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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經過入瀑布般的連綿梅雨，隨即進入酷熱的盛夏。在這即將邁入盛夏

之際，祝福每一會員皆是健康平安喜樂，同時特別感謝學會同仁大力賜稿
於ARIS2017暨NCAR2017兩會議。目前兩會議的投稿論文已接近上百篇，
再經各位會員的持續努力，應可超越去年的投稿篇數。另外，經由理監會
聯席會議的決議，本會將於ARIS/NCAR2017會議後，發行本會的國際期刊，
特命名為“iRobots”。該國際期刊將與Springer 合作出版，預計三年後可望
升級為 SCI 級期刊。為隆重推動此國際期刊之發行 ，本會在
ARIS/NCAR2017會議期間，特別安排有“iRobots” special session。凡投稿於
ARIS2017的position papers ，皆歡迎轉投參與本特別議程。該議程將聘請
望重視士林且長年投入機器人的學者專家，進行現場評審與提問，選錄優
秀論文刊登於“iRobots”的創刊號與第二期。 

本會從2016年起發行一年四期的學會會訊，用以聯絡從事機器人科學
研究、工程科技、創新設計與人才培育等方面的會員，進行學術、知識、
技術與經驗之交流與研討，藉以促進了解共同的研究旨趣，普及機器人工
程科技專業知識，進而提昇機器人工程科技之應用領域為宗旨。學會會訊
的內容涵蓋學會會務動態、學會財務，介紹學會傑出會員及其貢獻、定期
介紹機器人學新知與提供研討會資訊，也歡迎會員先進能多多投稿，並期
以能聯絡會員感情，增進交流互動。 

   2017年第二期將刊登李祖聖理事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之事蹟報導，
並刊登教育推展活動，由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電機所杜國洋教授舉辦之
2017推動台灣學生參加國際機器人活動所舉辦的競賽之成果，並刊登機器
人相關新知介紹一篇，特別感謝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郭重顯教
授所撰寫「基於Android之人形機器人控制APP設計與開發」一文，以供大
家參考。最後感謝大家的熱忱支持與指導，並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裡，身
體健康，事事順利，闔家平安。 

 

最新消息 
1. 恭賀本會李祖聖理事 榮獲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2.「博碩士論文獎」自即日起開始辦理(截止日期：106年8月15日前)，請惠予推薦。詳
細資料請參考http://www.r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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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台灣機器人學會 

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中華民國106年06月16日(五)10：00~12：00 

二、開會地點：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綜合科館216B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 

  理事 李祖聖、杜國洋、翁慶昌、楊谷洋、黃國勝、蔡清池 

     盧聰勇、蘇順豐 

      (應到：15位，實到：8位) 

  監事  李祖添、顏家鈺、鄭銘揚(應到：5位，實到：3位) 

  正副秘書長 黃旭志、李世安        秘書 王欣薇 

四、缺席人員：無 

五、請假人員：理  事 宋開泰、王文俊、胡竹生、林惠勇、郭重顯 

                                            傅立成、羅仁權 
       監  事 林其禹、黃漢邦 
       諮議委員 蔡明祺 

六、主席致詞：理事長 蔡清池                              紀錄：王欣薇 

七、報告事項： 

        1.確認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狀況。 

        2.ARIS2017✖NCAR2017研討會籌備進度報告。(蔡清池理事長報告)。 

        3.公告106年度博碩士論文徵選，截止日為本(106)年為8月15日。 

八、討論提案： 

提案1 

案由：請決選台灣機器人學會106年度「傑出機器人工程獎章」。 

說明：申請者：1位。 

決議：台灣機器人學會106年度「傑出機器人工程獎章」為李祖聖教授。李

祖聖理事迴避離席。 

 

一、會務動態 



提案2 

案由：請決選台灣機器人學會106年度「青年機器人工程獎」。 

說明：申請者：1位。 

決議：台灣機器人學會106年度「青年機器人工程獎」為劉彥辰教授。 

 

提案3 

案由：請推薦第六屆理監事候選名單。 

說明：  

決議：將第五屆理監事納入名單，並邀請北部翁慶昌教授；中部蔡清池教授、莊家

峰教授；南部杜國洋教授推薦名單至秘書處。 

 

 

九、臨時動議： 

十、散會(12：00) 

 

花絮照片 

 

 

 

 

 

 

 

       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Ⅰ                  第五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Ⅱ 



二、李祖聖理事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之事蹟報導：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李祖聖 

Tzuu-Hseng S. Li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學  歷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博士(1989)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碩士(1985) 

大同工學院電機工程學士(1981) 

◆ 經  歷 

國立成功大學智慧型機器人與自動化研究中心主任(2013/5~ 迄今)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2004/8~ 迄今) 

台灣機器人學會理事長(2012/1~2015/12) 

國立聯合大學電機與資訊學院院長(2009/8~2012/7) 

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理事長(2008/1~2011/12) 

國科會工程處工程科技推展中心兼任研究員(1997/2~2009/12) 

◆ 學術獎勵 

指導帶領學生團隊參加FIRA RoboWorld Cup 大型人形機器人全能賽得總錦標賽
(All 

Round) 冠軍(2013~2015) 

IEEE Tainan Section Outstanding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201 3) 

指導帶領學生團隊參加韓國2013 International Robot Contest 獲得大型人形總錦標
冠軍 

(2013) 

指導帶領學生團隊參加TAIROS 2013 智慧機器人產品創意競賽獲得服務型機器人
組第 

1 名(2013) 

指導帶領學生團隊參加RoboCup 日本公開賽獲得居家服務型機器人組第2 名(2013) 

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第二屆自動控制學會會士(2008) 



二、李祖聖理事榮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之事蹟報導： 

  

◆ 從事學術研究過程及重要學術研究成果 

 

個人在成大電機系服務快滿32 年，近五年研究主軸包括智慧型人形機器人、居
家服務型機器人及智慧型系統與控制等三大項。在人形機器人方面，自行開發研
製了人形機器人─ David，提出能適當調整機器人各關節角度之動態平衡控制法。
並首度提出環境衝擊人工蜂群演算法，以學習出最適合機器人之步態，研發成果
與群創光電簽定產學合作計畫及技術授權合約書。在居家服務型機器人方面，自
行開發研製居家服務型機器人─ May，採用四輪獨立轉向四輪獨立驅動模式讓
May 能全方位移動。在視覺顏色辨識方面提出類粒子群演算法，能針對顏色快速
地學習到閥值。也提出建立隱藏式馬可夫模型之智慧演算法，以完成臺灣手語辨
識系統，研發成果與鴻海精密簽定產學合作計畫及技術授權合約書。在智慧型系
統與控制方面，則與工研院南分院執行學研合作計畫， 也與台達電子公司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個人除發表學術論文外，亦積極將科技部補助的計畫研究成果與
產業界鏈結，期能對國內智慧機器人產業做出貢獻。 

 

 

 ◆ 得獎感言 

 

機器人的研發是一個高度系統整合的工程。首先是機構要設計得夠好，機構設計
錯誤再怎麼救也救不回來。接著是馬達的驅動能力與配置，不要太相信馬達規格
書上的功率值，我們的經驗值是打六折。主控電腦當然要夠快夠穩定， 相關軟
體韌體盡可能自行開發撰寫，一般網路的Open Source 或Open CV 一開始會有幫
助且很好入門，但電腦軟硬體升級有時就無法再用。我們是學控制的，在機器人
的領域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提出新的控制法則，我們主要是提出新穎進步的智慧型
控制法，也可以說是將AI 應用在機器人的控制上。 

指導帶領學生團隊參加國內或國際機器人相關競賽，一方面是走出實驗室到不同
的場地測試所研發的機器人，另一方面是培養學生團隊合作與溝通協調的能力。
在這，我真的要感謝我成大的學生們，她( 他) 們會像機械手臂End- Point 控制一
樣，規劃出每一段時間每一個Joint 該到哪裡該有多少速度。如果比賽有好幾個項
目，她( 他) 們比賽前一兩週，就在實驗室進行各個分項的比賽， 共同商討出更
好的解決方案。不過比賽場地畢竟不是實驗室，燈光不同會影響影像辨識、無線
通訊不穩定會影響機器人之間的溝通、靜電或電源不穩定會造成機器人無法動彈，
所有不確定因素都得承擔與克服，才能在機器人競賽中獲得一些成績。 



2017推動台灣學生參加國際機器人活動所舉辦的競賽 

杜國洋  教授  

Taiwan Representative, RoboCupJunior 

主持人，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學生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計畫 

電機所，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個 人 自 2013 年起 接 任 RoboCupJunior 的 台 灣代 表 ，每 年舉 辦 

RoboCupJunior Taiwan Open ， 從 優 勝 隊 伍 中 推 薦 參 加 World 

RoboCupJunior；個人也自2012年起擔任『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學
生參加國際性技藝能競賽』計畫主持人，故也為教育部舉機器人競賽
活動。計畫活動為『國際智慧人形機器人競賽』，從中選訓技專校院
學生，出國參加RoboCup、FIRA或Robo-ONE等國際機器人競賽。個
人從2013年以來，每年都要舉辦這兩個機器人競賽，RoboCupJunior 

Taiwan Open是針對中小學學生，國際智慧人形機器人競賽是針對大專
院校學生，因此個人協助台灣各個層面的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機器人競
賽。以下分別說明兩個機器人競賽活動的推動。 

 

RoboCupJunior Taiwan Open自2013年以來都是靠自籌與贊助經費舉辦，
所以活動舉辦相當辛苦。所幸在各方的支持，例如：利基科技、柯達
科技、機器人王國等公司贊助；台灣機器人學會大力支持；以及機器
人相關學者：蔡清池 教授、李祖聖 教授、黃國勝 教授鼎力相助，使
得每年的競賽活動都能順利完成，在此表達十二萬分的謝意。更要感
謝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智慧機器人實驗室全體成員，每一次的競賽
活動舉辦，任勞任怨，使命必達的完成任務，感恩這多方面支持協助，
使得多年來的機器人競賽活動，順利成功。 

 

 

  

 

 

 

 

 

 

 

圖一、2017 RoboCupJunior Taiwan Open開幕。 

三、教育推展活動 

      

                      



2017 RoboCupJunior Taiwan Open更進一步擴大，共有將近200人參加，圖 

一為開幕全體參賽者的合影。更難得的是，今年有來自香港團隊參賽，包括保良
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與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共有三個團隊參賽，圖二為
香港參賽隊伍的合影。在頒獎典中，並授旗給取得台灣代表權隊伍，期許國際
RoboCupJunior中獲得佳績，為國爭光，圖三為授旗的合影。 

 

 

 

 

 

 

 

 

 

 

  

 

圖二、來自香港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與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的參賽團
隊。       

 

 

 

 

 

 

 

 

 

 

 

 

 

 

  

圖三、頒獎典禮中授旗給優勝隊伍，期許國際競賽獲得優良成績，為國爭光。 

 

國際智慧人形機器人競賽自2012年起，今年邁入第六個年頭。就教育部賦與本計
畫活動的目標：推動技專校院學生參加國際機器人競賽，計畫規劃，針對國際三
大機器人競賽：RoboCup、FIRA與Robo-ONE。本計畫近三年推動成果豐碩，自
2014至2016每年補助約10位學生參加國際機器人競賽。由於擴大效益2014年共有
七位老師帶領超過60位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機器人競賽，2015年促成十三位老師 

三、教育推展活動 

      

                      



帶領57位學生出國參加國際機器人競賽，2016年促成九位老師帶領81位學生出國
參加國際機器人競賽。詳情如下。 

 

2014參加成果： 

2014年計畫的執行，促成五隊以上，至少一位老師二十七位以上學生，出國赴大
陸北京參加第十九屆HuroCup 2014國際智慧全能人形機器人競賽以及赴日本參加
第25回Robo-ONE格鬥機器人競賽，以超過目標甚多的方式達成。 

 

 

 

 

 

 

 

 

 

 

 

 

 

 

 

圖四、參加Robo-ONE的隊伍中，阿財榮獲第四名。 

  

2014年計畫選訓團隊在十一月赴大陸北京參加HuroCup 2014 (FIRA中的主要比賽
項目；全能人形機器人)競賽以及在九月赴日本參加Robo-ONE機器人格鬥賽。
Robo-ONE共有八個隊伍參加，有五個隊伍進入前48強，其中阿財還進入前八強，
拿到第四名，並獲得特殊動作編輯獎，上台領獎相片見圖四。第二年參加Robo-

ONE競賽，台灣隊伍即獲得如此優秀的成績，讓全體參賽者刮目相看。另一項
國際賽HuroCup，於11/4日至11/10日赴大陸北京參賽。此次國內的參賽重點是在
大型的機器人。台灣團隊領先韓國的iSL與加拿大伊朗聯隊AUT-UoM，除各項成
績領先外，總成績也取得前三名，分別是成功大學第一名、台灣科技大學第二名
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第三名，台灣科技大學總共獲得三金三銀，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總共獲得一銀三銅。大型人形機器人目前無現有產品，必須完全自製，本計畫
推動團隊自製機器人參賽，才能有多個團隊在國際上參賽，而且績效卓越，這也
奠定國內此一技術紮實的基礎。 

  

若加計延伸效益，本計畫的推動，已營造國內團隊參加國際機器人競賽的風氣。
本計畫團隊雖然補助兩隊參加Robo-ONE，但實際赴日本參加的有八隊，如圖五，
比起去年，隊伍數大大成長。對於HuroCup雖然只補助三隊，圖三為受補助團隊
的合照，但淡江大學、台師大、銘傳大學都已報名，到比賽會場才得知台師大與 

三、教育推展活動 

      

                      



銘傳均獲得高教司補助出國經費，帶隊的台師大  許陳鑑教授與銘傳大學  江淑盈
教授均深表感謝，本活動除給其學生歷練機會外，亦提供機會爭取好成績，申請
高教司的補助。總計參加HuroCup 2014的人數超過50位，所有參加國際機器人競
賽的人數超過60位，成就一個可觀的出國比賽團隊，本計畫具體達成的主要目標。 

 

 

 

 

 

 

 

 

 

 

 

 

 

 

圖五、赴日本參加第25回Robo-ONE機器人格鬥賽全體成員。 

 

 

 

 

 

 

 

 

 

 

 

 

 

圖六、所有受補助參加HuroCup 2014的台灣團隊。 

 

2015參加成果： 

2015年促成科技大學團隊，五隊，共十八人以上，出國赴大陸杭州參加『2015年
海峽兩岸機器人競賽及學術交流會』(因韓國發生MERS，受教育部回文核准更
改出國參加的活動)以及赴日本參加第27回Robo-ONE格鬥機器人競賽，超過預期
目標。也促使八位老師帶領超過三十九位學生為國爭光，成就一個可觀的出國比
賽團隊。其中Robo-ONE有兩隊進入前八，兩隊進入前十二，參加『2015年海峽
兩岸機器人競賽及學術交流會』的科技大學團隊(台灣科技大學與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均獲得特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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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參加成果： 

 

 

 

 

 

 

 

 

 

 

 

 

 

  

圖七、台灣參加2016 RoboCup團隊：台科大與第一科大在比賽現場的合照。 

 

 

 

 

 

 

 

 

 

 

 

 

 

  

圖八、台科大與德國隊賽後的合照。 

 

2016年原規劃參加國際機器人競賽包括2016 RoboCup、2016 HuroCup與Robo-

ONE，但由於2016 HuroCup延至12月中旬，使得本計畫難以在計畫期程內派員
參加，因此本計畫只補助參加2016 RoboCup與第29回Robo-ONE競賽，共補助11

位學生，其擴大效應為共有四位老師31位學生參加國際競賽，圖七為參加2016 

RoboCup成員在比賽會場的合照。雖然本計畫未補助參加2016 HuroCup，但是許
多參加本活動的團隊前往參賽，共有台灣師範大學、淡江大學、銘傳大學、國立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參加的學生超過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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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第一科大與伊朗賽後合照。 

 

本計畫此次首先選訓選手參加 RoboCup機器人競賽，RoboCup機器人競賽是國際
規模最大且技術發展最先進的機器人競賽，圖八是台科大團隊賽後與德國隊的合
照，圖九是第一科大團隊與伊朗賽後合照。此次雖然是首次參加，但台科大團隊
榮獲技術挑戰賽的冠軍以及足球賽的亞軍，能在世界規模最大的機器人競賽中獲
獎，實屬不易，圖十為上台領獎照片。競賽結束後，由主持人帶領出國參賽團隊
參訪柏林自由大學Paul Rajos教授的實驗室，並參觀其傑出的研究成果：無人駕
駛車，如圖十一與十二，帶給出國參賽團隊不一樣體驗。 

 

 

 

 

 

 

 

 

 

 

 

 

 

 

圖十、台科大榮獲中型人型機器人足球賽亞軍，上台領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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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參加RoboCup團隊在競賽後順道拜訪德國柏林自由大學，並參觀Paul 

Rojas教授研究團隊的無人駕駛車。 

 

 

 

 

 

 

 

 

 

 

 

 

 

圖十二、參加RoboCup團隊與Paul Rojas教授研究團隊的合照。 

 

以上是本計畫針對教育部所賦予的任務的近三年成果，另外的擴大效應是，使許
多學校團隊，投入人形機器人研發，促使這艱深困難的研究主題，在全國大專院
校成為普遍的研究課題。 

 

個人多年來舉辦RoboCupJunior Taiwan Open與國際智慧人形機器人，推動台灣學
生出國參加國際機器人競賽，引導協助的學生，從國、高中學生到大專院校。期
待盼望的是，台灣學生透過國際機器人競賽參與，習得先進機器人技術、引發投
入機器人研發、結交更多國際機器人同好等等，培育更多機器人產業人才，為台
灣機器人產業扎根，厚植產業實力。並能在未來的發展中，實質貢獻經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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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Android之人形機器人控制APP設計與開發 
郭重顯教授 臺灣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 

 

行動裝置APP之應用已經相當普及，逐年提升的行動裝置運算效能已經可以使複
雜的演算法透過裝置本身處理器與雲端伺服器之協同運作得以實現。對於人形機
器人之機器視覺控制應用，一般大多以單板電腦進行運算。然而單板電腦之重量、
尺寸、穩定性、能源效率、成本以及系統重組性都比手機或平板電腦來得更具挑
戰。因此，本實驗室以Android作業系統為開發平台，整合影像系統與運動控制
器來進行人形機器人自主運動控制，並導入JSON輕量網頁交換格式技術來控制
與修正人形機器人運動參數，使得藉由小尺寸平板電腦便能達成人形機器人視覺
感測與自主運動決策之目的。 

本研究之實驗設定為安裝一平板電腦於人形機器人頭部位置，平板電腦並不需要
與人形機器人有任何有線之通訊連結即可進行人形機器人控制。當平板電腦夾持
在人形機器人頭部位置時，即可透過平板電腦之藍牙與Wifi通訊介面與人形機器
人身上的步態運動控制器進行連線；同時平板電腦上的攝影機即可針對人形機器
人前方環境進行影像辨識，進而導入模糊避障演算法產生步態指令，最後透過上
述介面傳送步態指令到步態運動控制器。安裝平板電腦之人形機器人照片與人形
機器人步態控制參數調整網頁之頁面（使用線性倒單擺控制機制）如圖一所示；
整體架構如圖二所示；最後避障測試情形如圖三所示。 

就技術而言，此一研究於步態運動控制器加裝Wi-Fi網路擴充板，提供使用者
Webserver的服務。當使用者於網路客戶端發出HTTP Request命令時，Webserver

接受請求並回應HTML5網頁語言代碼，提供網路介面之步態參數調整及機器人
操作頁面；並以JSON輕量網頁交換格式進行硬體機器人步態參數的數值交換。
人形機器人頭部影像追蹤與雙足步態控制則由所開發之影像APP程式來達成，此
一APP之影像處理以進行物體的偵測及追蹤為主，並針對機器人周圍環境進行自
我及目標物的平面定位，以提供模糊避障演算法之推論，最後產生頭部目標物追
蹤與雙足步態控制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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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平板電腦安裝及網頁畫
面 

圖二 

整體架構 

圖三 

影像避障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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