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ather API 

李振偉 



Open Weather Map API 

• http://api.openweathermap.org/data/2.
5/weather?units=metric&lang=zh_tw&l
at=緯度&lon=經度&APPID=APP key 

 
• http://api.openweathermap.org/data/2.5/weather?units

=metric&lang=zh_tw&lat=24.953301&lon=121.509138&
APPID=705beb7f55fb335306937d1cbbd7df78 

 

http://openweathermap.org/API 

http://openweathermap.org/API








App Inventor  

Firebase 聊天室 

李振偉 



Firebase 

• Firebase 資料庫公司成立於2011年9月，2014年
底被Google購併。 

• 2011年只有 11萬名開發人員使用者，到 2016 年
目前已增加至45萬開發者。 

• Firebase 主要是提供雲端服務與後端即時服務，
是一個同時支援 Android、iOS 及網頁的 app 雲
端開發平台，協助 app 開發者在雲端快速建置後
端服務，提供即時資料庫。 





• https://console.firebase.google.com/  

https://console.firebase.google.com/


https://chat-appjust.firebaseio.com/ 



存取規則設定 



FirebaseDB-實作線上群組聊天室 
         (FirebaseURL: https://chat-appjust.firebaseio.com/ ) 
         (ProjectBucket: JustChatRoom)  

https://chat-appjust.firebaseio.com/
https://chat-appjust.firebaseio.com/
https://chat-appjust.firebaseio.com/














OPEN DATA 

開放資料 

李振偉 



認識Open Data 

• 開放資料指的是一種經過挑選與許可的資料，這

些資料不受著作權、專利權，以及其他管理機制

所限制，可以開放給社會公眾，任何人都可以自

由出版使用，不論是要拿來出版或是做其他的運

用都不加以限制。 



Open Data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2013 年 4 月啟用) 

http://data.gov.tw/ 

•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2011 年 9 月啟用) 
http://data.taipei/  

•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2012 年 12 月啟用) 

http://data.ntpc.gov.tw/  

•台中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2013 年 1 月啟用) 

http://data.taichung.gov.tw/ 

•高雄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2013 年 9 月啟用) 

http://data.kaohsiung.gov.tw/Opendata/ 

•維基百科-開放資料 
http://zh.wikipedia.org/wiki/開放資料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hl=zh-tw
http://data.gov.tw/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hl=zh-tw
http://data.taipei/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hl=zh-tw
http://data.ntpc.gov.tw/
http://data.taichung.gov.tw/
http://data.kaohsiung.gov.tw/Opendat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6%94%BE%E8%B3%87%E6%96%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6%8B%E6%94%BE%E8%B3%87%E6%96%99


Data Information Knowledge 



JSON(JavaScript Object Notation)  

 JSON 是個以純文字為基底去儲存和傳送簡單結構資料
，你可以透過特定的格式去儲存任何資料(字串,數字,陣
列,物件) 。JSON is a lightweight data-interchange format. 

 如何建立 JSON 字串 
1. JSON 字串可以包含陣列 Array 資料或者是物件 Object 資料 

2. 陣列可以用 [ ] 來寫入資料 

3. 物件可以用 { } 來寫入資料 

4. name / value 是成對的，中間透過 (:) 來區隔 

5. 字串 (請用 “” 括號) 

6. 布林函數 (boolean) (true 或 false) 

 



臺北市各級學校分布圖 

• http://data.taipei/opendata/datalist/datasetMeta?
oid=58b4f7b9-d0c5-4de8-aa7f-981fcb625e45 

• 分類及編號：交通運輸 
資料集描述：臺北市各級學校名錄 
主要欄位說明： 

▫ school(學校種類)、school_name(學校名稱) 、
postal_code(郵遞區號) 、address(地址) 、telephone(
電話)、rem(備註) 

• 臺北市各級學校分布圖(含國小.國中.高中職.特教學校.市立大
專院校)RID: a1c35319-c67d-4c7b-86fe-442874cb3d79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http://data.taipei.gov.tw/opendata/apply/NewDataContent?oid=99C2E7EB-0775-4246-BA2E-BCB88006218A


Data Taipei Developer Guide 

• https://www.gitbook.com/download/pdf/book/
tpeodck/data-taipei-developer-guide  

 

• http://data.taipei/opendata/datalist/apiAccess?
scope=resourceAquire&rid=a1c35319-c67d-
4c7b-86fe-442874cb3d79  

https://www.gitbook.com/download/pdf/book/tpeodck/data-taipei-developer-guide
https://www.gitbook.com/download/pdf/book/tpeodck/data-taipei-developer-guide
https://www.gitbook.com/download/pdf/book/tpeodck/data-taipei-developer-guide
https://www.gitbook.com/download/pdf/book/tpeodck/data-taipei-developer-guide
https://www.gitbook.com/download/pdf/book/tpeodck/data-taipei-developer-guide
https://www.gitbook.com/download/pdf/book/tpeodck/data-taipei-developer-guide
https://www.gitbook.com/download/pdf/book/tpeodck/data-taipei-developer-guide
https://www.gitbook.com/download/pdf/book/tpeodck/data-taipei-developer-guide


JSON Example  



JSON Example  

http://json.parser.online.fr/  

http://json.parser.online.fr/


Components 



Blocks-原始JSON資料 



Blocks(1/2) 

剖析資料 



Blocks(2/2)剖析資料 



應用程式設計開發流程

Jackie Wang
wangejay@gmail.com

mailto:wangejay@gmail.com
mailto:wangejay@gmail.com


行動App全球總將超越3520億次

根據App Annie預測，行動App全球總下載數到2021年，將超越3520億次，

使用者於App Store上的購買花費，也將到達1,390億美元（約新台幣4.2兆元）



應用程式開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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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須求

• 腦力激盪

• 商業須求

• 技術須求

• 老師指定

• 老闆須求

• 理想與目標



使用者訪談

• 過濾並找尋目標使用者

• 訪談流程設計

• 專注於使用者做了什麼，而非想什麼



使用者體驗 使用者介面



使用者體驗



UI  vs  UX



2007 Computux 

依然是用觸控筆在操作手機

時，賈伯斯發表…



Pinch to Zoom

https://www.reddit.com/r/happycrowds/comments/5qtdi

5/steve_jobs_demonstrates_pinch_to_zoom_on_the/

https://www.reddit.com/r/happycrowds/comments/5qtdi5/steve_jobs_demonstrates_pinch_to_zoom_on_the/
https://www.reddit.com/r/happycrowds/comments/5qtdi5/steve_jobs_demonstrates_pinch_to_zoom_on_the/
https://www.reddit.com/r/happycrowds/comments/5qtdi5/steve_jobs_demonstrates_pinch_to_zoom_on_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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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Wireframe (線框稿)

Phototype (原型)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圖形使用者界面)



Wireframe (線框稿)



Wireframe (線框稿)



Phototype

http://www.carce.cc/goodcar#img1

 

http://www.carce.cc/goodcar#img1
http://www.carce.cc/goodcar#img1


製作原型

https://marvelapp.com/5di4c8h/screen/27863666

https://marvelapp.com/5di4c8h/screen/27863666
https://marvelapp.com/5di4c8h/screen/27863666


應用程式開發流程

程式上線
5

了解需求
1

提供設計
2

程式開發
3

反覆測試
4



程式開發管理

• Waterfall 流水式作業
– 只要規則定下去，照著做就會有好產品

• Agile 敏捷式開發
– 注重在人的層面，講求的是從快速從經驗中學習反應和團隊的自我管理



Waterfall
流水式作業

以建101大樓來說，就是訂下

• 第一年一月一日開始建設，採用什麼藍圖，要用

多少資源，多少人力，和建築大計。

• 第一年五月一日就開始分工上馬

• 第三年一月一日竣工，中間某月一日則報告進度

之。



 Agile 敏捷式開發
江湖上軟體開發有兩個大門派，
1. 正式名稱瀑布式開發（Waterfall），最具代表的武功就是 CMMI，幾年前台灣政

府大力推動支持。
• 瀑布式開發是法家，法為主，人為輔，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

法」。只要規則定下去，照著做就會有好產品，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人的
因素要盡可能排除以利產出的一致性。

2. 正式名稱為敏捷式開發（Agile），最知名的武功是 Scrum，但在台灣則是這一
兩年才開始熱門起來。（註：Scrum 的原始意思是橄欖球的爭球動作，在軟體界
沒有翻譯成中文，都是直接叫 Scrum）

• 敏捷式開發是道家，人為主，法為輔，主張「道法自然」。道是沒有一定的
形式，要觀察目前的情境，考量人的天性，因勢利導，以求功成事遂，百
姓皆謂我自然。

• 總之敏捷式軟體開發門派更注重在人的層面，講求的是從快速從經驗中
學習反應和團隊的自我管理。

參考來源：
https://funevo.com/2015/06/27/scrum-ru-men-jie-shao-xin-shou-zhi-nan-introduce/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0%91%E5%B8%83%E6%A8%A1%E5%9E%8B
http://baike.baidu.com/item/CMMI
http://baike.baidu.com/view/22147.htm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5%8F%E6%8D%B7%E5%BC%80%E5%8F%91
http://weedyc.pixnet.net/blog/post/15119991-%E8%B6%B3%E7%90%83%E3%80%81%E6%A9%84%E6%AC%96%E7%90%83%E3%80%81%E7%BE%8E%E5%BC%8F%E8%B6%B3%E7%90%83
http://baike.baidu.com/view/2762.htm
https://funevo.com/2015/06/27/scrum-ru-men-jie-shao-xin-shou-zhi-nan-introduce/
https://funevo.com/2015/06/27/scrum-ru-men-jie-shao-xin-shou-zhi-nan-introduce/


Scrum 角色

1. Development Team（Dev Team，開發團隊）：可以獨立完成任務的特種部隊，

人數5-9人（7+/-2）。大絕是我決定該怎麼做（How），武器是自我管理和持續改

善的能力。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長，但依任務需求自行安排工作內容。類似射

雕英雄傳裡全真七子所部的天罡北斗陣，如任一人受敵時，左右會來相救。

2. Product Owner（PO，產品負責人）：：產品的守護者。大絕是要做什麼我說了

算（What），武器是敏銳的市場嗅覺的和擺平利害關係人。如同射雕英雄傳裡

北極星位對天罡北斗陣的影響，當郭靖站到了北極星位就可以驅動全真七

子。PO 要決定產品的規劃和為產品的成敗負責

3. ScrumMaster（SM，無中文名稱）：Scrum 功夫的傳道者，唯一的大絕是影響力

，武器是異於常人的信心與耐心。有人覺的他是 Team Lead 或是 PM 的角色。

但其實他沒人事權不能管人，沒財務權不能編預算，更可憐的是不能決定產

品的走向，是個令人摧心的角色。最常見的安排是 PM 直接轉 Scrum Master，
或是主管自己跳下來兼 Scrum Master，會把 Scrum Master絆倒的地方也不少。

https://funevo.com/2015/05/31/%e5%82%b3%e8%aa%aa%e4%b8%ad%e7%9a%84product-owner/
https://funevo.com/2015/06/04/%e5%a6%82%e7%a5%9e%e4%b8%80%e8%88%ac%e7%9a%84%e5%ad%98%e5%9c%a8%e4%b9%8bscrum-master/
https://funevo.com/2015/06/02/%e6%8f%9b%e4%ba%86%e6%96%b0%e5%90%8d%e7%89%87%ef%bc%8c%e6%88%91%e5%b0%b1%e6%98%afscrum-master%e4%ba%86-pm%e7%af%87%ef%bc%89/
https://funevo.com/2015/06/14/%e6%8f%9b%e4%ba%86%e6%96%b0%e5%90%8d%e7%89%87%ef%bc%8c%e6%88%91%e5%b0%b1%e6%98%afscrum-master%e4%ba%86-%e9%83%a8%e9%96%80%e4%b8%bb%e7%ae%a1%e7%af%87%ef%bc%89/
https://funevo.com/2015/06/08/%e9%97%9c%e6%96%bcscrum-master%e7%9a%84%e4%b8%80%e4%ba%9b%e6%80%aa%e5%91%b3%e9%81%93/


Scrum 活動

1. Sprint（衝刺）：顧名思義，當團隊決定要哪些 Item 後，就著手去衝。Sprint 長度定義上是

1-4個禮拜，但實務上不要多過2個禮拜。而且 Sprint 長度應該要保持穩定盡可能不變。這

樣才容易讓團隊掌握節奏，也容易預估和比較 Sprint 內的工作量。大原則是 Sprint 內的 
Sprint Backlog 不改變（有原則就有例外）。

2. Daily Scrum（每日站立會議）：每天10-15分鐘不能超時，目的是讓團隊資訊同步。一定要

站著罰站為了讓大家長話短說。

3. Sprint Planning（衝刺規劃會議）：Sprint 開始時，討論一下這個 Sprint 團隊可以交付哪些

Item。Item 優先順序 PO 決定，要選多少 Item 由 Dev Team 決定。

4. Product Backlog Refinement / PBR（產品待辦清單精煉會議）：PO 跟 Team 一起討論近

期內會開始施工的 Item，主要是從商業和使用者角度切入，盡可能不觸及技術細節。

5. Sprint Review（衝刺檢視會議）：Sprint 結束時針對產品的會議，PO邀請利害關係人對產

出給意見，是要可用的軟體才算產出。不準備Powerpoint或其他簡報，單純就軟體操作取

得回饋。

6. Sprint Retrospective / Sprint Retro（衝刺回顧會議，我偏好稱為『自省』會議）：Sprint 
Review 後，Scrum Team 成員（Dev Team 或包含 PO），針對這個 Sprint 團隊的工作模式

討論改善，并定出下個 Sprint 改善事項。為了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原則上只有團隊成員

才能參加。





Agile with Trello

https://trello.com/b/6otslC4i/template-board-agile-with-trello

https://trello.com/b/6otslC4i/template-board-agile-with-trello
https://trello.com/b/6otslC4i/template-board-agile-with-tr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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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測試

1. 單元測試 Unit test 

2. 整合測試 Integration test

3. 使用者測試



使用者測試

利用google play 尋求測試人員

封閉式與開放式



使用者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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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上線 = 期未考考完 



程式上線後

• Google Analytics

• 使用者回饋

• 轉換率

• 行銷



Google Analytics

1. Google Analytics：洞察人心必備診斷工具，不再流失潛在買

家

2. GA教學手冊https://www.slideshare.net/backtrue/google-analytics-13875934

3. Google Analytics Individual Qualification (IQ)
https://support.google.com/partners/answer/6089738?hl=en

https://imjaylin.com/analytics%e5%88%86%e6%9e%90%e6%95%99%e5%ad%b8/
https://imjaylin.com/analytics%e5%88%86%e6%9e%90%e6%95%99%e5%ad%b8/
https://imjaylin.com/analytics%e5%88%86%e6%9e%90%e6%95%99%e5%ad%b8/
https://www.slideshare.net/backtrue/google-analytics-13875934
https://support.google.com/partners/answer/6089738?hl=en
https://support.google.com/partners/answer/6089738?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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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傑 Jackie Wang 

若有任何使用者體驗設計、數位行銷、國中小
數位教學、聊天機器人、開源硬體設計等，皆
歡迎寫信或 Line 交換心得或討論。

E-mail:      
wangejay@gmail.com

Line:

mailto:wangejay@gmail.com
mailto:wangejay@gmail.com


AI AND (OR) APP 

陳世軒 



WHAT IS AI 

2017/6/8 2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7/6/8 3 



巨大的改變 

• 深度神經網路（Deep Neural Networks, DNN）
是一種判別模型，可以使用反向傳播演算
法進行訓練 

• GPU 

• BIG Date 

2017/6/8 4 



10大產業預測 by AI 

2017/6/8 5 



Web Browser without a screen 

• By 2020, 30% 網頁瀏覽不需要螢
幕 

–Recognize – 從打字變成”Voice-first” 

–Prioritize – conversational UX ->Bot 
interactions->Machine Learning 

–Respond – Use case and open APIs 

 

 2017/6/8 6 



Healthcare  

• By 2020, 40% 可透過穿戴式裝置
關心健康 
–Recognize – 隨時隨地可以獲取健康
物理數據 

–Prioritize – 結合健康監控 

–Respond – 設立指標與行業結合
（保險業？) 

 

2017/6/8 7 



IOT 

• By 2022, IOT可以幫消費者/商業模
式省下一兆美金/年 
–Recognize – 維護預測可以比預防省
下10%到20%金錢 

–Prioritize – 搜尋便宜的產品 

–Respond – Identify cost 和reduce 
10% target cost by IOT 

 

2017/6/8 8 



Conversational AI Platforms (CAPs) 

2017/6/8 9 
CAPs  become central to customer experience 



虛擬個人秘書(Virtual Personal Assistants) 

2017/6/8 10 

就目前而言，Gartner 的調查顯示，美國與英國的受訪者使用最多的
虛擬個人助手是 Siri 和 Google Now。它們主要被用於看天氣預報
（70%）、查找附近或著名流覽地點（44%），以及閱讀突發新聞或其
他新聞故事（44%）。2016 年，35%的受訪者使用了 VPA，相比 2015 
年提升了 4%。 



VPA怎麼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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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80%的消費者使用的應用
程式數量是現在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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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A的挑戰 

不過，現在 VPA 還沒有那麼智慧。 
• 第一，VPA 還不能完全類比人類的對話。亞
馬遜向開發人員懸賞 2500 萬美元，他們的
目標是設計一個 VPA，讓它可以天南海北地
聊 20 分鐘。 

• 第二，VPA 無法區分是誰在說話，是它的主
人還是其他什麼人在說話。還有一點是，VPA 
如何從自理行間捕捉說話人的意圖，因為我
們的日常的對話中市場會有諧音字、口語化
的表達，以及在多種語言之間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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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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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著AI的APP - Sprinkles 

Microsoft Sprinkles結合
了微軟的AI及機器學習
技術，可以做到偵測臉
部，進而判斷照片中人
物的年紀、情緒，判斷
照片中的人像哪一位明
星，推薦適合的文字、
貼圖給用戶，並自動判
斷擺放在圖中適合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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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發表「Who’s In」iMessage 版：會是 AI 揪團的基礎？ 

• 一款稱作「Who’s In」的 iMessage App 到 iOS，用
途是讓 iMessage 用戶可以在上面建立行程，或是
規劃出遊活動。 

• AI 要更實用，就必須盡可能包圍人類生活的各種
小需要──像是訂電影票、揪團這樣的事。實際上，
蘋果去年的一份專利，正是讓 Siri 在 iMessage 上處
理安排聚會時間這樣的小事，而在各種網路平台上，
也沒有比社群更適合讓機器學習人類反應的地方。 

• iOS 11 將會首次讓 Siri 進駐 iMessage，不過似乎仍
僅限過濾用戶在 iMessage 中的對話以及 App 內容，
理解用戶的個人偏好與習慣。像 Google Allo 那樣
的「聊天式 Siri」，並不確定會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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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手機APP「SELF」很惠賺 

• 這款行動助理APP《SELF》（僅限iOS系
統），可以記錄用戶的習慣與喜好，並能
透過對話方式分析使用者性格，更進一步
調整為更貼心的隨身服務。 

• 除了基本的查詢天氣、瀏覽即時新聞、提
醒預定行程以外，《SELF》搭載的AI系統
還能藉由記下關於你的資訊，進而成為在
生活、工作、學業甚至是戀愛方面，真正
能與你「對話」的談天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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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 – 搶錢模式 

2017/6/8 18 

附帶的搶錢設定——「記憶只能維持3天」，如果想保住你AI女友的記憶，
就必須每週乖乖課金180円（約新台幣50元） 



Top AI personal assistant apps for 
Android (2017) 

• Oz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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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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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 Hound 

• Dragon Mobile Assistant 

• Jarvis 

• Wrap-up 

• Google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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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hound.android.app&hl=en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nuance.balerion&hl=en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nuance.balerion&hl=en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itsmylab.jarvis&hl=en


快速進入AI領域的API 

2017/6/8 22 



百度AI – 帶你進入新的APP 

• 百度语音-基础介绍&场景应用 
https://chuanke.baidu.com/v7867982-208144-1278714.html 
• 百度OCR基础介绍及应用场景 
https://chuanke.baidu.com/v7867982-208539-1278740.html 
• 百度人脸技术基础介绍及应用场景 
https://chuanke.baidu.com/v7867982-208540-1278742.html 
• 百度自然语言技术和场景介绍 
https://chuanke.baidu.com/v7867982-209750-1294627.html 
• 色情识别-基础介绍及场景应用 
https://chuanke.baidu.com/v7867982-208541-12818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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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的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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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i.baidu.com/sdk 
 

https://ai.baidu.com/sdk
https://ai.baidu.com/sdk


AI 還可以做什麼 

• 美國知名教育機構芝麻街攜手 IBM Watson，根據每個
孩子不同的學習習慣，為他們量身定制個性化學習方
案，充分挖掘每個孩子的學習潛能。 

• 南亞最大的私人醫院，也是全球最受歡迎的醫療機構
之一。為改善其癌症護理品質，Bumrungrad 選擇了 
IBM Watson for Oncology- 一種有助於醫生為單個癌症
病患規劃最高效的治療方案的創新性認知計算解決方
案。 

• 借助認知計算，RedAnt 能夠分析客戶地域資訊、購買
歷史和期望資訊，以及產品資訊、當地定價、客戶評
論和技術規範，從而使其員工能夠輕鬆識別每個客戶
的購買編號。 

• 靠聲音預防罪案發生？ AI 情境語音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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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NVENTOR 
 

陳世軒 



WHAT IS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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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 hTC 軟體工程師 
2006 – 電信商客製化 
2008 – Manager 
 2010 – 手機Roadmap/Product Champion 

 2011 – hTC上海手機team成立/Manager 
2013 – 加入ASUS手機/Director 
 2014 – ASUS Zenfone 手機上市  
 2015 – ASUS ZenWatch 上市 

2016 – Senior Director (AR/VR/車連網） 
2017 – 台大EMBA新生 

陳世軒/ Shawn 



What is APP 

• 行動應用程式(Mobile Application, Mobile APP), 
指可以在手機或平板等行動裝置運行的應用
軟體 

• 主要平台 
– Google Android 

– Apple iOS 

– 黑莓機 

– Microsoft Window Phone 

 
目前市占率最大, Google Android/Apple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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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oid vs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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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nventor 是什麼？ 

• App Inventor 原是 Google 實驗室（Google Lab）的一個子計畫，由一

群 Google 工程師與勇於挑戰的 Google 使用者共同參與。 Google App 

Inventor 是一個完全線上開發的 Android 程式環境，只要用一般 的瀏

覽器如 Internet Explorer、FireFox、Chrome 連上網際網路就可以進行

開 發。因為是在網際網路上開發，所有的設計專案都是透過 Google 

Account 將 您設計的專案儲存在 Server 上。 App Inventor 完全拋棄複

雜的程式碼而使用樂高積木式的堆疊法來完成您的 Android 程式。除

此之外它也正式支援樂高 NXT 機器人，對於 Android 初學者 或是機

器人開發者來說是一大福音。因為對於想要用手機控制機器人的使

用者而 言，他們不大需要太華麗的介面，只要使用基本元件例如按

鈕、文字輸入輸出即 可。 2017/5/2 6 



APP Inven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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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do on APP Inventor 

App Inventor 主要分為三大作業模組且互相關連 

– App Inventor Designer 設計師： 設計手機畫面的地
方；含 Palette、Viewer、Components 元件、 
Properties 屬性。 

– App Inventor Blocks Edit 圖塊編輯器 決定程式行為
的地方，會以另一個視窗來顯示的程式。   

– Ai2 Starter (App Inventor2) 透過 Ai2 Starter 可以讓 
App Inventor2 將寫好的程式連接到模擬器或 是載
具（手機或是平板）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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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APP Progra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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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i2.appinventor.mit.edu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


1st APP, let’s GO 

1. 進入App Inventor官方網站 –>  My Projects頁面, 建
立一個名為HelloWorld的專案 

2. 由左側的Basic 元件區新增一個按鈕Button, 背景
顏色設為綠色, 字體大小設為30, 文字設為”請按
我”, 寬度設為”Fill Parent”. 其餘不變. 

3. 由左側的Basic 元件區新增一個標籤, 字體大小設
為30, 文字設為”” (無內容, 因為要另外指定內
容), 寬度設為”Fill Parent”. 其餘不變. 

4. 將Screen1的Title設為"Hello World", 代表本程式名
稱. 到本步驟頁面設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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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APP, let’s GO 

5. 點選“程式設計”"進入Blocks Editor 
6. 進入“程式設計”之後, 依序新增以下三個指令, 並
組合如下圖. 
–  My Blocks --> Button1 --> when Button1.Click事件, 代
表當Button1被按下時, 執行所包含的動作. 

– My Blocks --> Label1 --> set Label1.Text to 指令, 代表設
定Label1的文字(Text)內容為本指令右方插槽中的參
數.  

– Built-in --> Text --> text參數, 將其內容"text" 改為 
"Hello! World" 

本段指令代表: 按下Button1時, 將Label1的文字內容
改為 "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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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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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你的1st APP (模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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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Aistarter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windows.html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windows.html
http://appinventor.mit.edu/explore/ai2/windows.html


Hell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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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照片到FACEBOOK 
- SHARING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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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照片到Facebook - Sharing 元件 

• 畫面很簡潔，有兩個 按鈕，一個 圖片選擇，
一個 圖片元件。非可視元件只有 分享與 C
相機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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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照片到Facebook - Sharing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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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 拍照 

• 按下Button_Photo 會開啟照相機來拍照(所
以本程式無法使用模擬器)。拍完照之後會
把剛剛那張照片顯示於畫面中央的 Image
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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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 – 選相片 

• ImagePicker 會連到您手機的圖片庫，點選
某張圖之後，也會把剛剛那張照片顯示於
畫面中間的 Image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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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ck-分享 

• 按下 Button_Share，會根據我們所要share
的 file 檔案類型來自動選擇可使用的應用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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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你的FaceBook Share (USB) 

• 開啟『開發人員選項』：為安全性故系統預
設隱藏，開啟方式請執行『設定→關於→在版
本編號(或 軟體資訊/版本編號，或 軟體資訊/
建置號碼 等)→點按6至9次，直到『開發人員
選項』出現。 

• 設定→開發人員選項：勾選『保持喚醒』、
『USB 除錯中』及『允許模擬位置』選項。 

• 設定→安全性：勾選『未知的來源』選項，
如此手機才能下載非Google Play 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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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看你的FaceBook Share (U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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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 MIT AI2 Companion 

• 在實機上開啟『 Google Play商店』搜尋並
安裝『 MIT AI2 Companion 』安裝完成後，
在程式集中會建立『MIT AI2 Companion 』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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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開啟aistarter 
以USB傳輸線連接實機與電腦，系統會自動安裝實機的驅動程式，驅動完成
後，如下圖，選取『連線→USB』數秒後會顯示連接實機之訊息，後實機上
即會顯示執行結果。 
 

https://play.google.com/store
https://play.google.com/store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edu.mit.appinventor.aicompanion3


自我練習 – 終極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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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類別 父類別 名稱 該元件用途 

Label User 
Interface 

Label1 請輸入一個數字

(1~100) 

TextBox User 
Interface 

txbNum 輸入框 

Button User 
Interface 

btnEnter 確定 

Label User 
Interface 

lblResult 顯示結果 

HorizontalArrang
ement 

Layout HorizontalArrangem
ent1 

提供同一列可放
兩個元件 



終極密碼 -程式說明 

• Step1 宣告變數 
– password為1~100的隨機亂數 

– guess為輸入的數字 

– min為最小範圍數字 

– max為最大範圍數字 

• Step2 程式初始化時，亂數產生一個不重複的數字
當終極密碼。 

• Step3 當按下確定按鈕時，先判斷輸入的數字與答
案是否相同，若相同顯示”恭喜答對了!”，若不相
同則判斷輸入的數字與答案的大小，輸入的數字小
於答案，則將最小範圍數字改為所輸入的數字，若
大於，則更改最大範圍數字，並顯示答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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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極密碼 - 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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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練習 –將GPS座標透過 email 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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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此的 email 是指 Gmail app 而非模擬器上的 
email 軟體，因此本範例需使用實體手機才可執行。 
2. Location Sensor 需實際安裝到手機上才可取得座
標. 使用 Emulator 或是 AICompanion 都只能回傳 0。 
3. 為了避免手機變成病毒郵件跳板，因此Android 
預設只能自動切換到 Gmail 畫面，使用者需要親
自按下發送才能寄送郵件。 
 
畫面很簡潔，三個 TextBox 、一個按鈕、
ActivityStarter用來啟動 Gmail、一個 
LocationSensor、一個Accelerometer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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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模型的應用 GSI軟體 
   訓練教學 

景文科技大學  視傳系 

副教授 楊文灝 



內容 

• 3D 掃描與列印的關係 

• GSI 與其他軟體之比較 

• GSI Case study 

• GSI 軟體特色 

• GSI 操作介面 

• GSI 基礎功能 

• GSI 進階功能 

• Q&A 



3D 掃描與列印的關係 

• 快速獲得 3D 模型 

• 3D 模型完整性？ 

• 可將立體檔案快速輸出 

• 輸出的立體檔案是否為使用者需求？ 

• 如何將兩者完美結合？ 

 



3D 掃描 

• 3D掃描器的製作原理有好幾種，例如：光
學式、機械式及電磁式 

 



3D 掃描 

• 有「暗黑林志玲」的稱號，在台名氣響亮
的日本AV女優波多野結衣，因為身材豐滿
面貌姣好，被台灣廠商相中，以3D近乎全
裸掃描的方式做出1:6公仔 
 



3D 掃描 

• 看準波多野結衣的高人氣，台灣廠商在波
多野結衣去年來台拍攝電影《沙西米》期
間與日方合作，決定限量生產500套。在設
計上，以日本的「人體壽司」為概念，把
清酒、酒杯、竹蓆、沙西米盤納入配件中，
做出把波多野結衣放入盤中的「沙西米人
體盛」。 



3D 列印 

• 3D列印被媒體譽為新一波工業革命，或更
為新穎的「自造者革命」詞彙，但不可否
認的是未來的確是個值得重視的製造技術。 

• 目前世界上有 2 家公司在快速成型業界非
常有名：3D Systems、Stratasys。 

• FDM（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熔
融沉積成型）、DLP（Digital Light 
Processing）（數位光處理）、3DP（3D 
Printer）。 
 



3D 列印 

 



3D 掃描與列印的關係 

3D檔案操作處理對照圖 



GSI 與其他軟體之比較 

• Meshlab 

• Meshmixer 



GSI 與其他軟體之比較 

• Meshlab 模型專業處理(非常專業人士) 

– MeshLab相容多個平臺，包括Windows，Linux MAC 
OS X；在iOS和安卓系統上也有它的功能簡化版。
該軟體支援以下輸入/輸出格式：PLY，STL，OFF，
OBJ， 3DS，VRML 2.0，U3D， X3D 和COLLADA.。
MeshLab也可以導入Photosynth中重建的點雲（微
軟開發的軟體，獲取物體不同角度的照片可以合成
該物體的3D模型）。 

– MeshLab功能強大，用途廣泛。它可以用於各種學
術和研究中，如文化遺產、表面重建、古生物學等。
只要涉及到3D網格模型處理的， 都可以用這款軟
體來處理。 



GSI 與其他軟體之比較 

• Meshmixer 列印前模型處理(一般使用人士) 

– 列印前自動排列多個STL檔幫手，還能一盤一盤
幫你分配好。 

– 用Soft Transform編輯3D模型，微調出安全免
支撐材的角度。 

– Meshmixer 新功能元件，內建快速卡榫製作。 



GSI 與其他軟體之比較 

• Meshlab 模型專業處理(非常專業人士) 

– 功能多且複雜，較無系統化操作介面。 

• Meshmixer 列印前模型處理(一般使用人士) 

– 適合列印前的模型操作，模型的進階處理較差。 

• GSI 可結合掃描、具專業模型處理並可有
效的配合列印輸出。(兩者兼具人士) 



3D 模型處理軟體 
• Case 1:人類頭骨掃描與動畫製作 



3D 模型處理軟體 
• Case 2:人類手骨與腳骨掃描與動畫製作 



3D 模型處理軟體 
• Case 3:元件layout動畫製作與3D輸出 



3D 模型處理軟體 
• Case 4:大型藝術品掃描保存與3D輸出 



擬真人像-結合照相級專業設備 

照片與成品(3D輸出)對照 



軟體特色-結合GSI軟體製作 

3D 人物貼圖
與雕塑應用

展示 



軟體特色-結合GSI軟體製作 

臉部產出(3D輸出)對照圖 



擬真人像-結合GSI軟體製作 

含網格臉部產出對照圖 



軟體特色-結合GSI軟體製作 

網格標準化重佈線產出對照圖 



軟體特色-結合GSI軟體製作 

變換臉部產出對照圖 



創意教學-結合系上專業設備 

• 提升學習意願 



 



GSI 操作介面 

 



GSI 操作介面 

 
段落 內容 

1 GSI Studio基礎教學介紹 

2 GSI Studio 操作：不同的3D檔案匯入與匯出 

3 GSI Studio 操作：3D檔案的基本處理 

4 GSI Studio 操作：掃描後匯入GSI軟體的處理步驟，修剪、補洞與
平滑化。 

5 GSI Studio 操作：掃描後匯入GSI軟體的處理步驟，Model 美化處理。 

6 GSI Studio 操作：處理後物件的增面操作、減面操作 

7 GSI Studio 操作：針對3D檔案不同量測工具之使用 

8 GSI Studio 操作：3D物件貼圖操作與修改完整後物件之轉檔輸出。 



GSI 操作介面 
段落 內容 

1 GSI Studio進階教學介紹 

2 GSI Studio 操作：帶拓樸與貼圖之物件置
換。 

3 GSI Studio 操作：物件匯出後之後製處理
與列印輸出操作。 



掃描前準備 
• 上妝與修飾 
• 距離量測與調整 



步驟一  ： 
設定輸入影像參數 

• 設定校準路徑 
• 讀入掃描影像 
• 設定影像參數 



步驟二 ： 
產生3D影像圖 

• 依掃描器攝
影機數量產
生經計算後，
3D立體影
像。 

• 左、中、右
共三張3D
立體影像。 



步驟三 ： 
輸入3D影像定位與合併1/3 

• 選定正面影
像為基準，
與側面影像
進行定位。 

• 定位原則三
點不在同一
直線上。 



步驟三 ： 
輸入3D影像定位2/3 

• 正面圖與左面圖定位。 



步驟三 ： 
輸入3D影像定位3/3 

• 正面圖與右面及左面圖定位。 



步驟四 ： 
3D影像重複區域剪裁與調整1/3 

刪除左臉與右臉重複區域 



步驟四 ： 
3D影像重複區域剪裁與調整2/3 

處理前 處理後 



步驟四 ： 
合併為單一3D影像3/3 



步驟五 ： 
修補3D影像之破洞1/2 

破洞選取 破洞自動修補 破洞手動修補 



步驟五 ： 
修補3D影像之破洞2/2 

• 完
成
3D
影
像
破
洞
修
補。 

 



步驟六 ： 
輸入3D影像表面平滑
化1/2 

• 凹面與凸面平滑化刀面設定。 



步驟六 ： 
輸入3D影像表面平滑化2/2 

 



步驟七 ： 
3D影像美化雕塑 
 



 

步驟八 ： 
3D影像切割與剪裁 



步驟九 ： 
3D影像UV貼圖產生1/2 



步驟九 ： 
3D影像UV貼圖產生2/2 
 



步驟十 ： 
輸出不同格式之3D影像 



帶貼圖及不同檔案格式之3D影像 



景文科大  楊文灝 
感謝您們的聆聽與指教！ 



智慧手機程式與發展平台介紹

景文科技大學 電子系
李振偉 老師

chenwei@jus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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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手機品牌?

2

市佔率?



智慧型行動裝置市場趨勢(1/3)



智慧型行動裝置市場趨勢(2/3)



智慧型行動裝置市場趨勢(3/3)



Google Play和App Store的app數量



認識Android
• 2003/10：美國人Andy Rubin建立了Android科技公司。

• 2005/08：Google收購了Android科技公司。

• 2007/11：在Google的領導下，成立開放手持設備聯盟
，最早的一批成員包括Broadcom公司、HTC、Intel、
LG等公司。

• 2008/09：T-Mobile公司發表世界第一台Android HTC手
機，同時Google也正式對外公開Android 1.0版。

• 2013/09： Android 4.4（KitKat 奇巧巧克力）

7



Android系統架構

Linux作業系統核心

應用程式框架
(Application Framework) 

應用程式
Application

Android函式庫

應用程式
Application

Android Runtime 
Dalvik虛擬機器



認識 Google App Inventor
 App Inventor是Google實驗室（Google Lab）的一個子
計畫，是一個完全線上開發的Android程式環境，拋

棄複雜的程式碼而使用樂高積木式的堆疊法來完成
您的Android程式。

 App Inventor 讓您可在網路瀏覽器上來開發Android手
機應用程式，開發完成的程式可下載到實體手機或
在模擬器上執行。App Inventor 伺服器會儲存您的工
作進度還會協助您管理專案進度。

9



認識 Google App Inventor
 App Inventor是MIT教授哈爾‧埃布爾森（Hal Abelson）的發
明。他當時正逢休假年，在Google研究時提出這項創見。
埃布爾森在MIT負責發展Scratch，所以App Inventor這種平
台其實是Scratch的衍生物。當埃布爾森隔年夏天返回MIT
任教時，他基本上就是將這個平台整個打包帶走了。

 2010/07/12：由 MIT 教授在Google Labs正式公開
App Inventor 這個開發環境。

 2011/12/31：Google 終止App Inventor 實驗計畫。

 2012/01/01：MIT接手App Inventor 。

 2012/03/04：MIT App Inventor 官方appinventor站正
式上線。http://beta.appinventor.mit.edu

10



認識 Google App Inventor
 App Inventor的優點：

1. 適合無Java基礎的初學朋友

2. 操作概念很類似Scratch
3. 全雲端，所有作業都在瀏覽器完成

4. 支援樂高機器人。

 App Inventor適合誰？

1. 想要學習手機程式設計的入門學習者

2. 相關科系領域的師長/教學夥伴們，適合做為
投入正規Android程式開發前的先導教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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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App Inventor開發環境
１、取得及登入Google帳戶 https://mail.google.com

２、安裝電腦的java環境(第二版不用裝)
http://java.com/inc/BrowserRedirect1.jsp?locale=zh_TW

３、安裝App Inventor 軟體(手機模擬器)
http://appinv.us/aisetup_windows

４、進入App Inventor 的大門

App Inventor 測試站 http://beta.appinventor.mit.edu/

App Inventor 第二版 http://ai2.appinventor.mit.edu/

13
appjusttw2@gmail.com
appjus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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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 Inventor Designer



15

App Inventor Blocks Editor



手機程式實作-趣味觸控逗貓
 找圖片

https://www.google.com.tw/

 找音效

http://www.findsounds.com/typesChine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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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手持裝置的過去現在 (未來) 



” 





         



手機之父 

手機之父 

https://youtu.be/axx56_7Vz6Q


花了 10 年才能正式生產, 期間
更花費了 10 億美金來做研發, 
主要原因是一些基地台的架設
問題, 最後在 1983 年才問世, 那
就是全球公認的第一款手持式
行動電話 

這款 30多年前的行動電話, 重約 
1.56公斤, 根據測量, 長 19.5cm, 寬 
4cm, 厚 8cm, 看看現在的手機規
格, 要多薄有多薄, 要多輕有多輕, 
想想我們也太幸福了吧! 。 
 

 

一支充電時間長達10小時，售
價高達4000美元，(約等於現
今台幣12萬元)有LED屏幕，但
只能通話30分鐘的「直筒式」
盒子，其讓民眾瘋狂的程度，
完全不輸現今的iPhone。 
 
 

1989年1989年7月1日，電信總
局開辦 090 門號行動電話。行
動電話開辦之初，申辦一個 
090 門號大約需要三～五萬，
一支手機大概六、七萬，加上
昂貴的月租費與通話費。但是
由於當時經濟起飛，股價指數
即將登上萬點，企業家生意人
與大家樂組頭對行動電話需求
極為殷切，090 門號供不應求，
申辦行動電話必須排隊一年以
上還不見得有。 



  APPLE iPhone



  

在此這台機器採用的是 
Intel 的 X86 處理器，並
且配備有黑白的觸控螢
幕、記憶體擴充卡
（PCMCIA）、九個內建
的 App 等頗為「現代」
的功能，它可以（非常
有限地）傳送資料，包
括以傳真的形式收發文
字和圖片資訊。 

您SymbianNokia 9210c
採用Symbian作業系統
並支援Java語言，具
有16MB記憶卡的擴充
容量，具有4096色的
彩色螢幕，並整合了
手機、傳真、電子郵
件、行事曆、WAP等
功能。  
 

hTC製造, 採用微軟
WinCE作業系統,彩色
螢幕,但不支援觸控功
能,但另有PDA Phone
隻原觸控筆功能 
 
 

TouchFLO是HTC智慧手
機最為吸引人的因素
之一，成功改變了人
們對Windows Mobile手
機的呆板印象。這個
技術也被視為蘋果
iPhone採用的Multi-
Touch技術的競爭對手 
 
 

  STEP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0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GUG7nwMmoUc


  

 2008年9月23日，發布第一個正式
版本：Android 1.0。全球第一台
Android裝置HTC Dream（G1）就是
搭載Android 1.0作業系 
 
 

 2013年1月30日，BlackBerry 10正式
公開發布，同時發布全觸控手機
Z10 
 

 2007 年 1 月 9 日，蘋果在 2007 
Macworld 大會中發表了 iOS ( 當時名
為 iPhone OS )，並於同年 6 月 29 日
發布了 iOS 的第一個版本。 
 

 由Mozilla主導研發的開放原始碼行動作業系
統，採用Linux核心。於2011年7月25日宣布，
主要應用於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但因難
以打入手機市場，2016年7月已停止推出預載
Firefox OS的新手機，轉型主打物聯網的作業
系統。 。 
 
  WinCE->Windows Mobile->Windows 

Phone->Windows 10 Mobile :2015年5
月13日，微軟公布了Windows 10系
統的版本SKU，意味自2010年-2016
年的Windows Phone手機系統正式結
束 
 

 曾經非常紅的智慧手機OS, 但因Android和iOS
的關系,不敵市場 
 
 



 



  

  Google 

  

  

  

  
由Google選手機跟平板合作廠商
代工出來的貼牌產品,主要是搭載
當下最新的Android產品,由Google
負責銷售, 2016, Google推出Pixel
新品牌,主要是全面自行設計 
 
 

三星,華為,OPPE, Vivo, hTC, ASUS, 
Sony等手機製造商, 每年配合
Google Android推出升級版本或最
新手機。 
 
 

手機晶片龍頭, Qualcomm, MTK, 還
有三星與華為晶片, 每年也都搭
配Google推出新一代晶片,讓硬體
廠商選擇 
 
 

Google開放的Android支援非常多
的介面,讓開發者源源不絕的實現
APPs開發夢 
 
 





APPLE APP Store 紀錄 by 2016/11/4 



Google Play Store 紀錄 by 2016/11/4 



  

用戶得先發現潛在
的新 app。這是開
發者遇到最大的挑
戰。現在市場上有
兩種 discovery 的途
徑：1. 付費廣告 – 
目前由 Facebook 主
宰。2. App stores 
本身。 
 

你可以在短時間內買
下數萬個假安裝數，
以讓你的 app 跨越那
條鴻溝躋身進排行榜。
達到目標後就不再需
要假安裝數了，因為
你的 app 從此便鞏固
於排行榜中了。 
 
 

 平均一次安裝的成
本已增加至 USD 
$4.14 了 。在 mobile 
app 生態系統中，能
承受如此高的獲取用
戶（customer 
acquisition）成本的 
business model 實在
是少之又少 
 
 

1. 不好用(評分機制) 
2. 手機空間不足 

 





         



資料來源：DIGITIMES，20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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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Sam-sung Apple Huawei Oppo Vivo LG Xiaomi Gionee Lenovo ZTE

2016(e) 309 210.5 114.6 89.6 58.5 56.4 51.7 40.3 49.0 35.2

2017(f) 315.7 235.6 126.8 105.6 69.4 60.1 54.0 47.2 40.9 38.9

單位：百萬支 

19 

註：Lenovo包含Motorola Mobility品牌。 

-全球智慧型手機Top 10品牌業者出貨比較 - 



Samsung 2.2% 

Apple 11.9% 

Huawei 10.6% 

Oppo 17.9% BBK 18.6% 

LG 6.6% Xiaomi 4.4% 

Gionee 17.1% 

Lenovo -16.5% 

ZTE 10.5% 

-25%

-15%

-5%

5%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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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圓圈面積與出貨量成正比，紫色虛線表2017年智慧型手機預估整體出貨年成長率7.1%。 

7% 



資料來源：DIGITIMES，2016/10 

0

10

20

30

40

TCL Micro-max Intex Meizu LeEco Lava Asus Sony Cool-pad HTC

2016(e) 36.3 25.2 21.3 19.3 19.5 18.9 16.2 15.6 16.8 12.7

2017(f) 38.2 31.6 26.3 25.2 25.0 22.5 20.3 18.4 12.5 10.5

單位：百萬支 
- 2017年全球智慧型手機Top 11~20品牌業者出貨量預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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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5.2% 

Micromax 25.4% 

Intex 23.5% 

Meizu 30.6% 
LeEco 28.2% 

Lava 19.0% 

Asus 25.3% 

Sony 17.9% 

Coolpad   
-25.6% 

HTC -17.3% 

-40%

-20%

0%

20%

40%

22 

註：圓圈面積與出貨量成正比，紫色虛線表2017年智慧型手機預估整體出貨年成長率7.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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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百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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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機規格 

2. 大尺寸手機 

3. 微投影

4. 防塵防水手機
5. 雙卡雙待手機 
6. NFC近場通訊 
7. 指紋辨識 
8. 無線充電、辨臉解鎖、手勢懸空操作 
9. 前端Hi-Fi雙喇叭 
10.屏佔比 – 小米 91% 







不好的使用者經驗 





What is UX 



專業分工的角度來說明差別 



太複雜了嗎？看看這個 



想要 App 做得美，這些 UI/UX 設計趨勢你得知道 

• 更輕量的設計 
• 統一字體 
• 卡片和留白——不要再用線條了 
• 用更少的顏色 
• 分層界面 
• 更短的使用流程 
• 手勢 
• 聚焦數據 
• …… 

 

1.化繁為簡 

2.直接式的設計 

3.維持視覺一致性 

4.圖像輔助 

 





  

靈魂團隊, 負責手機PCB整體設
計, layout等等 
 
 

對空間精經計較的單位,因為
空間越大,performance越好 
 

兩個對著幹的單位,因為ID越漂
亮,機構難度就越高 
 
 近幾年很重點的一個專項, 關

乎聲音品質 
 
 負責追料, 安排生產計畫 

 
 

手機的重中之重, 也是設計最
為繁瑣的一塊 



  

負責發想新的feature 
 

負責Driver 跟OS開發部分。 
 

上層UI的開發, 根據planner的
spec。 
 

手機的心臟, 通訊協定, 也是薪
水最高的RD單位 
 



THANK   YOU 



2016 
手持裝置的未來 ? 



” 





未來的世界? 



「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VR) 

「混合實境」  
(Mixed Reality,MR) 

「擴增實境 」  
( Augmented Reality, AR)」 





Buy+ 你相信嗎？ 



VR – 人家怎麼說 

• VR技術將是人類的里程碑 

• VR是科技，也是平臺 

• VR現在還處於初級階段 

 

 



關於 VR 裝置你該知道的幾件事 

•平台配備 –  
HTC Vive 與 Oculus Rift 的使用平台是 PC，可執行 VR 的 PC 效能要求極高，主
要是 CPU 與顯示卡兩項，至於 PlayStation VR 的平台是PS4，由於PS4的規格固
定，所以接上便可執行，沒有太大問題。 

•空間要求 – 

Oculus Rift 最大支援1.5 x 3.4公尺內的偵測範圍活動，不過多數軟
體仍然比較適合站著或坐著體驗，PlayStation VR 的偵測範圍為1.9 x 
2.4公尺，也是類似於定點活動，換言之，這類VR裝置的所需空間
比較小。而 Vive 則採用了兩個對角基地台所組成的 Lighthouse 系
統，因此使用者可以在5公尺對角線範圍內的區域自由移動 

•配戴舒適度 

 

 

 



VR裝置大不同 



2016年VR三種裝置 



VR生態系統 



VR 的關鍵技術 

•圖形渲染 

•全景拼接技術 

•動作捕捉技術 

•眼球追蹤技術 

•空間定位技術 

•資料壓縮技術 
• HTC Vive 無線版发布，MIT 也發佈了無線 VR 系統 （MoVR,毫米
波”mmWaves） 

 

技术 



追蹤系統比較 



三大VR設備商 



VR除了遊戲還能？ 
VR未來的應用發展可能有五大方向，以下介紹這五個發展方向。 

• 1. 直播活動。這個發展方向還是在影音娛樂的方面，但這是一個垂直跨度的升級。現階段的VR影像內容技術
需要預先錄製，而目前還沒有技術可以突破到直播賽事與娛樂傳播。美國職業籃球聯賽已經開始嘗試下一代
的VR技術，直播金州勇士隊的比賽。未來還會有環球和iHeartRadio一起直播音樂會。 

• 2. 地產實境，房地產商將VR應用於讓消費者或顧客體驗購買房屋或是土地前，觀看房屋內部結構與規劃設計
或是土地周遭的環境狀況。這個發展方向對顧客或房地產商是雙贏的應用，因為VR打破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
對於顧客而言，透過VR與網路，可以隨時隨地觀看目標房地產，再也不需要與仲介配合時間。另外一方面，
房地產商可以藉此拓展市場，因為原本依賴地緣關係的交易，透過VR打破距離。 

• 3. 時尚產業，最近紐西蘭的8i以開路先鋒之姿採用測量體積的VR (即為可以從任何角度看到人們穿什麼衣服
的VR技術)。雖然已經有這樣的技術存在，但8i尚未討論出誰將會是夥伴。不過值得期待的是，已經有幾家時
尚大廠與8i談合作事宜。 

• 4. 醫療訓練，過去訓練醫生需要大體老師練習手術手感，而現在一些醫療技術已經可以透過較為精細的VR技
術完成訓練。不僅只是醫生的手術訓練，還包括護士等醫學專業的訓練都可以透過VR HealthNet所開發的模
組進行。對於醫療人員與病人而言都是一大福音。 

• 5. 軍事模擬，說到VR的應用就不得不提模擬技術，所以如同醫療訓練，軍事訓練也可以用VR完成。而且已經
有專家預估VR用在軍事產業上將會產生93億美元的產值。目前英國與韓國已經開始試驗期訓練效果，期待VR
之成效。 

 



VR直播的挑戰和關鍵技術 

• VR直播流程 

VR直播流程和普通直播流程很像，但要達到身臨其境的感覺，在
頭盔端需要達到4K甚至更高的解析度，所以整個流程的各個環節的
要求都提高了，這時候就需要從端到端進行變革。合格的拍攝設備、
高效的視頻處理流程、夠寬的網路傳輸、舒適的頭顯設備、精心打
造的直播應用，這些都是VR直播的重要環節。 

 



VR直播的挑戰和關鍵技術 - VR攝像機 

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相機都需要解決幾個問題：
由於都是多顆鏡頭、多個感測器共同協作，首先
需要有多顆鏡頭去覆蓋想要覆蓋的角度，360度
或180度，需要做到多個感測器之間同步，同時

開始拍攝，才能在後續進行比較好的拼接。此外，
還需要色彩、白平衡等各種參數達到一致，方便
後續處理。 



• 影像處理 

拼接技術是重點,將多鏡頭拍攝的畫面進行亮度色彩調整、對齊、畸變矯
正、投影到球面等一系列處理後，合成為一幅完整畫面的過程 

• 編碼 

現在一般常用的編碼還是H264，一般壓到6M，再小容易出現視頻不清
晰。現在手機都是旗艦機才帶4K265硬解，在很多手機還不支援的情況
下，電視盒子已經開始支援了。儘快在直播中用到265，能夠節省30%-
50%的頻寬信號。 

• 傳輸速度 

• 頭盔顯示 – 移動式, 一體式等移動型頭盔式比較看好, DayDream後市看
好 

VR直播的挑戰和關鍵技術 – part2 



FPV (First Person View) 
第一人稱主視角”，它是一種基於遙控航空模型或
者車輛模型上加裝無線攝像頭回傳設備，在地面看
螢幕操控模型的新玩法。 
FPV飛行是國外很流行的遙控模型活動，它是通過

遙控飛機機載視頻通過無線傳輸到監視器，通過監
視器來監視飛機的駕駛情況。 

一般的遙控模型都是由操縱者手持遙控器，目視著
遠處的模型控制它的姿態，完成各種動作。但是怎
樣才能更加刺激和真實的體驗呢？ 

近幾年隨著電子設備的小型化，我們有機會把無線
視頻傳輸設備裝在體積和載重量都非常有限的模型
上，從而實現以第一視角操縱模型的方式。所能達
到的效果就是你可以身臨其境的以駕駛員的視角操
縱你的模型飛機或者賽車翱翔天空和在地面上狂飆
而不用擔心任何風險。 
 
 



VR vs FPV 



Google VR - DayDream 
• Google I/O 2016的期望，在推出低價的紙板Cardboard VR眼鏡兩年後及媒體
多方揣測下，Google今天終於公佈了新一代VR平台Daydream，加速VR市場
的發展。 

• Google指出，Daydream是「提供高畫質影像、行動化VR的平台，具備創造沈
浸式VR體驗所需的所有元件」Dreamdream包含三大元素，分別為Android N
智慧型手機、頭戴式裝置、無線遙控器參考設計及App。 

• Google表示，為了能支援VR內容播放，「Daydream-ready」智慧型手機搭配
的Android N提供VR模式及VR系統UI，並具備高效能、低延遲特性，能將畫
面延遲降到20毫秒以下，此外，手機還需具備動作感測器，能呈現高畫質影
像的螢幕以及強大的單系統晶片（SoC）等較高階規格。 

• 已有8家將生產「Daydream-Ready」的手機合作夥伴，包括三星、HTC、LG、
小米、華為、中興（ZTE）、華碩及Alcatel。其中多款將於今年秋天上市。 
 



What’s DayDream 



How to do on DayDream 

• Welcome to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vr/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vr/






重新感受AR 

Combines real and virtual 〈結合虛擬與
現實〉 
Interactive in real time〈即時互動〉 
最近幾年開始流行起來的smart phone，
改變了augmented reality的樣貌。頭戴
式的HMD還是太麻煩了，而smart 
phone同時具備電腦計算能力、錄影、
影像顯示，還有GPS、網路連線、觸控、
傾斜度偵測等等的額外功能，價格也
逐漸平民化，於是在smart phone為平
台的augmented reality研究越來越多。 
 



Microsoft HoloLens 



HoloLens - 工作原理 
• 微軟的HoloLens不會生成每個人都可見的3D世界，只有佩戴者能夠看見，其他人只
會看到你正佩戴一副古怪的眼鏡。 

• HoloLens依靠的是左右兩邊各兩台的攝像頭，覆蓋的水平視角和垂直視角都達到
120度。 

• 這些攝像頭能夠獲取不同角度的深度圖，再對不同的深度圖進行累積，從而藉助立
體視覺等技術計算出房間及其內部物體的精確的三維模型。獲取了周圍的三維場景
後，在成像和操作方面，據悉依靠HPU和層疊的彩色鏡片等的組合運用，HoloLens
能夠“欺騙”玩家的大腦，使其將看到的光（即虛擬信息）當成3D圖像，感覺這些
全息圖像是投射在實物上的。 

• 眼鏡將會追踪你的移動和視線，進而生成適當的虛擬對象，通過光線投射到你的眼
中。因為設備知道你的方位，你可以通過手勢( 目前只支持半空中抬起和放下手指
點擊 )與虛擬3D對象交互。 

• 有眾多硬體幫助HoloLens實現栩栩如生的效果。各種傳感器可以追踪你在室內的移
動，然後透過層疊的彩色鏡片創建出可以從不同角度交互的對象。 
 



Google AR – Tango (Demo)  
Tango手機的特別之處在
於背部的深度攝影鏡頭和
動作捕捉攝影鏡頭。你可
以簡單理解成，手機透過
這兩個攝影鏡頭實現位置
探測和動作追蹤，再結合
IMU和透過演算法來實現
空間定位，進而將現實世
界和虛擬圖像結合起來，
實現各種各樣的 AR 功能。 



Tango 關鍵技術 

•運動追蹤（motion tracking）：透過 Tango 定制傳感器（魚眼相機
與 IMU），行動裝置可以了解自身的位置和移動的方向，能夠提
供該行動裝置實時3D 運動信息。 

•區域學習（area learning）：Tango 裝置可以用視覺線索來幫助識
別它們周圍的世界，可以在運動跟蹤過程裡完成自我糾錯，在曾
經經過的地方再次定位。 

•深度感知（depth perception）：透過深度傳感器，行動裝置可以
感知周圍世界的形狀，用來構築三維的環境模型，配合運動追蹤
後，它可以告訴用戶在空間中的位置和周邊障礙物的距離。 

 



運動追蹤（motion tracking） 

能讓設備識別 6 個自由度，知道它
自己所處的位置和方向。6 自由度指
的是，沿 x, y, z 軸的移動：左右、前

後、上下，以及繞這三個坐標軸的
轉動 
 
依靠設備本身持續追蹤使用者的當
前位置，同時設備對周邊環境進行
學習，這個過程就是現在非常走俏
的一種技術——SLAM（Simultaneous 
Localization And Mapping，即同步定
位與地圖構建）。 



區域學習（area learning） 
• 「區域學習」可以讓其記住
物理空間裡面的關鍵可視物
體，如牆邊、牆角、桌子、
椅子等。為了做到這點，
Tango 儲存了一個對可視物體
的數學描述在設備裡。這樣
做的好處是，設備無需借助
任何雲端服務，也能迅速匹
配它當前「看到」的周邊物
體。 

• 通過「偏移修正」提高運動
軌跡的精確度； 

• 如果設備再次回到之前經過
的、已學習過的區域，通過
「定位」可快速確定方向和
位置。 

 



深度感知（depth perception） 

•顧名思義，「深度
感知」能讓 Project 
Tango 上的應用理
解真實世界物體的
距離 



Google 想用 Tango 做什麼？ 

• Tango 技術吸引人的莫過於它的環境感應能力，而這在 VR 裡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部分。目前，HTC Vive 等都透過外置的傳感器實現環境感應，如果 Tango 技術運用
到 Daydream 的 VR 裝置中，意味著 Google 的 VR 裝置將有原生的 inside-out 技術。 

• Google透過Daydream 定義了行動VR，如果Tango技術也將和Daydream 一樣由Google
主導和推動發展，現在只是搭載了Tango技術的Android 手機——消費級的有AR功能
的手機，未來Google或將能藉助VR/AR 這一浪潮再加強對手機上下游產業的影響力。 

• 讓用戶在商場或博物館實現導航（在商場走道拿起手機，螢幕上就會出現一個箭頭
指標引導用戶），或是藉由無限的數位能力，提供現實世界無法顯示的資訊來源，
例如藉由一個栩栩如生的動畫來介紹博物館文物。此外對 Google 來說，Tango 也有
潛力延展 Google 的營收來源──將來，Google 就可以在任何實體地點部署廣告了。 



Tango體驗 

3D建模 室內導航 





AI 人工智慧是什麼 

•計算能力 
• 讓機器像人類一樣思考 

•感知能力 
• 讓機器像人類一樣聽懂 

• 讓機器像人類一樣看懂 

•認知能力 
• 讓機器像人類一樣運動 



AI 人工智慧的關鍵技術

                       

                       

                       

 

 

 

人工神經網路 

能接受外界資訊輸入的刺激,且根據不同刺激影響的權重轉換成輸
出的反應,或用改變內部函數得權重,以適應不同的環境 
 
 

大數據的運算讓機器學習 

機器學習(Machine Leering )可是為弱人工智慧的代表, 只要定義
問題, 蒐集了適當的資料,在將資料分成訓練與驗證兩堆, 可以讓機
器學習 
 
 
自然語言處理(NLP)  

讓機器了解人類語言, 把聽到的轉成文字（這是語音辨識), 或表電
腦想表達的轉換成人類可以理解的詞句(這是語音合成） 
 



2015 全球AI新創領域 



AI主要投資公司 

重要關鍵技術 
1.人工神經網路 
2. 大數據的運算讓機器學習 
3. 自然語言處理(NLP)  



Amazon Go and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shopping technology 





VR and AR 專利探勘 



VR and AR 專利探勘 



THANK   YOU 



程式
王怡傑 Jackie Wang

2016/10/17
wangejay@gmail.com



你會想要自已學/寫程式?



歐巴馬說

學習如何寫程式不僅對你來說很重要，也對國家很重要，如
果我們希望美國走在科技尖端，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年輕人
投入，Coding 將改變我們做事情的方式。沒有人天生就是
電腦科學家，但透過一點努力、數學技巧和科學基礎，幾乎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電腦科學家。



1957 FORTRAN Code

參考來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ortran



Coding 



How about today?How about today?



Scratch 

• Developer: MIT Media Lab

• Scratch Jr.針對5至7歲小朋友
• https://scratch.mit.edu/

• Demo game: Fifty50



Hour of Code (一小時玩程式)

• 「一小時程式設計」（Hour of Code）



Blockly-games



Swift Playgrounds





Camera, Pixel, Speaker



Dash and Dot



Ozobot





mBot



Ardu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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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uino Projects

Twitter Enabled Coffee Pot

turn signal biking jacket



Arduino Projects

Smart Hom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lOZL-vmsRE

iRobot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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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遙控Tomy火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sebeDRnojs



Arduino 開發板

Uno

YUN

Mini
Due



Arduino Software

1. 安裝軟體software

https://www.arduino.cc/
en/Main/Software

2. 設定版子型號

3. 設定port

4. Demo 



Arduino UNO



Arduino Shields



學習的目的

• 學習創意思考
• 有系統的推論
• 團隊合作



學習的關鍵

• 英文，英文，英文因為重要所以說三次
• 自已動手做一次比看一百篇文章來的有用



2分鐘回顧

• 利用圖像畫面來學習了解程式
• 程式結合硬體來到現實生活
• 利用開源硬體與程式來創作



你會想要自已學/寫程式?



王怡傑

若有任何使用者體驗設計、數位行銷、青少
年數位教學、聊天機器人、開源硬體設計等，
皆歡迎寫信或 Line 交換心得或討論。

E-mail:      
wangejay@gmail.com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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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機器人

Jackie Wang

2016/12/05

wangejay@gmail.com

Agenda

• 為什麼要聊天機器人

• 自然語言理解

• 聊天機器人架構

• 聊天機器人教學

• 對話式介面設計流程

• 建立你的聊天機器人

為什麼要聊天機器人

WeCh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LM26sJiE

17億人在用通訊軟體

Facebook Messenger 及WhatsApp的使用者便已經超越了17
億人，相關研究也顯示，使用者每天有超過90%以上的時
間，花在使用聊天軟體及平台上。

Messenger 從IM 到 OS ?



3/2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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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聊天機器人

Chatbot是一種服務，其透過 AI（人工智慧）
或自行定義的自動化規則，讓使用者可以透
過聊天通訊的介面，與其進行互動。他可以
是各種類型的服務，例如 CNN 用以提供新聞
資訊。

什麼是聊天機器人

什麼是聊天機器人

微軟小冰
http://webapps.msxiao
bing.com/MindReader

圖靈機器人
http://www.tuling123.c
om/experience/exp_virt
ual_robot.jhtml?nav=ex
p

聊天機器人 Tay上線一天就「學壞了」，
成了一個種族歧視者

• 一開始微軟將 Tay設定為 18‐24 歲的美國年輕人，
並從大量與網民的對話中學習語言。由於「她」
是位網路年輕世代，會一併使用顏文字、網路流
行語跟搞笑貼圖等溝通內容

• Tay開始說出一些具高度爭議，並帶有種族歧視意
義的話。根據 DailyMail報導，像是「911 是小布
希幹的」、「跟著我唸，希特勒沒有作壞事」、
「Ted Cruz 是古巴希特勒」

https://www.inside.com.tw/2016/03/25/micro
soft‐silences‐its‐new‐a‐i‐bot‐tay‐after‐twitter‐
users‐teach‐it‐racism

自然語言理解

自然語言理解(NLU)

英文：

Jackie drove down the street in his car. 

男人的一生，分4個階段

1, 喜歡上一個人

2, 喜歡上一個人

3, 喜歡上一個人

4, 喜歡上一個人

Like someone
Like to fxxk someone
Like the last one
Like to be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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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語言理解有多難?

• 而在1940年代，计算机刚刚出现，计算能力相当
弱，但那时候就有研究者提出了使用计算机进行翻
译的想法，并进行了尝试。

• 不过第一次引起公众关注要到1954年，那年1月7
日，美国乔治城大学的研究者和IBM利用6条规则，
250个词汇，完成了一次俄英机器翻译演示。60多
条俄文短句，预先转写为拉丁字母，内容涵盖有机
化学、政治、法律、数学等领域，由一名不懂俄语
的女操作员输入一台IBM 701主机，几秒钟后打印出
英文结果。这一项目的主要负责人Leon Dostert在演
示后乐观地预言：“再有五年，说不定也许三年，
用计算机翻译多种语言就将变成现实”。

為何現在可行?

• 數位資料巨大

• CPU運算能力大幅提升

• 網路速度的提升

• Deep learning演算法發明與改善

Deep Learning

電腦要如何知道這數字?

Deep Learning

照片情緒偵測

https://www.microsoft.com/cognitive‐services/en‐us/emotion‐api

AI 作曲

http://www.itmedia.co.jp/news/articles/1609/23/news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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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機器人架構

聊天機器人架構

對話視窗
Chatbot

framework 
語音

轉文字
文字

轉語音

wit.ai (Facebook)
api.ai (Google)
Alexa (Amazon Echo)
LUIS (Microsoft)
Bluemix (IBM)
…

Line
Facebook messager
WeChat
Whatsapp
Slack
Websites
…

Server

Chatbot framework 

• wit.ai (Facebook)

• api.ai (Google)

• Alexa (Amazon Echo)

• LUIS (Microsoft)

• Bluemix (IBM)

聊天機器人教學

API.AI 介紹

• API.ai是一家專門設計智能語音接口和界面的人工
智能初創企業，專門為App、設備和網站提供服務

• 這家AI初創企業已經花了6年左右的時間，利用機
器學習打造出了多款智能語音產品。甚至早在它
推出第一款語音助手App的時候，Siri還沒問世呢

• 在2016年九月被Google 收購. 

1. Create new agent

An API.AI agent represents a conversational 
interface of your application, device, or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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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reate new agent 2. Create intents

Intents: 意圖，在這就視為一個做一個行為的目的

2. Create intents 3. Entities

Entities: 實體，在這視示一變數

4. Test it 5.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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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ain (領域對話)

Live demo

對話式介面設計流程

CUI vs GUI

• GUI圖像介面：應用於呈現「圖勝於文」的
內容

• CUI不需馬上接收或回應，但必須透過鍵盤
登打，對於小螢幕的手機端使用性相對較
低，可適當採用預設按鍵供使用者快速選
擇，省去打字的時間。

CUI vs GUI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的牛排”

在GUI中：

• 選擇縣市

• 選擇區域

• 選擇路段

• 選擇餐廳形式

• 呈現搜尋結果

在CUI中：

• 打“台北市信義區
忠孝東路的牛排”

• 呈現搜尋結果

訂票系統CUI

使用者：我要從台北出發到台中，今天下午1:00之後有哪些班
次可以搭？我最晚要在22:00前抵達。
機器人：這個時段有1:30–3:30、3:30–5:30–7:00、7:30‐……
（略）。
使用者：我要訂1:30出發這一班。
機器人：好，訂票成功。

Good: 以GUI方式出選單，並讓使用者點擊選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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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流程

參考來源 https://rocket.cafe/talks/75588

目前的難題

• 新形態的介面設計

• 不易做成全領域的專家

• 語意無法加入常識

• 文字輸入不易

• 語音辨示率還是會錯

• LSTM (Long‐Short Term Memory)

建立你的聊天機器人

王怡傑

若有任何使用者體驗設計、數位行銷、青少
年數位教學、聊天機器人、開源硬體設計
等，皆歡迎寫信或 Line 交換心得或討論。

E-mail:      
wangejay@gmail.com

Line: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天才數學家艾倫圖靈﹝班奈狄克
康柏拜區飾演﹞，率領一群解密的佼佼者，製造出電算機
器，破解德軍通訊密碼，幫助同盟國縮短戰爭時程並打了勝
仗，但由於事涉機密，沒人知道圖靈所完成的豐功偉業，他
還因為同性戀傾向被定為有罪。

補充資料 - 模仿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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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 機械姬

一家挺類似Google的大型科技公司“Bluebook”工程師 Caleb贏
得公司裡的大獎，可以在創辦人Nathan的大宅邸待一週，但
Caleb去了才知道，Nathan已製造出新型人工智慧Ava﹝Alicia
Vikander﹞，想讓Caleb來做圖靈測試

補充資料 – 西方極樂園

如果機器人擁有自主意
識，會對人類社會造成
怎樣的衝擊？



App Inventor 
猜數字(幾A幾B)

李振偉



亂數-Random
Returns a random integer value between the given values.

Returns a random value between 0 and 1.



大樂透

大樂透開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IMTDtUewsA





提示



隨機點名





提示



猜數字(幾A幾B)



提示



App Inventor 
Photo Gallery

李振偉



打勾啟動幻燈片模式

捲軸可決定幻燈片播放速度

可以左右滑動
來切換圖片.

顯示目前在第幾
張相片.





App Inventor 
二維條碼掃瞄

李振偉



QR碼(QRCode)
• QR 是英文「Quick Response」的縮寫，是二維條碼的
一種，1994 年由日本 Denso-Wave 公司發明。

http://zh.wikipedia.org/wiki/ QR碼



QR Code產生器
Google Chart API產生QR Code格式：

https://chart.googleapis.com/chart?各項參數

參數：
chs: QR code 圖片大小

cht: google charts用這個參數產生各種圖片，這裡當然就填qr
chl: 要藏在QR code裡的文字，必須urlencode。
choe: 編碼。請注意只支援iso-8859-1, sjis, utf-8。
chld: 其他參數。M是錯誤修正層次，有L, M, Q, H等四級；後面的數

字是QR code周圍白邊的寬度。

https://chart.googleapis.com/chart?chs=120x120&cht=qr&chl=http:
//www.google.com.tw&choe=UTF-8&chld=M|2

http://zxing.appspot.com/generator/



各地點經緯度之QR-Code

景文科技大學
24.95184,121.50945

台北101
25.03349,121.5641

台北火車站
25.04792,121.51708



Google Static Maps API
•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

on/staticmaps/index?hl=zh-tw
• 透過網址收到 HTTP 要求後，Google Static Maps 

API 會傳回圖片 (可能是 GIF、PNG 或 JPEG) 做為
回應。針對每個要求，您可以指定地圖位置、圖片
大小、縮放等級、地圖類型以及選用標記在地圖上
放置的位置。此外，您可以使用英數字元為標記加
上標籤。

• 地理編碼公用程式(取得經緯度)
http://gmaps-samples.googlecode.com/svn/trunk/geocoder/singlegeocode.html



網址格式
• https://maps.googleapis.com/maps/api/static

map?parameters

位置參數

center :定義地圖的中心位置。此參數會使用以
逗號分隔的 {緯度,經度} 對組或地址。

zoom: 定義地圖的縮放等級，以決定地圖的放大
等級。



網址格式-地圖參數
size:定義地圖圖片的矩形尺寸。

scale (選用) 會影響傳回的像素數量。

format (選用) 定義結果圖片的格式。預設會建立
PNG 格式的圖片。可選用的格式有數種，包括 GIF
、JPEG 以及 PNG 類型。

maptype (選用) 定義要建構的地圖類型。可用的
地圖類型值包括 roadmap、satellite、hybrid 以及
terrain。
language (選用) 定義地圖上標籤的顯示語言。



網址格式-地圖項參數
markers (選用) 會定義一或多個標記，以附加至
圖片的指定位置。這個參數接受單一標記定義，其
中每個參數應以直立線 (|) 字元分隔。

path (選用) 定義兩個或多個連接點的單一路徑。

visible (選用) 可確保特定地圖項或地圖位置會出
現在靜態地圖上。

style (選用) 會定義自訂樣式，以變更地圖上特定
地圖項 (道路、公園等等) 連結。

回報參數

Sensor (必要) 會指出要求靜態地圖的應用程式是
否有使用感應器來判斷使用者的位置。



例子
• https://maps.google.com/maps/api/staticmap?center=24.95184,121.

50945&zoom=15&size=320x320&maptype=roadmap&sensor=true&
markers=color:red%7Clabel:A%7C24.95184,121.50945

道路圖
roodmap

衛星圖
satellite

混合圖
hybrid

地形圖
terrain







App Inventor 
二維條碼-編解碼器

李振偉



QR碼(QRCode)
• QR 是英文「Quick Response」的縮寫，是二維條碼的
一種，1994 年由日本 Denso-Wave 公司發明。

http://zh.wikipedia.org/wiki/ QR碼



QR Code產生器

Google Chart API產生QR Code格式：

https://chart.googleapis.com/chart?各項參數

參數：
chs: QR code 圖片大小

cht: google charts用這個參數產生各種圖片，這裡當然就填qr
chl: 要藏在QR code裡的文字，必須urlencode。
choe: 編碼。請注意只支援iso-8859-1, sjis, utf-8。
chld: 其他參數。M是錯誤修正層次，有L, M, Q, H等四級；後面的數

字是QR code周圍白邊的寬度。

https://chart.googleapis.com/chart?chs=120x120&cht=qr&chl=http:
//www.google.com.tw&choe=UTF-8&chld=M|2

http://zxing.appspot.com/generator/



各地點經緯度之QR-Code

景文科技大學
24.95184,121.50945

台北101
25.03349,121.5641

台北火車站
25.04792,121.51708



二維條碼-編解碼器
Components



二維條碼-編解碼器 Blocks提示

https://chart.googleapis.com/chart?chs=120x120&cht=qr&choe=UTF‐8&chld=M|2&chl=



App Inventor 
手機錄音拍照實作

李振偉



按鈕錄音拍照-Components



按鈕錄音拍照- Blocks(AI2)



按鈕錄音拍照- Blocks



App Inventor 程式實作
定位導航

李振偉



學習 LocationSensor 位置感應器元件

學習 WebViewer 網頁檢視元件

學習 ActivityStarter 元件

實作範例: 定位導航

課程目標



LocationSensor元件可提供Android裝置
現在的位置，第一優先是使用Android裝
置上的GPS，其他定位方法是使用行動基
地台或是無線網路來定位。

可提供有關位置的資訊，包括經度
(longitude)、緯度(latitude)、海拔高度
(altitude ，某些裝置可能不支援)和地址
。

LocationSensor 位置感應器元件



WebViewer元件可提供於APP畫面中嵌
入瀏覽器瀏覽網頁。

可利用HomeUrl設定元件開啟時的首頁
網頁位址。

WebViewer 網頁檢視元件



ActivityStarter 元件可啟動多種服務。

呼叫其它App Inventor應用程式

呼叫攝影機

啟動網路搜尋

啟動瀏覽器並連線至指定網址

啟動郵寄服務並指定郵寄信箱

顯示指定位置地圖

播放Youtube video

ActivityStarter 元件



定位導航‐Components

android.intent.action.VIEW

com.google.android.maps.MapsActivity

com.google.android.apps.maps



定位導航-Blocks (1/3)



定位導航-Blocks (2/3)



定位導航-Blocks (3/3)



 我的車在哪?
 路徑軌跡紀錄器

 車隊追蹤器(TinyWebDB, 多台共享資料) 
 男友追蹤器

 MobileCare 手機保姆
http://android.cool3c.com/article/26321

延伸應用



App Inventor 程式實作
相片塗鴉與點點樂

李振偉



課程目標

• 學習 Imagepicker 圖片選取元件

• 學習 Canvas 畫布元件
▫ 實作範例: 相片塗鴉

• 學習 ImageSprite 動畫元件
▫ 實作範例: 點點樂



Imagepicker 圖片選取元件

• Imagepicker 元件主要用途如下：

1. ImagePicker 元件可從圖片庫中選取圖片。

2. 當選擇好圖片之後，會回傳 ImagePath 這個屬性來

代表選取圖片的路徑。



學習 Canvas 畫布元件

• 畫布為一矩形區域，可在其中執行繪畫等觸控動

作或設定動畫。

• 畫布上的任何位置皆有一特定座標(X,Y)值，單位

為像素。

• 您可用畫布提供的事件來判斷畫布是否被觸摸或

是動畫物件是否正在被拖曳，另外也提供了畫

點、線和圓的方法。



Canvas 座標



學習 ImageSprite 動畫元件

• ImageSprite 元件為一個動畫物件，可與畫布、

球或其它 ImageSprite 進行互動。

• 可設定 Speed (速度、單位為像素) 、 Interval (動
作頻率、單位為毫秒)，Heading (旋轉方向、單

位為度)



相片塗鴉與點點樂- 參考聲音檔與圖片

• FindSounds 
http://www.findsounds.com/typesChinese.html

• MSN 表情符號
http://ent.msn.com.tw/plus/msn/egg.htm



相片塗鴉與點點樂- Components



相片塗鴉與點點樂- Blocks (1/2)



相片塗鴉與點點樂- Blocks (2/2)



延伸應用

1. 打地鼠

2. 繪圖相關應用

3. 射擊遊戲

4. 點選測驗遊戲 (類型: 心情, 動物, 符號, 數字, 文字…)

▫ 設定關卡與計分: 正確加分, 錯誤扣分

5. 隨機數字的應用 (樂透, 猜數字, 骰子…)



App Inventor 程式實作
幾何面積計算

李振偉



 學習 User Interface 各項元件

 學習 Screen Arrangement 各項元件

 學習類元件 Properties 的相關設定

 學習Blocks Editor 操作使用

 學習上傳程式至實體手機

課程目標



矩形面積‐Components



Math Drawer



矩形面積‐Blocks



矩形面積‐錯誤訊息



任意幾何面積‐ Components



任意幾何面積- Blocks (1/2)



任意幾何面積- Blocks (2/2)



App Inventor 
語音識別與語音合成

李振偉



語音識別

• 語音識別技術，也被稱為自動語音識別（
Automatic Speech Recognition, ASR），其目標是將人類的語
音中的詞彙內容轉換為計算機可讀的輸入，例如按鍵、二
進制編碼或者字元序列。與說話人識別及說話人確認不同
，後者嘗試識別或確認發出語音的說話人而非其中所包含
的詞彙內容。

• 語音識別技術的應用包括語音撥號、語音導航、室內設備
控制、語音文檔檢索、簡單的聽寫數據錄入等。語音識別
技術與其他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如機器翻譯及語音合成技術
相結合，可以構建出更加複雜的應用，例如語音到語音的
翻譯。

http://zh.wikipedia.org/wiki/語音識別



語音合成

• 語音合成是將人類語音用人工的方式所產生。若
是將電腦系統用在語音合成上，則稱為語音合成
器，而語音合成器可以用軟/硬體所實現。

• 而合成後的語音則是利用在資料庫內的許多已錄
好的語音連接起來。

• 而用在特定的使用領域上，儲存整字或整句的方
式可以達到高品質的語音輸出。另外，包含了聲
道模型以及其他的人類聲音特徵參數的合成器則
可以創造出完整的合成聲音輸出。

http://zh.wikipedia.org/wiki/語音合成



語音識別與語音合成-Components



語音合成-
手機設定



語音識別與語音合成- Blocks (AI2)



語音識別與語音合成- Blocks



語音識別-內嵌連結網頁-Components



語音識別-內嵌連結網頁- Blocks(AI2)

如果辨識文字有”景文”兩字,就
直接連結到景文首頁,否則就直
接Google搜尋文字.



語音識別-內嵌連結網頁- Blocks

景文

如果辨識文字有”景文”兩字,就
直接連結到景文首頁,否則就直
接Google搜尋文字.



Action: android.intent.action.VIEW
DataUri: http://www.just.edu.tw/content_index.php

語音識別-開啟瀏覽器連結網頁-Components



語音識別-開啟瀏覽器連結網頁- Blocks(AI2)

如果辨識文字有”景文”兩字,就
直接連結到景文首頁,否則就直
接Google搜尋文字.



語音識別-開啟瀏覽器連結網頁- Blocks

景文

如果辨識文字有”景文”兩字,就
直接連結到景文首頁,否則就直
接Google搜尋文字.



App Inventor 程式實作
數字時鐘+搖搖樂

李振偉



課程目標

• 學習 Clock 計時器元件
▫ 實作範例: 數位時鐘

• 學習 AccelerometerSensor 加速度感應器元件
▫ 實作範例: 搖搖樂

• 學習 TinyDB 微型資料庫元件

• 學習 Notifier 訊息元件
▫ 實作範例: 搖搖樂高分紀錄



Clock 計時器元件

• Clock 元件主要用途如下：

1. 產生一個計時器（Timer）：設定時間區間之後，

計時器就會定期觸發某個事件。

2. 可進行時間的各種運算，並以不同單位來表達時
間。

• Clock 使用的內部時間格式稱為 instant。



數字時鐘- Components



數字時鐘- Blocks



AccelerometerSensor 加速度感應器

• AccelerometerSensor 元件可回傳 Android 裝置

上的加速度感應器狀態，並可偵測裝置三個軸向

的晃動狀況。

• 如果裝置面朝上水平靜置時，Z軸加速度值約為

9.8（受地心引力影響）。

• HTC -> 設定 -> 顯示 -> 重力加速度感測器校正



加速度感應器- Components



加速度感應器- Blocks



搖搖樂- Components



搖搖樂- Blocks



延伸應用

1. 各類時鐘

2. 碼表、計時器

3. 鬧鐘

4. 計步器

5. 各類手搖相關遊戲



TinyDB 微型資料庫元件

• TinyDB 對於應用程式來說是一個永久的資料儲存

器。例如您可以保存遊戲的最高分排行榜，每次玩

遊戲時都可顯示這一筆資料。

• 不同的資料項目是根據標籤（tag）來區別儲存。



搖搖樂DB- Components



搖搖樂DB- Blocks (1/2)



搖搖樂DB- Block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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