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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附件 Content & Appendix 

 Python 影像處理及文字辨識系統在水位量測上的應用 

一. 本文 Content ( 3-15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 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計畫動機詳述如下： 

◼ 教師過去教授實作技能課程：最近 4 次指導「實務專題」，學生完成的專題題目如

下： 

(1) 109 年 1 月完成：MIT App Inventor 2 應用在環境污染的通報系統 

(2) 107 年 1 月完成：Arduino應用在廢水處理廠之水位量測及控制 

(3) 105 年 1 月完成：化學實驗室藥品管理系統 

(4) 105 年 6 月完成：手機遠端監測及監控環工設備 

◼ 計畫動機：水位(或液位)監測對於環工系的學生算是相當基本且重要的，配合教

師對 Python影像處理及文字辨識系統在環工上的應用已有相當的研究心得，同時

敝人也已經在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2020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發表過相關

的論文，敝人希望可以將自己的研究心得及經驗傳承給選修「實務專題」(必修

課)的大學生。 

雖然實務專題是學生必修的課程，但因同一組裡，學生程度參差不齊，同時，也有

部分同學常因校外打工，無法每週專題時間出席，所以，本計畫只要在老師的指導

之下，專題的工作，應可以順利完成。希望藉由本計畫，只要同學務實的把專題的

第一學期 Python 的基礎知識打好基礎，引起製作本專題的興趣，等到第 2 學期的

專題課時，相信同學們即可以在不必老師隨時隨刻在現場的指導之下，發揮自己的

創意，一定可以完成專題工作。因為這是一年兩學期的課及過去敝人指導專題的經

驗，相信學生可以親自製作一個利用 Python影像處理及文字辨識系統(文獻 1)來

完成水位(或液位)監測的系統，包含將數據及影像擷圖上傳到雲端。 

 

研究主題與目的詳述如下： 

◼ 研究主題：Python 影像處理及文字辨識系統在水位量測上的應用。 

◼ 研究目的：主要目的有以下 2 點： 

◆ 透過 Python 影像處理及文字辨識系統，將它(水位監測系統)應用在開放渠道、水

庫、湖面等開放空間，做為水位感應器，並可將所量測到的水位數據，即時儲存在

電腦上或上傳雲端資料庫，以確保達到即時的遠端監測或監控的目的。 

◆ Python結合 ESP32控制板，可以輕易的將量測的環境參數之數據，透過 ESP32內建

的 WiFi，將數據上傳到雲端(文獻 2-3)。執行本計畫，除了讓學生做中學之外，也

培養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為實務技能之能力，並提升學生實務應用的專業技能或就

業準備度，以減少學用落差。 

 

2. 文獻探討 Literature Review 

文獻探討詳述如下： 

(1) 過去 5 年，敝人皆有參加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的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並

且在此過去 5 年，敝人每一年皆有在此研討會發表一篇論文(如附件 1-5)。另外，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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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曾代表學校參加 102年的「第 17屆 TDK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如

附件 6)，表示已經將教學成果展示在與其他大學作競賽了，表示敝人確實曾有實際執

行相關環境監測與監控的教學經驗，並帶領學生完成比賽的任務。在過去參加環工年

會的研討會之經驗中心，發現在環工學門的跨資訊領域方面，除了敝人之外，並無其

它有關 Python影像處理及文字辨識系統應用在環工上的應用等相關研究發表，所以，

本計畫值得嘗試來研究與發展。 

 

(2) 過去多年的環工年會在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的論壇上，皆會邀請業界或專家

分享目前業界或政府在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上有那些規畫、策略、及那些業務正在積

極地佈建及推動中。例如：2020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的論壇主題如下： 

◼ 人工智能與環境物聯網(智感雲端科技-莊志良 執行長) 

◼ 新世代環境物聯網智慧城市治理(工研院綠能所-陳范倫 經理) 

◼ 智慧城市微型空品感測器佈建與應用分享(廣域科技公司-劉承榮 執行長) 

◼ 水資源回收中心智慧化數位轉型推動策略(神通資科公司-宋淳伍 資深經理) 

由以上的論壇主題就可知道環境資訊及物聯網的重要性。 

 

本計畫主題：Python 影像處理及文字辨識系統在水位量測上的應用，它是與環境

資訊息息相關。本計畫透過 Python影像處理及文字辨識系統，將它(水位監測系統)應

用在開放渠道、水庫、湖面等開放空間，做為水位感應器，並可將所量測到的水位數

據，即時儲存在電腦上及上傳雲端資料庫，它也是物聯網在環工上的應用之實際案例

之一。 

 

3. 研究問題 Research Question 

本研究主要針對以下問題作探討： 

(1) 可否利用影像處理技術做水位監測使用？ 

(2) 除了一般的影像處理技術，光學的文字辨識系統是否可輔助圖像數字數位化？ 

(3) 可否減少圖像數字數位化的處理時間？ 

(4) 圖像數字數位化後，上傳雲端資料庫，有那些方便的商業平台可使用？ 

(5) 水位數據的傳送及分享，可否透過市面最常使用的通訊 APP？ 

(6) 屬於研究領域的技術，如何導入大學部的實務專題課程？學生的接受度？ 

(7) 如何減少專題生學習本計畫題目的困難度？ 

(8) 如何一步一步的引導學生，讓學生從實作學習外，也能獲得學習的樂趣？ 

(9) 完成此計畫之後，計畫成果如何產出一篇研討會論文？ 

(10) 完成此計畫之後，計畫成果可否引起學生興趣？進而鼓勵學生將計畫成果組

隊參加校外競賽？ 

 

4. 研究設計與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電腦主機啟動攝影機拍攝畫面擷取程式，使攝影機對現場水位刻度拍攝，ESP32控

制板也可在現場亮度不足時，加強亮度補光。再藉由影像處理去除背景干擾及適當地

裁切影像畫面，並旋轉所需的圖形文字畫面。最後，利用文字辨識系統(Tesseracet 

OCR)程式庫，將圖像進行分析及數位化，傳送辨識後的水位刻度數據到物聯網相關資

料庫及通訊軟體 LINE 等，來進行水位監測及數據的儲存，詳細的水位監測系統流程

圖，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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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水位監測系統流程圖 

 

5. 教學暨研究成果 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 教學過程：本計畫是將敝人研究的成果融入大學部的實務專題的教學當中，授課

的對象是大學生，但是大學生尚未有紮實的研究基礎及訓練，所以，教學過程必

須以引導的方式，甚至，須將研究的內容，切成不同的小作業，教導專題生每週

的進度，及要求專題生每週繳交作業，最後，彙整所有小作業，合併之後，即可

完成的本計畫的題目。其中，幸好，Python 語言是直譯式的語言，即每執行一行

程式，就會將結果呈現出來，有利於學生的學習，並且可將各個小作業彙整成一

個較大的專案。 

◼ 教學成果：  

◆ 已經將此教學成果及本計畫成果，彙整成一篇研討會論文，已經完成投稿，

目前審核中，如果審核通過，預計 111 年 11 月底，會發表中華民國環境工程

學會 2022 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中。其中有一位同學在學習的成果及

投入本計畫的時間最為優秀，所以，將該位學生也一併列入作者的行列中，

以資鼓勵。 

◆ 共有四位專題生實際參與本計畫，其中有一位表現優校的同學，也將本計畫

的成果拿來參加校外競賽(國立中央大學主辦的 2022全國大專校院智慧創新

暨跨域整合創作競賽，作品名稱：影像處理應用在水位監測)，該生已經完

成競賽的報名，也已經完成初賽是 8 月 12 日所需繳交的文件及參賽影片，

如果有進入決賽，預計決賽是 10 月 23 日。 

 

(2) 教師教學反思 

◼ 教學是良心的工作，教師的付出，學生都看在心裡。唯有腳踏實地、紮實地認真

授課，學生才會感受到老師的真誠，以及想教他們這門課的所有知識。學生也才

會認真的接受知識的傳授。 

◼ 學生的榜樣就是老師，老師的知識及行為都是學生的榜樣，老師的工作不只是傳

道、解惑，而且要把正確的做事態度及行為傳授給學生。 

◼ 教學的工作是教學相長，教師的工作，也同樣地激發教師自己學習更多的知識，

以備將所學的知識傳授給學生，同時也鼓勵學生與老師互相腦力激盪，互相討

論，將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做到最完善的地步。 

 

(3) 學生學習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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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務專題課程並不是一般課程，學期結束，學生成績出來，就結束了。學生除了

獲得成績跟學分之外，實務專題最重要的是讓學生產生對實務專題題目的興趣，

同時，也讓學生也願意參與實務專題的製作，並投入學生自己的時間，即使是學

生下課之後或者寒暑假期間，學生也願意花自己的時間來完成專題，如此才能夠

完成實務專題報告，並且才能夠將實務專題做到盡善盡美。 

◼ 很慶幸的，本計畫的實務專題之教學成果，可以拿來發表在研討會的論文以及參

加校外的比賽，相信本團隊的專題生一定是收獲良多。另外，學生為了將實務專

題的成果拿來參加校外競賽，其中有一位學生，自己願意暑假期間，留在學校，

準備競賽的活動之所有比賽事務，相信該位同學是真的相信「自己有學到東西」，

老師也認為自己辛苦的付出，終於有人願意學習，老師的研究工作也有了「傳

承」，老師自己也甚感欣慰！ 

 

6. 建議與省思 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 將老師的研究成果傳授給大學部的專題生，有它的挑戰性，主要如下所列及建議

與省思： 

◆ 學生對老師的研究成果尚不清楚的情形下，建議首要工作是補強學生對該研究

的專業基本知識，並按部就班的教導同學，就當同學是第 1 次接觸到此方面的

知識。 

◆ 老師不要對學生過度期望，畢竟這是大學部的專題課程，並非研究所的碩士論

文，大學部的學生投入研究計畫的時間及盡心的程度，真的不能期待與碩士生

相同。 

◆ 盡可能將複雜的步驟或知識，化繁為簡，拆解並化為多個小作業，讓同學完

成，以建立同學的信心及增加同學對此研究計畫的興趣。 

◆ 期待一組專題生中，可獲得一或二位專題生，他願意接受且投入此研究計畫，

即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後繼有人」，計畫成果已經圓滿達成了。 

◼ 建議教育部繼續執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除了提供計劃的經費之外，同時也應該

鼓勵學校支持本計畫的執行，特別是獎勵執行本計畫的「優秀教師」，特別是那些

願意付出的教師們，盡心盡力的完成計畫的教學成果。此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讓教

育變得更豐富，學生學得更多、老師更願意付出，而且，此計畫真正受惠的不只

是學生而已，大學教師也同樣受惠良多，除了經費的贊助外，更重要的是對優良

教師的鼓勵與肯定。更鼓勵更多願意付出在教學的老師們站出來申請計畫，這是

值得鼓勵的。本計畫也鼓勵教師從事更深入的教學、研究、及大學社會責任等工

作，有助於大學的教學功能充份發揮及盡一份大學的社會責任。 

 

二.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參考文獻如下： 

1. 洪錦魁(2019). Python 最強入門邁向頂尖高手之路：王者歸來, 第 1版，智深數

位。 

2. 趙英傑(2019). 超圖解 Python程式設計入門, 第 1版. 旗標出版公司。 

3. 趙英傑(2019). 超圖解 Python物聯網實作入門, 第 1版. 旗標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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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附件 Appendix (請勿超過 10 頁) 

請參考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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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021年環工年會發表的論文摘要：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2021 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 

IFTTT 雲端平台、ThingSpeak 物聯網平台、及 ESP8266控制板應用在遠端環境監測上的介紹 

 

 

IFTTT 雲端平台、ThingSpeak 物聯網平台、及 ESP8266 控制板應用在

遠端環境監測上的介紹 
 

梁村燈，萬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實際測試成功的利用 IFTTT及 ThingSpeak等雲端平台、結合 MicroPython語

言、及 ESP8266控制板等軟硬體來完成以下四項主要的工作：1. ESP8266 控制板除了可連

接環境感測器來偵測環境參數之外，也可透過 ESP8266內建的 WiFi，將該控制板當成一個

網頁伺服器，提供任何知道該網頁伺服器網址的人，皆可上網查看正在監測的即時環境參數

之數據。 2. 將 ESP8266 控制板連接環境感測器來偵測環境參數，透過 IFTTT 雲端平台中

的 Webhook訂閱式的來觸發一個事件，例如：Line 事件或 Google sheets 事件，如此即可

將環境感測器所量測到的數據透過 ESP8266控制板內建的 WiFi，將資料送到通訊軟體 Line

及 Google sheets等雲端資料庫。3. MicroPython結合 ESP8266控制板，可以輕易的將量

測的環境參數之數據，透過 ESP8266內建的 WiFi，將數據上傳到 ThingSpeak 等商業物聯網

平台。4.透過 MicroPyhton 語法及 ESP8266控制板，可選擇性的上傳雲端資料，例如：可以

只選擇超過控制參數的上、下限的數據來作傳送即可，或者調整上傳資料的頻率，以減少上

傳的資料量。最後，將依自己成功測試的結果跟大家分享，以減少初學者的進入障礙，並期

望初學者可以將它應用在環工相關的產業。 

 

關鍵字：IFTTT、ThingSpeak、ESP8266控制板、環境監測、物聯網 

 

 

 

 

 

 

 

 

 

 

 

中華民國 110年 11 月 26至 11月 27日 

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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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020年環工年會發表的論文摘要：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2020 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 

小區域環境污染通報系統之網站平台 

 

 

Python文字辨識系統及 ESP8266控制板在環境監測上的應用 
 

梁村燈，萬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實際測試成功的利用相關軟硬體來完成以下二項主要的工作：1. 透過 Python文

字辨識系統，將它應用在開放渠道、水庫、湖面等開放空間，做為水位感應器，並可將所量

測到的水位數據，即時儲存在電腦上或上傳雲端資料庫，以確保達到即時的遠端監測或監控

的目的。2. Python結合 ESP8266控制板，可以輕易的將量測的環境參數之數據，透過

ESP8266內建的 WiFi，將數據上傳到雲端。最後，將依自己成功測試的結果跟大家分享，以

減少初學者的進入障礙，並期望初學者可以將它應用在環工相關的產業。 

 

關鍵字：Python、影像處理、文字辨識、Tesseract OCR、ESP8266控制板 

 

 

 

 

 

 

 

 

 

 

 

中華民國 109年 11 月 27-28 日 

國立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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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019年環工年會發表的論文摘要：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2019 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 

小區域環境污染通報系統之網站平台 

 

小區域環境污染通報系統之網站平台 
 

梁村燈，萬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所完成的小區域環境污染通報系統，其接收訊息的對象是各個村里長，待察看之

後，若通報屬實，會代為轉至相關單位來處理案件。另外，在登入首頁有提醒：如果您是要

報案拿獎金或重大環境污染報案，請至環保署相關網站通報。本系統具有許多特點，主要特

點說明如下：1. 登入系統前，使用者必須輸入驗證碼(CAPTCHA)，以防止駭客利用電腦程式

大量輸入垃圾訊息，及癱瘓網站。2. 使用者通報時，必須輸入污染地點的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統) 所在位置，以取代「地號」等訊息，同時使用者及網

站後台管理者可快速由 google 地圖查看污染地點的正確位置。3. 通報者在輸入個人的姓

名及電話，二者皆是個「非必填」欄位，以鼓勵人人皆可無法律責任的情況下及免於通報之

後，可能遭受被恐嚇、威脅之疑慮，來通報環境污染事件，但後台管理有自動擷取通報者的

IP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以備後續必要的管理之用。4. 如果使用者有填寫自己

的 Email Address (電子郵件地址)，及完成通報系統的填寫之後，使用者即可立刻收到剛

剛輸入的環境污染通報資訊，包含檔案或影片。5. 上傳的文件檔案及影片檔案，皆不限格

式、皆可上傳，每一檔案上限 30MB。而且，後台所儲存的資料庫，會自動將文件檔案及影

片檔案的二者檔名與實際內容分開儲存，一般文件檔案及影片檔案只儲存其檔名在資料庫

中，二者的檔案實際內容，其所佔的硬碟空間較大，則另外儲存在設定的某一個固定的資料

夾中，以減少資料庫負擔及不降低網站中資料庫的運作速度。 

 

關鍵字：環境污染通報、通報系統、網站平台、SQL資料庫 

 

 

 

 

 

 

 

中華民國 108年 11 月 22-23 日 

弘光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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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018年環工年會發表的論文摘要：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2018 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 

App Inventor 2 與 Arduino應用在環境監測與監控的介紹 

 

App Inventor 2 與 Arduino應用在環境監測與監控的介紹 
 

梁村燈，萬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利用 Arduino 軟體、Arduino控制板、Arduino相關的擴展板或零組件、

及相關環境感應器，將環境感應器所偵測到的類比訊號，透過 Arduino控制板內的類比轉數

位的晶片，將數據呈現在 Arduino軟體的序列埠監控視窗中，同時也可利用 MIT App 

Inventor 2及 Android手機透過藍牙模組來擷取數據，進而將數據版面呈現更美化及即時

地呈現在 Android手機的螢幕上。另外，除了數據可呈現在 Arduino軟體的序列埠監控視窗

及 Android手機的螢幕上外，透過藍牙模組、手機中的藍牙功能及網路、及 App Inventor 

2軟體編寫的 App，即可輕易的將數據儲存在 Android手機的本機內或 Google App Engine

的網路微資料庫上，進行即時的資料同步及提供有遠端需求的人來瀏覽及取用。除了以上是

監測的用途外，還有另一方面監控的用途，如果要做到監控的功能，也可利用 Arduino軟體

的序列埠監控視窗或 App Inventor 2 自行撰寫的 App軟體，透過 Arduino 軟硬體、藍牙模

組、手機中的藍牙功能，即可在手機螢幕上之控制鈕來做輸入(Write)及輸出(Read)等相關

控制功能。 

 

關鍵字：環境監測與監控、App Inventor 2、Arduino、網路微資料庫、感應器 

 

 

 

 

 

 

 

 

 

中華民國 107年 11 月 16-17 日 

國立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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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017 年環工年會發表的論文摘要：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2017 環境資訊與規劃管理研討會 

Arduino 與 C#應用在環境監測與監控的介紹 

 

Arduino 與 C#應用在環境監測與監控的介紹 
 

梁村燈，萬能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助理教授 

 

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利用 Arduino 軟體、Arduino控制板、Arduino相關的擴展板或零組件、

相關環境感應器、及 Microsoft C#軟體，將環境感應器所偵測到的類比訊號，透過 Arduino

控制板內的類比轉數位的晶片，即可將數據或呈現在 Arduino軟體的序列埠監控視窗中，同

時可利用 Microsoft C#透過電腦的 COM port來擷取數據，進而將數據更美化地呈現在 C#視

窗型的螢幕上。另外，除了數據可呈現在 Arduino軟體的序列埠監控視窗及 C#的 Window 

form視窗外，透過 Arduino 網路擴展板(WiFi或 Ethernet)，即可輕易的將數據放在網內或

網外的遠端 IP位址網頁上，供需要的人瀏覽。除了以上是監測的用途外，還有另一方面監

控的用途，如果要做監控，也可利用 Arduino軟體的序列埠監控視窗及 C#的 Window form

視窗中之控制項來做輸入及輸出等相關控制。同樣地，透過 Arduino網路擴展板，也可在遠

端的電腦或手機等來做輸入及輸出等相關控制。針對數據的儲存，本研究是利用 C#語言，

將資料存在電腦中。最後，如果所偵測到的數據超出所要控制上限、下限、或控制範圍之

外，可透過 Arduino的通訊模組加上 2G或 3G的手機 SIM卡，即可達到手機簡訊及語音的即

時通知。 

 

關鍵字：環境監測與監控、Arduino、 C#、感應器 

 

 

 

 

 

 

 

 

 

中華民國 106年 11 月 8-10日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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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102年的「第 17 屆 TDK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與製作競賽」，遙控組參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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