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你終於購買了超級微控制器套裝組合來製作一些酷炫有趣的 Arduino
實驗。 現在，你需要的就是開始動手製作一些實驗範例！編寫這本

《Make: Electronics 圖解電子實驗專題製作》的目的就是為了提供服

務給讀者！它提供豐富酷炫的設備與裝置讓你製作超級微控制器套裝

組合。本書所提供的這些實驗項目都用有趣且實用的方法來說明電子

的世界。 

編寫這本書背後的動機是因為幾次與 Brian Jepson 深談所得到的靈感

（Make：圖書資深編輯）以及需要有一本書來滿足人們使用超級微控

制器裡的電子零組件和 Arduino 的套裝組合時的需求。Arduino 是一

個非常受歡迎的自造者平台，可以讓你用互動的方式來探索電子的領

域。雖然它提供了酷炫的套裝零組件，但它還是很難讓缺乏電子實務

經驗的人，可以輕鬆用它來做實驗。這本書提供了一個解決方式，當

你在談笑中使用該組合的零組件來解決實驗項目的問題的同時，讓你

了解更多有關電子產品的知識。《Make: Electronics 圖解電子實驗專

題製作》是一個實用的指南手冊，它說明了一堆電子零組件的功能，

再加上 Arduino，如何能夠變成用於教育和娛樂的酷炫設備和裝置。 

此外，身為一名電機工程師與教育家，我對於提供優良教學內容給我

的學生（包括成人及青少年）這件事是很慎重的。這本書的編寫是為

了吸引對電子產品的世界感到興奮的年輕讀者，並使用超級微控制

器組合來完成有創意的實驗項目。這本書的適用對象是那些聽說過

Arduino 的自造者與新手。可是他們卻從來沒有機會經歷過利用這個

開放硬體平台來製作酷炫裝置所帶來的樂趣和興奮感。 



x　 前言

透過本書實驗項目的製作，年輕的讀者、自造者、電子新手將學會以

下所列的項目： 

• 閱讀電子電路簡圖和方塊流程圖。 

• 使用 MakerShield 原型板來組裝電子電路。

• 把 Arduino 當作可編程電腦的大腦，製作基本的邏輯電路。

• 使用 LCD 顯示器來顯示文字和特殊字元。

• 製作簡單的電子控制器，用於 LED 驅動和伺服馬達。 

最後，你將學習如何製作不同的裝置和設備，將想像力和超級微控制

器組合所提供的零組件用於教育與娛樂方面。好好享受你的自造者的

探險之旅！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中使用以下有關印刷方面的規定： 

斜體字（Italic）

表示新的術語，網址，電子郵件地址，檔案名稱和檔案的種類（中

文字以楷體表示）。

定寬字（Contant width）

用在程式列表，以及在參閱程式元素的段落，例如變數名或函數

名、資料庫、資料類型、環境變數、說明和關鍵字。

定寬粗體字（Constant width bold）

顯示應該由使用者逐字輸入的程式指令或其他文字內容。

定寬斜體字（Constant width italic）

應更換用戶所提供的值，或顯示根據上下文所確定文字內容的值。



特技開關

電阻電容定時功能的基礎

在電子學的領域，有時候我們需要在電子開關關閉之後繼續讓該裝置

運行一段時間。用普通按鈕把電子裝置開啟和關閉可以很容易地透過

一個定時延遲的開關來操控。能夠製造一個延遲關閉功能的簡單 LED
裝置是何等神奇的一件事？你可以用這樣一個小裝置來騙騙你的朋

友、家人，甚至是當地的自造者園地（Makerspace）的成員，在鬆開

按鈕之後他們仍然可以看到 LED 仍然持續亮著。使用超級微電腦控

制器組合（Ultimate Microcontroller Pack）所提供的電子元件，可以

讓 LED（發光二極管）持續多亮個數秒鐘的時間，即使該按鈕開關已

被鬆開。圖 1-1 顯示了一個組裝好的特技開關。用來製作特技開關所

需的電子元件顯示在零組件清單中。

零組件清單
• Arduino 微電腦控制器 

• SW1：微型按鈕 

• LED1：紅色 LED 

• C1：100 uF 電解電容器 

• R1：10KΩ 電阻（棕色、黑色、橙色條紋） 

• R2：330Ω 電阻（橙色，橙色，棕色條紋） 

• 標準尺寸的透明麵包板

1



2　第 1章  特技開關

圖 1-1  在一個標準尺寸的透明麵包板上製作特技開關電路（包括 100 uF電解電容
器，及將紅色 LED的負極引腳連接到接地處理）

技術說明
你可以製作自己的電路、使用電路圖、及透過一個名為 Circuit 

Lab的線上模擬器進行測試（http://www.Circuitlab.com）。

讓我們一起來製作特技開關

當你按下該裝置的按鈕開關時，LED 指示燈會亮起。該電容器將透過

Arduino +5VDC 電源開始儲存電能。鬆開該按鈕開關時電源會被切

斷，但儲存在電容器的電源會讓 Arduino 持續多執行數秒鐘的時間。

Arduino 會讓 LED 持續亮著，直到電容器所儲存的電能耗盡為止。你

可以使用零組件清單裡的電子元件，及圖 1-2 所示的 Fritzing 接線圖

來製作特技開關。下面是製作該電子裝置所需的步驟：

1. 用超級微電腦控制器組合，將所需零組件放在工作台或實驗室

的桌面。

2. 用圖 1-2 的 Fritzing 接線圖，或在圖 1-1 的實際特技開關裝置

替電子零組件接線。

3. 將範例 1-1 中所示的按鈕 sketch 程式輸入 Arduino 的文字編輯器。

S1 
微型按鈕

LED1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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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傳按鈕 sketch 程式到 Arduino。 

5. 按著微型按鈕一會兒，紅色 LED 燈會亮起。經過一到兩分鐘之

後，該紅色 LED 將熄滅。

圖 1-2  特技開關 Fritzing的接線圖

故障排除提示
如果該特技開關裝置無法正常運作，請檢查是否有使用不正確的

電阻值、錯誤的接線方式、sketch程式的錯別字、和極性電子元

件（LED和電容器）安裝的方位不正確。

範例 1-1　按鈕的 sketch 程式

/*
  按鈕 Sketch程式

讀取數位引腳 2的電容電壓，並且開啟及關閉數位引腳 2上的發光二極體 (LED)
2012年 11月 17日，Don Wilcher編寫

17 Nov 2012
by Don Wilcher

S1 
微型按鈕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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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數不會改變，在此它們被用來設定引腳編號：
// 設定引腳編號：
const int buttonPin = 2;    // 按鈕引腳的編號
const int ledPin = 12;     // LED引腳的編號

// 變數的值會改變
int buttonStatus = 0;     // 用來讀取按鈕狀態的變數

void setup() {
  // 初始化 LED引腳為輸出：
  pinMode(ledPin, OUTPUT);
  // 初始化按鈕引腳為輸入：
  pinMode(buttonPin, INPUT);
}

void loop(){
  // 讀取按鈕狀態參數值：
  buttonStatus = digitalRead(buttonPin);

  // 檢查按鈕是否被按下
  // 假如按鈕被按下，buttonEvent為高電平：
  if (buttonStatus == HIGH) {
    // 開啟 LED：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else {
    // 關閉 LED：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

技術說明
該 ledPin的參數值是可以改為 13，來操控電路板上的 LED。

特技開關的 on-off指示燈
開發新產品時，電子產品設計人員透過添加可以讓顧客滿意的選項，

與功能不斷地精進的設計。你所製作的特技開關裝置，可以透過添

加 LED 指示器來改善它的功能。當特技開關的定時週期完成時，該

LED 指示燈會亮起。圖 1-3 顯示了在標準尺寸的透明麵包板上特技開

關添加綠色 LED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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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添加一個綠色 LED指示燈，來製作一個標準尺寸透明麵包板的特技開關 
電路

完成新產品的設計時，你需要將按鈕 sketch 程式進行一些修改。使用

範例 1-2 所示的程式碼來修改它的 sketch 程式。

範例 1-2　按鈕 sketch 程式修改，包括 LED 指示燈

// 常數不會改變，它們在此被用來設定引腳編號：
// 設定引腳編號：
const int buttonPin = 2;  // 按鈕引腳的編號
const int ledPin = 12;  // LED引腳的編號
const int ledPin13 = 13;  // 電路板上的 LED

void setup() {
  // 初始化 LED引腳為輸出：
  pinMode(ledPin, OUTPUT);
  pinMode(ledPin13, OUTPUT);
  // 初始化按鈕引腳為輸入：
  pinMode(buttonPin, INPUT);
}

void loop(){
  // 讀取按鈕狀態參數值：
  int buttonStatus;
  buttonStatus = digitalRead(buttonPin);

  // 檢查按鈕是否被按下
  // 假如按鈕被按下， buttonStatus為高電平：
  if (buttonStatus == HIGH) {
    // 開啟 LED：

LED2 綠色

D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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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Write(ledPin, HIGH);
    // 關閉電路板上的 LED：
    digitalWrite(ledPin13,LOW);
  }
  else {
    // 關閉 LED：
    digitalWrite(ledPin, LOW);
    // 關閉電路板上的 LED：
    digitalWrite(ledPin13, HIGH);
  }
}

當你儲存 sketch 程式的修改，並將它上傳到 Arduino，綠色 LED 指示

燈將亮起。當按下微型按鈕時，綠色 LED 將熄滅，而紅色 LED 指示

燈將亮起。真的是很酷的裝置。好好享受吧！

在圖 1-4 的流程圖裡顯示了電子元件方塊圖及特技開關電氣訊號流

程。開關的 Fritzing 電路簡圖，如圖 1-5 所示。電機 / 電子工程師使

用電路簡圖替大眾設計和製作酷炫的電子產品。

圖 1-4  特技開關的流程圖

需要考慮的事情

嘗試不同的電阻和電容值，並觀察會因此發生什麼影響。你可以觀

察到某種規律性嗎？想一想小型壓電式蜂鳴器與特技開關可以如何 
應用？

微型按鈕 時間延遲

電路

紅色  
LEDArduino



需要考慮的事情　7

圖 1-5  特技開關電路簡圖

電源

R2  
300Ω

LED1 
紅色

數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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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微型按鈕



日出、日落 LED
開關

電阻電容定時功能的基礎

當你了解到快速設計的祕訣時，設計和製作新的電子裝置會因此而變

得很容易。該技術是利用現有的電子裝置，再進行一些小小的修改。

例如，特技開關實驗項目可以輕鬆地添加感測器，改裝成不需要接觸

就能控制的裝置。有了正確的感測器，只要揮揮手就可以開啟 LED。

連接到 RC 定時電路的感測器會通知 Arduino 將它關閉。在本章節

中，你將製作一個光感測器電路，利用揮手的動作自動開啟 LED，及

自動關閉 LED。超級微控制器組合提供了製作實驗項目所需的所有電

子元件。如圖 2-1 所示日出、日落 LED 開關裝置。

零組件清單

• Arduino 微電腦控制器 

• SW1：微型按鈕 

• LED1：紅色 LED 

• LED2：綠色 LED

• C1：100 uF 電解電容器 

• R1：10KΩ 電阻（棕色、黑色、橙色條紋） 

• R2：330Ω 電阻（橙色、橙色、棕色條紋） 

• R3：光電池 

• 標準尺寸的透明麵包板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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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日出、日落 LED開關的電路是在一個標準尺寸透明麵包板上製作（包括 
100 uF電解電容器，及紅色和綠色 LED的負極引腳被連接到接地處理）

讓我們一起來製作日出、日落 LED開關
你可以修改第 1 章的特技開關裝置，將它改造成一個日出、日落 LED
開關。其中最主要的改變是，微型按鈕將被移除，並且用光電池取

代。還會在 Arduino 的 D13 引腳，添加一個綠色 LED。請參閱該實

驗項目零組件清單中所有列出的電子元件。下面是製作該電子裝置所

需的步驟：

1. 用超級微電腦控制器組合，將所需零組件放在到工作台或實驗

室的桌面。

2. 用圖 2-2 的 Fritzing 接線圖，或在圖 2-1 所示的實際日出、日落

LED 開關替電子零組件接線。

3. 將範例 2-1 的 sketch 程式輸入 Arduino IDE 整合介面。

4. 上傳日出、日落 sketch 程式到 Arduino。綠色 LED 燈將會亮起。

5. 在光電池的前方揮揮手。紅色 LED 燈會亮起。經過 10 到 20 秒

之後，紅色 LED 燈會熄滅，而且綠色 LED 燈會亮起。

紅色

綠色光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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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日出、日落 LED開關的 Fritzing接線圖

範例 2-1　日出、日落 LED 開關的 sketch 程式

/*
    日出日落燈開關

  在 10到 20秒鐘後，開啟及關閉連接到數位引腳 12及 13的發光二極體 (LED)，
  並在引腳 2的光電池上方揮動手
  2012年 11月 23日，Don Wilcher編寫

  23 Nov 2012
  by Don Wilcher

  */

// 常數不會改變，它們在此被用來設定引腳編號：
// 設定引腳編號：
const int lightsensorPin = 2;  // 光感測器的引腳編號
const int redledPin = 12;   // 紅色 LED引腳的編號
const int greenledPin13 = 13;  // 內崁式 LED與綠色 LED引腳

// 變數的值會改變：
int sensorState = 0;  // 用來讀取光感測器狀態的變數

紅色

綠色

光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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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tup() {
  // 初始化 LED引腳為輸出：
  pinMode(redledPin, OUTPUT);
  pinMode(greenledPin13, OUTPUT);
  // 初始化光感測器引腳為輸入：
  pinMode(lightsensorPin, INPUT);
}

void loop(){
  // 讀取按鈕狀態參數值：
  sensorState = digitalRead(lightsensorPin);

  // 檢查光感測器是否被開啟
  // 假如是的話，sensorState 為高電平：
  if (sensorState == HIGH) {
    // 開啟紅色 LED：
    digitalWrite(redledPin, HIGH);
    // 關閉內崁式 LED與綠色 LED：
    digitalWrite(greenledPin13, LOW);
  }
  else {
    // 關閉紅色 LED：
    digitalWrite(redledPin, LOW);
    // 開啟內崁式 LED與綠色 LED；
    digitalWrite(greenledPin13, HIGH);
  }
}

電路理論

日出、日落 LED 電路的作業原理就像是智慧型開關一樣，唯一不同

的是你不需要用到微型按鈕來啟動它的計時功能。在這裡我們用名為

光電池（photocell）的光感測器來取代微型按鈕。光電池是一種可變

電阻，它會依據接觸到光電池表面光線的量來改變它的電阻值。光線

照射在光電池表面時會降低它的電阻值。沒有光線時它的電阻值反而

會增加。請參考圖 2-3 所示，用光電池可變電阻的符號來代表電阻電

容器（RC）定時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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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光電池（光驅動的電阻）

圖 2-3  光電池（可變電阻）的 RC定時電路

技術說明
另一種可變電阻又稱為電位器 (potentiometer)，它是一個附有 3

個引腳的電子元件。當你轉動它的轉軸時，內部電阻值會跟著改

變。可變電阻通常使用在例如收音機和電視機等電子產品，它的

功能是用來控制聲音的音量或聲音的高低。

光電池是一個小型電子元件，它的感

光體本身連接著兩條導線。在感光體

的頂部有被蝕刻的一串波浪紋。蝕刻

在它表面的紋路就是光電池裡具備電

阻的部分。圖 2-4 顯示了一個實際光

電池的零組件。

光電池

節點 2節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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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說明
LDR（光觸發電阻）是光電池的另一個名稱。

如果你知道有人擁有 DMM（數位萬用電表），請他用電表連接上光

電池。在光電池前揮揮你的手，就可以看到光感測器會根據光的接觸

量來改變它的電阻值。該可變電阻的功能將被用來開啟 LED。在日

出、日落實驗項目（一種光觸發開關），綠色 LED 將會是第一個被

開啟。把你的手很快地放在光電池前會讓紅色 LED 開啟。在 RC 定時

電路完成它的充放電循環之後，紅色 LED 會在綠色 LED 開啟之後自

動熄滅。

故障排除提示
由於日出、日落 LED開關靈敏度的關係，為了獲得最好的效果，

測試該裝置時，請使用周遭環境（即大自然）的光源。

用串列監視器顯示日出、日落偵測器

這個超級微電腦控制器的實驗項目，展示了使用電子感測器來檢測

實物的刺激源，例如光線、聲音、和壓力。透過小小 sketch 程式

的修改，該訊息可以在串列監視器的螢幕上以跑馬燈的方式顯示。

Arduino IDE 有一個串列監視器用來顯示 Arduino 所產生的訊息。你

可以用以下兩個步驟來存取串列監視器的訊息：

1. 移動滑鼠到 Arduino IDE 的主工具欄位，然後點擊工具選項。

2. 移動游標，點擊“Serial Monitor”。

該串列監視器會顯示在電腦螢幕上。整個過程就是這麼簡單！修改

sketch 程式，如範例 2-2 所示，串列監視器將會顯示“日出”及“日

落”的訊息。

範例 2-2　日出、日落偵測器與串列監視器的 sketch 程式

const int lightsensorPin = 2;  // 光感測器引腳的編號
const int redledPin = 12;   // 紅色 LED引腳的編號
const int greenledPin13 = 13;  // 內崁式 LED與綠色 LED引腳

// 變數的值會改變：
int sensorState = 0;  // 用來讀取光感測器狀態的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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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d setup() {
// 初始化 LED引腳為輸出：
pinMode(redledPin, OUTPUT);

    pinMode(greenledPin13, OUTPUT);
    // 初始化光感測器引腳為輸入：
    pinMode(lightsensorPin, INPUT);
  // 以 9600鮑率初始化串列通訊：
  Serial.begin(9600); // 在此添加程式碼的命令！
}

void loop(){
  // 讀取光感測器狀態參數值：
  sensorState = digitalRead(lightsensorPin);

  // 檢查光感測器是否被開啟
  // 假如是的話，sensorState 為高電平：
  if (sensorState == HIGH) {
    // 開啟紅色 LED：
    digitalWrite(redledPin, HIGH);
    // 關閉內崁式 LED與綠色 LED：
    digitalWrite(greenledPin13, LOW);
    // 顯示訊息
    Serial.println("Sunset\n"); // 在此添加程式碼的命令！

  }
  else {
    // 關閉紅色 LED：
    digitalWrite(redledPin, LOW);
    // 開啟內崁式 LED與綠色 LED；
    digitalWrite(greenledPin13,HIGH);
    // 顯示訊息
    Serial.println("Sunrise\n"); // 在此添加程式碼的命令！
  }
}

透過修改原有的 sketch 程式，並且把它上傳到 Arduino 並且開啟串列

監視器。當你在光電池前揮動你的手時，會看到“日出”（手沒有放

在感應器前方）及“日落”（手有放在感應器前方）的訊息顯示在串

列監視器上。圖 2-5 顯示了串列監視器所顯示的兩個訊息。

改變日出、日落偵測器到不同的位置，並找到最好的電路訊號反應。

好好享受一下它的成果吧！

圖 2-6 流程圖顯示了電子元件方塊圖與日出、日落 LED 開關電子訊號

的流程。該開關的 Fritzing 電路簡圖，如圖 2-7 所示。電子電路簡圖

經常被電機 / 電子工程師用來替大眾設計及製造酷炫的電子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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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串列監視器顯示“日落”和“日出”的訊息

圖 2-6  日出、日落 LED開關的流程圖

技術說明
一定要在實驗室的筆記型電腦內記錄下你實驗和設計的更改內容，

說不定你可能開發出一個價值數百萬美元的新構想！

需要考慮的事情

串列監視器如何顯示實際光感測器的數據？

光電池 時間延遲

電路

Arduino  
微電腦 
控制器

紅色  
LED

綠色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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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日出、日落 LED開關的電路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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