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V3實驗室的小小科學家 1

應該就在 

附近才對…

不好意思 
我迷路了…請問EV3實驗室 

在哪裡呢？

不就在這

裡嗎？

EV3 實驗室的小小科學家

碰！

哎呦！ 你沒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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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V3實驗室的小小科學家

不要動！ 身分已確認，請進。
目標確認！ 
啟動臉部辨識⋯

臉部特徵辨識⋯

是的，我就是要帶你

到他那裡。

你到實驗室來做

什麼的呢？

現在請跟我

來。

我是半人型機器人原型機

BDL104。你可以叫我 

賽洛斯 馬克一號

喔。

我爸說

DANIEL先生 

會教我…

我們要

去哪裡啊？

我知道

我自己是誰啦…那

你又是誰呢？

門鈴在

哪裡啊？

 

馬克 
一號…這名字
好記多了…

您的身分已確認：DEXTER ZIFU  

父親為LI ZIFU，ZIFU企業總裁。 

ZIFU企業為EV3實驗室贊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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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樂高MINDSTORMS EV3 31313整組套件，裡頭應該
包含樂高零件、手冊（內有TRACK3R這個官方機器人的組裝
圖，以及『EV3智能主機』的使用簡介）、一條可將EV3主機
連接到電腦的USB線，以及一張測試用的紙板（就是包住內
盒外面的那張厚紙板）。盒子裡頭什麼都有，就是沒有軟體。 
軟體在哪裡呢？其實你只要到樂高MINDSTORMS EV3的官 
方網站（http://LEGO.com/mindstorms/），找到Downloads 
（下載）的位置，就能直接下載了。在所有樂高零件中，長桿

（beam）、插銷（pin）、齒輪（gear）、輪子（wheel）都屬於
Technic技術型零件，馬達（motor）、感測器（sensor）、線材
（cable）則屬於電子零件，另外，再加上一部EV3智能主機
（EV3 Intelligent Brick）。

沒豆豆也能組裝
你可能已經知道，在EV3所有的零件中，並沒有任何傳統

型的樂高積木，而在所有的長桿上，也看不到任何的『豆豆

（stud）』。沒有了豆豆，零件該如何組裝呢？

從2 0 0 0年開始，樂高所推出的Te c h n i c技術型零件組
（Technic sets），幾乎全都是由這些無豆豆（studless）的零件 
所組成。過去那些邊緣比較鋒利、有豆豆（s t u d d e d）的
Technic技術型積木零件，已逐漸被這些外形比較平滑、完全
沒有豆豆的長桿所取代。改用這些零件之後，製作出來的模型

看起來更具有時尚感（參見圖1-1）。

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從有豆豆轉換成無豆豆積木時的感

受：雖然我玩傳統樂高積木已經有很多年了，但突然之間，我

卻好像什麼都不會了。老實說，挫折感超大的！不過仔細研究

過官方所提供的樂高模型之後，我對那些無豆豆積木也就越

來越熟悉。當然，我必須重新學習一套完全不同的組裝方法，

不過這一切都是值得的。這些無豆豆積木組出來的東西比較

輕、比較堅固、也比較漂亮。一旦用過無豆豆積木之後，你就

會發現自己越來越難擺脫它了。

有豆豆 vs. 無豆豆：結構上的差別

在過去的Technic技術型積木零件中，豆豆的數量一定都是
偶數，而圓孔則都是奇數個（兩個豆豆中間會有一個圓孔，所

以六個豆豆就會有五個圓孔，依此類推）。所以我們通常會去

算有幾個豆豆，然後依此為各種積木零件取名。如今，無豆豆

的長桿（beam）零件，成了Technic技術型積木中最基本的零
件。我們通常還是會算它有幾個孔，如圖1-1所示。而現在插銷
（pin）這個零件，就如同過去樂高積木中的豆豆一樣，扮演了
『黏膠』的角色，如圖1-2所示。

長桿的兩端是圓弧形的，可以讓你組裝出更緊實的結構，而

且通常也比傳統樂高積木所組出來的結構還要輕巧。舉例來

說，為了讓兩個相鄰的積木都能夠旋轉，以前兩個傳統有豆豆

積木必須相隔兩個圓孔才行（參見圖1-3）。相對地，無豆豆的
兩支長桿就能緊密相鄰在一起。

圖1-1：傳統8M Technic技術型零件與7M無豆豆長桿的比較。有時候使用無豆 
豆零件，並不像傳統組裝方式那麼直覺。對於熟悉過去組裝方式的人來說，將

模型由下往上一層一層組裝起來，是很直覺的做法。但如果要掌握無豆豆零

件的使用技巧，就必須以3D、由裡而外的方式來思考。

樂高MINDSTORMS EV3 積木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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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APTER 1‧樂高MINDSTORMS EV3 積木組

從另一方面來說，只要善加利用這些標準的積木和積木板，

就能製作出更堅固、更緊實的結構。你也可以根據實際上的需

要，自由選擇使用有豆豆的或是無豆豆的積木。如果你想將

兩種積木混合使用，也是可以的。

零件的命名
想像一下，假設我們一起在組裝樂高機器人，你做到一半突

然發現自己少了一個樂高零件。你想問我有沒有那個零件，於

是跟我說，『Danny，能不能給我那個...那個...長長扁扁的、小
小的...那個什麼什麼來著?』結果我聽了半天，還是完全搞不
懂你要的到底是什麼！還有更慘的！如果你想在網路上（例如

BrickLink：http://www.bricklink.com/這類的網站）買零件，
卻不知道該如何描述你的零件，那你也就只能完全傻眼，眼

睜睜看著你的機器人永遠也無法完成了。

所以，名字真的很重要。如果你知道該如何對樂高積木進

行分類、命名，並且做一些簡單的尺寸描述，這一切就會變得

簡單許多。你想想看，如果連單字文法都不懂就想要寫小說，

那也未免太強人所難了吧。其實玩樂高也是同樣的道理。所

以，好好認識零件吧，這是一定要的啦！

EV3 31313 的整組零件可以區分成以下幾個分類：

長桿類（beam）：包括直桿（straight beam）、角桿（angular beam）
、框架（frame）、薄桿（thin beam）、連桿（link）

連接器類（connector）：包括插銷（pin）、十字軸與軸承（axle 
and bush）、十字軸與插銷連接器（axle and pin connector）、跨
接零件（cross block）

齒輪類（gear）：包括正齒輪（spur gear）、斜齒輪（bevel gear）、
蝸桿（worm gear）

輪子與履帶類（wheel and tread）：包括輪子（wheel）、履帶
（tread）、輪胎（tire）

裝飾類（decorative）：包括面板（panel）、尖牙（teeth）、
劍（sword）等等...

其他類（miscel laneous）：包括球（bal l）、球彈匣（bal l 
magazine）、球發射器（ball shooter）、橡皮筋（rubber band）

電子類（electronic）：包括EV3智能主機（EV3 intelligent brick）、
馬達（motor）、感測器（sensor）、線材（cable）

注意  選擇這些分類名稱時，我是以『好記』為原則。至於這

些零件在樂高的官方名稱，請各位參見附錄A的內容。

以下我就來簡單說明一下這些分類。我會儘可能不讓你覺

得無聊！

長桿類

前面提過，長桿就是無豆豆版的Technic技術型積木零件。
直桿、角桿及框架都屬於這個分類。另外，我們也把薄桿和連

桿歸到此分類中。長桿通常都有圓孔，正好可以插入插銷；有

時也會有十字孔，可插入十字軸或十字插銷。連桿則會有球型

插座，正好可以和球型插銷相配合。

圖1-2：對無豆豆長桿來說，插銷就像是傳統積木上的豆豆一樣，扮演了 
『黏膠』的角色。

圖1-3：長桿所佔用的空間比傳統積木小，可讓你製作出更緊密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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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模組 21

雙角桿的兩端是垂直

的直角關係，因為兩

個彎折的角度都是45
度。

7

9
1:1 9

7

用9M的長桿扣住馬達，這樣兩
個馬達就不會被拉開了。這也是

『拉緊（bracing）』技巧的另一
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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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帶型ROV3R 41

Y
（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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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們將討論如何在EV3軟體上寫程式。我想你應該 
會發現，EV3軟體可讓你用更輕鬆而直覺的方式，為你的機
器人編寫出各種程式。這個軟體還提供了一些工具，讓你為

自己的程式專案添加各種像是註解、圖片、影片之類的輔助

說明。

官方所提供的EV3使用者指南，內容包含了關於EV3主機
界面與軟體的基本介紹，其數位版本（PDF）也包含在EV3軟
體中。因為我認為紙本手冊還是比較好用，而且我希望我們

看到的都是相同的東西，所以我會在本章提供關於EV3軟體
中一些重要功能的總體介紹。

我也會教你如何將EV3主機上處處受限的積木程式，輕易
地移到電腦上功能更完整、更強大的EV3程式環境中。

EV3軟體設定
在開始之前，請先確認你的Windows或麥金塔電腦，必須

符合EV3套件盒背後所列出的系統最低要求。EV3軟體並

未提供CD，所以你必須到樂高MINDSTORMS的官方網站

（http://LEGO.com/mindstorms/）中，找到Downloads（下

載）的位置，直接下載安裝程式。下載完成之後，在安裝程式

上用滑鼠點兩下就會開始安裝，接著只要按照螢幕上的說明

操作即可。安裝程式除了會安裝EV3軟體之外，還會安裝一

些驅動程式，讓你的電腦可以與EV3主機相互溝通。

EV3軟體概觀
安裝好軟體之後，點擊兩下EV3的圖示，就能開啟樂高 

MINDSTORMS EV3家庭版軟體。在這個軟體中，我們經常會用 

到的主要部分，包括大廳畫面（Lobby）、程式界面（Programming 

Interface）以及專案屬性（Project Properties）等。我會在接

下來的章節中，進行詳細的介紹。

大廳畫面（Lobby）

每次啟動軟體，你就會看到（同時聽到）程式進入這個大

廳畫面。這是一個歡迎畫面，可讓你快速進入一些程式的主

要功能，如圖5-1所示。

1. 選單列：這裡有File（檔案）、Edit（編輯）、Tools（工具）、

Help（說明）等項目。你在寫程式的時候，經常會用到這

個選單列。（參見第72頁關於『工具選單』的說明。）

2. 『大廳（l obby）』標籤：隨時點擊此處，就能回到大廳
畫面。

3. 『添加專案』標籤：點擊標籤上的加號（+），就可以建立

一個新的專案。

4. 任務畫面：你可以在這裡取得更多關於官方所提供那五種

模型的資訊。這是一個具有互動性效果的區域：只要點擊

機器人的圖片，就能取得更多的資訊，而且會啟動相關的

教學內容。

5. 最近開啟專案：點擊這裡就能快速開啟你最近開啟過的

專案。

6. 『快速入門』、『新聞』、『更多機器人』標籤：『快速入

門』標籤裡頭有一些官方教學影片、用戶指南，以及一些

相關的說明文件。在『新聞』和『更多機器人』標籤中，

有一些從樂高MINDSTORMS網站上取得的線上內容，

包括12種額外附送的模型，其中有個名為E L 3C T R IC 

GUITAR（電吉他）的模型，就是我所設計的。

7. 使用者指南：EV3使用者指南（PDF格式）是一本很重要的手

冊，裡頭有許多關於EV3系統的資訊，以及如何使用EV3主

機、如何與電腦連接的說明。還可以看到關於EV3軟體的簡

介，以及整組套件所有樂高零件的完整列表。

8. EV3說明（Help）：關於EV3軟體功能、工具、程式指令塊

的詳細說明。

EV3 程式設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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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CHAPTER 5‧EV3 程式設計

注意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記得先查看EV3『使用者指南』與

『EV3說明』中的詳細文件內容。本書盡可能不再重複說明

那些相關的內容。

一開始，我們可以點擊『添加專案』標籤，建立一個全新

的專案（參見圖5-1標示3的位置）。接下來你就會被帶到『程
式界面』的畫面，一個名為Program的空程式就會被自動建
立起來。

程式設計界面

圖5-2(a)顯示的就是『程式界面』的畫面，你可以在這裡寫一
些程式，給你的機器人使用。各種控制項目的說明如下。

1. 程式區（Programming Canvas，canvas是畫布的意思）：
你可以在這裡添加指令塊，編寫你的程式。

2. 內容編輯器（Content Editor）：這裡有點像是你的工作筆
記本，你可以在這裡為專案寫一些說明或是放一些圖片、

影片，甚至還可以把組裝說明放在這裡。只要點擊編輯圖

示（鉛筆圖示）右邊的EV3圖示，就可以將這個區塊隱藏
起來。隱藏起來時，這個標籤就會顯示成好像一本翻開的

書似的圖示。

3. 程式工具列（Programming Toolbar）：你可以利用這裡
的小工具，查看所有打開的文件、切換滑鼠的選擇與平移

功能、為你的程式寫點註解說明、儲存專案、撤銷/重做前
一個動作、放大縮小或重設程式的顯示比例等等。

4. 指令塊面板（Programming Palettes）：這裡囊括了所有
各式各樣的指令塊。第73頁的『指令塊面板』一節，將會
有更詳細的介紹。

5. 硬體頁面（Hardware Page）：你可以在這裡管理EV3主
機與電腦的連接狀況、即時查看感測器與馬達的讀數、

瀏覽EV3主機的記憶體等等。即使這塊區域被縮小了， 
你還是能看到一些控制按鈕（如圖5-3所示），可做出下載 
（1）、下載並執行（2）、下載並執行所選指令塊（3）等動
作。程式在執行的狀態下，（2）這個按鈕就會變成『停 
止』。『下載』這個指令會把專案中所有的資料（包括程

式、圖片、聲音）送到EV3主機中，但不會執行程式。『下
載並執行』這個指令除了將所有資料傳給EV3主機之外，
還會直接執行程式。『下載並執行所選指令塊』的速度會

比較快，因為它允許你下載並執行一小段預先被你所選擇

的部分指令塊。當你的專案變得越來越大時，下載就會越

來越耗時，尤其是在測試某些指令塊時，這個功能更顯得

重要。

6. 『大廳』標籤：點擊這裡就會回到大廳畫面。

7. 專案屬性（Project Properties）：點擊這裡就會切換到
『專案屬性』的畫面（詳見第75頁的說明）。

8. 『添加專案』標籤：點擊這裡就能建立新的專案。

9. 『添加程式』標籤：點擊這裡就能為你的專案添加新的
程式。

2

3

6

87

1 5

4

圖5-1：每當開啟EV3軟體時，首先看到的一定是大廳的歡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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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你將組裝出SENTIN3L這部到處
惹是生非的小哨兵機器人。它會用三隻腳

走路，而且還配備有兩管邪惡的加農炮 
（參見圖13-1）。在組裝的過程中，你會
學習到如何建構出能將轉動轉換為其他

動作的結構設計。這些結構在設計會走

路的機器人時特別有用。你也會學習到如

何在樂高幾何學的限制下，組裝出對角結

構，以及像是SENTIN3L背後防護盾那樣
優美的曲線結構。

圖13-1：SENTIN3L小哨兵

組裝SENTIN3L（小哨兵）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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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CHAPTER 13‧組裝SENTIN3L（小哨兵）

胸部組件

這個組件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如果你選擇

使用球型柄轉輪，驅動軸就可以往兩邊伸

展，而不只是從馬達前面伸出來而已。

請不要將插入7M十字軸的2M桿
完全推到底；請讓它與T桿之間保
留一點空間。要不然零件旋轉的

時候，4M十字軸一端的小平頭就
有可能會卡進T桿的圓孔中。

R 
（紅）

Y 
（黃）

R（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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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我們要幫SENTIN3L寫幾個程式。第一個程式比較簡
單，它會讓機器人到處巡邏，如果發現前方有物體，它就會

開始射擊。等你熟悉這個程式之後，我們就來寫個會在執行

時期記錄一連串動作的程式，過程中會用到第13章所組裝的
COLOR CUB3顏色方塊。最後一個程式則可讓你的機器人接 
受一連串指令，然後將這些指令儲存在檔案中，隨後就算

EV3主機程式結束執行，仍可重新載入並重複執行剛才所記
錄的一連串指令。

檔案存取指令塊
如果要在EV3主機記憶體中建立、寫入、讀取、刪除檔案，

就必須用到檔案存取指令塊。你在進階面板中，就可以找到這

個指令塊（以藍色標示）。圖14-1顯示了這個指令塊各種不同
的模式。

建立檔案、寫入資料、刪除檔案

如果想用某個名稱建立一個檔案，首先要將檔案存取指

令塊設定為寫入模式，然後在檔案名稱欄位中輸入檔案名稱 
（或是選擇Wired[資料線]選項，然後用資料線將檔案名稱 
文字送進去）即可。

如果你所設定的檔案名稱並不存在，當你第一次開啟檔

案準備寫入時，就會在EV3主機記憶體中建立一個新的檔
案。如果檔案已經存在，後來寫入的資料就會加掛到檔案的 
後面。

如果你一定要寫入到一個全新的空檔案，可以先用一個設

定為刪除模式的檔案存取指令塊，將你隨後要寫入的檔案名

稱指定到檔名欄位中。

舉例來說，如果想要寫入資料到一個叫做 log的檔案中 
（資料不是從後面附加上去，而是要重頭開始寫入資料），必

須先用一個設定為刪除模式的檔案存取指令塊刪除掉log檔
案，然後再用另一個檔案存取指令塊，設定為寫入模式，就可

以重新建立並寫入資料到log檔案中了。

如果要寫入資料到檔案中，你可以在指令塊的文字輸入項

中輸入一些文字，也可以用一條資料線，將文字或數字送進文

字輸入項中。如果你用資料線送進去的是數字，這個數字就

會被當做文字看待。每當你寫入新資料到檔案中，新加入的

文字都會被加到新的一行。如果想要確認一下的話，可以使用

記憶體瀏覽器工具，將檔案存取指令塊所建立的檔案，從EV3
主機上傳到你的電腦中，然後就可以用你平常習慣使用的文

字編輯器，打開檔案查看裡面的內容了。

注意  當你完成寫入檔案的動作之後，還必須再使用一個設

定為關閉模式的檔案存取指令塊，將檔案關閉起來，這樣隨

後才能順利從該檔案中把資料讀取回來。

警告  檔案（包括程式）在一般操作過程中，都只是暫存在

電腦的記憶體中而已。當EV3主機關機時，檔案就會被儲存

到快閃記憶體中。但如果EV3主機沒有正確地關機，這些建

立起來的檔案就會全部不見。同樣的，如果你更新了EV3主

機的韌體，那麼所有保存在主機上的檔案也全都會消失不

見，所以在更新韌體之前，請記得使用電腦上的記憶體瀏覽

工具程式，將你的檔案備份到電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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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1：檔案存取指令塊可讓你建立、刪除、讀取、寫入檔案到EV3主機的記憶
體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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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3X是一部有著暴龍外觀、看起來兇巴巴的機器人。它
會用兩隻腳走路、擺動尾巴、並用它有力的上下顎咬爛獵物。

透過這部機器人的組裝，你將會學習到重量轉移雙足機器人

的另一種實現方式。不過請小心，別把你的手指伸進它的嘴

巴裡喲！

圖15-1：T-R3X暴龍！

組裝T-R3X（暴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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