得不勝枚舉 

 

• 請對方重覆一遍你說的話 
是減少錯誤的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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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離去 

• 如果你認為自己一直在做重複的工作，
所以想要有所轉換，想換工作。 

• 然而如果你對現有的工作不曾有令人
激賞的突破，你如何說服下一家公司
你擔待得起一個更好的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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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選擇離去的人 

• 似乎很少去思索一個問題--在你現在
的工作上，是否拿得出非常讓人佩服
的紀錄？ 

• 照理說，除非你已將現在的工作發揮
到極致，而公司卻不再給你更多的空
間與舞台時，才需要轉換工作，管它
老闆或主管對你好不好，因為你不是
為他們活的，你是為舞台而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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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年輕人聊聊 

• 甚麼是一個好的工作? 甚麼是一個好的專案? 
• 因為薪資福利差,所以做到剛好就好? 倒因為果  
• Comply or Complaint ? 
• 交易 or 交心 ? 
• 學校 選修 vs 企業 必修 
• 私底下抱怨以取暖、譁眾以取寵 
• 資訊安全的重要 
• 別自掘墳墓 
• 生態: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狀態。也指生

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習性：保持～平衡。 
• 電信業生態 
• 專案的執行度: 即時性與正確性 
• 不憤不啟 不悱不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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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WiFi無線手機遙控車工作坊

2016/11/30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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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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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1. Arduino作品展示

2. Arduino認識及開發環境安裝

3. 馬達驅動板介紹

4. 遙控車組裝及測試

第二階段

1. 遙控車裝置介紹及控制練習

2. Android App UI 設計

3. 遙控車控制及程式說明

4. 延伸應用說明及小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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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duino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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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RGB LED矩陣製作魔法寶石遊戲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motoduino.com/download-english/category/2-manual-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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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跑馬燈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5

 SoftAP Mode

 HTTP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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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Button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6

https://iftt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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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lypad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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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遙控車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9

2. Arduino認識及開發環境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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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硬體平台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Linkit

Raspberry Pi

Ameba

Arduino

Intel Edison

Banana 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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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UNO

USB Port

Power Supply

Digital In/Out Pins

Analog Input PinsPower Pins

Atmega328p

USB to Serial

(Atmega16u2)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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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 and Digital signals

 數位訊號：1 和 0 兩種不連續的訊號，在 Arduino 裏，通常 1 代表高電壓 5V ，0 
代表低電壓 0V ，通常用來表示資料 0 和 1、「開」和「關」或「通電」和「不通電
」的狀態

 類比訊號：聲音、影像、光線、溫度都是連續的訊號，稱為類比訊號，大小/強度/高
低可以轉換成電壓的變化
 Arduino 有 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會將類比訊號轉成數位資料 (0-1023)

+5V

+5V

0V

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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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 PWM ?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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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 Hardware Interface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SPI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高速同步 port。3～4線接口，收發獨立、可同步進行

UART (Universal Asynchronous Receiver Transmitter)：
通用異步port。按照標準波特率完成雙向通訊，速度慢

I2C (INTER IC BUS):
兩線(SCL、SDA)、串行、多主控（multi-master）接口標準，
具有總線仲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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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UNO 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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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的好處

開源

開放硬體電路

開放軟體原始碼

容易上手

開發環境簡單

簡易 C/C++ 語言

提供簡單介面(軟體及硬體)

能快速製作電子電路原型

可以當開發產品或客製化平台

目標對象

藝術家、設計師及任何對互動有興趣的人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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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產品系列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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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門等級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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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功能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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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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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3D Printer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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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擴展板

Motor Shield Touch Shield

Input Shield Mp3 Shield
USB Host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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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溝通的擴展板

RFIDEthernet WiFi

Bluetooth GPRS 4G LTE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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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溝通的擴展板

GPS
XBee

ESP8266
nRF24L01

(Nordic)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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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 #1

PIR

LM35溫度感測模組Temperature/Humidity

Ultrasonic 環境光源感測模組
Tri-Axis Accelerometer

(三軸加速度計)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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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測器 #2

Photocell (light sensor) Color sensor Rotation sensor

(potentiometer)

Joystick 紅外線避障感測器 Water Sensor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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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互動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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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A(Scratch 2.0 for Ar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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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ly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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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無價，樂在實現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食

衣

住

育

樂

行

需求 創意 Arduino 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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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能做甚麼?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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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K 2012
http://bit.ly/M924Qz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bit.ly/M924Qz
http://bit.ly/M924Q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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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動機

創意改變生活，我們也可以輕鬆做到

音樂樓梯：

Thefuntheory.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lXh2n0aP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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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動機

 The World‘s Deepest Bin 最深的垃圾桶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Thefuntheory.c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bEKAwCoCKw



36

自動澆花系統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njD7KBE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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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Copter

Simulation

http://bitly.com/yiboJM

http://bit.ly/LnU271

http://bitly.com/yiboJM
http://bit.ly/LnU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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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er Harp (豎琴)
http://bitly.com/yW5ADU

http://bitly.com/xjrPtf

http://bitly.com/yW5ADU
http://bitly.com/xjrPtf?r=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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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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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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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應用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F1CT5R_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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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吊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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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y Makey

Copyright ©  2015 Motoduino,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Qqh7iCc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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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key Mon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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