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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Arduino是股風潮，一款能夠藉由寫程式來控制無限創意

的便宜小電腦。唯一的限制就是您的想像力。測謊機、

反映計時器、電子式骰子、鍵盤門禁系統、雷射警報器

以及無法拆彈的炸彈遊戲等等，這只是本書諸多酷專案

中的幾個而已，還會示範如何組裝呢。所有的專案都很

容易製作，且它們的共通點就是都運用了 Arduino 的威

力！

為了讓大家認識本書的真實起源，我想從以往我在電子

以及電腦程式方面的興趣這裡開始回溯。 

80年代早期，我還記得一本名為《gadgets and gizmos》

（小玩意與小東西）的兒童讀本，它就靜靜躺在我家附

近的書店裡。這類專題相當簡陋，例如用燈泡搞一個真

的可以運作的小燈塔，或是把舊時鐘變成一座可旋轉的

展示桌。那本書中的各種點子把我的創意激發出來，自

此之後我就一直在創作。 

對我來說，好奇心就是把各種電子裝置拆開來試驗，看

看它們是如何運作的。要把這些東西組回去，對我來說

一直是件苦差事，但也因此累積了許多能用來亂搞的零

件。這是個取得大量零件的絕佳辦法。 

我還記得把一堆小燈泡串起來，幫我的 Subuteo 桌上足

球遊戲加裝一堆泛光燈，還有搞定一套在中場時間放音

樂的擴音系統。我甚至還打算過要從星際大戰的玩具上

拆一些 LED 來用，不過那時候不知道電阻的功用所以

把它們都燒壞了。小型馬達、揚聲器與太陽能電池都被

我拿來製作防盜警鈴與迴力車 – 當然也燒掉了幾顆馬達

啦！ 

當時正值 ZX Spectrum 48k 微電腦上市，家用電腦正在走

向大眾市場。ZX Spectrum 其實是一系列的電腦主機，不

過由於具備了相當簡易的程式語言因此不小心就偏到遊

戲開發去了。這麼一來，各種軟體服務站就從臥室開始

萌芽，一路蔓延開來。用於 ZX spectrum 的程式語言稱為 

basic，它在許多方面都與用於 Arduino 的 C語言相當類

似。 

Arduino-Layout.indd   4 2015/7/2   下午3:57



5

關於本書
讓軟硬體與真實世界進行互動，也就是實體運算，並非

什麼新玩意，但早在 80年代只限於非常高階的運算與機

器人學才用得到，一般家庭根本不得其門而入。時至今

日已經三十年了，我又搞起了電子小玩意，不過這一次

我可以透過 Arduino 來加入一些程式。 

Arduino 是一款微控制器以及用來執行它的程式。這個

小魔術盒能用來製作各種互動專題，不但對於各種感

測器有反應，還可以控制像是光、馬達或開關等小裝

置。  

網路上關於 Arduino的教學與主題多到爆炸，當然還有

諸多關於它究竟能做些什麼與各種疑難雜症的文章。許

多網路教學都很不錯，但通常在視覺輔助資料上是比較

不足的，或者有些 YouTube 影片教學則是沒有附上程式

碼連結。 

與多年前啟發我的那本書很雷同的是，本書的想法是藉

由簡易的方式來介紹 Arduino以及製作專案所需的各種

元件，希望能激勵讀者藉由組合各個專案來自己搞出一

些小玩意兒。 

這些專題都是從最基礎開始，再以穩定的學習曲線進到

更複雜的設計。每個專題的內容都會包括：專題功能、

所需零件、安裝用的參考圖片（逐步說明）、示意圖，

當然還有加註說明的程式碼。

所有程式碼都可由以下網址下載：

http://arduinohandbook.wordpress.com/ 

或

http://books.gotop.com.tw/download/ACH017800

本書不會詳細探討電子理論或程式設計，但會提供您一

個不錯的出發點。 

雖然市面上已經有許多很棒的 Arduino 書籍了，不過我找

不到一本能做到視覺上的刺激與實用性兼備。我決定用

Arduino來試試看，把我做的東西記錄下來，日後還可以

參考 – 這本書就誕生啦。

這樣類型的書是我一直在尋找的，但是還沒找到。我希

望這本書現在是了，而您也能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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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Arduino IDE 
用這個箭頭將草稿碼

上傳到 Aruidno

按這裡儲存

草稿碼

載入儲存的

草稿碼

開啟新的草稿碼

檢查草稿碼沒

有錯誤

編譯訊息區

檢查 Arduino

是否連線的

序列監視器

按鍵選單

編譯區

這裡是目前

的草稿碼

檔案

■ 草稿集
連結函式庫 -之後會詳細介紹，在此列出已儲存之草稿

碼。

■ 範例
這裡包含非常多您可以用以練習的草稿碼範例。

編輯

■ 複製到論壇
將草稿碼以適宜發表於論壇的格式複製到剪貼簿，並

根據不同的語法來配色 。

■ 複製成 HTML

將草稿碼以 HTML格式複製到剪貼簿，便於嵌入網頁。

草稿碼

■ 檢查 /編譯

檢查草稿碼的錯誤。

■ 顯示草稿碼資料夾
開啟現在使用的草稿碼資料夾。

■ 新增檔案
在草稿碼中加入指定來源檔案（這份檔案會從目前位

址複製）。新檔案會出現在草稿碼視窗的新按鍵上。

您可用按鍵選單將檔案自草稿碼中移除。

■ 匯入函式庫
在程式碼開頭輸入 #include敘述，就能在草稿碼中加

入函式庫。後面在函式庫部份會有詳細說明。

工具

■ 自動調整格式
這個功能可以將程式碼做漂亮的排版。例如調整縮排，

對齊程式碼前後的大括弧，讓括弧中的程式敘述看來

更整齊。

■ 壓縮草稿碼
將目前草稿碼的副本壓縮成 .zip格式。該檔案會儲存

於與該草稿碼相同的位置。

■ 開發板型號
選取您使用的開發版型號。記得，我們用的是 Arduino 

Uno R3。

■ 序列埠
此選單包含了機器上所有序列裝置（實體及虛擬皆

是）。每次您開啟最上方工具選單時，它都會自動重

新整理。

說明

如果您試過了所有方法還是失敗的話，說明選單可以

提供解答以及 Aruidno網站與論壇的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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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圖書館（library），我們會想到一個堆滿書的實體空

間，我們可以到那裡借書來看。

而在 Arduino的世界裡，這個字的意思是函式庫，意指

一小段帶著某種特別函式的程式碼。您可加上一段命令

列叫出函式庫裡的函式來「借用」它，而不必在草稿碼

中一再重複輸入該函式。這個快捷功能不僅節省時間，

並且讓您更容易連接感測器、顯示器及模組等電子元件，

更加擴充 Arduino的功能性。

Arduino IDE本身已包含一些內建函式庫，比如，方便您

與 LCD顯示器溝通的 LiquidCrystal 函式庫。

網路上還有許多現成的函式庫可以下載，接下來在本書

的某些專題中會用到它們。為了讓您更方便，本書專題

中用到的所有函式庫都可在下面的網址中找到：

http://arduinohandbook.wordpress.com

您會需要以下 IDE沒有內建的函式庫來完成本書的專題：

RFID.h、Tone.h、Pitches.h、Keypad.h、Password.h、

Ultrasonic.h、NewPing.h、IRRemote.h、DHT.h 及可用於 

Nokia 5110 和 Colorduino matrix函式庫。

Arduino函式庫

函式庫列於草稿碼的開頭，以 #include指令為開頭所

以很好辨認。函式庫會被 < >兩個符號夾住，並會以 .h

結尾。有個例子即為 #include<Servo.h>，這樣就會呼

叫 Servo函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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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 腳位參照表
Arduino

腳位
功能

0 RX，用於接收 TTL序列資料

1 TX，用於傳送 TTL序列資料

2 外部干擾

3 外部干擾 脈衝頻寬調變（PWM）

4 XCK/TO

5 T1 脈衝頻寬調變

6 AIN0 脈衝頻寬調變

7 AIN1

8 ICP1

9 OC1A 脈衝頻寬調變

10 SS—從端選擇（序列選擇），使用於 SPI溝通模式 脈衝頻寬調變

11 MOSI—主端輸出從端輸入（資料輸入），使用於 SPI溝
通模式

脈衝頻寬調變

12 MISO—主端輸入從端輸出（資料輸出），使用於 SPI溝通模式

13 SCK—序列時鐘（自主端輸出）

AREF 類比輸入端之參考電壓

A0 可提供 1024種不同數值之類比輸出端

A1 可提供 1024種不同數值之類比輸出端

A2 可提供 1024種不同數值之類比輸出端

A3 可提供 1024種不同數值之類比輸出端

A4 可提供 1024種不同數值之類比輸出端 SDA腳位，支援使用Wire函式庫
之 TWI

A5 可提供 1024種不同數值之類比輸出端 SCL腳位，支援使用Wire函式庫
之 TWI

RESET 可用於重置微控制器

3.3v 3.3伏特輸出端，可用於低電壓元件，如 Nokia5110螢幕

5v  標準 +5v 輸出端

GND 接地 /負電壓

Vin 可接上 9伏特電源，亦可接上電源插孔取得 9伏特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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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 功能：此為 4x4鍵盤，基本上就

是一堆開關。

外觀：這裡有十六個串聯起來的開

關。也有十二個按鈕版本的。

連接端：8

備註：這款連線是用於四行四列這種

規格。根據哪個按鈕被壓下，Arduino

會記下這個數字。在鍵盤門禁系統這

個專題中會更深入說明。

超音波感測器 功能：超音波感測器會發出並接收

訊號，藉由計算回收訊號的時間得

到距離。

外觀：有兩個圓形感測器與四支腳

位的模組。

連接端：4

備註：本書用的感測器為 HS-SR04超

音波感測器。Paralax的 Ping感測器

也有相同功能，不過只有三支腳位。

RGB LED 功能：RGB LED事實上是三個 LED

整合在一起：紅、綠及藍。組合這

三個原色可以產生各式各樣的色

彩。

外觀：有四支腳位的透明 LED。

連接端：4

備註：長腳位可能是共用的陰極或陽

極。您得使用電阻來限制電流，不然

LED燈會燒掉。

LM35溫度感測器 功能：測量溫度

外觀：此感測器看起來很像電晶

體，為一個有三支腳位的小塊狀

物。

連接端：3

備註：三支腳位為 +5v，感測器輸

出端與 GND。最常見的感測器為

LM35，但最好還是檢查一下規格表，

以免您用的版本腳位與書上不同。

PIR感測器 PIR感測器意指被動式紅外線感測

器，根據距離來感應動作。

外觀：此模組前方有個高爾夫球形

透鏡與三支腳位。

連接端：3

備註：連接端為 +5v、輸出端及

GND。此款型號為 HC SR501，是最

常見的版本。橘色的電位計可用來調

整距離範圍及輸出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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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爍 LED
相信先前的介紹已讓您更加了解 Arduino，接著來看看您

要製作的第一個專題。此專題不僅介紹草稿碼（程式）

的基本概念，同時也是了解 Arduino有沒有正確運作最

簡易的方法。記住，程式就是一串可被電腦執行的指令。

Arduino會依序執行指令，一旦程式上傳，Arduino每次

開啟 /接上電源就會執行命令。不過 Arduino一次只能容

納一個程式。

本專題裡，Arduino會重複 LED亮暗各一秒的動作。跟著

下面的步驟以設定您的 Arduino。下一頁開始就會詳細介

紹究竟發生什麼事。

步驟 1： 將 LED 的 長 腳 位（ 正 極 /+5v/ 陽 極 ） 插 入

Arduino第 13號腳位，短腳位（負極 /-/陰極）

則插入隔壁的 GND（接地的簡稱）腳位（圖

一）。舊型號的 Arduino在十三號腳位有內建

電阻，若您使用的是新型 Arduino，可能就得在

LED正極和Arduino13號腳位之間串聯一個電阻。

步驟 2： 使用 USB線連接 Arduino與電腦。

步驟 3： 在電腦上開啟 Arduino IDE，選擇檔案，範例，

於下拉選單中選取閃爍 LED。

接著 LED就會開始閃爍了。右邊的程式碼即為 Arduino 

IDE提供的範例程式。

/*Blink
點亮 LED 1秒鐘之後再熄滅 1秒鐘，重複執行
*/
// 大多數的 Arduino 開發板上的 13號腳位都連有 1顆 LED
// 命名變數
int led = 13;
// 在按下 reset 鈕之後，setup 函式會執行一次

void setup() {
   // 將這支數位腳位設為輸出
   pinMode(led, OUTPUT);
}

// loop 函式會不斷執行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 HIGH); 
   // 點亮 LED (HIGH 是指電壓的高電位 )
   delay(1000);// 等候 1秒鐘
   digitalWrite(led, LOW); 
   // 將電壓設為低電位來熄滅 LED
   delay(1000);// 等候 1秒鐘
} {  }

CODE

教學
Instructional01

1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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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duino旋律
截至目前為止，所有的專案都是視覺性的，所以也

該是時候來弄點音樂了。本專案將使用壓電揚聲器

（Piezoelectric sounder）來產生一些旋律。

壓電揚聲器是有著兩條電線的碟形小元件，由於價格相

當便宜所以常用於一些會發出聲響的玩具中。壓電揚聲

器具有極性（須以特定方式來接線）並且用在商品中通

常會有一條紅色（正極） 與黑色（負極） 的電線。

有時候您可以找到一些沒有塑膠外殼的壓電元件，它們

看起來就像是金色的金屬碟。

壓電揚聲器在我們對它施加電壓時就會產生一個聲響。

如果要產生出我們所要的音調的話，就需要讓它在一秒

鐘之內發出許多次聲響，快到足以成為一個可辨識的音

符。

我們得知道某個音調的頻率才能試著產生這個聲響。

右表是音符與對應的頻率，'period' 是產生指定頻率

的時間，單位為毫秒。我們把這個數字除以 2 來求出 

timeHigh，在程式碼中來產生對應的音符。

音符 頻率 Period timeHigh

c 261 Hz 3830 1915

d 294 Hz 3400 1700

e 329 Hz 3038 1519

f 349 Hz 2864 1432

g 392 Hz 2550 1275

a 440 Hz 2272 1136

b 493 Hz 2028 1014

C 523 Hz 1912 956

一旦了解這裡所說的原理之後，您就能在其他

專案中加入音效了。本書稍後的許多專案都會

這麼做。


FUTURE

IDEA

這份程式碼會發送正確的方波給壓電揚聲器，藉此產生

對應的音調。音調的計算公式如下：

timeHigh = period/2 = 1/(2*toneFrequency)

教學
Instructional11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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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零件：

1. Arduino 開發板
2. 麵包板
3. 壓電揚聲器

本專案組裝相當簡單，只要將兩條電線接上 Arduino 即

可：

步驟 1： 壓電揚聲器具有極性（只有一種接法），通常

有一條紅色（正極）與黑色（負極）的電線。

請將壓電揚聲器的黑色電線接到 Arduino 的

GND腳位，紅色電線則是接到 9 號腳位。

步驟 2： 上傳程式碼給 Arduino。

首先，宣告了要用到的變數。壓電揚聲器的正

極（紅色） 電線是接到 9 號腳位。

  int speakerPin = 9;  

我們要播放的音調是由 15個音符所構成的。

  int length = 15; //音符數量  

音調中的音符是以字串格式儲存於一個字元陣

列中。

  char notes[ ] = "ccggaagffeeddc ";  

另一個整數陣列則是用來儲存每個音符各自的

音長。

 int beats[ ] = { 1, 1, 1, 1, 1, 1, 2, 1, 1, 1, 1,1, 1, 

2, 4 };

最後則是設定要播放音調的節奏：

int tempo = 300;

全部完成之後，到底播放出什麼呢？等您來告

訴我是怎麼一回事囉！

小提示

您應該把 Tone 函式庫加入 libraries 資料夾中，這樣省

事不少。在 Arduino IDE中有幾個很棒的範例可以直接

播放，例如《星際大戰》、《不可能的任務》以及《天

龍特攻隊》等經典旋律。

int speakerPin = 9;
int length = 15; // 音符數量
char notes[] = "ccggaagffeeddc "; 
//一個空白代表休止符
int beats[] = { 1, 1, 1, 1, 1, 1, 2, 1, 1, 
1, 1, 1, 1, 2, 4 };
int tempo = 300;

void playTone(int tone, int duration) {
   for (long i = 0; i < duration * 1000L; 
i += tone * 2) {
      digitalWrite(speakerPin, HIGH);
      delayMicroseconds(tone);
      digitalWrite(speakerPin, LOW);
      delayMicroseconds(tone);
   }
}

void playNote(char note, int duration) {
   char names[] = { 'c', 'd', 'e', 'f', 
'g', 'a', 'b', 'C' };
   int tones[] = { 1915, 1700, 1519, 
1432,1275, 1136, 1014, 956 };
   // 根據音符名稱播放對應的音調
   for (int i = 0; i < 8; i++) {
      if (names[i] == note) {
         playTone(tones[i], duration);
      }
   }
}

void setup() {
   pinMode(speakerPin, OUTPUT);
}

void loop() {
   for (int i = 0; i < length; i++) {
      if (notes[i] == ' ') {
          delay(beats[i] * tempo);// 等候
      } else {
          playNote(notes[i], beats[i] *     
    tempo);
   }
   // 在兩個音符之間暫停一下
   delay(tempo / 2);
   }
}

{  }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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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門密碼鎖
多年來，企業與組織都用密碼鎖來管制門禁。讓我們與

時俱進，自製一組您專屬的電子門禁系統。

在本專案中，我們要做一個可根據敲擊順序來開關某樣

東西的電路。在此要使用壓電揚聲器 (1) 來產生聲響，但

它也能用做採集聲音的感測器。當敲擊揚聲器時它會像

電鈴一樣叫，但它事實上會輸出電壓而非產生聲響。這

個電壓會根據所受到的力量大小產生不同的數值。草稿

碼中設定了電壓的上下限，這樣我們就能測量它，如果

它落在 10 到 90之間的話，這次敲擊就會被記錄下來。

const int quietKnock = 10;
const int loudKnock = 100;

如果敲得太輕或太重，這次敲擊就不會被記錄到。您得

正確敲擊三次，箱子才會打開。

要讓執行效果更好的話，您應該要把壓電揚聲器的外殼

拆掉，並把它直接裝在盒子裡或是門板的另一側。

步驟 1： 將一個 1M 歐姆電阻插上麵包板，接著將壓電揚

聲器的紅色電線接到它的一支腳上，黑色電線

則是另一支腳。將黑色電線接到麵包板的 GND 

軌，紅色電線則接到 Arduino 的 A0 腳位。

步驟 2： 將伺服機的黃色電線（訊號）Arduino 的 9號腳

位。將伺服機的棕色電線接到 GND 腳位，紅色

電線則接到 +5v腳位。

步驟 3： 將這些 LED 插上麵包板，短腳都接到麵包板的

接地軌。它們的長腳請先串聯一個 220 歐姆電

阻之後再接到以下的腳位上：

黃色：3號腳位

綠色：4號腳位

紅色：5號腳位

步驟 4： 將 Arduino 的 GND 與 +5v 腳位接到麵包板對應

的軌。

步驟 5： 將程式碼上傳到 Arduino。

專案
Project16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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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將超音波感測器插上麵包板。將它的 GND 腳位

接地、VCC 接到 +5v、Trig 接到 12 號腳位，最

後將 Echo接到 13 號腳位。

步驟 2： 將伺服機對應的電線分別接到麵包板的接地軌

與 +5v 軌，黃色電線則接到 Arduino 的 9號腳

位。

步驟 3： 將紅色 LED 與綠色 LED 插上麵包板，讓它們的

短腳直接插入接地 GND 軌。在 LED 另一支腳上

串聯一個 220 歐姆電阻，將紅色 LED 接到 2號

腳位，綠色則是 3號。

步驟 4： 將麵包板的電源軌接到 Arduino的 +5v 電源腳

位。

步驟 5： 上傳程式碼。

當有物體進入觸發距離之內時，紅色 LED 會亮起來，伺

服機也會轉動。您可以在草稿碼的這一行來修改距離參

數：

if(distance<=15) 
// 這代表如果距離小於 15公分，請根據您的需要來修改此值

伺服機接線

黑色 Arduino 的接地腳位

紅色 Arduino 的 +5V腳位

黃色 Arduino 的 9號腳位

LED 接線

紅色 Arduino 的 2號腳位

綠色 Arduino 的 3號腳位

本專案所採用的超音波感測器有四支引腳。請參閱本

書先前所列的供應商清單或上網搜尋哪裡可以買到 

HC-SR04 超音波模組。

超音波感測器模組 Arduino

VCC +5V

Trig 12號腳位

Echo 13號腳位

GND GND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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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忘了幫麵包板的電源
軌接電，這裡很容易漏
掉喔。

這款超音波感測器有四支引
腳。VCC 接到 Arduino 的 +5v、
Trig 接到 12號腳位、echo 接到
13號腳位，最後將 GND 接到 
GND 腳位。

伺服機要接到 Arduino 的 +5v 
與 GND 腳位，訊號線則接到 
Arduino 的 9號腳位。

記得幫每個 LED 都
加上限流電阻。

綠色 LED 接到 Arduino 
的 3號腳位，紅色接到 
2號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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