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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 國立交通大學 工學院申請增設碩士班計畫書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交通大學 107 學年度申請增設 

碩士班計畫書 

申請增設班別 
□學系(學士班)   □學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申請案名（請依

註 1 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機器人碩士班 

英文名稱：The Robotics Institute 

 
曾經申請年度：□105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曾於學年度申請■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工程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機械系、電機系、資工系 

電控所、建築所、音樂所 

 

1905 878 335 3118 
研究所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相

關系所學位學

程學校 

台灣大學、成功大學、清華大學 

招生管道 碩士班獨立招生，招收大學或獨立學院相關學系畢業或應屆畢業生 

擬招生名額 15 名 

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校內調整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機械系：http://www.me.nctu.edu.tw/alumni/org1/super_pages.php?ID=org3  

電機系：http://www.dece.nct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1 

資工系：https://www.cs.nctu.edu.tw/cswebsite/intro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  

職稱 

國立交通大學 

工學院 院長 
姓名 韋光華 

電話 03-5731675 傳真 03-5728504 

Email   khwei@mail.nctu.edu.tw

http://www.dece.nct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A1
mailto:khwei@mail.nc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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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2  學院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 

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交通大學 

申請案名：機器人碩士班(新設)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電機系、資工系、機械系 

（凡參加支援之各系所均需填列並符合下列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之規定，始得計列為支

援系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

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不含第一次評鑑結果

為待觀察，經追蹤評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電機 103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IEET) 

 資工系 104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 

 機械 103 年評鑑結果為通過(IEET) 

設立年限 

■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系達 3 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招生達 3 年

以上】 

電機系於 97 學年度設立，至

105 年 9 月止已成立 8 年。 

核定公文：台高(一)字第

0970187952A 號 

資工系於 93 學年度設立，至

105 年 9 月止已成立 12 年。 

核定公文：台高(一)字第

0930130622 號 

機械系於 65 學年度設立，至

105 年 9 月止已成立 40 年。 

 

■ 符合 

□ 不符 

□以學院申設碩士在職專班，應符合之

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碩士班達 2 年以上。 

□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碩

士班達 3 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招生達 3 年

以上】 

師資結構 

(並請詳列

於基本資

料表 3、4)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應

符合之規定： 

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9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專任師資未達 9 人以上者，得計列系所支援之

專任師資，其專任師資應達 15 人以上，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 實聘專任教師 0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 0 位 

2.副教授以上 0 位 

二、 支援專任教師 34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 34 位 

2.副教授以上 30 位 

三、 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

計 34 位。 

■ 符合 

□ 不符 

 
□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

應符合之規定： 
一.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碩士班之師

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者，該學系實聘

專任教師 9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學系(研究所)實聘專任

教師___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2.○○學系(研究所)實聘專任

□ 符合 

□ 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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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任師

資應有 5 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

中 3 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二. 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資

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具副教授以上

資格。 

 

教師___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 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實際支援學位學程之專任

師資共    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 副教授以上____位 

 

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表1：105學年度教師人數資料表(分甲、乙二表)

注意事項： 1.甲表資料不含藝術及設計類系所專、兼任師資，如有藝術及設計類系所之專、兼任師資料請另填乙表。

2.計算生師比之公式係將甲、乙二表之師資資料合計計算。

3.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甲表（無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僅需填列甲表）

a:教授
b:副教

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105學年度 391 172 131 14 708 5 713 235 58.75 237.6666667 800.25 20.11921275 18.15557638 7.730715288

乙表(設有藝術類及設計類系所之學校應同時填列甲、乙兩表)

a:教授
b:副教

授

c:助理

教授
d:講師

105學年度 6 10 3 0 19 41 10.25 9.5 28.5

G：計算生師比之

師資數(如F大於E

則G為C+E+L，如F

小於E則G為

C+F+L)(另L之計算

，參見乙表)

全校生師比

研究生生師比(全

校日間、進修學

制碩士班、博士

班學生數除以全

校專任助理教授

級以上師資數總

和)

師資

學年度

專任師資(含相當等級之專任專業

技術人員)

A：專任師資

小計

=a+b+c+d(教

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

師)

B：軍訓

教官及擔

任軍訓課

程之護理

教師數

C：合計=A+B
D：兼任師

資數

E=D/4(即兼任師

資可折算專任師

資數)

F=C/3(即專任

師資數的三分

之一)

日間部生師

比

I:藝術及

設計類兼

任師資數

J=I/4(即藝術及

設計類兼任師

資可折算專任

師資數)

師資

學年度

藝術及設計類專任師資(含相當等

級之專任專業技術人員)
K=H/2(即藝

術及設計類

專任師資數

的二分之一)

H：藝術及設

計類專任師資

小計

=a+b+c+d

L：藝術及設計類

系所計算生師比之

師資數(如K大於J

則L為H+J，如K小

於J則L為H+K)

表2： 105學年度學生人數資料表

注意事項：

3.技專校院配合政府政策開設之特殊專班學生數，不列入計算。

4.黑框部分已設計公式自動計算，學校請勿填列。

M：專

科部學

生總數

N：大

學部學

生總數

O：碩

士班學

生總數

P：博

士班學

生數總

計

R：專科

部學生總

數（進修

部二年

制、在職

專班）

S：大學部學

生總數（進修

學士班、進修

部二年制學

系、二年制在

職專班等）

T：碩士在

職專班學

生總數

105學年度

在學生數
4880 3681 693 9254 969 969 10223 15871.4 14321 5343

延畢生人數 60 111 37 208 21 21 229 229 208 169

一般大學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2.設立或改制滿十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W=V〈105學年度在學生數+延畢生人數〉÷全校應有生師比〈總量標準附表1之規定〉

3.設立或改制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W=596.311111

1.設立或改名滿五年，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2.設立或改名滿十年，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3.設立或改名滿十五年，應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1.設立或改制滿五年，應達百分之四十以上；設有專科部者，應達百分之三十五以上。

進修學制學生

總數U=R+S+T

日間、進修

學制學生總

數=Q+U

全校日間、進

修學制碩士

班、博士班學

生總數

(O+P+T)，本

欄作為計算研

究生生師比之

學生數

1.計算105學年度學生數，請以105年10月15日實際註冊具正式學籍實際在學學生數計（不包括休學生、全學年均於校外或附屬機構實習之學生、全學年均於國外之學

生。延畢生人數請於下一行填列）， 碩、博士生已設公式自動加權，請勿自行加權。

全校應有專任講師以上教師數(W)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進修學制學生數日間學制學生數
碩、博士生加

權後日間學制

學生總數(碩士

生加權二倍，

博士生加權三

倍，本欄作為

計算日間部生

師比之學生數)

V：
碩、博士生加權後

日夜間學制學生總

數(碩士生加權二倍

，博士生加權三倍

，本欄作為計算全

校生師比之學生數)

2.境外學生數（含外國學生、僑生、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大陸地區學生）之計算方式，於全校在學學生數之百分之十以內，不予列計為學生數；超過全校在學學生數之

百分之十者，則予計列。

1.195684579〔甲表(a+b+c)+乙表(a+b+c)〕÷W×100%＝

1.一般大學、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應低於27。

2.專科學校應低於35。

※ 總量標準附表2：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

※ 總量標準附表1：全校生師比值：

日間學制學

生總數

Q=M+N+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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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

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序

號 

專任

/兼

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

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李安謙 博士 
Deep Learning/Smart and 

Autonomous Systems 

自動控制(二)、電動機械、

數值控制工具機之程式教

學及實作 

機械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成維華 博士 
Smart and Autonomous 

Systems 

自動控制(一)、電工學、高

等電子學 
機械系主聘 

3 專任 教授 陳宗麟 博士 Human-Robot  Interaction 
線性系統、感測器原理與量

測系統、 自動控制（一） 
機械系主聘 

4 專任 教授 鄭泗東 博士 
Aerial Robots/Human-Robot 

Interaction/Non-linear Robotics 

訊號與系統、數位控制系

統、 電工學、數值控制工

具機之程式教學及實作 

機械系主聘 

5 專任 
副教

授 
楊秉祥 博士 

Assisted Living/Human-Robot 

Interaction 

人體神經力學、應用生物力

學 
機械系主聘 

6 專任 
副教

授 
洪紹剛 博士 Aerial Robots 

機電系統設計與實務、微奈

米工程導論 
機械系主聘 

7 專任 
助理

教授 
程登湖 博士 Aerial Robots 非線性控制系統 機械系主聘 

8 專任 
副教

授 
鄭璧瑩 博士 機器人學 

機器人學、 電腦整合設計

與製造 
機械系主聘 

9 專任 
助理

教授 
鄭雲謙 博士 生醫感測 

生物晶片與生物檢測、 機

械實作(一) 
機械系主聘 

10 專任 教授 徐文祥 博士 micro robot 機動學、微機電技術導論 機械系主聘 

11 專任 
副教

授 
鍾添淦 博士 

Components for 

Micro/Nano-Robots 

智慧型材料與奈微米元

件、機械設計原理（一） 
機械系主聘 

12 專任 
助理

教授 
鄭中緯 博士 Metal 3D Printing 機械製造、圖學（一） 機械系主聘 

13 專任 教授 胡竹生 博士 
Smart and Autonomous 

Systems 

嵌入式作業系統、機器人科

技與應用 
電控所主聘 

14 專任 教授 宋開泰 博士 Aerial Robots/Assisted Living 
自走式機器人、智慧機器人

實驗 
電控所主聘 

15 特聘 
特聘

教授 
陳永平 博士 Robotic Perception 線性系統原理與應用 電控所主聘 

16 專任 教授 楊谷洋 博士 Non-linear Robotics 機器人學 電控所主聘 

17 專任 教授 吳炳飛 博士 
Deep Learning/Robotic 

Perception 

控制系統設計、自動控制系

統 
電控所主聘 

18 專任 
副教

授 
蕭得聖 博士 

Human-Robot 

Interaction/Non-linear 

Robotics/Robotic Perception 

數位訊號處理 電控所主聘 

19 專任 
助理

教授 
王學誠 博士 

Assisted Living/Human-Robot 

Interaction/ Robotic Perception 
機器人視覺 電控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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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專任 
副教

授 
黃育綸 博士 Deep Learning 嵌入式作業系統 電控所主聘 

21 專任 教授 蔡德明 博士 
deep  learning and 

human-robot interaction 
醫學工程、神經彌補裝置 電控所主聘 

22 
講座

教授 

講座

教授 
曾煜棋 博士 Assisted Living 

物聯網平台設計、嵌入式系

統設計概論與實作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23 專任 教授 易志偉 博士 Assisted Living 
車輛定位與電子地圖整合

服務、系統管理實務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24 專任 教授 彭文志 博士 Assisted Living 
深度學習與實務、資料探

勘、資料庫系統概論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25 專任 教授 吳毅成 博士 Deep Learning 
深度學習與實務、 電腦對

局理論、網路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26 專任 教授 曹孝櫟 博士 
embedded system and cyber 

physical system 
作業系統設計與實作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27 特聘 
特聘

教授 
曾新穆 博士 

Big Data and Machine 

Learning 

巨量資料分析技術與應用、 

資料探勘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28 專任 教授 莊仁輝 博士 Robotic Perception 影像處理、數位訊號處理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29 專任 教授 王協源 博士 Assisted  Living/Robots 網路程式設計概論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30 專任 教授 黃國源 博士 Deep Learning 類神經網路、圖形識別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31 專任 
副教

授 
黃世強 博士 human-robot interaction 

3D 遊戲程式、組合語言與

系統程式、資料結構與物件

導向程式設計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32 專任 
副教

授 
王才沛 博士 人物影像分析 

計算型智慧與應用、 虛擬

實境與擴增實境、影像處理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33 專任 
副教

授 
陳永昇 博士 Computer Vision, Surveillance 生醫訊號處理 

資訊工程學

系主聘 

34 專任 教授 冉曉雯 博士 Smart Sensing for Robot 
感測器基礎實作與嵌入式

系統應用 
光電所主聘 

 
註 1：實際在申請案所屬系所開課之教師 

註 2：目前在學校擔任專任教師所開課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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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計畫內容(僅交大校內審查使用) 

 

壹、申請理由 

智慧機器人產業是高度技術整合且具有高附加價值，產業應用涵蓋電機、機械、資訊、

通訊、電子、能源、材料及創意內容，未來智慧機器人產業會是一個應用廣泛與高附

加價值產業，並擴及到醫療照護與家庭生活等相關領域，政府與民間企業勢必會投入

更多的資源與人力來推動，為臺灣產業訂定出正確的發展方向。 

一、整合型知識經濟概念為學界、產業界所共同重視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指標，科

技融入文化觀念的先進思維理念實現亦為時代之趨勢。 

二、 國家教育政策以「生存競爭力」為學校發展策略主軸，提出各種課程轉型規畫，

重視教材的多元化，應用科技提昇創新研發能力。若能以創意之科技來達成機器

人研究之體現，將可刻畫出台灣未來二十年後之願景，創造出新一代機器人研究

之理想。 

三、機器人碩士班作為一個跨領域多學科平台，用於整合，促進和啟用與機器人相關

的研究，開發和啟發創新教育的大學課程。本碩士班成立是交通大學的一項辦學

戰略措施，旨在提升交通大學大學在選定的跨學科領域的學術優勢，對交通大學

未來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四、機器人碩士班提供學生更多的實踐經驗，超越傳統的工程課程，培養學生的機器

人知識及管理技能。 

五、不同背景和專長的教師和學生組成了一個真正的跨學科的世界級機器人研究團

隊。 

六、交通大學將為國立大學首先設立本機器人碩士班，大幅提高能見度及本校聲譽，

執行本校課程規劃。歐美日先進國家皆有可授與學位之機器人碩士班以執行跨領

域之研究，本碩士班與國外學校著名機器人研究所如 The Robotics Institute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at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Oxford Robotics Institute, UK; The Institute of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IRIS) 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 

Switzerland; 香港科大機器人研究所(HKUST Robotics Institute); 大阪大學智能機

器人實驗室(Intelligent Robotics Laboratory); 日本東北大學 機器人研究所等交流

連繫。 

七、機器人碩士班支援教師可申請科技部及產業界大型產學計畫，分配管理費，自給

自足。 

八、機器人碩士班可有專屬空間進行實質跨領域研究，招收優異學生報考。 

九、機器人碩士班可由不同背景和專長的教師和學生組成了一個真正的跨學科的世界

級機器人研究團隊。結合交通大學工學院、電機學院、資訊學院、人文社會學院

等跨領域科系之師資與資源，建構機器人研究相關之整合式教學與研究環境，培

育國內機器人科技領域之專業人才，發展國家機器人研究等前瞻科技，提昇台灣

國際之學術與經濟競爭力，進而成為具特色、世界級之研究重鎮。 

十、基於上述背景，規劃於工學院成立機器人碩士班，參見下列工學院院務會議紀錄。

(註:成立機器人碩士班，無須即時專任教師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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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碩士班發展方向與重點 

交通大學機器人碩士班（NCTU-RI）將發展我國跨領域多學科機器人研究的應用

與學術中心，進行與工業和社會工作相關的機器人技術基礎和應用研究，建立機器人

與自動化產業和交通大學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本碩士班擁有 40 多名學者，研究人員

和研究生在充滿活力的校區，他們是目前在服務機器人，無人載具技術，智能自主系

統和生物工程方面的領導者。即使機器人技術與人類生物主體運作相對原始，但在全

球市場的演變中也預見到機器人技術在提高產業生產效率和競爭力方面的潛能，為了

結合實際和理論，機器人碩士班將機器人科學的研究方法多元化，同時保留了實現機

器人領域潛力的最初目標。 

交通大學機器人碩士班的主要任務是了解機器人和嵌入式智慧型系統的科學，工

程和社會角色，特別是圍繞在適應性機器人技術的關鍵挑戰，即處理人員及其不可預

測性，非結構化和不確定環境，以及為機器人配備靈活的角色。交通大學機器人碩士

班是一個獨特的跨領域合作單位，利用其合作夥伴的集體優勢，帶頭我國努力成為現

代先進機器人的世界領先者。本碩士班整合機械、電機、資訊、電子、通訊、科技藝

術等相關領域研究，從事機器人技術研究與其他媒體結合之跨領域研究。 

交通大學機器人碩士班目前參與跨學科研究項目，涉及機器人功能和應用的關鍵

領域，包括：智能自動化，人機交流，生物能源和自我可持續系統，仿生觸覺傳感器

和觸覺反饋系統，無人機，無人水下載具，無人駕駛汽車輔助生活技術，非線性控制，

醫療和康復機器人，機器視覺，機器人安全，非常規計算和軟機器人，服務及社交機

器人。 

核心發展領域: 

(1) Aerial Robots: Research into intelligent aircraft, including autonomous Micro Air 

Vehicles, specializing in their guidance and control. 

(2) Assisted Living: Research into interactive assistive robots and smart sensor systems to 

realize person-focused innovative assistive care solutions for supporting independent 

living.  

(3) Human-Robot Interaction: Control systems using multimodal sensory processing 

offering medical diagnosis and mobility assistance for independent living.  

(4) Deep Learning: Research into machine learning based on a set of  algorithms attempting 

to model high level abstractions, includ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5) Non-linear Robotics: Research into future generations of humans and humanoid robots 

together, which requires safe interaction of humans with robots. 

(6) Smart and Autonomous Systems: Research into the next generation of advanced robotics 

engineering systems. Robots that can make human like decisions whilst carrying out 

manufacturing process.  

(7) Robotic Perception: Developing Robots that are able to view, sense, and analyze what 

they sense and make decisions in response to instructions by humans.  

(8) Human-Robot Collaboration and Human Assistance for an Improved Quality of Life 

(9) Control Applications of Autonomous unmanned vehicle systems, including UAVs, 

Autonomous car, Remote Operated Underwater Vehicles, and Autonomous surface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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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碩士班將參考國外先進國家之跨領域機器人研究所之成功經驗，結合工程與基礎研

究發展，包括： 

1. The Robotics Institute a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 Institute for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 at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3. The Oxford Robotics Institute, UK; 

4. The Institute of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 (IRIS) 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Zürich, Switzerland; 

5. 香港科技大學 機器人研究所 (HKUST Robotics Institute); 

6. 日本大阪大學 智能機器人實驗室 (Intelligent Robotics Laboratory); 

7. 日本東北大學 機器人研究所 (工学研究科ロボティクス専攻 Department of Ro  

botics, Divis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ohoku University). 

 

參、本碩士班與世界學術潮流之趨勢： 

一、機器人和人類正日益融入各種應用領域，在工廠，醫院和各種環境中一起工作。

人類和機器人的合作夥伴關係在開發機器人系統中產生新的學術創新、技術挑戰

和重要的研究機遇。 

二、交通大學機器人碩士班相關主題的創新研究：機器人設計，機器人運動學/動力學/

控制，系統集成，機器人中的 AI，傳感器/執行器網絡，分佈式和雲端機器人，生

物感測系統，服務機器人，機器人自動化，生物醫學應用，無人自主車輛（陸地，

海洋和空中），機器人感知，多手指操作，微/奈米機器人系統，傳感器信息，多模

態界面和人機器人交互以及機器人視覺等，與世界學術潮流趨勢密切相關。 

三、交通大學機器人碩士班將與產業和其他國內外研究機構保持著密切國際聯繫交流，

建立成功研究與創新的良好記錄。交通大學機器人碩士班幫助產業開發和部署機

器人技術，並將好的想法轉化為新的產品和服務。交通大學機器人碩士班將參與

商業和工業開發的機器人創新應用，包括技術商業創業，並為高科技創業公司提

供實體空間和設施協助，以及一系列的技術服務，包括指導，技術指導和訪問行

業專家和投資者。交通大學機器人碩士班將和產業網路緊密合作，並參與及舉辦

各種國際和國際機器人大會和比賽。 

 

肆、本碩士班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來源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1. 學生來源:本碩士班以招收機械、電機電子、資訊、理工、藝術科技等相關

科系學生，以培育高級研發人才為目標。課程除了機器人工程與科技的基

本課程為核心，將以多門技術專業課程強化學生的研發能力，為了強化學

生的國際化，本碩士班部份課程將以英文教學。 

2. 規劃招生名額:15 名 (聲音與音樂創意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學生名額 6 名、機

械系 5 名、校方提供 4 名)，參見下列會議紀錄。 

3. 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目前國立大學中並無機器人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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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出路、就業市場預估） 

1.智慧機器人產業的範圍廣泛，主要是將傳統自動化設備、控制和機械零組件等，

做到系統整合與提供客製化服務，工業機器人應用面從汽車工業、電子業、半

導體業、金屬業等精密製造領域，甚至到橡膠與塑料業、餐飲業、紡織業等，

都是未來具備潛力的商機。企業皆看好未來機器人產業上下游供應鏈發展，包

括 IC 設計、電池、感測器、馬達、機器手臂、軟體系統等機器人關鍵零組件，

甚至聯網通訊、數據服務等，推動人工智慧 ( AI ) 在工業等各大科技領域上的

應用，提升機器人的生產力，並且為全球自動化工廠機器人帶來自主學習功能，

將可將激起新一波軟體學習與機器推理運算的浪潮。 

2.智慧機器人產業需要高度精密的機械、邏輯縝密的程式語言與符合力學的亮麗

設計，三項條件的完美結合，各領域皆有吃重角色，屬於複合型產業，需要多

領域人才共同合作。產業內機械工程師、電機工程師、電子工程師和廣告及行

銷專業人員的基本學歷需求為大專，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師的基本學歷需求為

碩士。企業最需要之機器人產業專業人才類別調查結果以機械工程學類為最多

占 30%；其次為電算機應用學類 20%、系統設計學類 19%。機械工程學類，主

要能力要求為精密機械與自動化工業、機電整合之能力、人機介面設計、精密

檢測設備、精密零組件及機台加工、機械材料、半導體設計、機械設計與模具

設計之工作經驗等能力。電算機應用學類主要能力要求為程式開發、研發軟體

技術開發、電控程式之撰寫、熟悉電機軟體、人機介面開發、控制器應用軟體

開發、資料擷取、以及處理技術等能力。系統設計學類主要能力要求為初步調

查、系統分析、系統開發與整合、邏輯設計、系統實施與評估、結構化系統分

析與設計、資訊管理、系統需求評估。 

未來智慧機器人產業重要的趨勢，為我國製造業廠商回流程度，產品的精度以

及附加價值的提高，因此在關鍵職務的需求上，對軟體開發及程式設計師、機械

工程師及電機工程師的需求會增加。其次是中國大陸優質平價自動化需求崛起，

因此需要因應目前中國大陸機器人產業市場需求增加，以及對擴大研究與製造能

量的需求，在關鍵職務的需求上，對廣告及行銷專業人員的需求殷切。 

 

二、補充說明： 

未來 3 年智慧機器人產業趨勢摘要表 

產業驅動因素 內容說明 

國際機器人政策

推動 

近年來，美國「再工業化」政策、德國「工業 4.0」政策、中國製造

2025 以及日本安倍經濟學「成長策略」等，皆將高階製造回歸或生根

本國作為重要目標，藉此促進製造業技術層次再升級。除了高階製造

技術之外，隨著高齡人口社會的來臨，以智慧社區或智慧城市為基礎

的「智慧生活化」(Smart life)概念，也蔚為人類服務技術發展的主流。

而先進國家推動高階製造或智慧生活化技術發展的背後，機器人皆扮

演無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智動化及在地化

服務需求激增 

智慧自動化係指整合科技化硬體與智慧化軟體技術，透過智慧化流

程，所創造出的設備與產品兼具科技製造的硬體實力與加值服務的軟

實力呈現；智動化近年來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發展趨勢，在智動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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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策略中，因應少量多樣的生產特性，智動化產業需要快速換線，

機器人將會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且由於工作人口結構的改變，造成

廠商對於智動化的需求與日俱增。 

 

伍、本機器人碩士班，與學校整體發展之評估：（含學校資源挹注情形） 

一、機器人科技為本校積極投入發展之跨領域整合研究重點項目之一，亦為產業之所

需，並可支援政府產業政策之下所積極推動之相關研究。我國在此類研究上起步較

晚，而本校擁有頂尖機械、電機電子與資訊之研究人才，為國內最具條件與潛力發

展此類整合性研究之學校。唯有進一步積極緊密整合相關研究人才方可提昇國際競

爭力及迎頭趕上世界研發趨勢，因此『機器人碩士班』之設立宗旨在於培育機器

人科技的高級研發人材，希冀成為我國及世界頂尖之機器人科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

機器人科技跨越機械、電機電子、資訊、工程以及科技藝術等學門，是以機械、電

機電子、資訊為基礎，結合機電工程的整合型學科。此碩士班的成功，將可使本

校積極地參與政府在未來的科技產業重點與其相關產業，對於本校中長程的發展與

在機械、電機電子、資訊、理工、藝術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必能有所助益。 

二、國外先進國家的機器人研究所跨領域研究具有學位授予，而國內學校之機器人研

發中心成果往往無法持續，並缺乏整合。『機器人碩士班』的成立是國立大學第一

個以跨領域機器人科技為主旨的教學研究學術單位，將參考國際著名之跨領域機器

人研究中心或大型實驗室，吸取其經驗，以發展我國之所需。 

三、『機器人碩士班』跨電子、資訊、理工、科技藝術等領域，本碩士班擬委請工學

院統籌代辦處理相關行政業務，包括研究生招考以及委外邀請相關領域之專業審查

委員審核教師升等，以利於跨領域的發展。由於本碩士班之教師都具有跨領域研

究之性質，使得本碩士班與本校跨院、系、所的研究整體目標相符合。 

四、『智慧機械』為國家科技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同時可配合政府產業政策與教育部計

畫政策支援，另外，人才的嚴重缺口將可使本碩士班畢業生之出路除了可進入國內

外相關博士班繼續深造，亦可進入相關領域產業之廣大市場需求中就業。本碩士班

每年將可培育數十位碩士生，雖未達整體產業需求，但本碩士班畢業生在未來二

十年的出路與研究成果，將對我國機器人研究科技產業界與學界產生正面的影響。

總之，在交通大學既有之工程領域優勢基礎上，成立以科技結合藝術之跨領域碩士

班，可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機會，及開展更多創新的先導型研究，有助於交大邁

向世界百大之「完整大學」。 

五、國內機器人的環境建構不完備，未來在本機器人碩士班研究基地完成後，機器人

的創新想法，可以透過軟體架構來實現，再由機器人碩士班研究基地及支援工場設

備建造出機器人系統，研究人員只要帶著創意進來，就可實現夢想。新竹科學園區

多年來的發展已具備相關的零組件與系統供應群體，本機器人碩士班可經由產學研

合作計畫，服務智慧型機器人相關自造者、新創團隊、園區廠商及工程師、高中職、

大學院校研究中心、法人機構等，透過周邊科學園區與國家實驗室的產業優勢，結

合園區廠商及周邊科研機構，打造國際旗艦型的智慧型機器人研究基地，同時加強

國際交流連結，透過舉辦課程、競賽、研討會與論壇等各種活動來培育符合產業需

求的跨領域創新人才，以培育人才與創新實踐作為本機器人碩士班目標，期待帶動

機器人產業更創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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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本碩士班之課程規劃 (希能反應申請理由及發展方向重點；並條述課程結構、

課程設計原則與特色。) 

一、整合電機院、工學院及資訊院資源，成立培養尖端人工智慧科技人才之「機器人

碩士班」碩士班課程。 

二、配合成立碩士班規劃之課程及研究領域，除整合現有教研設備外，並增購未來發

展所須之共同性設備，建立一兼具研究、教學與展示功能之「前瞻機器人實驗室」。 

三、 在課程規劃方面如下： 

1. 修業年限：2 至 4 年。 

2. 研究生於畢業前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且須通過碩士學位考試 

3. 選修課程由指導教授核定，並可至其他校、院、系所選修。 

4. 課程規劃以機器人工程與科技為主軸，結合校內現有的相關系所師資與課程，

聯繫相關產業，設計集機器人科技研究發展、人才培育、產學合作之特色課程。 

「機器人碩士班」規劃課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年級 任課教師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授課年級 任課教師 

機器人科技專題

討論(必修) 

 

0 1,2 本班教師 自走式機器人 3 1,2 本班教師 

機器人學 

 

3 1,2 本班教師 機器人感知技術 3 1,2 本班教師 

影像處理 

 

3 1,2 本班教師 人工智慧概論 

 

3 1,2 本班教師 

電子學 

 

3 1,2 本班教師 自主與深度學習 

 

3 1,2 本班教師 

數位信號處理 3 1,2 本班教師 
創意科技創作概

論 

 

3 1,2 本班教師 

精密機械設計 3 1,2 本班教師 智慧型控制 3 1,2 本班教師 

先進 DSP 和

FPGA 實現 
3 1,2 本班教師 高等動力學 3 1,2 本班教師 

數位控制系統 3 1,2 本班教師 虛擬系統開發 3 1,2 本班教師 

感官生態學 3 1,2 本班教師 統計圖像識別 3 1,2 本班教師 

生物力學 3 1,2 本班教師 機電系統整合 3 1,2 本班教師 

設計驗證 3 1,2 本班教師     

機器人實作專題 3 1,2 本班教師     

線性系統理論 3 1,2 本班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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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碩士班」規劃共同開課課程: (紅色為核心課程，括號內為可開授學院) 

控制理論 訊號與資料處理 

1. 線性系統理論(核心;電、工) 

2. 非線性系統理論(核心;電、工) 

3. 智慧型控制(工、電) 

4. 穩健控制系統(工、電) 

5. 適應控制系統(電) 

6. 可變結構控制系統(電) 

7. 數位控制系統(電、工) 

1. 數位訊號處理(核心;資、電、工) 

2. 影像處理(核心;資、電、工) 

3. 智慧型資料分析(資、電) 

4. 偵測與估測(電) 

5. 深度學習(資) 

機器人理論與應用 實驗課程 

1. 機器人學(核心;電、工) 

2. 自走式機器人(電) 

3. 機器人視覺(電) 

4. 動畫製作(電、人社) 

1. 機器人實作專題(核心;電、資、工) 

2. USB 微控器系統設計與實驗(核心;電、工) 

3. 嵌入式作業系統(資、電) 

4. 進階可程式邏輯系統設計與應用(電) 

5. 電腦控制系統(電) 

6. 數位訊號處理晶片實驗(電) 

7. 動態系統模擬與實現(電) 

機器人設計 機器人感測 

1. 精密機械設計(核心;工) 

2. 生醫科技創新設計(工) 

3. 人體神經力學(工) 

4. 設計思考(工) 

5. 輔助科技(工) 

6. 機構學(工) 

7. 進階圖學 (工) 

8. 電腦輔助設計(CAD) (工) 

1. 虛實整合系統(資) 

2. 電腦視覺(資、電) 

3. 機器人感知技術(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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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共同開課課程規劃內容如下表： 

課程內容 

授課

年級 
課程名稱 

學

分 

必

(選)

修 

任課教

師 

專

(兼)

任 

最高學歷 專長 

碩 機器人學 3 必 
楊谷洋 

鄭壁瑩 
專 博士 

機器人學習控制與力控制、機器人路

徑規劃與校正、VR/機器人整合、生

物控制系統 

碩 自走式機器人 3 選 宋開泰 專 博士 

即時影像處理與應用，機器人學，智

慧型系統控制整合，生產自動化技

術，感測技術等 

 機器人實作專題 3 必  專 博士  

碩 機器人視覺 3 選 王學誠 專 博士 

Robotics,  

MachinePerception, Assistive 

Technology, Cyber-physical System, 

Augmented Reality, Cognitive Science, 

and Eye Tracking. 

碩 
USB 微控器系統設計

與實驗 
3 必 林錫寬 專 博士 Robotics, Manufacturing, Automaton 

碩 精密機械設計 3 必  專 博士 
塑性加工、複合材料製造加工、製程

模擬、半溶融加工 

碩 機構學 3 選  專 博士  

碩 進階圖學 2 選   博士 
先進製程控制與類神經應用、自動化

監控系統、知識管理與績效評估 

碩 電腦輔助設計(CAD) 3 選     

碩 輔助科技 3 選   博士  

碩 生醫科技創新設計 3 選 

朱博湧 

鍾育志 

陳俊勳 

劉天仁 

專 博士 

1. 小兒科學、小兒神經學、神經肌肉

學、分子生物學 

2. 燃燒防火實驗測試研究、計算流體

力學應用於壓縮機熱流分析、半導

體製程 CVD 模擬及火災模式 

3. 新創醫療器材人體試驗設計執

行、生醫科技創新設計理論與執行 

4. 醫療器材投資風險評估 

碩 人體神經力學 3 選 楊秉祥 專 博士 

生物力學, 生物醫學工程, 人體動作

控制, 神經復健, 中風神經生理, 安

全分析與管理, 生醫量測與系統設計, 

冷凍空調 

碩 設計思考 3 選  專 博士 
電腦人機互動、電腦中介傳播、認知

心理學、多媒體訊息設計與評估 

碩 
線性系統理論 

 

 

 

 

 

3 必 王啟旭 專 博士 
Intelligent Control, adaptive control, 

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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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 非線性系統理論 3 必 梁耀文 專 博士 
錯誤偵測與診斷、容錯控制、切換式

系統控制、非線性控制 

碩 智慧型控制 3 選 王啟旭 專 博士 
Digital Control, Fuzzy Neural Network, 

Intelligent Control, adaptive control, 

Robotics 

碩 穩健控制系統 3 選  專   

碩 適應控制系統 3 選 林錫寬 專 博士 Robotics, Manufacturing, Automaton 

碩 可變結構控制系統 3 選 陳永平 專 博士 智慧型法則、非線性控制、影像處理 

碩 數位控制系統 3 選 鄭泗東 專 博士 

機光電整合控制、奈米與微機電系

統、掃描探針式顯微術、精密伺服控

制、風力發電系統控制/監測/電力轉

換技術研究、無人機控制 

碩 數位訊號處理 3 必 
陳福川 

林源倍 

陳信宏 

專 博士 系統工程、通訊訊號處理 

碩 影像處理 3 必 

王聖智

羅佩禎 

林昇甫 

專 博士 
電腦視覺、影像處理 

、數位訊號 

碩 智慧型資料分析 3 選 周志成 專 博士 模糊學習系統、類神經網路模糊化 

碩 偵測與估測 3 選 蔡尚澕 專 博士 通訊、信號處理 

碩 深度學習 3 選 
彭文孝

吳毅成

陳永昇 

專 博士 
巨量資料分析、機器學習、人工智慧、

格網及雲端計算 

碩 嵌入式作業系統 3 選 
黃育綸 

胡竹生 
專 博士 嵌入式作業系統 

碩 
進階可程式邏輯系統

設計與應用系統設計

與應用 

3 選  專 博士  

碩 電腦控制系統 3 選 廖德誠 專 博士 
電動車控制、自走車、wireless sensor 

network、network control 

大學 
數位訊號處理晶片實

驗 
2 選 

冀泰石 

劉俊宏 
專 博士 

聽覺訊息處理、語音訊號處理、音訊

感知處理 

5G 綠能通訊技術、訊息理論、巨量資

訊處理、無線網路控制系統 

大學 動態系統模擬與實現 3 選 
陳永平 

楊谷洋 
專 博士 

智慧型法則、非線性控制、機器人學

習控制與力控制、機器人路徑規劃與

校正、VR/機器人整合、生物控制系

統 

碩 虛實整合系統 3 選  專 博士  

碩 電腦視覺 3 選 
周志成 

林奕成 
專 博士 

模糊學習系統、類神經網路模糊化 

電腦視覺 

碩 機器人感知技術 3 選  專 博士  

http://www.cn.nctu.edu.tw/people/faculty/ywlian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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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本碩士班所需圖書、儀器設備規劃及增購之計畫： 

一、 現有該領域專業圖書：中文圖書冊，外文圖書冊，學年度擬增購類圖書冊；中

文期刊種，外文期刊種，學年度擬增購類期刊種。 

既有教學實驗室設備: 

嵌入式系統實驗室 DSP 實驗室 

Samsung S3C4510 

PXA270 

ARM7 開發單板 

DM6437-DSP 實驗板 

TMS320C6711 教學實驗套件 

TMS320C5510 教學實驗套件 

智慧型機器人實驗室 數位系統實驗室 

KUKA 六軸機器手臂 

NI Compact RIO 

樂高機器人實驗室-教育基本組 

DE1-SoC 開發板 

DE2-115 開發板 

DE2-70 開發板 

機器人實作實驗室  

機械工場 

CNC 工具機實驗室 

3D 列印實驗室 

生物力學實驗室 

 

 

二、 所需主要設備及增購計畫(人文社會類可以免填) 

主 要 設 備 名 稱 

(或所需設備名稱) 
已 有 或 擬 購 年 度 擬 購 經 費 

如下表所列 學系可支援  

 學年度增購 元，已編列於(預定編列於) 年度預算中執行。 

 

『機器人碩士班』教學與研究儀器設備需求: 

核心發展領域 儀器設備 空間需求 經費需求 需求課程 

• Aerial Robots 

• Assisted 

Living 

• Human-Robot 

Interaction 

• Smart and 

Autonomous 

Systems 

Vicon system  

 

(9mx9mx3

m ) 
NTD$350 萬 

虛實整合系統 

電腦視覺 

機器人感知技術 

數位訊號處理 

影像處理 

機器人實作專題 

輔助科技 

Deep Learning 
40~530 片 GPU +主

機 
專屬機房 

NT$250~300

萬(配合學校

規劃) 

深度學習 

電腦視覺 

智慧型資料分析 

機器人實作專題 

Non-linear 

Robotic 

七軸機器手臂(例
ITRI, HiWin, Toshiba, 

KUKA LBR iiwa etc.) 

 NT$120 萬 

機器人學 

線性系統理論 

非線性系統理論 

智慧型控制 

穩健控制系統 擬人化設計 15 軸機 9mx9mx3m NT$4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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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人 SDA10D 

Yaskawa(安川) 

適應控制系統 

可變結構控制系統 

機器人實作專題 

金屬雷射切割機  NT$250 萬 機器人實作專題 

 3D雷射掃描儀:  NT$150 萬 機器人實作專題 

 
並聯式機器手臂
Delta Robot 

 NT$180 萬 機器人實作專題 

 

HP Jet Fusion 3D 

3200 Printer and 

Processing Station)  

 
NT$500 萬
(US$155,000.) 

機器人實作專題 

 
3D曲面路徑生成軟

體 
 NT$90 萬 機器人實作專題 

Robot Perception 

and Autonomous 

system 

Software (e.g., 

Solidwork, Unity 

Pro ) 

 NT$25 萬/年 機器人實作專題 

Human-Robot 

Interaction 
17 DOF人形機器人 10 m

2
 既有設備 

機器人學 

機構學 

機器人實作專題 

Smart and 

Autonomous 

Systems  

Duckietown 20 m
2
 既有設備 

機器人學 

機器人實作專題 

Assisted Living 

Motion Capture 

System ;  

Electromyography 

(EMG) measurement 

systems ; 

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s 

100 m
2
 既有設備 

輔助科技 

生醫科技創新設計 

機器人實作專題 

人體神經力學 

     

 

 

  



第 23 頁，共 31 頁 

捌、本碩士班之空間規劃(由校方統籌規劃設計，不屬參與各系所之空間) 

一、現使用空間規劃狀況(如屬無原系、所之申請案可免填)： 

方案一：浩然圖書館第六樓平面層及第七樓挑空總空間 4053.31 平方公尺中一

部份空間(待校方規劃及通過)。 

方案二：(一) 本機器人碩士班能自行支配之空間  370.7  平方公尺: 原聲音學

程空間(EE339A&B, EE526A&B為向機械系借用空間)與加速器學

程空間(EEB33，EEB34) 

(二)單位學生面積  159.8  平方公尺，單位教師面積  210.9  平方公

尺。 

二、本系(所)之第一年至第四年之空間規劃情形： 

(包括師生人數之增加、建築面積成長及單位學生、教師校舍建築面積之改變

等) 

本機器人碩士班所需之實驗場地，包括人機互動，仿生觸覺傳感器和觸覺反饋

系統，無人機，無人駕駛車輛，群聚行為，輔助生活技術，醫療和康復機器人，

機器視覺，機器人安全、與跨領域之 Intermedia整合藝術所需之場地與所需裝置，

如：影音同步展示裝置、Robotics 機電控制系統、大型投影銀幕、電腦網路控制

系統、感應裝置與其控制系統等，整合為前瞻機器人科技跨領域研究單位之空

間所需，將位於工程五館第三、五樓層、B1 及浩然圖書中心，第六、七樓層(待

校方規劃通過)，這是國內首創而獨特的規劃，將逐步完成相關研究環境之整合。

目前暫時空間規劃如下： 

1、 辦公室：各個教授使用其在原系所之研究室。 

2、 課程教室：工五館 (工學院，電機學院)、工四館 (電機學院) 與工三館 (資

訊學院)，提供相關之上課教室。 

3、 行政辦公室與研究實驗室：EE526A(62.5 平方公尺，行政辦公室)、

EE339A(37.6平方公尺)、EE339B(110.8平方公尺)、EE526B(47.7平方公尺)、

EEB34(57.5 平方公尺)、EEB33(54.6 平方公尺)。 

行政辦公室與研究實驗室：(原聲音學程空間) 

 EE526A(原聲音學程空間 62.5 平方公尺): 行政辦公室、 

 EE339A(原聲音學程空間 37.6 平方公尺) : 討論室、 

 EE339B(原聲音學程空間 110.8 平方公尺) : 多元化教室、 

 EE526B(原聲音學程空間 47.7 平方公尺) : 學生研究室。 

 

本空間與設備位於工程五館教室526、339，如下圖所示。EE526為學程辦公室及

學生研究室之一，而EE339則為本班專用的多元化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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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五館  EE526B(47.7平方公尺) ，學生研究室 

 

 
工程五館  EE339B(110.8平方公尺) ，多元化教室 

 

研究實驗室：(原加速器學程空間) 

 EEB34(原加速器學程空間 57.5 平方公尺) : 學生研究室，討論室、 

 EEB33(原加速器學程空間 54.6 平方公尺) : 學生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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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B34(57.5 平方公尺) 

 

4、 研究實驗室：浩然圖書中心，第六樓平面層、七及八層樓挑空空間。規劃

如下圖所示：六樓總樓地板面積 4053.31 平方公尺，挑空區域約 408 平方公

尺之部份空間(待校方規劃及通過)。 

研究實驗室方案: 浩然圖書中心，第六樓平面層、七及八層樓挑空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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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樓改裝後示意圖 

 

開放式挑空空間，協助實現創意成果，提供成員創意互動與腦力激盪之平台 

 

5、 支援加工與製造實驗室：工學院機械實習工場提供機械人實作場所，場內

設有各種基本之加工機具及製造設備與實作空間，經由教師示範與指導，

學生能親自動手操作機器及使用工具，製作成品。學生亦可藉由泛用型機

具教學，學習精密加工原理及技巧，體會機械人製造方法，製造程序，精

密度及工場安全之重要性。機械實習工場配置有車床、銑床、鉋床、磨床、

鑚床、熔接機、剪床、折床、電腦程式控制加工機、雷射切割機。器材櫃

供應各式安全護具、工具、刀具、材料等物品，供實作時借用或消耗。 

 

三、如需配合新建校舍空間，請說明其規劃情形。無  

 

玖、其他具設立優勢條件之說明 

1.研究之軟硬體：除本碩士班教師群名下之各研究室之基本研究設備外，本校與鄰近

科學園區，工研院等國家級研究單位近年來亦建立了許多相關設備及核心實驗室，

其均座落在極方便之距離，且大多配有技術人員給與協助。交大圖書館具備豐富

之館藏與電子期刊外，工學院，電機院，資訊院並經常舉辦機器人研究領域使用

分析軟體之介紹及訓練課程，學生們將有機會學習與應用這些軟體。而在國家研

究單位亦有高速電腦中心中心之設立，協助各項資訊技術之規劃、訓練、服務與

諮詢等。 

2.可擔任機器人技術合作研究之重要窗口：本機器人碩士班可擔任本校與工研院、科

學園區等有關機器人科技研究、教學與產業交流之聯繫窗口。我國為工具機，半

導體產業發展重鎮，國立交通大學擔負著台灣工業轉型與開拓之重責，本碩士班

更能提供其充沛的高級研發人才，完成國人所託。 

 



第 27 頁，共 31 頁 

國立交通大學長期投入學產合作模式，特將重點發展之機器人科技及其對應之產業

科學相結合，藉由教學資源整合，進而以機器人產業學群模式建構學產緊密連結之

系列課程，帶入本機器人碩士班的教育養成，讓修業學生在畢業之際，具備機器人

產業研發菁英應有之能力。而本校教師組成、學術研究、教學熱誠、跨群共學、跨

領域合作及產學合作皆已有完善的規劃及優質成果，這些都是本碩士班培育機器人

產業優秀人才的充沛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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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前瞻機器人實驗室』增添儀器設備:由校方統籌採購，置於機器人碩士班研究基地 

 

1, Vicon system (提案單位: 工學院、電機院): Vicon system i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used motion 

capturing equipment for many robotic researches. Other sample system, such as OptiTrack Motion 

Capture Systems (include at least 8 high-speed cameras, server, calibration tools), is shown in figure. 

 
Cameras used for the Motion Capture System from OptiTrack 

 

2, GPU + 電腦主機 (提案單位: 資訊院):Deep Learning與 De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都需要非

常大量GPU運算資源。如人工智慧圍棋，若能多20GPU之運算能力，將提早一倍時間完成。而

Robotics (如grasping)則需要更大量的GPU資源。 

 

3, KUKA七軸機器手臂LBR iiwa系列(提案單位:電機院):七軸機器手臂(如下圖)有額外的自由度可

以避障、改變順應性等，較傳統六軸機器手臂，有更多的研究議題可以探索，亦更適用於人機協作

等任務。若能以七軸機器手臂為基礎，開發適合國內中小企業使用的控制法則與應用軟體，則可與

業界有進一步研發合作之機會。 

 
KUKA七軸機器手臂LBR iiwa系列 

4, 擬人化設計 15 軸機器人(提案單位: 工學院): 擬人化設計的 15 軸機器人(SDA,如下圖)，可應用

於原件備料工程上及組立工程，以多樣性的作業力及判斷力針對多品種，少量組立的對應。本設備

可提供機器人專題實作課程及相關研究計畫之作業製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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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人化設計15軸機器人 

 

4, 金屬雷射切割機(提案單位: 工學院):本設備(如下圖)屬基礎加工，機器人研製常需複雜曲線金屬

板。本設備可提供機器人專題實作課程及相關研究計畫之加工件製作。 

 

 
金屬雷射切割機 

5. 3D 曲面路徑生成軟體: 控制機器人手臂的動作，最常見的是用教導器（teaching pendant）操作

手臂到目標位置後，把這個位置跟姿態記錄下來，之後在手臂的程式裡就可以運用這個點位資料。

然而若是要做複雜的動作，如 3D 複雜曲面的研磨拋光或焊接，可能需要成千上萬的點，不但數量

多，要求的精準度也高，這個時候就不能用教導器一個一個教。機器人手臂的路徑控制也有專門的

CAM 軟體，將工件的 3D 檔案輸入，給定規劃路徑的條件，程式計算所有點位。 

目前常見的軟體，包括： 

(1) ABB 本身的 Robot Studio 

(2) Fanuc 的 Roboguide 

(3) MasterCAM 下 RobotMaster 

(4) PowerMill 下的 Robot module 

(5) SprutCAM 

(6) RoboDK. 

 

6. 3D 雷射掃描儀: 用於快速收集物件 3D 數據。能以以極大的細節和準確性快速，安全地捕獲數

據。 

 結合測量，成像和高速 3D 掃描的解決方案 

 提供高達 600 米的掃描範圍，在 100 米處光斑尺寸 14 毫米 

 每秒掃描達 26,600 點，捕獲全圓頂掃描 

 與配合軟體的完全工作流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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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並聯式機器手臂 Delta Robot:並聯機器人在基座上有三個馬達，用萬向接頭接到移動台上。其關

鍵在於移動臂在機構上的設計，會保持上述移動台的水平方向。與此相反，Stewart 平台可以改變

其端部移動平台的方向。Delta Robot 的優點在於其平行連桿機構，有較大的工作範圍與高速能力，

並具備穩定的運動性能、最短的週期時間與高準確度。適用於從事精密取放作業、組裝、整列與包

裝。就速度而言，Delta 機器人的優勢產業是包裝行業、醫藥行業。對於其剛度它也可用於外科手

術。其他應用包括電子元件的高精度裝配作業。Delta 結構也可用於創建觸覺控制器等等。 

 
 

8. HP Jet Fusion 3D 32003D 列印機: 可作原型樣品設計。材料: thermoplastics— 

including PA11, PA12 glass beads and materials with flame retardantproperties—as well as ela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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