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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DVB-H (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
Handheld) 手持式數位視訊廣播
J2ME 手機遊戲製作-麻將疊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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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ia N92 DVB-H 行動電視

NOKIA 的 N92 是全球第一支內建 DVB-
H 接收器的手機，透過省電且不怕資料壅
塞，一對多廣播的 DVB-H 技術，實現行
動電視的理想，讓你走到哪看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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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ia N92 DVB-H 行動電視
N92 內建四支天線，分別是：DVB-H、3G 
(GSM)、WiFi (b/g兼容)以及藍芽，加上一個
GPS receiver，就具有導航的功能，功能相當
紮實。
N92 採用 1600 萬色，2.8 吋 QVGA 螢幕，在
背面安置兩顆立體環繞音響，內建90MB 記憶
體，可以錄最多 90 分鐘的電視節目，錄不夠沒
關係，還可以插 miniSD 卡擴充容量，最高可達
2GB。可以及時或是預約錄影，看A台錄B台也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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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電視

純粹依賴行動電話網路進行數據傳播，2.5G 
時代如通用封包無線服務技術 (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 GPRS)，CDMA1X，
3G時代如寬頻分碼多工 (Wideband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WCDMA)，EvDO
等。
手機直接接收或連接附件接收數字電視地面廣
播信號，如 DVB-T 或 DVB-H，不占用行動電
話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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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電視技術缺陷
屏幕過小：
傳輸清晰度和觀看效果有較大限制，影響消費者的

 使用興趣
能耗過高：
使用手機電視功能，會使手機的待機時間明顯縮短
傳輸時間：
使用 H.264 標準的手機看電視時，需要一段準備時

 間才能開始正常播放。使用 DVB-H 技術的設備沒
 有這個問題。

幀(frames)速率低: 
只有1～2幀/秒，由於幀速率太慢，有如看幻燈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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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電視發展

數位電視廣播接收技術成熟和系統佈建愈來愈
完整。
Silicon tuner 和傳統的Can tuner差異愈來愈
小、晶片尺寸、功耗隨製程愈來愈小，和其他
手持式整合難度同時降低，讓終端產品能做到
輕薄短小。
提供數位內容的頻道商愈來愈多，內容也愈來
愈豐富。
5年之內，手機電視營收成長11.997%。



8

行動裝置影像-無線技術

下載
影音串流 (3G)
行動電視 (DV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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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B-H 與 3G 的不同

DVB-H 是以廣播方式來傳播影音內容，3G 
則是以通訊網路接收影音內容。
DVB-H 是採一對多的廣播概念，沒有網路壅
塞的困擾；3G 則採用點對點，比較可能發
生塞車的情形。
DVB-H 的節目是由業者提供固定的頻道表及
節目單，消費者由頻道中選取節目；而 3G 
則以 Video On Demand 隨選視訊為主要訴
求，讓 user 自己選取想看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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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廣播技術的現況

歐洲：大部分為 DVB-H，少數國家採 DMB
北美：DVB-H，MediaFLO (高通專有規格)
亞洲：大部分為 DVB-H，韓國採 DMB，日
本是 ISDB-T (自創規格)
大洋洲、非洲：DVB-H

數位多媒體廣播 (D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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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B-H的優點

廣泛的業界支援。
由於台灣採 DVB-T 數位電視架構，使 DVB-H 
的設置更為快速。
多達 50 個頻道可以選擇。
省電。例如使用 NOKIA N92 來觀賞電視，可
以連續看 4 小時喔！
影像品質佳(H.264)。能呈現每秒高達 30 
frames 的影像傳送，可以得到與在家觀賞電
視同樣品質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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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ME手機遊戲製作-麻將疊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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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 各應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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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遊戲背景介紹

現代的手機遊戲就像是小型電腦，它的處理
能力和桌上型電腦的處理能力相比實在有
限，但是其能力足夠到執行一個小型的遊
戲。
手機除了語音部份之外，也像一般的電腦具
有網路、高效率的傳送和接收數位資料。同
時手機也能將遊戲訊息分享給點對點的玩
家。
以處理能力與性能來說，目前製作的Java手
機接近第二代的遊戲機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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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遊戲的實現

簡訊遊戲 (Short Message Service Game)
而簡訊遊戲的玩法是玩家先傳送一則文字訊息到
一個固定號碼，該固定號碼會連結到後端的伺服器
平台，經過訊息處理後再回傳一則簡訊內容給玩家
的手機。

嵌入式遊戲 (Embedded Games)
有一些遊戲是直接放入手機的晶片中，它們不能給
用戶直接做下載新的遊戲。



16

手機遊戲的實現

瀏覽器遊戲 (Browsing Games)
玩WAP遊戲像 WEB 一樣輸入 URL 進行後端平台
的伺服器，它使用瀏覽網頁的方式來進行遊戲，包
含文字和圖像部份的應用，其玩的遊戲都是與後端
伺服器進行訊息交換。

J2ME和其他的程式語言
J2ME 比 SMS 和 WAP 還要有更好的控制介面，
允許動態圖檔和使用無線網路連結到後端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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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遊戲應用優點

可攜性
手機與電腦相比之下，雖然手機不是一個良好的
遊戲機台，但是它是具有相當良好的可攜性隨時
可以玩與進行遊戲下載安裝。

潛在的龐大用戶群
手機來說幾乎是人手一支，目前全球JAVA手機出
貨量已經有一億兩千萬支。從2002年的2億4500
萬美元，持續增加到2005年的3兆美元，未來三年
內遊戲下載將會取代目前最流行的圖鈴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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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遊戲應用優點

網路應用
行動電話本身就是網路設備，它是可以使用GPRS
進行網路連結，可是在MIDP規範中要支援多人連
結的網路遊戲還是有些限制因素。



19

手機遊戲的缺點

手機螢幕小
螢幕大小不同，對於製作遊戲也會產生部份問題那
就是優化遊戲畫面，主要是控制遊戲螢幕大小與設
計遊戲的美工排版，因此手機螢幕大小將會影響遊
戲製作的因素。

有限的顏色與音效支援
早期手機只有支援黑白，目前市場Java手機都是
支援彩色畫面。從 Java SUN 規範中得到音效
時，可參考由JCP在2002年中制定完成規格編號
為 JSR-135 的行動多媒體應用程式介面(MMAPI)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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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遊戲的缺點

遊戲應用程式大小限制
Java手機只有少數的記憶體空間用來執行MIDlet。
實際上這些限制是在於手機製造廠和電信業者的提
供網路之限制，不過大部份都是手機本身的限制。

高延遲時間 (High Latency)
延遲時間 (Latency) 即是由機器發出要求後接到回
應之間所花費的時間。延遲時間一直是網路連線遊
戲存在的一個問題，開發遊戲者總想要如何修改來
提高其效能。如果在無線網路等待時間過常，這對
開發多人的線上遊戲會造成行大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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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遊戲的缺點

中斷性的關鍵
當手機用戶在玩遊戲時，突然有電話進來要接聽，
則進行中的手機遊戲就會被中止。遊戲程式要能夠
暫停繼續遊戲，而且不會造成玩家在遊戲中被中止
而輸掉遊戲。

新開發的新技術
MIDP1.0中的設計並非是要用來發展遊戲使用。最
近 Java SUN 已經重新訂定發行新的規範
MIDP2.0，已經解決設計遊戲上的不便，例如新增
加3D應用、MMAPI多媒體應用API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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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商業模式

銷售應用通路
使用者付費後經由手機直接下載與安裝所要的遊
戲，同時也可以下載免費的測試遊戲。

月租型認證方式
電信業者是出售一段限定時間授權，當用戶有持續
付費時就可以再玩一個月或數月，這種方式更適合
於多人遊戲，因為這種授權付費如同用戶付月租
費。



23

設計商業模式

分享資料流量或上網利潤
電信業者一旦建立分享GPRS封包利潤，則手機連
線遊戲將會蓬勃發展，也會有更多的人投入J2ME
遊戲製作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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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ME 圖檔製作與應用
圖檔應用只是設計手機遊戲的一部分，可是它
確是占遊戲檔案大小最重要部分。同時也是設
計遊戲時首要規劃與考慮的項目。
Java SUN在MIDP1.0中所定義的圖檔規範是以
PNG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的格式
為主，但是有些手機商所提供的手機之J2ME規
範中也可以支援其他圖檔格式，例如JPG、GIF
等圖檔規格。



25

PNG圖檔格式

PNG (Portable Network Graphics) ：
PNG 圖檔是一種能儲存32位元的點陣
圖圖檔格式，其圖像品質遠勝過GIF。
PNG 也可以使用無損失壓縮來減少檔案
大小，其壓縮的點陣圖資料是採用另一
種lz77演算法。
PNG圖檔可以是 8 位元索引色、灰階1 
6 位元與彩色的 48 位元，同時 PNG 圖
檔顯示速度很快，也可支援透明度圖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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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ME圖檔動畫製作
所謂動畫是指利用人類眼睛視覺暫留現
象，將圖檔做短暫時間內與同一位置連續
播放不同動作方式，大約以每秒顯示24
到30張圖片。
從範例程式主要是從手機螢幕上呈現一個
動畫畫面，它就如同電影一樣在一個幕布
中做連續放影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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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ME圖檔動畫製作
PNG 圖檔透明度：針對遊戲進行時整體
畫面之感受。可以從下列範例來討論圖檔
透明度是必需要被設計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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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ME圖檔動畫製作

當遊戲設計者所製作的 PNG 美工圖檔
內，如果沒有確認圖檔是否有製作透明背
景時，就會產生遊戲視覺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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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ME圖檔處理

J2ME遊戲中，由於受到檔案大小與手
機記憶體限制，開發遊戲圖片會是受到
極大限制。
減少圖片檔案：合成多個PNG圖檔來縮小檔
案大小。
減少圖片顔色數：圖片進行優化來減少顔色
數，其可以降低圖片檔案大小，但圖片效果
可能降低玩家滿意度。使用優化圖檔會產生
顏色色差，實際效果差別並不會大，但是檔
案大小一定會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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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ME圖檔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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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ME圖檔處理

圖檔 A 顏色度為256色，檔案大小為30kb
圖檔 B 顏色度為16色，檔案大小為7.55kb

圖檔 A 圖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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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2ME圖檔處理
使用更換調色板技術：變更顏色的調色來變
化圖檔。這種方法優點是可以減少許多圖檔
空間，但缺點是設計必需要了解 PNG 的規範
為何。
圖檔壓縮應用：將圖檔壓縮成像ZIP格式的檔
案模式，用以縮小遊戲全部圖檔。
使用單一圖檔旋轉和翻轉：保留原有單一圖
檔，當遊戲需要圖檔旋轉或是要翻轉時，再
進行Java程式變更圖檔所要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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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安裝

Java 2 Platform, Standard Edition 
JAVA Wireless Toolkit
Eclip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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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

DEMO
中華電信加值軟體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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