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LabVIEW 程式建立酸鹼滴定微型模組應用於高中滴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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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LabVIEW 程式建立酸鹼滴定微型模組應用於高中滴定實驗
摘

要

本研究使用傳統滴定裝置探究酚酞之顏色色深與 pH 值之滴定關係，並以此建立色深轉
換 pH 值的程式應用，藉由拍照即可得知溶液之 pH 值，且此法之誤差僅約 0.3%。我們進一步
為改良傳統裝置，依據減量、減廢的綠色化學原則，自組裝微型滴定裝置，並建立出酚酞、
酚紅為指示劑之酸鹼滴定模組；結合光度滴定之概念，學習 LabVIEW 語言已撰寫出像素加總
值與滴定體積之關係式，可因此得知當量點之體積。此模組之濃度檢測極限為 10-3 M，且平
均誤差均控制在 3%以下，除了準確度高，還具有省時、減量減廢、方便操作等永續效益。本
研究成果成功地簡化傳統滴定實驗的步驟與器材，更可達到簡潔、可監測、防廢及物盡之綠
色化學原則，適合作為高中課程之實驗改良參考；後續將持續嘗試其他具顏色變化之實驗，
如碘滴定、秒表反應、比色法等，甚至可應用於環境水樣中微量金屬離子(如 Cu2+)之檢測。

壹、 研究動機
在高中化學課程中，「滴定」的概念與實驗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例如酸鹼滴定、氧化還原
滴定等。每每進行酸鹼滴定實驗，總是需要架設滴定裝置，包括鐵架、滴定管架及滴定管等，
實驗會消耗大量的酸、鹼溶液，且常需要重複 2~3 次，以計算平均值確認準確度與精密度。
我們想要改良滴定的實驗裝置，設計一個微型裝置、簡化實驗器材、減少藥品溶液用量，以
達到減廢、物盡、節能等目的。
以酸鹼滴定為例，隨著 NaOH(aq)滴入含酚酞及酸溶液的錐形瓶中，瓶內溶液逐漸從無色
轉為淡粉紅色，甚至瞬間呈現鮮艷的桃紅色。看著瓶內溶液的顏色變化，我們不禁思考：酚
酞指示劑的顏色變化有深淺差別，且顏色的深淺依隨滴加的滴定劑體積而改變，或許我們可
以利用光度滴定法，配合撰寫資訊程式，運用溶液顏色的像素變化來決定當量點，是否可作
為微型裝置中的定量基準？ 此外，若是能建立指示劑之色深與 pH 值的函數關係，運用程式
轉換就能得知變色區段中任一時刻的 pH 值，則可取代傳統 pH 計的量測，成為測定酸鹼值的
便捷工具。如此一來，不但能夠減少藥品的用量及實驗操作的準備工作，同時也因微型裝置
均是使用稀薄溶液，可達到物盡、安全、降輔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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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目的
一、 以酚酞為指示劑，繪製強酸強鹼滴定之色深與 pH 值的滴定曲線
二、 學習資訊軟體，撰寫程式以進行圖片色深與 pH 值之轉換
三、 建構適合滴定實驗之微型裝置
四、 設計不同指示劑與不同強度酸、鹼組合的滴定微型模組
五、 運用程式函數關係，進行實驗數據分析與誤差估算

參、 研究設備及器材
一、 器材：滴定裝置(鐵架、滴定管夾、滴定管)、燒杯(250 mL)、錐形瓶(250 mL)、磁石
(攪拌用)、pH meter、凸透鏡、3D 列印機、比色槽、比色槽架、LED 燈箱、黑色膠
帶、步進馬達、針筒(12mL)、電池、LED 燈泡(白光)、電腦、手機
二、 藥品：NaOH、HCl、CH3COOH、NH3、NaHSO3、KHP、酚酞、酚紅

肆、 研究過程或方法
一、 研究原理
(一) 顏色有其不同的色彩深度，此即為「色深」。色深變化可以用「像素」來表示。本研究
是採用 8 位元顏色，故像素的數值共有：28= 256 種，其數值範圍為 0~255，最小值為
0，表示色深最深、亮度最低；最大值為 255，表示色深最淺、亮度最高。
(二) 我們將圖片劃分為 106 個方格，使用像素數值來表示每個方格內的色深，運用像素值
總和即可描述此圖的色深。本研究共繪製了兩種滴定曲線圖，其一以像素加總值為縱
軸，pH 值為橫軸；另一以像素加總值為縱軸，消耗的滴定液體積為橫軸，分別討論。
(三) 強酸強鹼、弱酸強鹼以及強酸弱鹼滴定皆是依循老師上課所介紹的運算概念，採用當
量點：H+ 莫耳數 = OH─ 莫耳數，以及此刻鹽類進行水解反應，得知達當量點之體積
及溶液之 pH 理論值。
(四) 弱酸弱鹼的滴定操作在高中課程不易進行，因其當量點不易決定、準確度低。若欲得
知此類滴定之當量點時 H+濃度，必須同時考慮鹽類所解離之陽離子(弱鹼的共軛酸)與
陰離子(弱酸的共軛鹼)之水解反應，故採用下列計算式，可得知溶液之 pH 值。
𝐾𝐾𝑤𝑤 𝐾𝐾𝑎𝑎
𝐾𝐾𝑏𝑏

[𝐻𝐻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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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流程圖

微型裝置

高中酸鹼滴定裝置
以酚酞作為指示劑，繪 色深與 pH 值不具有線
製強酸強鹼色深與 pH 性關係
值的滴定曲線

色深與 pH 值具有線性關係
寫出像素加總值對應
pH 值、光度滴定的程
式

以酚酞、酚紅作為
指示劑，建立強酸
強鹼、強鹼弱酸、強
酸弱鹼、弱酸弱鹼
的滴定微型模組

假設錯誤，
重新設計實驗
利用光度滴定程式
得出滴定當量點體
積

程式測試有誤

程式測試無誤

重新改良程式
與理論值差異過大

將實驗數據代入程式，
利用擬合直線得知當
量點之 pH 值

改良裝置以降低誤差

應用於高中酸鹼
滴定課程

建立微型裝置
三、 研究步驟
(一) 傳統滴定實驗裝置(建構大規模對照組)
1. 精稱 NaOH 固體加水溶解，以容量瓶配製成0.10 M NaOH(aq)。同樣地，使用安全吸球
與吸量管，進行0.10 M HCl(aq)的配製。
2. 以 KHP 標定氫氧化鈉溶液的濃度：
(1) 精稱0.408克 KHP(式量204)置入錐形瓶中，加入20 mL 蒸餾水，並滴加數滴酚酞。
(2) 將0.10M NaOH(aq)裝入滴定管中，以滴定 KHP 直至瓶中溶液變成淡粉紅色。
(3) 紀錄達滴定終點耗去之 NaOH(aq)體積，計算出 NaOH(aq)的標準濃度。
3. 已標定之氫氧化鈉溶液滴定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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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已標定完成的 NaOH(aq)來滴定另一支錐形瓶中的 HCl(aq)。
(2) 在滴定過程中，於瓶內吸取適當溶液分裝在比色槽中，如圖4-1所示。將比色槽置入
暗箱中，並開啟固定強度之光源，以手機拍攝比色槽內溶液顏色的照片。
(3) 我們設置拍攝照片時的標準環境，如圖4-2。使用資源回收之紙箱，置入提供固定光
源的 LED 燈條，並於每次拍攝前以光度計測量強度，以確保環境光源一致相同；於
暗室紙箱的側面開口，並以黑色不織布覆蓋，作為拍照工具(手機或相機)的入口。

圖 4-1 滴定過程吸取出的溶液

圖 4-2 拍照暗室示意圖

(二) 色深與 pH 值之滴定曲線
1.

將上述步驟(一)-3拍攝好的照片嵌入 LabVIEW 程式中，採用影像的像素加總值表示

2.

指示劑之色深，並繪製色深與 pH 值之關係曲線。
以 LabVIEW 程式語言開發撰寫一個能藉由對應先前繪製的滴定曲線將色深轉換為
pH 值的程式。

(三) 微型裝置實驗模組
1.

以 3D 列印製作裝置架構，確認針筒、步進馬達、比色槽、微型磁石、手機等必須器
材，進行組裝。

(1) 3D 列印所使用的材料為黑色 ABS 樹脂(丙烯腈)，以 3D 列印機製出針筒固定架、比
色槽架、手機架，及固定於比色槽架下方的磁鐵馬達架。(如圖 4-3、4-4 所示)

圖 4-3 3D 列印機

圖 4-4 3D 列印製品
4

2.

微型裝置可拆分為四個小部分，分別為針筒、步進馬達、比色槽架，與轉動磁鐵，以
下就此四部分進行組裝說明：

(1) 我們選用 12ml 的針筒，並依據筒身直徑及長度設計了放置針筒的固定架，再以活塞
柄的大小設計可卡住活塞柄的活動架，如此一來，活動架即可隨步進馬達的轉動，
使活塞柄向前推進活塞。(如圖 4-5 所示)

圖 4-5 針筒架
(2)

步進馬達的部分，我們以信號控制器控制步進馬達的轉速與步進角，並藉由齒輪將
步進馬達與針筒的活動架連結，使其推動針筒。

(3)

比色槽架則是固定於針尖處，側面有洞口使針尖插入架中，得以在加蓋的情況下將
滴定液滴入比色槽。此外，比色槽架的另外兩個側面也分別開有洞口，分別提供
LED 燈固定與手機拍照用。

(4)

我們在比色槽架的下方加裝了轉動磁鐵，目的是使比色槽中的微型磁石能夠均勻
攪拌溶液。其中，除了步進馬達與信號控制器須外接插座供應電源外，LED 燈與
轉動磁鐵均是由 1.5V 乾電池提供電源。最後，我們以壓克力板作為底板，在底板
上方放置針筒與比色槽架；底板下方則放置步進馬達、信號控制器，與轉動磁鐵，
完成了微型裝置的組裝。

3.

操作微型滴定實驗

(1) 以 pH meter 確認滴定液與被滴定液的 pH 值，確認溶液之確切濃度。
(2) 在比色槽中裝入約 10-2 M、1.0 mL 的鹽酸，分別以酚酞、酚紅作為指示劑，以 NaOH
標準溶液滴定之。在比色槽開口區，定時以手機紀錄比色槽內溶液變化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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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量測槽內溶液之體積，扣除被滴定液之體積後，再除以拍照次數，得知固定時間內滴
入多少體積的滴定液。再結合光度滴定法的概念，由像素加總值與滴定液體積之曲線
中兩條直線的交點得知當量點之體積。
4.

微型滴定實驗組

(1) 進行強鹼弱酸滴定時，我們採用酚酞作為指示劑，並選擇濃度約為 10-2 M 的
CH3COOH(aq)，以 NaOH 標準溶液滴定之。
(2) 重 複 上 述 步 驟 ； 當 進 行 弱 鹼 弱 酸 滴 定時 ， 使 用 酚 酞 作 為指 示 劑 ， 選 擇 10-1 M
NaHSO3(aq)，再以 NH3 標準溶液滴定之；進行酚紅的強酸弱鹼滴定時，選擇 10-2 M
鹽酸，以 NH3 標準溶液滴定之；以酚紅作為指示劑之弱酸弱鹼滴定時，選擇 10-1 M
的 CH3COOH(aq)，以 NH3 標準溶液滴定之。
(3) 逐步稀釋鹽酸濃度為 10-1 M、10-3 M、10-4M 以及 10-5 M，同樣進行步驟(三)-2 的操
作，以檢測微型實驗裝置之靈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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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究結果
強酸強鹼的色深與 pH 值滴定曲線

一、

使用酚酞作為指示，以 NaOH 標準溶液滴定鹽酸，繪製強酸強鹼反應的色深與 pH 值滴定
曲線。由於酚酞的變色範圍為 pH 8~10，故當 pH 值< 8 及 pH 值 >10 時，像素加總值不會隨
著 pH 值而變動，僅當 pH 值介於 8~10 時，像素加總值會與 pH 值呈現線性關係。(如圖 5-1
所示)

像素加總值

強酸強鹼之滴定曲線(像素總和 vs 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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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酚酞之像素加總值與 pH 值滴定曲線
表 5-1 強酸強鹼之當量點 pH 值
實驗次數
當量點之 pH 值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8.21

8.24

8.50

8.30

8.20

8.20

(一) 此實驗共重複進行六次，以確定穩定度及再現性。實驗歸納發現：變色前的水平線段與
變色後的斜直線之交點，其 pH 值均接近 8.2，表示本研究概念設計之像素加總值與 pH
值的關係具有相關性與可信度，如圖 5-1、表 5-1 所示。
(二) 每次繪製出的酚酞滴定曲線，其變色區段的線性關係均大於 0.995，如圖 5-2。由此可知，
像素加總值和 pH 值確實具有線性對應的函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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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酸強鹼之酚酞滴定曲線變色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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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強酸強鹼之酚酞滴定曲線變色區段

二、 色深轉換 pH 值程式
由酚酞滴定曲線的變色區段( pH 8.0~10.0)得知像素加總值與 pH 值存在線性函數關係，
因此我們利用 LabVIEW 撰寫色深轉換 pH 值之程式，如圖 5-3 及下列說明。

給定兩點 (𝒙𝒙𝟏𝟏 , 𝒚𝒚𝟏𝟏 )、(𝒙𝒙𝟐𝟐 , 𝒚𝒚𝟐𝟐 )，
則可由兩點式得出直線方程式，
𝒚𝒚𝟏𝟏 − 𝒚𝒚𝟐𝟐
(𝒙𝒙 − 𝒙𝒙𝟏𝟏 )
𝒚𝒚 − 𝒚𝒚𝟏𝟏 =
𝒙𝒙𝟏𝟏 − 𝒙𝒙𝟐𝟐
此方程式即為色深與 pH 值的轉換
方程式。

圖 5-3 色深轉換 pH 值程式人機介面
(一) 由於指示劑的色深會受到光源與手機感光
設定的影響，故在使用前須先進行兩點校
正。例如我們先輸入 pH 值為 9.34 與 pH 值
為 10.01 的圖片，獲得符合當下光源與感光
設定的轉換方程式，接著便可輸入欲測定的
圖 5-4 光源與感光設定的轉換方程式

圖片，以得知其 pH 值，如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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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圖 5-5，圖片輸入後由程式轉換獲知
其 pH 值為 9.51，實際以校正過的 pH
meter 量測，其為 pH 9.48，顯示程式
轉換相對誤差僅為 0.3%。
此為輸入圖片示例
圖 5-5 程式轉換之 pH 值
三、 光度滴定程式
由於我們所繪製出的滴定曲線均有彎曲處，因此我們利用光度滴定的概念撰寫了一支程
式，以求得兩條斜率不同的直線之交點，得出當量點的 pH 值或滴定液體積。(如圖 5-6 所示)

圖 5-6 光度滴定程式人機界面

四、 滴定微型裝置的組裝
(一) 微型裝置之概念
我們採用以 3D 列印製作的黑色不透光之材質以避免外部光源的干擾，此微型模組
以針筒和比色槽作為滴定實驗的主體，如圖 5-7 所示。以針筒代替滴定管，比色槽代替錐
形瓶，並在比色槽內置入小型磁石，使槽內溶液得以因攪動而混合均勻。此外，採用一般
注射針筒替代滴定管，由步進馬達推動針筒，使其定時、定量加入滴定液於比色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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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自組裝滴定微型裝置
(二) 步進馬達
我們使用的是兩相六線的步進馬達，每接收到一次信號會逆時鐘轉動 7.2 度。由於
此為小型步進馬達，故以含有 7 個達靈頓電晶體的 ULN2003 驅動，使電流分流至步進馬
達的六線中(如圖 5-8 所示)，而步進馬達的信號控制器則是採用 EXD2020M-N(如圖 5-9 所
示)。

圖 5-8 ULN2003 驅動兩相步進馬達
(http://b2.hlvs.ylc.edu.tw/ezfiles/3/1003/img/10
6/20140421090026.pdf)

圖 5-9 實際電路圖

(三) 設計細節
1. 為了使加入的滴定試劑能與比色內的溶液混合均勻，因此我們在比色槽下方架設高速轉
動的磁鐵，使槽內的磁石持續轉動，達到溶液混合均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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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微型裝置中為避免其他光線影響，採用黑色凹槽盛裝比色槽；在此凹槽的側面開有小洞，
如 5-10 所示，其中一個鑿於上方，目的是使針筒的針頭能夠位於比色槽上方，方便滴定
試劑的加入，且杜絕外部光源。另有兩個小洞則鑿於下方，一個是便於手機相機鏡頭能
夠拍攝溶液之顏色變化，另一個則是用來固定 LED 燈光源。

圖 5-10 盛裝比色槽的黑色凹槽
五、 微型滴定模組之實驗
在酸鹼滴定實驗的設計上，我們選擇高中經常使用的指示劑:酚紅(變色範圍
pH6.6~8.0)及酚酞(變色範圍 pH8.2~10.0 )。進行不同酸、鹼強度組合之微型滴定實驗，並採
用圖像輸入光度滴定程式，運用像素總和值得知當量點體積。
(一) 以酚酞作為指示劑
1. 強酸強鹼滴定：以 10-2 M NaOH (aq)滴定
10-2 M HCl(aq)，我們進行兩次微型滴定實
驗，分析其當量點體積分別為 1.002 mL 與
1.010 mL，如圖 5-11。依據理論計算，此
滴定之當量點理論值應為 1.0 mL，因此平
均誤差約為 0.6%。

圖 5-11 強酸強鹼滴定之當量點分析

2. 弱酸強鹼滴定：以 10-2 M NaOH (aq)滴定
濃度約為 10-2 M CH3COOH(aq) (Ka=1.8×10-5)，進行兩次微型滴定實驗，分析其當量點體
積分別為 0.981 mL 與 1.029 mL，如圖 5-12。依據理論計算，此理論當量點體積應為 1.0
mL，因此平均誤差約為 2.4 %。
3. 弱酸弱鹼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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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此實驗中，弱酸弱鹼組合為亞硫酸氫鈉與氨水，其中酸之 Ka
為 6.3×10-8，鹼之 Kb 為 1.8×10-5，經弱酸弱鹼通式運算，得到
[𝐻𝐻 + ] = 5.92 × 10−9 𝑀𝑀，其 pH 值約為 8.23，落於酚酞指示劑之

𝐾𝐾𝑤𝑤 𝐾𝐾𝑎𝑎
𝐾𝐾𝑏𝑏

[𝐻𝐻 + ] = �

變色範圍內。

(2) 以濃度約為 10-1M NH3(aq)(Kb=1.8×10-5)滴定濃度約為 0.058M NaHSO3 (Ka=6.3×10-8)，
兩次微型滴定對應得出之當量點體積分別為 0.606 mL 與 0.582 mL，如圖 5-13，由於
理論值為 0.58mL，故平均誤差為 2.15%。

圖 5-12 弱酸強鹼滴定之當量點分析

圖 5-13 弱酸弱鹼滴定之當量點分析

(二) 以酚紅作為指示劑
1. 強酸強鹼滴定：
(1) 以 10-2 M NaOH (aq)滴定 10-2 M HCl(aq)，兩
次微型滴定實驗之當量點體積分別為 0.989
mL 與 0.992 mL，如圖 5-14。依據理論計算，
此滴定之當量點理論值應為 1.0 mL，因此平
均誤差約為 0.95%。
(2) 由於酚紅會由深黃變為淺黃，於當量點時轉
為淺紅，再變為深紅，即像素加總值在當量

圖 5-14 強酸強鹼滴定之分析

點前會呈上升趨勢，於當量點後呈下降趨勢，故依然可由兩條直線的交點決定當量點
體積。
2. 強酸弱鹼滴定：
(1) 以濃度約為 1.07×10-2 M 的 NH3(aq)(Kb=1.8×10-5)滴定 10-2 M HCl(aq)，兩次微型滴定之
當量點體積分別為 0.922 mL 與 0.932 mL；由於理論值為 0.930 mL，平均誤差約為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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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酚紅的強酸弱鹼滴定在變色前會有一段時間指示劑呈黃綠色，其
色深介於黃色與深紅色之間，故像素加總值會先變小，變成淺紅色瞬間達最大值，待
顏色轉為深紅後，像素值再變小。
3.

弱酸弱鹼滴定：
(1) 弱酸弱鹼組合為醋酸與氨水，其中酸之 Ka 為 1.8×10-5，鹼之 Kb 為 1.8×10-5，經通式運
算故[𝐻𝐻 + ]約為10−7 𝑀𝑀，其 pH 值約為 7，位於酚紅變色範圍內。

(2) 以濃度約為 10-1 M NH3 (溶液 Kb=1.8×10-5)滴定濃度約為 10-1 M CH3COOH(aq)(Ka=1.8
×10-5) ，兩次微型滴定當量點體積分別為 1.020 mL 與 1.015 mL (如圖 5-16)，平均誤
差約為 1.75%。

圖 5-16 弱酸弱鹼滴定之分析

圖 5-15 強酸弱鹼滴定之分析
六、 微型裝置之濃度極限測試

(一) 在高中化學的酸鹼滴定實驗操作中，酸鹼溶液多使用 0.1 M 或 1.0 M 之濃度；在全校
組別且須進行重覆操作下，實驗溶液的用量極為可觀。為達到減量、防廢的目的，同
時也檢測本設計裝置之靈敏程度，因此使用稀薄溶液進行微型滴定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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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們使用已標定 NaOH (aq)分別滴定 10-1 M、10-3 M 及 10-5 M HCl(aq)，當進行至 10-5 M
鹽酸時，因指示劑無法變色，因此我們再次進行 10-4 M HCl(aq)實驗，發現像素變化無
法讀取程式數值，因此我們的微型裝置實驗可檢測溶液之極限為 10-3M 稀薄溶液。、

圖 5-17

微型滴定結果：10-4 M(左)及 10-5 M(右)

陸、 討 論
本研究以傳統滴定裝置繪製了酚酞指示劑之色深與 pH 值滴定曲線，並確定其變色區段
之色深與 pH 有高度線性相關，故藉由 pH9 與 pH10 兩點進行校正，得到符合感光設定與光
源之轉換方程式，如若輸入一張未知 pH 值的照片，即可獲知其 pH 值。此方法簡化了傳統測
定 pH 值的繁複程序，且此法之誤差僅約 0.3%，具有高度精確度。
為了更加簡化、減量滴定之需求，我們自行組裝滴定微型裝置，並採用高中常見的酚酞
與酚紅指示劑，進行不同強度之酸鹼滴定組合。此微型裝置不但可以減少藥品溶液的使用量，
甚至將滴定溶液的濃度極限降至 10-3M，提高檢測溶液之靈敏度。此外，在實驗過程中，發現
不論是無色轉變成某顏色，或是由一種顏色轉變為另一種顏色，皆可適用於此微型模組，故
僅須建立一套指示劑的變化準則，其餘指示劑的色深與體積之關係可以直接進行程式轉換；
如此不但可以減少需要進行實驗的次數，還可套用已創建好的程式，不但節省時間且可隨時
應變、運用。
本研究之微型模組適用於高中實驗之酸鹼組合，甚至是較難操作的弱酸弱鹼滴定，且平
均誤差皆均控制在 3 %以下，適合作為高中課程酸鹼滴定實驗之簡化裝置與節省耗材之應用。

柒、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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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高中常使用的滴定裝置以及自行組裝的微型裝置，進行酸鹼滴定實驗後，分
析得到以下結論：大型裝置的滴定誤差約為 0.3%、以酚酞為指示劑的微型滴定裝置，其強酸
強鹼組誤差約 0.6%、強鹼弱酸組誤差約 2.4%、弱酸弱鹼組之誤差約 2.15%；以酚紅指示劑進
行微型裝置滴定的強酸強鹼組誤差約為 0.95%、強酸弱鹼組誤差約 0.5%，弱酸弱鹼組滴定之
誤差約 1.75%從上述結果歸納得知，我們建立的微型裝置不但準確度高，還具有省時、減量
減廢、方便操作等永續效益。
本實驗方法已確定可測定滴定之當量點體積，利用手機拍照，輸入至程式中即可得知當
量點體積，使測定更為便捷且隨身化。 微型裝置的濃度檢測極限為 10-3 M，不僅能夠簡化傳
統滴定實驗的器材與步驟，更可達到減量、減廢之綠色化學的願景，甚或可應用於水中微量
物質的檢測。 本實驗方法及裝置亦可應用於具有顏色變化的實驗，例如碘滴定、比色法、秒
表實驗及氧化還原滴定等，後續我們會繼續進行此類實驗的探究，並嘗試建立手機 App 項目，
讓手機成為帶著走的檢測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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