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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擬開發整合於居家物聯網之家庭照護機器人，能夠綜合運用
環境及生理訊息感測技術，實現環境監測、異常信號偵測、以及家
庭使用者生心理與意圖感知功能，輔以人性化的操作模式，適時自
動地提供細膩的照護，提供智慧居家照護更高層次的性能品質。本
子計畫第一年已完成機器人平台馬達驅動機構，在感測器搭配上則
選擇深度影像攝影機，作為前方目標偵測以及動作追蹤，此外搭配
距離感測器，作為機器人居家環境中偵測使用。另外，也將開發智
慧型導航功能，規劃「和諧導航路徑」，使機器人在移動過程中對
室內使用者達到最少干擾影響。第二年為開發機器人自我認知能力
，從雲端通訊中心獲取居家照護及使用者相關資訊，將室內所偵測
之物件與環境串接及整合，並建立導航環境和物件的關係，自我認
知能力可以建立機器人的環境感知地圖，來儲存在執行居家照護輔
助所需要的知識，進而提供本計畫機器人能夠自我適應調整居家照
護所需要的服務與行為。第三年開發機器人執行居家照護輔助功能
的自我學習能力，透過互動式學習能力能從與使用者互動關係來累
積居家使用者照護的知識，另一方面，智慧型機器人並從雲端通訊
中心接收環境中變化的資訊來擴增或更新自我認知資料庫，根據不
同時間及變化的環境中，能夠自主性地完成居家照護輔助的服務。

中文關鍵詞： 照護型機器人、人機互動、智慧型導航、認知機器人、自我學習、
物聯網。

英 文 摘 要 ： The project intends to develop integrated home care robo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of “home” things.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integrated use of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sensing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bnormal signal detection, and home users with
the intention of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combined with
user-friendly operating mode, automatically provide timely
and delicate care, home care provides a higher level of
wisdom performance quality. The project in the first year
has completed the motor drive robotic platform, the depth
of the image sensor with selecting a camera, as well as in
front of the goal to detect motion tracking, in addition
with a distance sensor, a robot to detect the use of the
hom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it will develop intelligent
navigation, planning "harmonious navigation path," the
robot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 indoor users to achieve
minimum interference. In the second year, the development
of robot self-cognitive abilities with the cloud
communications center home care and user-related
information detected by the indoor series of articles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navigation environment and objects, self-cognitive
abilities can build robot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map, to
store knowledg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ome care aid
needs, and then provide this program the robot to adjust
themselves to adapt to the behavior of home care services



and needs. On the other hand, intelligent robotics and
communications center receives from the cloud environment
changes to amplify or update the information database of
self-awareness. Depending on the time and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it is possible to complete autonomy assisted
home care services.

英文關鍵詞： Caregiver robots, human-robot interaction, intelligent
navigation, cognition robots, self-learning,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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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目標為開發整合於居家物聯網之家庭照護機器人，能夠綜合運用環境及生理訊息感測技

術，實現環境監測、異常信號偵測、以及家庭使用者生心理與意圖感知功能，輔以人性化的操作模式，

適時自動地提供細膩的照護，提供智慧居家照護更高層次的性能品質。本計畫第一年已完成機器人平

台馬達驅動機構，在感測器搭配上則選擇深度影像攝影機，作為前方目標偵測以及動作追蹤，此外搭

配距離感測器，作為機器人居家環境中偵測使用。另外，也將開發智慧型導航功能，規劃「和諧導航

路徑」，使機器人在移動過程中對室內使用者達到最少干擾影響。第二年為開發機器人自我認知能力，

從雲端通訊中心獲取居家照護及使用者相關資訊，將室內所偵測之物件與環境串接及整合，並建立導

航環境和物件的關係，自我認知能力可以建立機器人的環境感知地圖，來儲存在執行居家照護輔助所

需要的知識，進而提供本計畫機器人能夠自我適應調整居家照護所需要的服務與行為。第三年開發機

器人執行居家照護輔助功能的自我學習能力，透過互動式學習能力能從與使用者互動關係來累積居家

使用者照護的知識，另一方面，智慧型機器人並從雲端通訊中心接收環境中變化的資訊來擴增或更新

自我認知資料庫，根據不同時間及變化的環境中，能夠自主性地完成居家照護輔助的服務。 

 

關鍵詞：照護型機器人、人機互動、智慧型導航、認知機器人、自我學習、物聯網。 

 

Abstract 

The project intends to develop integrated home care robot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of “home” 

things.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can also be integrated use of physiological information sensing 

technolog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bnormal signal detection, and home users with the intention of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combined with user-friendly operating mode, automatically provide timely and 

delicate care, home care provides a higher level of wisdom performance quality. The project in the first year 

has completed the motor drive robotic platform, the depth of the image sensor with selecting a camera, as well 

as in front of the goal to detect motion tracking, in addition with a distance sensor, a robot to detect the use of 

the home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it will develop intelligent navigation, planning "harmonious navigation 

path," the robot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 indoor users to achieve minimum interference. In the second year, 

the development of robot self-cognitive abilities with the cloud communications center home care and 

user-related information detected by the indoor series of articles and integr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navigation environment and objects, self-cognitive abilities can build robots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map, to store knowledg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ome care aid needs, and then provide this 

program the robot to adjust themselves to adapt to the behavior of home care services and needs. On the other 

hand, intelligent robotics and communications center receives from the cloud environment changes to amplify 

or update the information database of self-awareness. Depending on the time and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 it 

is possible to complete autonomy assisted home care services. 

 

Keywords: Caregiver robots, human-robot interaction, intelligent navigation, cognition robots, self-learning, 

I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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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目前國內高齡人口處於持續增加而新生兒不斷減少的階段，根據聯合國衛生組織的定義，65 歲以

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 7％，稱為高齡化社會(Aging Society)，達到 14％時稱為高齡社會(Aged 

Society)。民國九十九年主計處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之年齡結構數據顯示，65 歲以上老人比例已達 10.7%。

依照經建會推估，臺灣將在民國一百零六年時，成為高齡社會 [1]。至民國 114 年左右老年人口將達總

人口的 20.1％，亦即每 5 人之中就有一位是老人，加以高齡化社會來臨，老人獨居在家之照護與關懷

問題需求亦逐漸凸顯與增加[2]。隨著最近醫學領域的進步，平均壽命穩定增長，人口老齡化對大多數

國家來說都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 因此，我們提供機器人輔助系統的初步開發及其解決方案，用於

結合機器人和醫療保健設備。然而，2015 年世界各地的前 5 位死因仍然是缺血性心髒病，中風，下呼

吸道感染，慢性病和肺癌。其中，慢性疾病，包括心髒病，中風，癌症，糖尿病和關節炎，佔死亡率

的 65％。 特別是，心血管疾病佔全球死亡人數的 31％。此外，輔助生活環境和適當的醫療保健是支

持老年人保持健康和獨立的必要條件。 因此，健康促進和疾病預防的可持續醫療系統的發展迅速增

長。該系統不僅提供醫院管理急症護理的能力，特別是對於患有慢性病或殘疾的患者。此外，這樣的

系統通過確保人們在高齡期保持健康，提供了長期看護意義，從而降低了實際拜訪的成本。 

居家照護系統或空間建置的最終目的，是讓年長者在各方面都獲得完善的照護，不只在身體狀況

上給予照料，也需要關心長者們的心理方面。除了年長者身心照護之外，協助年長者養成良好運動習

慣也是老人居家照護重要的一環。老年人適合選擇較不劇烈，且不傷害關節的運動，其中散步健走不

需要特定的運動場地或器材，也可以讓年長者在安全的考量下多走出戶外舒展身心，是一非常適合年

長者選擇的運動。門諾醫院總執行長黃勝雄醫師在其抗老妙方中也提倡慢走運動，黃醫師認為只要每

天慢走 30 至 40 分鐘，既可以達到運動效果又不會造成身體太大負擔，長期而言是一個抗老化的好運

動。長期保持運動習慣不但有助於保健抗老，更可以提高年長者之反應能力，若反應變快了，年長者

跌倒的機率也會相對減低。桃園長庚醫院曾針對 86 位 60 至 70 歲的年長者做過實驗，研究結果顯示，

經常規律性運動的老年人動作反應比無運動習慣的老年人好。因此，醫師建議年長者想要防止跌倒，

除了平常多注意安全之外，也要多運動，增加體適能、肺活量，且能有效降血壓及血脂等功效[4]。所

以適當的運動可以增進活力、加強反應能力。除了身體的安全照護與運動保健之外，年長者因獨居而

產生的寂寞感也容易衍生相關的心理疾病，再者因年齡而導致記憶力的退化也時常困擾年長者，甚至

造成其自信心不足或者感覺自己沒有用而沮喪、憂鬱。因此，年長者心理層面的照護與保健也是一個

不容忽視的課題。 

雖然，許多尖端電子資訊技術可以改善大眾生活品質，但是該如何透過「以人為本」的人文科技

來整合和設計出一個完善的智慧型生活空間，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發展，尤其針對銀髮族群，銀髮

族普遍對新科技缺乏好感且少使用。然而，若微觀地討論各別高齡者，一旦高齡者知曉新科技能滿足

個人需求，則會積極學習應用，在許多探討研究當中，均指出高齡者對於能增進居家生活品質的科技，

其實更具好感。CMU 的 Mozer’s Adaptive House 是希望建立較個人化的系統。UCI 的 NOAH 則是較

偏重在家庭自動化上的研究，也較屬於近幾年就會成熟的技術研發而如上的研究都有設法納入居家照

護、疾病預防等相關之 e-health 研究課題。工業界已有的實驗系統，芝加哥的 internet home alliance 的

Onstarant Home，歐洲的 Telia Connected Home，法國的 France telecom and Thonson 的 Net@Home，荷

蘭的 Philip’s Home Lab。工業界的開發其實就是在家電中鍵入嵌入式的軟體及具網路連結功能等，使

家電可與其他系統溝通並透過不同方式來控制家電的功能。而目前在歐美日的業界，大部分的研發主

要是在設備的監控及所謂多房間視聽系統(multi-room A/V systems)或遠端連線的影音傳輸。在目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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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德州儀器(TI)也在其台北總部建立其 digital home 的展示間。由於近年來各種醫療與資、通信科技的

進步，各類具通訊功能的醫療照護器材也陸續研發成功，使得以往必須於醫療院所才能進行的各種高

度專業的醫療與健康照護行為，現在也可以透過各種資通訊系統與網路之協助，不必再限定於特殊場

所才能進行。由於居家照護系統此類的研究是具有使用者特性及生活習慣的；也就是說，去移植他國

之研究成果是不合適的。 

近年來，有許多學者致力於研究用智慧化生活空間，甚至於老人健康及生活照護之輔助型機器人。

研究指出，相對於家人或工作人員，成年人更偏好由機器人執行健康照護相關的輔助性工作[14]，此外，

使用機器人協助老人生活於居家環境或安養中心已被視為具有極大的潛力 [14-16]。一個成年人須具備

完成多種工作的能力方能健康地獨立生活，這些工作性質可區分為三大類 [17, 18]：自我維護的活動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ADLs)、器具性的活動(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s)、加強性的活

動(enhanced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EADLs)。其中，上下床、上下樓梯及洗澡是頻率最高的 ADLs 之一，

常使高齡者感到困難的 IADLs 為洗衣服、環境打掃及準備、烹調食物 [19, 20]，而由於身體能力或科

技知識的不足，高齡者在進行 EADLs 相關的社交或學習活動時容易感到挫折。 

而一個人在其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所有活動、行為，不能僅只是自私的考量到自我，而是需將自己、

家庭、社會甚至是整個大自然的環境都同時列入考量，以達到自我本身甚至是整個大自然環境的健康

與永續發展，因而有了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LOHAS)的想法。目前雖然數位化家庭、

智慧化家庭、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系統等議題已經廣泛的被大家所討論，同時也有許多科技

廠商與大學實驗室在研發各種具有網路連線功能的智慧型家庭電器。但是目前我們所觀察看到的成果

是所有的電器設備大都還是在進行單機操作。只是從傳統的近端操控改成能遠端操控，或是透過智慧

型手機操控，甚是至是透過雲端系統操控，可是卻很少看到醫療照護設備之間能夠智慧化的展現彼此

之間的操控關連性，透過網路智慧化的協同處理某一件人類的需求。這就好像生物之間的合群模式一

樣，需要共同合作去完成某一個目標。以此設計概念為基礎我們還可進一步開發出幼齡或其他疾病之

安全防護系統與醫療照護系統，甚至可結合目前多媒體影音系統形成完整的智慧化生活空間。 

本計畫所開發之機器人將可讓年長者安心、快樂地使用，也讓家屬放心，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

落實居家保健、復健與照護成效並降低醫療成本。隨著年齡的增長，高齡者的運動能力、平衡感、力

量隨之減少 [21]，視力和聽力的敏銳度降低，部分認知能力如短期記憶力也逐漸退化 [22]，伴隨著如

彎腰、屈身等動作的不便 [23]，即便如此，高齡者仍普遍希望能保有自主生活的能力，並持續居住在

自己熟悉的處所 [24]。透過本計畫的針對老年人居家生活照護之發展，將來相關技術也能擴展至其他

長期慢性病、需長期復健或是需長期看護之照護上，以及身心疾病預防與醫療輔助上，以解決目前醫

護人員人力嚴重不足、工作量過大與長期加班等困境。其他相關之重要性分述如下： 

(1) 解決高齡社會所需面對的問題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估我國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率將由 99 年 10.7%逐年增加，未

來 10 年將增為 16.3%，民國 159 年更將增為 41.6%；在家庭扶養高齡人口比例，從 97 年約每 7 個工作

年齡者負擔 1 個高齡者，民國 159 年將降為不到 2 個工作年齡者負擔 1 個高齡者[5]。高齡人口的生活

支援與健康照護的需求已經無法單方面從增加醫療照護人員來達成。因此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如何

落實居家照護以及提昇看護品質與效能是各國目前研究方向。 

(2) 設計一套銀髮族自我健康照護系統 

把大量的醫療資源投入於疾病發生後的照護不如考慮如何讓老年人變得更健康與快樂，畢竟預防

勝於治療。若讓更多的年長者在身心上都更為健康，必定可以大幅降低後端的醫療費用。所提照護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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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可提供年長者生理上的良好的保健習慣、進行簡單的記憶力練習、自我復健所需的建議外及即時監

測，將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與安全性相關之數據上傳至資料庫，像是心電圖分析、手腳指溫量測及生活

作息等，做長期分析與監控。而在心理層面的情緒抒發與親情關懷，鼓勵老人向外發展，結交與自己

趣味相投的好友。如此，樂齡族群年齡雖長但卻仍可活力十足，不僅在自我照料方面不用子孫煩惱，

甚至有更多的精力投身於終身學習或是社會服務。如此，老年人不僅不是社會負擔，更可轉成一股新

的社會動能。 

(3) 使用者行為之資料分析與探勘 

將儲存於個人健康雲端資料庫之數據以資料探勘技術分析使用者行為，以提供醫療與學術研究之

參考，讓年長者不會產生有被監控的心理感覺。當受照護者其行為探勘結果顯示為異常狀況時，可經

由網路傳送緊急資料至醫療中心或醫生與家屬的手持裝置上，提醒醫生與家屬受照護者現況，達到預

防勝於治療的目的。 

 

二、 研究目的 

本計畫擬開發整合於居家物聯網之家庭照護機器人，能夠綜合運用環境及生理訊息感測技術，實

現環境監測、異常信號偵測、以及家庭使用者生心理與意圖感知功能，輔以人性化的操作模式，適時

自動地提供細膩的照護，提供智慧居家照護更高層次的性能品質。 

在居家生活照護機器人中所指的感知控制，是利用功能足夠系統運作，使人感覺舒適，像是最好

不需佩帶或是小巧不易發現的各類感測器，放置在居住環境中，監看受護者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識

別受護者的行為活動。當推估受護者的行為意圖，或是意識到須要提供協助時，機器人就會主動採取

相應的照護服務，例如趨前提供詢問或協助。圖 1 表達的就是上面所敘述的概念，在本計畫中它包含

的技術內容分別如下：達到這概念所需的環境及生理訊息感測技術(Sensing)及各類智慧終端裝置之間

的數位匯流技術、高效率視訊監控系統、智慧型行為認知(Recognition)及環境偵測技術、以及適應性地

調控(Control)照護輔助機器人等技術研發方向。 

 
圖 1、居家生活照護輔助之機器人系統概念 

 

本計畫主要利用環境中、機器人機構上及智慧型手機內建的感測器，偵測使用者平時活動的特徵

值，加以分析後推論使用者活動情形，由這些數據在不侵犯隱私權的狀況下推知使用者的身心狀況。

本計畫預計設計一整合於居家物聯網之家庭照護機器人，並針對下列幾項重點提出設計與解決方案。 

(1) 對年長者之動作進行辨識與分析解讀。希望藉由發展智慧型視訊感知系統，研發視訊編解碼及人體

行動特徵萃取與行為辨識分析等技術，將人體動作進行辨識並轉化成事件。這些分析結果與事件

資訊將提供作為開發照護者心理之探勘方法使用，輔助總計畫及其他子計畫完成智慧居家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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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系統、建置物聯雲端裝置及照護事件檢索平台。 

(2) 雲端資料庫可說是目前科技業的趨勢，機器人可將各種資料上傳至同一資料庫有利於進行取用與分

析。若以個人為對象來建立資料庫的話可進一步的使醫護人員能夠取得更加全面的資訊，可以使

診斷更加精確。 

(3) 提升年長者照護品質。本計畫開發的生活輔助機器人，可望處理未來照護人員與老年人的比例大幅

下降，照護人員勢必不足，無法對每個人都細心照護的問題。且老年人通常有較多的生理問題，

在生理影響心理的情況下，生活輔助機器人能隨時關懷老年人，讓他們不會感到寂寞，並加以確

保老年人的日常安全及生活品質。同時，藉由與老年人互動的過程中，也將進一步地分析老年人

的生理與心理狀況。當發現老年人的互動狀況不如平常時，能夠提早發覺、事先預防，由醫護人

員主動關懷照料或體檢診斷。 

 

三、 文獻探討 

各國的科學家紛紛投入有關老人照顧的相關研究，像是研究[48]指出，由於許多人都是到身體有明

顯問題時才會去看醫生，而往往都會延誤黃金治療期，尤其老年人，更不希望常常跑醫院，所以他們

期望研究出一套系統，利用各種不同的生醫訊號感測器，由電腦判斷出身體的狀況，讓使用者可以隨

時在家中檢查自己的身體狀況，降低延誤治療的風險。而研究[49]的目的，則是期望可以研究出一套不

需經過訓練且適用於所有對象的人機介面系統，透過會話的方式達到人機溝通，進一步找出使用者健

康上的問題，並且提供解決的方法，這套系統的優點就在於通用性以及操作簡易性，而簡易的操作有

助於老年人使用的普及程度。研究[50]明確的指出，對許多人尤其老年人來說，家才是屬於自己的殿堂，

所以在家養病或是看護，才是最適合自己的，所以他們研究出遠端監控看護系統，協助親友可以隨時

隨地知道家中老年人的生理狀況，此系統的特色在於可以減少住院的花費以及提供老年人心理上的舒

適性。研究[51]是一個可以輔助老人行走的老年人行動輔助器，此系統除了可以輔助行走外，透過前面

的雷射測距儀，可以讓系統去做主動閃避障礙物的動作。研究[52]是在研究自主學習居家使用者行為模

式演算法，此方法可以提供更有效的居家看護監測。根據以上幾篇國外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現在

的醫療看護系統，已經逐漸朝向個人化、家庭化以及操作簡易化發展，而這樣的發展是有利於提高老

年人生活的便利性以及安全性。 

調查發現，高齡者希望機器人能幫忙拿取其他地方的物品或撿起地上的掉落物 [23]、透過語音的

方式控制機器人，以及具有調整機器人行為的控制權 [25]。另一方面，對於安養中心及醫護人員而言，

最希望輔助型機器人執行以下的任務：(a)偵測人員跌倒並發出求救訊號，(b)偵測失智症患者自行離開

安養中心並發出警訊，(c)提醒人們服藥及預訂的門診，(d)量測生理訊號；其他建議機器人執行的工作

包括：(e)體力協助如搬運重物、清掃，(f)開關電器與燈光 [26]。過去研究提出用於減輕人們體力負擔

的機械載具如助行器、智慧型輪椅、外骨骼 [27, 28]，如圖 2，協助人們行走、下床、執行基本家務。

用於提供社交互動的如海豹機器人 Paro 與 SONY 的 Aibo 機器狗 [29-31]，如圖 2，提供人們在住家或

病床上的娛樂與心靈的陪伴。德國開發的輔助型機器人 CareOo-bot [32, 33]，如圖 3，專門協助人們行

走與打理家務。RoboCare project 研究提供人們協助的智慧型環境，搭配泛用型輔助機器人執行監控管

理的任務 [34]，如圖 3。日本豐田看準日本高齡化的社會與老人在醫療照護市場上的需求，2007 年起

著手研發醫護夥伴機器人[35]，幾款不同類型的機器人預計未來將在日本上市，包括：針對下肢麻痺者

設計的「自立步行助手」，造型如大型輪椅且具有機械臂的「移乘照護助手」，如圖 4。最近紐西蘭學

者提出專為老人開發的生活照護機器人 Charlie 及 iRobiQ [36]，如圖 5，功能包含：使用者識別、使用

連接式的儀器量測長者的生理訊號、服藥提醒、跌倒偵測與通報、腦部健康評估、遠端視訊、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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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經驗回饋。 

 

    
圖 2. (a) 智慧型輪椅 (b) 機械外骨骼  (c) Paro 療癒系機器人  d) Aibo 寵物狗 

  
圖 3. (a) 德國 Care-O-bot         (b) 義大利 RoboCare project 

  
圖 4. (a) 步行助手          (b) 移乘照護助手 

  
圖 5. (a) Charlie     (b) iRobiQ 

 

國內有關輔助型機器人的研究，於智慧型載具方面已逐漸展現成果，如圖 6，國內交通大學的宋

開泰老師，於 2009 年開發 Walbot，他們以 force sensor，與量測馬達的電流與轉速，估測出使用者的施

力大小與方向，藉以了解使用者想去的方向和力量，並於 2009 年全國機器人大賽「夢想實現組」，獲

得第二名。交通大學楊谷洋老師於 2009 年亦開發 I-go，兩手各 10 個 force sensor 握力資訊，來達到左

右手判斷使用者意圖的目的，一顆雷射測距儀偵測障礙物與 i-Go 的距離，達成避障的功能，兩顆傾斜

儀分別計算兩個方向與水平面的傾斜角度。另外，以近年國科會的”智慧型輕量化移動載具專案計畫”

為例子，元智大學、台灣科技大學、台北科技大學、成功大學的教授分別提出各款適用於高齡者或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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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人士的智慧型輪椅及座椅可調整之室內載具，使用者能夠於輪椅上量測心電圖、開關電器，或是由

載具帶動調整站姿坐姿，有利於協助老人自主生活。另外，用於老人照護的機器人以交通大學研發的

RoLA 機器人為代表，主要用於監控獨居老人的人身安全，搭配穿戴於年長者身上的三軸加速規，能

夠監控人異常的突發狀況如跌倒，並發出緊急訊號；利用環境中裝備的無線網路感測模組，機器人能

夠掌握人的位置並以遠端視訊功使長者能與外界聯繫。 

 

    
圖 6. (a) Walbot  (b) I-GO     (c) 電動輪椅     (d) RoLA 

 

四、 研究方法 

 

  

圖 7. 本計畫開發之照護輔助機器人硬體(左圖)及軟體(右圖)架構圖。 

 

本計畫所開發隻照護型機器人軟硬體系統架構如圖 7 所示。在硬體部分，本計畫使用四全向輪馬

達驅動之底盤，以增加照護機器人在居家環境中擺設家具家電等障礙物狀況下移動的自由度與靈活

度。搭配雷射距離感測器來偵測前方移動方向中所出現之障礙物及可移動空間，並可針對環境中特徵

進行掃描及輔助機器人定位。機器人本身運算核心為一嵌入式電腦(Embedded computer)，前方並搭載

攝影機來偵測前方環境中影像的變化，透過安裝之升降致動平台，可以針對不同環境下擷取特徵影像，

以輔助機器人在居家環境導航與物件辨識的能力。此外，室內環境中所架設的深度攝影機，針對不同

空間中進行影像處理及使用者動作判定，經由物聯網路與機器人互相溝通，可讓機器人接收雲端伺服

主機的照護指示命令，搭配室內地圖資料，機器人便可前往規劃空間及地點提供照護服務。由於照護

機器人系統整合了影像與距離感測，並須與雲端伺服主機進行資料溝通，以及機器人本身必須具備智

慧型導航及定位的演算能力，因此本計畫必須配合各項硬體採用其應用軟體，包含嵌入式電腦 Windows

作業系統、影像處理應用之 C++程式、四個全向輪馬達驅動軟體(Arduino)、以及整合軟硬體之主架構

軟體 LabVIEW。為了開發機器人在不同環境下多模式之智慧型操作與行為控制，本計畫應用了

LabVIEW Queued Message Handler (QMH)技術，整合人機介面與相對應之功能，讓照護輔助機器人可

以根據各種狀態下之啟動訊息，正確地執行所對應之演算法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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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照護輔助機器人整合居家物聯雲之方塊圖。 

 

在本計畫執行內容部分，照護輔助機器人在居家環境中，可整合於居家物聯網路來提供所需要的

照護任務，整體的系統功能示意圖如圖 8 所示。首先安裝於居家環境中的深度攝影機，可將環境中使

用者的行為與動作進行辨識，如在客廳環境中，當使用者進入客廳並坐在沙發上時，Home Cloud Server

透過深度攝影機的深度影像進行點雲資訊(Point Cloud)擷取，進行人體動作辨識，並轉換為居家活動事

件資訊。接著透過物聯網路將照護輔助任務指派與機器人，當機器人接收到任務命令時，便可啟動自

主式導航，根據指定之速度及軌跡，前往客廳提供照護輔助的服務。 

 

1. 建置具有使用者情境的環境地圖 

隨著機器人的技術進步，機器人的各項服務能力例如打招呼、播報新聞、倒水…等，已經相當完

整，但是缺乏的是如何將這些行為，根據使用者目前的狀態適當地表現出來。例如老人正躺在搖椅上

休息便不適合打擾，或是當老人們正在聊天時，機器人便適合介入製造話題，因此辨別使用者的狀態

是其中重要的技術。辨識使用者狀態就現有文獻有兩大重要的主題：1) 使用者的情緒識別，2) 活動辨

識。在使用者的情緒識別方面，Coulson [2] 研究了使用者姿態與情緒的關係。在他們的研究中，實驗

參與者必須辨識一系列電腦產生的人偶的情緒狀態，例如生氣、厭惡、害怕、高興、悲傷和驚喜。他

們的結果顯示，靜態的身體姿勢可以提供相當可靠的線索來進行情緒識別。Kapur et al. [3]也提出了一

套依據使用者骨架活動的情緒辨認系統。Sebe and Huang [4] 使用機率圖模型(Probabilistic Graphical 

model) 來整合不同模態的輸入例如臉部表情、聲音、生理訊號。在活動辨識的研究方面，Poppe 提供

了詳盡的調查關於使用影像來進行活動識別[5]。而 Laptev 和 Mori [6]在 ECCV 會議的教學裡，也統整

了使用統計式結構來辨認使用者動作的方法。主要的研究議題包含了特徵的擷取以及模型架構。 

也由於機器人技術一直不斷發展，使機器人具有跟人類相同的能力，但建立網絡化的機器人是另

一個未來的發展方向，下一代機器人將具有優勢的聯網能力，使機器人和信息技術設備的合作以支持

用戶。近年來，”機器人”一詞已被用於與比它使用有更廣泛的含義，“機器人”被定義為其功能會影響

於真實世界的智能系統，國際先進電信研究所（ATR）的領導小組將研究網路機器人分為三種類型，

首先是所謂的虛擬機器人裝置，例如手機內部的類型，其次，無意識的類型的機器人，它用於收集信

息，確認情況，最後，還有一些的可視型機器人，他們告訴人在於一個特定的情況，ATR 的想法是說

我們自己跟網絡機器人形象非常相似，因此本計畫第三年度首先預計構建一個系統，顧客可以使用指

向手勢指示行動載具按照指定的路線，為了跟踪人體運動中，必須開發基於影像視覺的辨識軟體，可

以使得系統追踪目標物在影像畫面中紅，綠，藍（RGB）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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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使用“指向手勢”系統：有使用者指出一個點，一個對象，或者一個空間，無意識的機器人

計算指定的位置。其他類型的機器人通過網絡共享指向的行為信息。 

 

       
圖10(a). 計算3-D的座標(1)         圖10(b). 計算3-D的座標(2)      圖10(c). 計算3-D的座標(3) 

 

當機器人運行在一個空間裡，本計畫採用設備包括一個攝影機和一個 PC，由圖 9 所示。使用者可

戴著一個訊號發送器，且他們的慣用手上有一個手套，在空間裡有一個可視型機器人在他頂部有兩個

標誌，無意識的機器人追蹤著帽子，手套，和機器人的標記，我們使用 iSpace 來追蹤，iSpace 是我們

實驗室開發從攝影機得到追蹤對象的 RGB 訊息的一個公開資源，用 iSpace 來計算使用者的頭部和手的

位置及可視型機器人的位置，可視型機器人識別了使用者自己現在位置點的訊息及追蹤路線，追蹤指

定目標的三維坐標計算方法概述如下： 

首先定義了一個平行於 xy-平面和垂直於 z 軸的平面，在 319×239 像素的視窗上獲得跟踪對象的坐

標 x 和 z 的值，如圖 10(a)所示，兩個攝影鏡頭監視兩個方向，如圖 10(b)所示。正如在圖中可以看出的

用以下算式可以得到兩線的交叉點作為計算追蹤對象的 x-y 坐標： 

 

 

1

2

1 1

2 2

tan (319 2 )
tan cos

319

tan (239 2 )
tan

239

1

tan

tan

tan

x z

z

x

y

c

c y

va x
a

va y
a

a

a

b x

b x

 










  
  

  

  
  

  










 

追蹤對象 z 座標的計算如圖 10(c)和以下式子所示讓 d1 表示在 x-y 平面上 Camera 1 到追蹤對象的距離，

d2 表示 x-y 平面上 Camera 2 到對象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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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tanc zz z d                                  (1) 

2 2 2 tanc zz z d                                  (2) 

最後，對象的三維座標由下式給出 

1 2

1 2

1 1

1 2

2

b b
x

a a

y xa b

z z
z






 




 

接著可假設這個座標系統的起始點在房間的中心，用三維座標來計算頭頂到肩膀的距離如圖 11 所示，

然後計算每一個結構的手的平均角加速度，平均角加速度如果比較小那麼移動會更平滑，在本計畫中，

模糊聯想記憶（FAM）是用於系統的指向手勢識別，FAM 模糊規則的組成由前層（如果層）和背層（接

著層）。規則層被設置為節點，每個節點代表一個規則，模糊規則可以表示使用的組合物之間的雙向聯

想存儲器如圖 12 所示。 

 

 
圖11. 一般人的身體尺寸數據：一般人的身體比例被使用於計算指定位置 

 

 
圖 12. FAM 用於識別指向行為。 

 

本計畫中機器人感知使用者情境的目的和傳統的情緒辨識不太相同，一般的情緒分類(如: 喜怒哀

樂) 並不適合來描述老人的狀態。日常生活中，老人不常有非常劇烈的情緒變化，使得機器人服務不

能貼近老人的生活型態。因此，我們將透過問卷，分析定義一組類別來描述使用者的狀態：專心、進

食、休息、孤單、社交。在推論使用者狀態的過程中，我們專注於利用機器人身上的攝影機作為輸入。

但影像中的線索可以分成不同的訊息來源，如：使用者姿勢、人與物品互動、人與人互動。其中後面

兩者在以往的使用者狀態識別中較少運用到。詳細內容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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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老人情境以及推論線索 

情境 活動範例設定 推論線索 

專心 

 

姿勢、物品(電腦、書本刊

物、筆、桌子) 

進食 

 

姿勢、物品(飯碗、筷子、湯

匙、餐桌) 

休息 

 

姿勢(躺、斜坐)、物品(躺椅、

床)、表情(閉眼) 

孤單 

  

人際互動(單人)、姿勢(駝背

狀)、表情(沮喪) 

社交 

 

人際互動(多人群聚)、姿勢 

 

除了使用當下的觀察線索進行推論，我們提出利用使用者生活模式做為預先知識 (Prior 

Knowledge)。生活模式即上述的情境加上地點與時間的關係。所以對於生活模式我們使用一個週期性

的地點-時間的格網地圖M 來進行記錄。傳統的格網地圖(Grid map) 是用於地圖中障礙物的紀錄。在基

於馬可夫假設和每個格網都是獨立的假設下，演算法可以根據觀察並使用貝氏濾波器(Bayes Filter)來進

行地圖的更新。而在此的使用方式即是將生活模式資訊累積到格網地圖中，而所產的地圖我們稱之為

生活模式地圖。生活模式地圖中，地點所顯示的是二維的空間資訊，而時間是一維的維度。所以整體

來說，生活模式地圖會是一個三維的格網地圖。在時間維度上，整個長度將會是一般人的作息週期，

例如一日、一周。我們可以有多種不同週期的地圖來進行紀錄，以適應不同的生活型態。 

 

圖 13. 使用鏈狀條件式隨機域進行老人情境推論 

 

在擁有當下觀察以及歷史資訊後我們使用鏈狀條件式隨機域來整合所有資訊來進行使用者情境推

論。以下 ( )tE 代表時間為 t時的情境格網地圖， L代表人與物體的關聯圖 13 所示為以週期性地圖來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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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推論的圖模型，我們會可推論到的老人情境對應到適當的服務，如以下關聯運算所示， S 代表使用

者姿勢，H 代表人與人的互動關係，M 代表週期性的地點-時間的情境格網地圖。 

 

( ) ( ) ( 1)

object human posture human-human interaction

( ) ( ) ( )

temporal constraint

( ) ( 1)

ln ( | , , , , )

ln ( | ; ) ln ( | ; ) ln ( | ; )

ln ( | ; )

t t t

t t t

i i i

i i i

t t

P E L S H M E

P E L P E S P E H

P E E

  



  







  

 

  

q

periodic constraint

( ) ( )ln ( | ; )t tP E M 
q

  (3) 

 

2. 機器人居家環境自我認知能力開發 

考慮到環境的動態性和照護任務的複雜性，本計畫將採用基於視覺獲得的深度訊息及提供的操作

功能數據進行 3 維格狀地圖和物品功能圖的構建，3 維格狀地圖存儲空間的佔有量是固定的，當空間

分割較小時，需要較大的存儲空間，但構建地圖的目的是尋找可移動的空間，不需要識別物品，所以

空間不需要太小的分割。 

將空間定義為 3 維格狀空間，集合為 K，每個格狀單元稱為元素 ，K 為所有元素的集合。 

元素定義：在地理訊息系統的真 3 維空間中，用以進行空間訊息的數據記錄、處理、表示等所採用的

具有一定大小的最小體積單元，元素為邊長為 δ 的正方體，元素的每個邊和空間全域坐標的軸平行。

我們先設定 為佔有機率函數，描述每個元素（立體格狀 ）的佔有程度，由於機器人會多次

獲取某個元素的訊息，所以需要對元素訊息進行更新。 

假設 和 表示在時間 t 雙眼視覺獲得的左右兩幅圖像，右邊的攝像機為參考攝像機。在每一個畫

面的 2 維平面空間中，基於 DOG（difference of Gaussian）尺度空間，檢測局部極值作為關鍵點，對每

個關鍵點，計算 SIFT 特徵描述符及其比例和方向，隨後將左右兩幅圖像的特徵點進行匹配，基於視差

原理計算特徵點與機器人間的深度值。設機器人的位置已知，利用獲得的深度訊息，計算特徵點的全

域坐標訊息。按上述方法獲得 n 個匹配成功的特徵點： 

 (4) 

 (5) 

其中： 是特徵點的圖像座標。 是特徵點的全域座標。 是 的方差

矩陣， 為描述 SIFT 特徵匹配的關鍵參數。 

假設機器人當前位置為 a 點，坐標設為 Qa，在 a 點觀測到匹配成功的某特徵點 位置用 b 表示。

a,b 間的連線形成的向量 ，向量 S 穿過的元素即為觀測佔有機率值生變化的元素，其集合為： 

 (6) 

其中，η 代表穿過的元素數量， 代表穿過的第 i 個元素的坐標。 

 

(7) 

 

(8) 

考慮到障礙物位置 b 後面的格狀 b’， b’應確定為佔有狀態： 

 

(9) 

所以機器人位置 a 到特徵點 間影響到的元素集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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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設觀測點 a 和特徵值 b 之間的距離為 ，元素 Qi與觀測點 a 之間的距離為

，則元素佔有率為： 

 

(11) 

根據式(11)，關於涉及到的元素，其佔有機率值的確定分為 3 種情況：當元素 Qi位置在特徵點 oj與機

器人之間，且距離特徵點 oj較遠時，元素 空閒的可能性最大；當元素 位置在特徵點 oj與機器人之

間，但距離特徵點 oj較近時，元素 的佔有機率值在 0 到 1 之間變化；特徵點後面的相關元素，其佔

有機率值取為 1。式(2)中獲得的 n 個特徵點所相關的，所有元素佔有概率值的計算都按上述過程進行， 

基於貝葉斯估計算法更新所有元素的佔有機率，形成局部的 3 維格狀地圖。 

在獲得 3 維格狀圖的同時，視覺系統可同時讀取大物品上粘貼的 QR 碼標籤訊息，QR 碼技術是

由日本 Denso 公司研究中目前最具代表性的 2 維條碼。超高速和全方位(360 度)的識讀是 QR 碼區別四

一七條碼、Data Matrix 等 2 維碼的主要特性。可採用 CCD 2 維條碼識讀設備，每秒可識讀 30 個含有

100 個字元的 QR 碼符號[18-19]，它還具有訊息容量大、可靠性高、保密防偽性強等優點，同時能夠有

效地表示中文字，通過識讀 QR 碼標籤中的數據，能獲得物品的功能屬性及操作訊息。 

QR 碼標籤數據中含有物品的名稱、形狀、顏色、尺寸、材料、功能等屬性訊息和操作位置及姿態、

操作力大小及範圍、操作模式以及移動物品時的注意事項等操作訊息。機器人在觀測的圖像中識讀到

QR 碼標籤，立即將讀取的物品訊息添加到物品訊息庫，並建立觀測位置（節點）與對應物品間的關聯，

形成物品功能圖，如圖 14 所示。當機器人經過整個環境後，它會將家庭中的物品訊息保存在物品訊息

庫中，並建立所有物品與對應節點之間的關聯，即可為機器人環境感知地圖的建立做好準備。 

 

 
圖 14. 環境中物品資訊與感知地圖建立示意圖 

 

為了更貼近老人的心理狀態，機器人應該要能了解老年人的情意狀態(affective state)，並根據不同

的情意狀態給予適當的關切與互動，如此，在照護老年人生理需求時，也能同時照護到老年人的心理

需求。情意運算(affective computing)旨在探討有關情緒、由情緒產生的、及影響情緒相關的運算，這方

面的研究已被致力於應用在自閉症患者的醫療照護 [21, 22]。本計畫提出的機器人系統將具備感知人類

情意資訊的能力，而從人類的情意資訊，機器人不僅能推論出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能從人的情意

狀態評估醫療照護的效果。基於情意感知的人機互動系統考慮兩類訊號：人表現的反應 (面部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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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姿態)及生理訊號(如：心電訊號、呼吸頻率、脈搏、皮膚電位或體溫) [23]，第一類的人的反應

主觀上能表現出人的狀態，雖在人種、性別與年紀上會有所差異，而第二類的生理訊號能提供另一方

面相對客觀的資訊。以下說明人機互動的系統架構： 

a. 受感測人員的反應與生理訊號：經由相機、麥克風、接觸式或非接觸式的生理感測器監控並

收集目標對象的資料。 

b. 建立情意狀態模型：收集到的資料針對單一對象及全體對象計算特徵(feature)得到多項參數，

以演算法分析，建立情意狀態的模型；考慮的演算法如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decision 

tree algorithm、hidden markov models (HMMs)。 

c. 情意指標運算與情意狀態估測：根據感測到的目標對象的反應與訊號計算各項情意指標，經

由建立好的模型估測即時的情意狀態。 

適應性人機互動：根據人的情意狀態，機器人選擇適當的反應，宗旨是於照護工作的同時，維持

目標對象正向的情意狀態。當機器人有任務在身時，如果偵測到人的負面情緒狀態，則提供適當的協

助以改善其情緒。另一方面，針對個別對象、全體對象與不同的情境下，學習(learning)演算法能應用

在基於情意感知的人機互動上，機器人動態地調整行為，達到最佳的身心照護品質並與人自然的互動。

如圖 16 所示。同時可以預測使用者在接下來的 pN 個單位時間裡，最可能的狀況為何，將所推測的使

用者情境來進行服務規劃。首先，由第一年度所建立之全景環境影像，其即成為一較為直覺且貼近使

用者所處環境之影像地圖。在完成即時拼接與更新全景環境影像的同時，我們也將定位使用者在全景

環境影像中的位置，進而由全景環境影像中鄰近使用者位置的場景，分析出使用者所處情境與鄰近使

用者之標的物，以決定機器人適當之任務提供使用者服務。同步定位與追蹤(SLAM) 的技術將在此應

用並延伸，粒子濾波器也將對於使用者與相關標的物進行即時多目標物追蹤，作為稍後機器人動作任

務設計依據。 

          

(a)                             (b) 

圖 15、時間領域推論  

(a)一般時間領域推論 (b) 提出的使用利用週期性歷史 (periodic history) 進行推論 

 

接著，在此我們定義任務(Task)為更實際層次的動作，如提供生理訊號量測。為了完成這個任務，

機器人會利用一連串的動作單元(motion primitive)來完成整個任務。動作單元為較簡單且短暫的動作，

例如移動到廚房、拿取茶杯、倒茶、到達老人房間。因此一個任務可以用一個有限狀態機(Finite state 

machine)來進行描述，其中每個節點將會是一個動作單元。為了要能達成任務，動作單元將會根據機器

人目前的狀態動態地被產生。機器人的狀態可能包含機器人所在的位置，使用者是否在座位上。所以

任務可以被表示成一個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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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 { } { , ,..., }TNT robotstate goal b b b              (12) 

其中T 是任務名稱，總共有 TN 個動作單元輸出，b 為動作單元。 

對於許多服務，只有當機器人完成到達完成狀態時才能得到最佳化成效獎勵指標(Utility > 0)，也

就是當機器人在其中過程有失誤，機器人則無法得到獎勵成效指標。圖 16 所示為使用有限狀態機來描

述提供茶水服務。其中效用指標是根據使用者目前的狀態而有所調整，而圖 17 則是將動態調整的概念

引入我們的決策網路。 

 
圖 16. 使用搭配效用指標(Utility)的有限狀態機來描述提供茶水服務 

 

圖 17. 決策網路之圖模型 

 

我們將輸出的動作進行整體的評分，其評分方式如以下所定義： 

( )( ) ( ) ( 1) ( ) ( )

0

( ,..., ) ( | ) ( , )
p

p

N
t Nt t i t i t i t i

i

score b b P b b U b E
     




    (13) 

其中 ( )U b 是效用函式，用來評估動作單元b的好壞。所以動作規劃的目標即是最佳化以下目標函數： 

             
arg max{ ( )}score

b

b
                           (14) 

在此，我們使用深度限制的搜尋 (depth–limited search) 將用來進行最佳化的過程，也就是最大深度設

成 pN (預測的時間長度)來進行搜尋，計算結果則會是根據目前使用者情境的最佳服務計畫。 

 

五、 機器人實驗與展示成果 

如圖 18 所示，目前的機器人移動式平台構建在具有金屬支撐框架的全向移動基座上，該支撐框架

可以配備多個傳感器和設備。 傳感器組包括網路攝影機和雷達測距儀（LRF）。 機器人上使用的設備

包括 Intel NUC 小型主機，ECG 數據採集模組，類比轉數位模組，無線乙太網路模組以及帶電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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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 12V 鋰電池。 當前的機器人軟體由數個模組組成，用於環境信息收集，機器人的行動計劃以及

與用戶的互動能力。 

 

圖 18. 機器人平台內裝硬體配置圖 

 

遠端介面如圖 19 所示。在遠端介面可以提供醫師觀察病人的病情，並且可以下達即時的診斷，遠端介

面可以切換不同病患，並提供病患測量時間，且也可以查詢病患的歷史資料如圖 20 觀察病患是否惡

化。使用者在目標位置時，如圖 21 所示。深度攝影機偵測到有使用者準備進行測量會透過網路告知機

器人。 

 

圖 19. 遠端介面 

 

圖 20. 遠端介面歷史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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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a). 實際使用者狀況           圖 21(b). 深度攝影機量測影像 

 

圖 22. 使用者的所在位置 

 

在機器人的人機介面上會顯示使用者的所在位置如圖 22 所示，機器人會自動導航至目標位置。如表一

所示。 

表一  機器人導航至目標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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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者穿戴好量測裝置時，切換使用者介面如圖 23 所示。並透過 SVM 辨識出心跳的結果，如圖 24

所示。 

      

圖 23. 量測心電圖的人機介面              圖 24. 量測的心電圖的結果 

 

圖 25. 透過底下的機構增加深度攝影機的視角使增測範圍變得更廣 

 

圖 26(a). 實際使用者跌倒           圖 26(b). 深度攝影機跌倒的影像 

 

當使用者發生緊急狀況時(例如：跌到)，我們的機台透過深度攝影機(Kinect2)如圖 25 所示，判斷使用

者是否發生緊急狀況，如圖 26 顯示使用者跌倒意外發生及深度影像處理過後的結果提供照護機器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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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是否也意外發生。此時機器人將會自動導航致我們目前病患所在位置附近如表二所示，自動定位也

將會標示出使用者發生意外時，所在位置如圖 27 所示。 

 

圖 27. 使用者發生意外所在位置 

表二 機器人導航至目標位置 

1.  2. 

  

3. 4. 

  

5. 

 

 

六、 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整合居家物聯網、機器人與影像辨識等技術，可透過移動式與固定式攝影裝置，設計並建

置一套結合雲端運算與物聯網概念的「物聯雲」系統，整合感測器、自動控制、影像辨識，應用於居

家生活中，讓使用者（如高齡者）能享有高品質的家居生活。首先本計畫開發出一個基於深度影像，

穩定可靠的居家使用者姿態偵測系統，相較於特定文獻限制住視角的架設，本計畫使用的俯角視野情

境，硬體安裝上便利，也比較不干擾正常生活。此外使用的回朔機制，可避免系統時時進行大量的分

析運算，系統運作時的幀率可達到 37 FPS，精確度達到 97.62%，符合即時運算的標準，此外，許多姿

態偵測會使用到 Kinect 的骨架資訊，在本計畫當中全沒有需要非常複雜的功能，即使是功能較陽春的

深度攝影機，只要其提供可靠資訊，本計畫所提出的演算法均可正常運作。此外，照護輔助機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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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智慧型導航控制功能包括障礙物閃避、使用者允許控制、遠程監控、智慧型導航及遙操作系統。

為達到以上的功能，我們利用雷射測距儀其高解析度的距離量測可靠性來取得前方的環境資訊，使操

作與導航過程更順暢，同時透過遠端監控端介面進行遙操作，當機器人在使用過程中發生問題或遠端

判斷環境不適合機器人自主移動時，便可透過遠端進行協助，短暫接管機器人，協助進行路徑導航或

者是緊急迴避等動作。在經過幾種不同的實際測試環境下，機器人皆能夠完成行走輔助與導航的功能，

帶領使用者以平順、穩定的速度通過具有障礙物的空間或通道，也讓機器人在沒有使用者時能順利接

受遠端控制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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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1月 31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為主持人帶領學生第一次出國參加國際知名的 IEEE SMC Conference，2018年的SMC 

Conference舉辦於日本國宮崎縣的Sheraton Grande Ocean Resort，議程為10月07日至10月10日，一共四

日之學術交流。此次研討會研究主題為腦機介面系統的發展。由於台北往宮崎很少直航班機，且國內

航空公司之航班價格遠高於外國籍航空公司，因此主持人與學生2018年10月06日下午4點47分搭乘中

華航空(CI 116)班機前往福岡，並在隔日上午10點40分搭乘新幹線由福岡前往宮崎，於當地時下午大

約3點抵達宮崎。 

       此次論文報告安排於10月09日，時間為上午13:30至15:30，有幸入圍The Best Student Paper 

Finalist，總共有五篇論文被選入決賽，報告題目為Robotic Aids for ECG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 in 

Assisted Living Environments，由Profs. Ljiljana Trajkovic與Kazuo Kiguchi主持，學生進行約15分鐘左右

的口頭報告。學生的報告題目是透過SVM技術監控並初步診斷心電訊號結合移動式機器人來完成智

慧化居家看護，順利報告完後，由主持人開放現場觀眾發問，現場的觀眾大都是國外的專家及教授，

給了學生許多建議及問題，讓學生在往後的研究方向更加明確。於研討會第四日，由於學生已經在第

三日報告完畢，因此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去聽取相關領域的學者報告，同時也有機會了解其他領域

學者的研究內容。透過這次的研討會，獲取了很多國際當前及未來的機器人在人機互動科技及相關研

究的發展趨勢，讓我們拓展自身的研究視野。特別感謝感謝相關單位(包含科技部)及人員在經費上的

補助及行政程序上的協助。 

二、與會心得 

參與此次 2018 IEEE SMC，除了在學術研究上的專業知識增長外，也拓展了對於智慧化科技

在世界潮流的視野。在學術專業領域之外，學生也增加了英文口頭報告的經驗，整體而言學生獲

益良多，對於學生後續研究及成為具國際觀人才有相當大的幫助。經由此次研討會讓學生了解英

文聽、說、讀、寫等為作為一位專業的國際學術研究人才必備的能力，由其是對於台灣學生較弱

環節的"聽及說"，這次與會的人員大多數皆為美國人，但來自不同地區的美國人其口音差異相當顯

著，學生在聽講方面能力尚不足，簡報的能力亦相當重要，如何讓英文報告流暢且具備抑揚頓挫，

未來學生尚需在此兩部分更加努力精進。在參與多場的口頭演講報告後，報告的演說技巧也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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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包含報告前的投影片製作到實際上台報告、主持人如何掌控會議時間，以及發問時要如何

邏輯性的明確表達欲釐清的問題等，從本次的研討會著實學到不少相關的技巧及訣竅。有這樣的

機會能夠參加國際研討會，特別要感謝科技部等單位，對於學生而言，出國參加研討會所遇到的

第一個挑戰即是經費來源，因此再次特別感謝相關單位的補助，讓主持人與學生能有機會出國參

加國際學術研討會議，學習了解最新的研究發展趨勢及獲得寶貴經驗。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This study presents a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a robotic assistant system with its solutions for 

combining robotics and health-care devices. The mobile robotic system acts as the sensing equipment for 

monitoring the heart rate from the continuous electrocardiographic (ECG) waveforms in real-world 

testing. Routine ECG monitoring can aid clinic diagnoses in cardiac and non-cardiac diseases. In addition, 

with the aid by technical advancements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the 

designed robot can provide the assistance in the remote symptom monitoring for end users susceptible to 

heart failure, and advance healthcare in terms of reducing physicians’ visiting costs while maintaining the 

quality of care. To present the planned features of the designed robotic system with ECG monitoring and 

diagnosis assistance, consider an end user at home, where the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is deployed. 

四、建議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除可促進學術交流外，亦可使世界各地的研究學者了解到我國在智慧型系

統及人機互動設計創新應用的研究發展現況。這對促進我國研發人才之培訓有重要的幫助。作者

非常感激大部補助此行，並在此建議大部能持續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參與如 IEEE SMC 重點國際學

術會議，在不壓縮計畫其他預算費用下，盡可能提高補助金額，以鼓勵國內學者積極參與 IEEE 國

際學術活動。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1. 此次會議之論文集：Proceeding of IEEE SMC 2018。 

2. 多項未來將舉辦之國際會議 Call for Papers 

六、最佳學生論文競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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