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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QR code 由於具備資訊容量較大，編碼範圍較廣，條碼

可靠度較高，在日本已經廣泛的應用於各大領域。到處都可

見 QR code 廣告，相對於台灣近幾年才開始發展，普及度已

開始慢慢變高，目前 QR code 只能裝文字訊息，在日本卻已

經可以裝圖片以及音樂。 

本專題是利用 QR code 搭配 手機行動上網，將影片或圖

片儲存於伺服器，利用手機拍攝 QR code 下載影片或圖片，

我們將應用於導覽這部分，所以我們把要介紹的影片或圖片

儲存於伺服器將網址轉換成 QR code 任何想了解其資訊的

只要手機能夠上網都可以藉由此獲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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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簡介 

    本專題在於介紹 QR code 與行動上網作為結合的技術，現今社會對於他的

應用有自動化訊息、傳輸數位、內容下載網址快速連結、身分鑑別與商務交易與

導航功能等。 

本專題將用於導覽，學生可以利用學校的無線網路搭配 QR code 由 QR code 

連結到伺服器下載影片或圖片使其能夠獲得更多資訊。 

 

1-1 動機 

使用 QR code 搭配 Flash 動畫與無線網路作為結合的導覽方式。 

 

1-2 目的 

為了讓大家能夠更認識 QR code 介紹的地方，於是我們利用無線上網搭配手

機拍攝 QR code 我們會將介紹拍成影片的樣式將網址轉成 QR code，提供在建築

物旁或者隨處可見的地方，讓大家下載觀看，讓大家更生動的認識介紹的內容。 

 

1-3 論文結構 

本論文後續架構如下:第 2 章為 QR code 的起源以及技術探討，第 3 章為程

式目的，流程圖，及分析，第 3 章為系統實作，即是寫 QR code 的想法及實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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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獻探討 

 2-1 行動條碼起源 

條碼最早起源於 1949 年，由美國 Woodland 等人為研究食品項目代碼及相應

設備而發明，這種最早的條碼其實是一種同心圓，俗稱(公牛眼) 。 

到了 1960 年代中期，美國超市業者因收銀檯算帳太慢和結帳常常出錯，故由一

群零售商，批發商和雜貨商組成超市委員會，與 IBM、NCR 等當時主要的電腦

廠商共同尋求解決方法，制訂一套商品代碼稱為統一商品代碼（Universal Product 

Code ,UPC）(圖 2.1)，美國統一編碼協會選用 UPC 碼建立條碼系統，制訂了相

應的標準，ＵＰＣ碼的結構為一組印在商品包裝上的帄行黑線和號碼，故又稱（條

碼）（Barcode），只要利用光學掃描器（Barcode Reader）來讀取商品上的條碼，

集可辨別所有商品。我們也將類似此結構的條碼稱為一維條碼，區別於後來發展

的二維條碼。 

   

  由於一維條碼的容量很小，更多的描述商品訊息只能依賴著資料庫的儲存，

若離開了預先建立的資料庫，就沒法存取資訊，音兒條碼的應用範圍受到了一定

的限制。基於這個原因，人們迫切希望發明一種新的條碼，同時具有訊息容量大，

可靠性高，保密防偽性強，意於製作，成本低等優點，繼承了一維條碼的特性，

幾番研究產生了二維條碼，由日本 Denso-Wava 公司開發的 QR code ,美國

Symbol 公司開發的 PDF417 碼，中國近年開發的漢信碼等 (表 2.1)。照相手機普

及化，二維條碼的使用也就隨處可見，不論是身分證、商品、廣告都可看見二維

條碼的應用，二維條碼不僅增加資料的庫存量，也讓我們可以更快速的獲得需要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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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二維條碼種類 

 

  

     圖 2.1 UPC 碼 

  

 

 

 

QRCODE 

 

PDF417

碼 

 

                                 

 

 

漢信碼 

 



 

4 
 

2-2 QR code 簡介 

QR code 是二維條碼的一種，1994 年由日本 Denso-Wave 公司發明。QR code 

原本是為了在汽車製造廠便於追蹤零件而設計的，今日 QR code 已廣泛使用在

各行各業的存貨管理。QR來自英文 Quick Response的縮寫，即快速反應的意思。

QR code 比普通條碼可儲存更多資料，亦無需像普通條碼在掃描時需直線對準掃

描器。近年來，日本的行動電話公司開始在有相機的行動電話加入 QR code 讀

取軟體，為 QR code 帶來更廣泛更新穎的消費者相關用途。主要能讓使用者減

少在手機上輸入文字等資料的麻煩。使用 QR code 來儲存商店地址及網址，在

日本的雜誌及廣告上越來越流行，近年來台灣也開始，例如高鐵的車票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而在名片上加入 QR code 亦逐漸成為趨勢，這讓將對方個人資料

輸入手機的工作變得更簡單。 

  

QR code 呈正方形，只有黑白兩色。在 3 個角落，印有較小，像「回」字的

正方圖案。這 3 個是幫助解碼軟件定位的圖案，使用者不需要對準，無論以任何

角度掃描，資料仍可正確被讀取。除了三處定位區塊，其他的部分便是資料儲存

與容錯區塊，圖形是由一個個小小的Module組合而成，“回”字定位區塊的Module

數必須呈 1:1:3:1:1 的比例排列(圖 2.3)，1 個 Module 代表 1 個 bit。QR code 共發

展出 40 個版本，用來儲存不同大小的資料訊息，另外還發展出微型版本，主要

是為了無法處理較大型掃描的應用而設計。 

 

 

                      圖 2.2 定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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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Version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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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完整的 QR code 圖形主要由 7 個區域構成(圖 2.4)。在圖形外圍空白的

部分稱之為 Quiet Zone 靜止區，功能是用來提高 Position Detection Patterns 被辨

識軟體偵測的速度。位於圖形的三個角落的「回」字圖形，稱為 Position Detection 

Patterns，其功能是用來定位。Separate for Position Detection Pattern 是指在 Position 

Detection Patterns 外圍的空白部分，功能是區隔 Position Detection Patterns 和

Format Information & Version Information，使定位更容易。Timing Patterns 為圖

形上連結三個角落「回」字圖形的水帄線和垂直線，功能是用來支援解碼程式掃

描黑白比率，檢查 Position Detection Patterns 位元的位置比例是否為 1:1:3:1:1。

Alignment Patterns 是介於整個圖形間的小型「回」字圖形當 version 變大時，輔

助定位用。Format Information 和 Version Information 為格式區域，用來儲存資

料類型、容錯等級、version 大小和資料遮罩等資訊。Data & Error Correction 

Codeword 站圖形大部分的面積是資料主要的存放區也負責處理資料的容錯。 

 

 

 

圖 2.3 Code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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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 code 資料容量，數字最多 7,089 字元，字母最多 4,296 字元，二進位

數(8 bit)最多 2,953 位元，中文漢字最多 984 字元（採用 UTF-8），中文漢字最

多 1,800 字元（採用 BIG5）(表 2.3)。 

 

表 2.3 不同類別下的最大容量(Verison 40) 

 

類別 資料量(單位:字元) 

數字 7,089 

字母 4,296 

二進位數 2,953 

中文漢字 984(UTF-8) 

1,800(BIG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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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QR code 資料儲存 

 QR code 資料儲存的方法是將資料依照每種不同的模式規則，轉換成 0 和 1

的 Bit 值放置在每個 module 內。存放數字使用 Numeric mode ; 英文跟數字的組

合使用 Alphanumeric mode ; 中文編碼(UTF-8)使用 8-bit byte mode ; 日文編碼

(JIS X 0208)使用 Kanji mode。不論是儲存英文、中文、數字、符號，經過查表後

得到對應的數值，轉換成 2 進位 bit 值，有些 mode 在轉換過程中有各自不同的

資料轉換計算方式，經過計算的轉換後，最後在數列的最前頭插入使用的模式對

應的 2 進位值用來告知表示使用的 Mode，最後按照 QR code 的規則將轉換後的

2 進位值放置在每個 module 中。以 Numeric Mode 儲存 “01234567”為例 : 

步驟一 : 以三個數字為一組拆對 

       012  345  67 

 

步驟二: 十進位值分別轉成二進位值 

       012→0000001100 

       345→0101011001 

       67→1000011 

 

步驟三: 結合轉換後的值 

       000000110001010110011000011 

 

步驟四: 計算資料的字元總數，並根據使用的 QR code 版本將此總數的值轉換成 

   2 進位 

       01234567( 8 characters) 

       10 bits for version-1: 8→0000001000 

 

步驟五: Mode  indicator+步驟四轉換的值+步驟三的值 

       Numeric Mode indicator : 0001 

        

         0001 0000001000 0000001100010101100110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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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QR code 容錯能力(Error Correction) 

 為了避免因為圖形的損壞而導致資料的遺失，使用 Reed-Solomon 演算法製

造出 Error Correction Code 儲存在資料容錯區中。QR code 分為四種等級 L、M、

Q、H 分別大約為 7%、15%、25%、30%損壞恢復。 

 

表 2.4 容錯表(Version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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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QR code 遮罩技術(Masking) 

遮罩技術能幫助解碼器應用程式避免讀取錯誤。將原始未遮罩過的圖形和

Mask Pattern 的八種圖形(表 2.7)作結合(圖 2.6)，產生的圖形經過評估計算後，選

擇效率最好的遮罩圖形。 

 

 

 

圖 2.4 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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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8 種遮罩參考公式 

 

 

表 2.6 容錯表(Version1=3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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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資料與容錯分布圖 

 

 

 

                      表 2.7 容錯等級與容錯率 

容錯等級 容錯率 

L 7% 

M 15% 

Q 25% 

H 30% 

 

  



 

13 
 

2-6 QR code 結構附加化功能 (Structured Append) 

QR code的結構附加化功能可以將一個資料量較大的圖形檔案，分割成幾個

資料量較小的圖形檔案，方便我們作存取、修改或者是進行加密的動作。 

 

 

 

圖 2.6 附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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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行動條碼發展與應用 

 二維條碼的應用越來越普遍，在日常生活隨處可見，搭配有照相功能的手機，

我們便可以輕鬆的下載或交換資訊。二維條碼的應用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項: 

 

1. 自動化訊息傳輸： 

通常應用在文字的傳輸，利用快速方便的模式，讓人可以輕鬆 輸入如

地址、電話號碼、行事曆等，進行名片、行程資料等的快速交換。 

 

2. 數位內容下載:  

通常應用在電信公司遊戲及影音的下載，在帳單中列印相關的 QR code

資訊供消費者下載，消費者透過 QR code 的解碼，就能輕易連線到下載的網

頁，下載需要的數位內容。 

 

3. 網址快速連結： 

以提供使用者進行網址快速連結、電話快速撥號等。 

 

4. 身分鑑別與商務交易： 

許多公司現在正在推行 QR code 防偽機制，利用商品提供的 QR code

連結至交易網站，付款完成後系統發回 QR code 當成購買身份鑑別，應用於

購買票卷、販賣機等。在消費者端，也開始有企業提供了商品品牌確認的服

務，透過 QR code 連結至統一驗證中心，去核對商品資料是否正確，並提供

生產履歷供消費者查詢(圖 2.8)，消費者能夠更明白商品的資訊，除了能夠

杜絕仿冒品，對消費者的購物更是多了一層保護。現今飛機上也有登機的簽

證資訊以保障客戶的資料(圖 2.9)。 

 

5. 導航功能: 

利用 QR code 的定位區域記錄位置的經緯度，在衛星地圖上標記後結合

導航系統進行導航。例如 Quick Mark 網站提供分享路線的帄台，不僅使用

QR code 導航，還利用 QR code 儲存地點的相關資訊，文字敘述加上圖片導

覽讓導航功能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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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農產品履歷 

 

 

 

圖 2.8 簽證上的登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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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報紙上的新聞 

 

 

 

圖 2.10 動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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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分享旅遊資訊 

 

 

2-8 行動導覽  

QR code 行動條碼導覽，可以在這次花博上見到，他們在每個花名的地方用

QR 碼手機照設變可知道花的品種，電信業者，率先推出手機導覽系統，讓您可

以透過條碼感應器，在展場陳列的手機裡，顯示花卉的品名和習性。 

另一種行動導覽是透過 GPS 衛星隨時掌握地點，在打開手機程式之後，GPS 

將使用者目前所在位置的資訊透過手機傳到 Server 進行處理；之後 Server 會將

處理過的資訊（包括目前所在位置以及所在地點的地圖）回傳到手機上，並在手

機上面顯示出目前使用者所在位置。隨後只要使用者移動，地圖上的小人以及地

點便會跟著移動，讓使用者可以隨時知道自己身在何，使用者可以透過手機提供

的查詢功能，查詢想去的地點距離目前的位置在哪？從目前位置如何前往的方位

等等。這種利用就是利用衛星導航 GPS 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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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統實作 

3-1 YouTube 

(1)YouTube 的網路技術: 

YouTube 採用 Sorenson Spark 與 Adobe Flash10 提供之影像編碼技術，將用

戶上傳影像檔案進行壓縮轉檔。今日 YouTube 影片內容包羅萬象，涵蓋個人影

片及電視節目片段，音樂錄影帶及家居錄影等。YouTube 影像品質曾經遠不如

Real Video 與 Windows Media 等線上串流技術，但因低頻寬需求並可簡易地藉由

Flash Plug-in內嵌於個人的 blog或其他網站中而迅速取得壓倒性的知名度與成功。

不過現在 YouTube 的視訊質量卻在各個視訊網站中首屈一指，在 2009 年 11 月

甚至支援了 1080p 解析度的高畫質視訊，然而目前已知，在 YouTube 中使用「播

放清單」進行「自動播放」時，有導致影音播放不同步的累進誤差，導致此現象

的原因至今不明。 

YouTube 自 2009 年中起逐步減少支援 Internet Explorer 6 及以下的舊版瀏覽

器。2010 年 3 月 13 日，YouTube 停止支援 Internet Explorer 6 及以下的舊版瀏覽

器。 

(2)影片播放: 

觀看 YouTube 影片的使用者在其個人電腦網頁瀏覽器上，需要安裝 Adobe 

Flash Player 的外掛程式。其中 Adobe Flash Player 是一種常見的安裝在個人電腦

的外掛程式，並支援近 75％的網路影片。 

YouTube 推出一實驗版的網站，它使用內置的多媒體功能以替代網路瀏覽器

來達到HTML5的標準。這使得觀看影片前，並不需要事先安裝Adobe Flash Player

或任何其他外掛程式。目前 YouTube 網站上另有一個頁面，允許其所支援的瀏

覽器選擇 HTML5 範式來試用。但只有支援 HTML5 且使用 H.264 或 WebM 格式

的瀏覽器可以直接播放視訊，且並不是所有的影片都能觀看。 

 

http://zh.wikipedia.org/zh-tw/Adobe_Flash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D%B1%E7%89%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BD%B1%E7%89%87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B%BB%E8%A6%96
http://zh.wikipedia.org/zh-tw/Windows_Media
http://zh.wikipedia.org/zh-tw/Blog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09%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Internet_Explorer_6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2010%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zh-tw/Internet_Explorer_6
http://zh.wikipedia.org/zh-tw/%E7%B6%B2%E9%A0%81%E7%80%8F%E8%A6%BD%E5%99%A8
http://zh.wikipedia.org/zh-tw/Adobe_Flash_Player
http://zh.wikipedia.org/zh-tw/Adobe_Flash_Player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F%92%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HTML5
http://zh.wikipedia.org/zh-tw/Adobe_Flash_Player
http://zh.wikipedia.org/zh-tw/Adobe_Flash_Player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F%92%E4%BB%B6
http://zh.wikipedia.org/zh-tw/H.264/MPEG-4_AVC
http://zh.wikipedia.org/zh-tw/We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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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影片上傳: 

擁有 YouTube 帳戶的使用者所能上傳的影片長度其標準限制時間為 15 分鐘

（指單個）。YouTube 創站剛開始並沒有限制影片長度，後來 YouTube 將影片

長度改為限制在 10 分鐘，這是因為 YouTube 發現超過這段時間的影片大多是未

經授權而上傳的電視節目或者是電影內容，之後僅開放自 2007 年以前申請導演

版帳號的使用者或是與 YouTube 有合作關係的大眾媒體，可以上傳超過 15 分鐘

的影片。自從 YouTube 放寬影片長度限制由 10 分鐘增加至 15 分鐘，只有與

YouTube 有合作關係的大眾媒體可以上傳超過 15 分鐘的影片。此外單個影片檔

案最大限制大小如果是僅靠 Flash 上傳的為 2GB 大小，而如果使用 Java 上傳者

則可增加至 20GB。 

YouTube 的影片上傳支援大多數常見的視訊檔案格式，包括 AVI、MKV、

MOV、MP4、DivX、FLV 和 Theora、MPEG-4、MPEG 和 WMV 等格式。此外

也支援 3GP，讓上傳者也可使用行動電話來上傳影片。 

(4)視訊編解碼器和影片品質: 

最早 YouTube 僅提供影片使用 H.263 視訊編解碼器，只有 320x240 像素畫

質以及單聲道 MP3 音訊的水帄。不久後 YouTube 增加了一個能在行動電話上選

擇觀看 3GP 格式影片的功能。後來增加了一個 480x360 像素解析度的高品質範

式和 720p 的高畫質晰度影片支援範式，同時播放器也能從 4:3 螢幕大小改為 16:9

的寬屏螢幕。有了這項新功能，YouTube 的開始改使用 H.264/MPEG-4 AVC 作

為其預設的視訊編解碼器。到現在，已經有了 1080pHD 的影片支援範式。YouTube

宣布計畫推出了一系列的影片 4k 的格式，且預計其中有一範式的影片解析度高

達 4096x3072 像素。 

目前 YouTube 視訊可在一個範圍內選擇所想要的像素水帄，分別以標準質

量（SQ），高品質（HQ）和高畫質晰度（HD）來取代之前以數值代表垂直解

析度的方法。而當前以 H.264/MPEG-4 AVC 作為預設的視訊編解碼器、音訊則

改為 AAC 格式。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0%89%E5%AD%97%E8%8A%82
http://zh.wikipedia.org/zh-tw/Java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A6%96%E8%A8%8A%E6%AA%94%E6%A1%88%E6%A0%BC%E5%BC%8F
http://zh.wikipedia.org/zh-tw/AVI
http://zh.wikipedia.org/zh-tw/MKV
http://zh.wikipedia.org/zh-tw/QuickTime
http://zh.wikipedia.org/zh-tw/MP4
http://zh.wikipedia.org/zh-tw/DivX
http://zh.wikipedia.org/zh-tw/FLV
http://zh.wikipedia.org/zh-tw/Theora
http://zh.wikipedia.org/zh-tw/MPEG-4
http://zh.wikipedia.org/zh-tw/MPEG
http://zh.wikipedia.org/zh-tw/WMV
http://zh.wikipedia.org/zh-tw/3GP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A1%8C%E5%8B%95%E9%9B%BB%E8%A9%B1
http://zh.wikipedia.org/zh-tw/H.263
http://zh.wikipedia.org/zh-tw/H.26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3%8F%E7%B4%A0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6%AE%E8%81%B2%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96%AE%E8%81%B2%E9%81%93
http://zh.wikipedia.org/zh-tw/3GP
http://zh.wikipedia.org/zh-tw/720p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5%B7%E5%AF%AC%E6%AF%94_%28%E5%BD%B1%E5%83%8F%2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5%B7%E5%AF%AC%E6%AF%94_%28%E5%BD%B1%E5%83%8F%29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95%B7%E5%AF%AC%E6%AF%94_%28%E5%BD%B1%E5%83%8F%29
http://zh.wikipedia.org/zh-tw/H.264/MPEG-4_AVC
http://zh.wikipedia.org/zh-tw/1080p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4k&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zh-tw/H.264/MPEG-4_AVC
http://zh.wikipedia.org/zh-tw/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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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工具  

Flash是一個多媒體創作程式。所製作的 swf檔案可以透過Adobe Flash Player

插件於網頁上播放。最近版本為 Flash CS4。由於擁有 ActionScript 作為 Flash 動

畫的程式語言，田此除動畫外亦可製作遊戲、網站介面、小程式等等，用途甚廣 

 

 

3-2 QR code 手機導覽 

   由於手機的普遍性及無線網路的普及，對於資訊的接收不再局限於文字及圖

片，更希望能有影片可觀看，增加互動性，為了讓使用者感覺上更有互動性，我

們和 QR code 做結合，達到及時下載影片觀看，可提高 QR code 的使用性及普及

度，最近可以看見花博利用 QR code 搭配電信業者 利用拍攝 QR code 進行解碼

後可以知道花的歷史 品種 ，而目前一般的導覽系統都是利用 GPS 定位 以規劃

路線此種導覽方式枯燥又乏味，很難引起大家的興趣。 

 

本專題實作與別人不同的地方，在於我們將利用 QR code 掃描後上網去下

載影片來撥放，我們是利用 Flash 製作地圖導覽，然後我們可以在園區內的某個

點，透過 QR code 知道本景點的完整資訊以及下個景點或另個景點的初步資訊，

以讓使用者們先引發前往的興趣然後再選擇要先往那條路徑開始進行行程。 

以下是系統架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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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系統架構圖及其應用裝置。 

 

 
圖 3.1 系統架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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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使用手持裝置，藉由 QR Code 解碼器解讀該 QR 碼，連接影片網址，

並且下載影片做觀看動作。 

 

 

        圖 3.2 實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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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手持裝置，最 QR 碼進行解碼，連接影片網址，進行觀看影片動作。 

 

 

圖 3.3 下載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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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過程 

 

圖 3-4 利用手機開幾條碼掃描器 

 

圖 3-5 掃描 QR code 

 
圖 3-6 掃出 QR code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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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選擇撥放器 

 

圖 3-8 開始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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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實境模擬 

我們這次的實境將利用台中著名的老樹根魔法木工坊來作一個實地的操

作。 

關於老樹根魔法木工坊 

二十多年來「老樹根」是設計製造：各種原木教具、玩具、遊樂設施、涼亭、

花架、景觀木器的專業公司，為台灣少數擁有經濟部登記核可的兒童遊戲設施製

造工廠。94 年獲得經濟部工業局輔導，成立全國第一家木器觀光工廠 ～『老樹

根魔法木工坊』。 

  『老樹根魔法木工坊』是一個充滿驚奇、趣味的木頭創意樂園，園內設有木

器 DIY 手動館、魯班益智館、木頭工房，以及家鄉的土角厝三合院、獨角仙小

棧及阿嬤蔬菜農園，是一個非常適合親子、師生和社團，一起體驗木頭、玩木頭，

以及欣賞木藝、手造木藝好地方！ 

 

Flash 動畫腳本 

先利用手機拍攝 QR 碼，顯示出自己的位置後，在顯示該往地圖的哪個地方

前進，地圖的路線會顯示出每種可以到達的路線以及目的地的特色，以及前往該

地點會路過的沿途風景或園區內的各點，讓使用者依興趣決定要走哪條路徑到達

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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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QR code 結合老樹根的每個園區作為介紹 

 

 

我們將 QR code 放在園區各個地圖上好讓大家可以利用 QR code 進而利用

上網觀看觀看影片，還有 flash 地圖動態資訊知道此景點資訊和下一景點資訊以

及地圖的路怎麼走，好讓大家決定往那個方向先去玩樂學習。 

 

(A) 

圖 3-9 地圖標上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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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圖 3-10 模擬照攝 QR code 

 

 

(D)                              (E) 

圖 3-11 模擬當下使用 QR code 後的情境 

 

 

(F) 

圖 3-12 提供不同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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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H) 

 

(I) 

圖 3-13 介紹路線沿途的風景以及目的地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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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圖 3-14 介紹目的地的內容 

 

 

利用Flash來完成整個情境的模擬，透過QR code 可以知道這裡故事的由來，

若使用者想親自體驗可以前往園區享受純樸的大自然感覺，所有園區各部份都透

過這種方法來實用，好讓使用者可以了解老樹根，當然若要更深入的了解就得實

地的前往園區內的每個點進行學習以及了解，園區內每個點都有更專業的導覽

員。 

  



 

31 
 

第四章 結論 

這次研究 QR code 數位影片導覽，我們利用與數位系統結合的導覽，使用

Flash 動畫來作為一個影片導覽的內容，好讓大家覺得內容有趣又帶點神秘感，

讓使用者能夠更想親自體驗一下園區內各個路線以及每個館的內容。 

在 Flash 影片導覽中，我們定位出了使用者的目前位置、目的地位置，並且

規劃出了最短路徑及到達目的地的各種路線。 

導覽影片中不只是介紹目的地的內容，也會簡略介紹線路中沿途會經過的各

個景點的內容，使遊客對於沿途的景點都有初步的認識，若是對沿途的景點有極

大的興趣，便可對其景點的 QR code 拍照進行解碼的功能，便可下載影片進一

步了解其景點內容，增加了對景點的神秘感，讓使用者可以引發前往的興趣，進

而達到了園區導覽的目標。 

目前學校在每個角落都可以看到數位帄台，查尋後可以知道教室的地點，但

卻不知道該如何到達，或是最短的路線到達教室。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次的專

題實作的系統，搭配學校的地圖規劃出最短的行走的路線及路線上會經過何處，

這可以讓新生更節省時間到達教室，也可以使用在假日遊客的地圖導覽，讓遊客

們可以更方便的認識美麗的校園。 

未來我們希望可以做得更精細，可與更多一點的園區或是學校作為結合，讓

QR code 的導覽更為廣泛的被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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