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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學研究所於 1977 年開始設立籌備

處，歷經五年籌備，於 1982 年 9 月正

式成立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數理組十

個單位之一。本所的研究重點分為八大

方向 , 包含生物資訊、電腦系統、資料

處理與探勘、多媒體技術、語言與知識

處理、網路系統與服務、程式語言與形

式方法、計算理論與演算法。 

本所並於 2003 年配合中研院國際研究

生院 (TIGP)，開始招收生物資訊學程博

士班，致力延攬及培訓此一新領域之國

際人材，多年有成已招募 51 名學生，對

生物資訊的研究有很大的助益。2014 年

起，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學程博士班即

將開始招生，期待未來此學程蓬勃發展。 

所內資深研究人員皆指導或共同指導來

自全國各地頂尖大學之碩、博士生，並

與這些大學保持緊密的研究關係及合作

計畫，與國內外資訊業界亦有極為良好

之互動關係。

所長：許聞廉

副所長：王新民 

　　　　劉庭祿

研究群主持人： 

宋定懿教授

      生物資訊實驗室

吳真貞教授

      電腦系統實驗室

陳孟彰教授

      資料處理與探勘實驗室

廖弘源教授

      多媒體技術實驗室

許聞廉教授

      語言與知識處理實驗室

何建明教授

      網路系統與服務實驗室

王柏堯教授

      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實驗室

楊柏因教授

      計算理論與演算法實驗室 

首
先歡迎新任助研究員鐘楷閔博士加入本所研究團隊，並恭喜呂俊賢及施

純傑博士升等為研究員、葉彌妍博士升等為副研究員，此外特別感謝張

復研究員與王秋鳳研究技師對本所多年的貢獻，於此榮退。 

時光苒荏，自上期通訊發行迄今已近年餘。這段期間本所同仁仍不斷致力於資

訊學門之研究，大有所成，並榮獲國內外各種獎項與殊榮，包括本人獲得中華

民國資訊學會資訊榮譽獎章、楊得年副研究員榮獲中華民國資訊學會李國鼎青

年研究獎，及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陳銘憲特聘研究員與

廖弘源特聘研究員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葉彌妍助研究員與郭

大維合聘研究員榮獲 ACM SAC 2013 最佳論文獎，陳昇瑋副研究員獲財團法人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同時更值得注目的，其研究團隊之「使

用情緒量測技術來預言線上遊戲的成與敗」榮獲 IEEE Spectrum 專文介紹、另

外，本人帶領 IASL 研究團隊參加 2013 年日本 NTCIR 國際資訊檢索評估競賽

亦獲冠軍。

本期通訊的實驗室報導，專文介紹王柏堯研究員帶領之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實

驗室，其研究重點在於發展保證程式正確性之技術；其次，在計畫特寫中介紹

了廖弘源特聘研究員，利用電腦視覺技術實現球賽運動內容分析的自動化；此

外，創意發想則由施純傑副研究員為大家介紹如何組裝大型基因組，以迎接巨

量資料在生物資訊的挑戰；最後，人物焦點專訪了抱持「研究室一步一腳印，

要很踏實地走」信念的陳文村特聘研究員。

本所竭誠歡迎您抽空蒞臨指教，也希望藉由本期通訊的內容與您交流，並請您

一如往常提供寶貴的建議及回響。新年新氣象，祝您有一個平安、快樂與豐收

的 2014。

所長的話



卓越講座系列

名人榜

名人榜

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許聞廉榮獲中
華民國資訊學會「2012 資訊榮譽

獎章」。

副研究員楊得年榮獲中國電機工
程學會「102 年度優秀青年電機
工程師獎」。

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許聞廉帶領由施政
瑋、劉千嘉、李政緯所組成的 IASL 研
究團隊參加 2013 年日本 NTCIR 國際資
訊檢索評估競賽榮獲第一名。

副研究員陳昇瑋榮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
基金會第一屆「年輕學者創新獎」。

副研究員陳昇瑋及其團隊的研究「使用情
緒量測技術來預言線上遊戲的成與敗」獲 
IEEE Spectrum 專文介紹。

助研究員鐘楷閔於 102 年 9 月 6 日
起加入本所研究團隊。

副研究員呂俊賢於 102 年 3 月
18 日升等為本所研究員。 

助研究員葉彌妍與合聘研究員本
院資創中心郭大維榮獲 ACM 美國
電腦學會 SAC 2013 最佳論文獎。

特聘研究員陳銘憲榮獲 101 年度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特聘研究員廖弘源榮獲 102 年度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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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William Dally      Professor,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Stanford University
 Instruction cached organizations, power optimization, parallel computing, parallel algorithms, dynamic networks   
April Christos Papadimitriou      C. Lester Hoga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E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Theory of algorithms and complexity, applications to databases, optimization, AI, the internet, game theory and evolution
May Mary Lou Soffa      Owen R. Cheatham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Optimizing compilers, virtual execution environments, software testing, program analysis, software security, software   
 systems for multi-core architectures 
May Mihaela van der Schaar      Chancellor’s Professor,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A  
 Game theory, network science, online learning, big data, multimedia 
TBD S. Shankar Sastry        Dean of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Embedded and autonomous software, Computer vision and computation in novel substrates such as DNA, Nonlinear and  
 adaptive control, Robotic telesurgery, Control of hybrid systems, Sensor networks and biological moto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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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搜尋與應用

計畫主持人 楊得年

傳
統應用於圖 (graph) 上之基礎搜

尋演算法僅能滿足簡單查詢需

求， 例 如： 深 度 優 先 搜 尋 (depth-first 
search)、獲得最短路徑 (shortest path)、
尋找連通區塊 (connected component)等。

雖然這些演算法為圖上的搜尋問題提供

了基本的功能，但其搜尋能力有限無法

應對複雜的情況，例如：跨多維度的圖

搜尋，或者處理包含了節點與邊之間複

雜關聯的問題。   

社群網站的出現帶來豐富的資訊，

也產生了許多新的應用。舉例來說，

藉由所提供的社交和時間資訊，我們可

邀請熟悉彼此又有空閒的朋友參加活

動；或者，依據所提供的社交和空間資

訊，商家可向一群鄰近的好友推銷優惠

券以增進他們一起來消費的意願。社群

網站提供了如此豐富的資訊，上述之基

本圖搜尋演算法已無法處理這些涉及不

同維度及不同條件的複雜查詢功能。

因此，我們提出了「應用感知社群圖

搜 尋 」(Application-Aware Graph Search 
in Social Networks) 來解決以下問題：

有效率地從圖中找出子圖（包含節點和

邊），以滿足不同應用上的需求。以下

將介紹有關應用感知社群圖搜尋的三個

問題。除了社交維度，這些問題也考慮

其他重要的維度，諸如：空間、時間、

興趣等等。為了滿足不同應用上的要

求，我們提出每個問題的具體演算法與

理論分析，以迅速有效地獲取所需的答

案。研究成果除論文發表，亦已獲 MIT 
Technology Review、ACM TechNews、
Phys.org、Popsci.com 等報導引用。此

外，Facebook 和 LinkedIn 亦已注意到此

成果，並深感興趣而覺其實用。

社交 - 時間和社交 - 空間群體查詢

 目前，大多數活動仍是手動發起。

然而，現存系統已能搜集發起活動所需

的資訊，像是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

會提供社交關係和聯繫資訊；Google 日

曆的網路協作工具，可讓使用者將行程

表分享給朋友。為提供善用以上資訊之

高效、自動化的活動規劃服務，我們提

出了一個新的查詢問題，稱為「社交 -

時間群體查詢」(Social-Temporal Group 
Query, STGQ)。

給定一活動發起人q，其社群圖G = (V, 
E)，其中每個節點 v 為可能的參與者，

每一連接節點 u 和 v 的邊 eu,v 其權重 (edge 
weight) 代表其社交上的親近程度。在

STGQ(p, s, k, m) 中，p 是活動的大小，

s 是社交半徑限制，k 是熟悉度限制，m 
是活動的長度。STGQ 將會回傳一時槽

(time slot) t 與一個包含 p 個節點之 G 的
子集合 F，並最小化 q 和 F 中每個節點

的總和社交距離，即 其中 du,q 是 u
和 q 之間，包含至多 s 個邊的最短路徑

長度。同時，每個 F 中的節點 u 至多能

與 F 中其他 k 個節點無邊相連，且 u 在

時槽 t 至 t+m-1 是空閒的。

有效率地處理 STGQ 是非常具有挑

戰性的，且我們可證明這個問題是屬於

NP-hard 問題。為了剪除不必要的搜索

空間並迅速獲得最佳解，我們提出了不

同的處理策略，包括存取順序、距離修

剪、熟悉度修剪，樞紐時槽 (pivot time 
slots) 和可行性修剪。我們的研究結果可

以作為社群網站和網路協作工具的加值

服務。

除了同時考量社交和時間維度，我們

亦探討邀請一群朋友參與即興活動的應

用，即同時考慮活動參與者社交與空間

的維度。隨著具 GPS 功能的行動裝置

和 Web 2.0 技術的出現，手機使用者可

以輕鬆地取得並上傳自己的目前位置，

並分享在各種適地性社群網站 (location-
based social networks)。有了寶貴的位置

和社交資訊，使用者即時組織即興的社

交活動變得比以往更為容易。然而，目

前此類活動受邀者的選擇仍然依賴發起

人手動協調與邀請，十分耗時耗力。因

此，我們提出了「社交 - 空間群體查詢」

(Socio-Spatial Group Query, SSGQ)，來減

輕組織即興社交活動所耗費的心力。

給定一社群圖及其成員之位置，活動

發起人指定活動地點 q，活動受邀者數

量 p，活動中受邀者平均可不熟悉的人

數 k，以及每個受邀者至活動地點間最大

空間距離 t ( 即空間半徑 )。SSGQ(q, p, k, 
t) 將會自社群圖中回傳一組共 p 個符合

上述條件受邀者，並最小化這群受邀者

至活動地點的平均空間距離。

由於需要同時顧及空間距離和社交關

係，有效率地處理 SSGQ 十分具有挑戰

性。事實上，SSGQ 亦是一個 NP-hard

問題。為了有效處理 SSGQ，我們提出

了 SSGSelect 演算法及各種存取順序和

修剪策略，以迅速找到最佳解。此外，

我們設計了一個新的索引資料結構，稱

為 SR-Tree，配合我們提出的併接置入

(joint insertion) 技巧，可以更有效率地取

得最佳解。

社交群體活動的意願最佳化

研究指出，一個人決定是否於空閒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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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參加團體活動，通常涉及兩個重要的

因素。首先，這個人對活動本身的特質

是否感興趣；其次，重要的人，比如親

密朋友，是否會一同參加該活動。近年

來，許多人會在如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

上和他們的朋友分享資訊。另一方面，

最近的研究提出了有效的演算法來根據

個人資料呈現的興趣屬性和與朋友互動

的內容資訊，來量化個人興趣，而社交

連結模型也受到廣泛的研究用以評估朋

友間的親密程度。

然而，即使有了上述的資訊，迄今

尚無已發表的研究或真實系統來探討如

何同時依據上述兩項關鍵因素來提供自

動規劃群體活動。活動的參與者仍然需

要人工篩選，而這樣的人力協調通常十

分費時，特別是在有著複雜的社交連結

和需考量各人不同興趣的大型社交活動

上。

因此，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最佳化

問題來解決上述活動規劃所面臨的挑

戰。給定一社群圖，其中每個節點代表

一候選者，附帶此人對活動的興趣值。

每個邊則以社交親密分數來表示兩人之

間的熟悉度。透過活動規劃者指定的預

期參與者數量後，我們希望能自動化地

找出一個連通子圖來代表推薦的活動參

與者，使其參與活動的意願最大化，同

時所選出的參與者彼此之間皆熟識。我

們證明該最佳化問題是 NP-hard 問題。

為了增加搜索空間以免忽略好的解，我

們使用隨機演算法以利迅速而有效地處

理大型社交活動的自動規劃。一個簡單

的隨機演算法是隨機地選擇多個起始節

點。每個起始節點可視為一個「部份

解」，之後逐步隨機地將與該部份解相

鄰的節點含括入該部份解中。當部份

解中包含了足夠數量的節點，則該部

份解即可視為一個最終解。然而，上

述的簡單隨機演算法效率不高。為引

導有效的搜尋，我們提出了兩個隨機

演 算 法：CBAS (Computational Budget 

Allocation for Start nodes) 和 CBAS-ND 
(Computation Budget Allocation for Start 
nodes with Neighbor Differentiation)，
來 選 擇 起 始 節 點 和 擴 展 部 份 解。 我

們 將「 最 佳 計 算 預 算 分 配 」(optimal 
computing budget allocation) 的 概 念 利

用在隨機處理上，以將更多的計算資源

投資於可能產生較好解的起始節點上。

CBAS 首先選擇多個起始節點，並逐步

隨機加入相鄰節點來擴展部份解，直到

達成目標的節點數量，此時該部份解即

可被視為一最終解（每個 CBAS 的起

始節點皆可擴展為多個最終解）。為了

適切地分配計算資源，每一階段中，

CBAS 會根據上一階段的採樣結果，來

辨別值得更多計算資源的起始節點。

CBAS-ND 為 CBAS 的進階版本。在

擴展部分解時，CBAS-ND 根據交叉熵

法 (cross entropy method)，自動調整分

派每個相鄰節點的機率。我們的證明

結果指出，CBAS 和 CBAS-ND 在分配

起始節點的計算資源和分派節點機率皆

是最佳的方式。我們更進一步證明出

CBAS 的 近 似 比 (approximation ratio)，
而 CBAS-ND 在獲得相同解的情況下其

所需的計算資源遠比 CBAS 更小。

線上社群網路中主動好友邀請接受

機率最佳化

過往的好友邀請建議只允許使用者

從推薦的朋友名單中被動地選擇對象

發送邀請。與上述的被動好友邀請策略

相反，主動好友邀請的概念，即一個人

可能會主動地要求與別人成為好友，確

實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高

中生可能渴望和學校的足球隊隊長交朋

友；而業務員亦可能會希望認識高價值

的潛在客戶以推廣業務。

基於這類的需求，我們對社群網路服

務供應商做出以支援主動好友邀請的建

議。服務供應商可考慮對使用主動好友 5

邀請服務的用戶收費，成為新的收入來

源。我們描繪的藍圖如下：透過不斷推

薦發起人現有好友其朋友名單上的候選

對象，社群網路服務提供商可在不違反

目前好友推薦上隱私保護的原則下支援

主動好友邀請。該服務可讓某個發起人

指定其想要邀請的目標對象，社群網路

服務商於其專有演算法，推薦了一組可

發送好友邀請的候選者，讓目標對象最

終接受發起人邀請的機會增加。上述步

驟持續重複，直到目標對象出現在推薦

名單中，且發起人對其發送了邀請。在

此情況下，被動的好友推薦明顯作用不

佳，因為主動好友邀請可針對特定目標

對象。

要支援主動好友邀請的功能，關鍵

問題在於選擇推薦上述候選者的演算法

設計。為了選擇恰當的推薦候選人，我

們探討了一個新的最佳化問題：APM 
(Acceptance Probability Maximization)。
給定一發起人 s，與其目標對象 t，發起

人允許發出邀請的最大數目 rR，APM 會

找到一個集合 R，其含有 rR 個節點，讓

s 可發送交友邀請至 R 中的節點以接近

t，並最大化 s 向 t 發送好友邀請時 t 的

接受機率。參數 rR 可控制 t 預期的接受

機率及預計 s 對 t 主動好友邀請所需花

費的努力。

我們證明於 IC (Independent Cascade)

模型中，計算接受機率是 #P-hard 的問

題，且在 IC 模型中的 APM 是 NP-hard 

問題。因此，我們利用 MIA(Maximum 
Influence Arborescence) 模型來模擬接受

機率。要在 MIA 模型中解決 APM 問題，

我 們 提 出 SITINA(Selective Invitation 
with Tree and In-Node Aggregation) 演 算

法，旨在有系統性地選擇推薦的使用

者。SITINA 利用動態規劃來尋找可能

產生對應好友請求成果的使用者，以增

加目標的接受機率，並可在多項式時間

內獲得 APM 的最佳解。



卓越講座系列

Compressive Sensing and Beyond 
Emmanuel Candes — March 25th, 2013  

                 “Interestingly, this may be changing the way engineers 
think about signal acquisition in areas ranging from analog-to-
digital conversion, digital optics,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seismics......”

50 Years of Biometric Research:The Solved, The Unsolved, 
and The Unexplored
Anil Jain — October 1st, 2013  
 “While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enabled a wide variety of 
identification applications ranging from personal laptop access to 
national civil registry systems, a number of thorny issues continue 
to inhibit the potential of biometric systems.......”

Selected Topics from 40 Years of My Research on 
Speech Processing 
Sadaoki Furui — October 7, 2013  
“I believe a major direction of future ASR research is 
modeling of various speech variations based on advanced 
machine-learning techniques and efficient constru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large-scale speech corpora......”

The Global Impact of Integer Programming
George L. Nemhauser — December 9, 2013   

 “Some integer programming models whose 
solutions have had big impact in solving important 

problems, and present recent progress that has 
made it possible to solve very large instances and 

to obtain provably good solutions quickly........”

Teaching Computational Abstractions through Musical Abstractions 
Paul Hudak — November 11, 2013  
“We not only capture standard notions of abstraction (repetition, recursion, 
data abstraction, and polymorphism), but also advanced ideas (such as lazy 
evaluation, monads, arrows, and type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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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7

2013 Open Data Workshop 

November 08–09, 2013

Open Data: from Culture to Technology
Tom Heath (Open Data Institute, UK)

Topics: Current Status and Outlook of Open Government Data in Taiwan
Introduction to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ult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Open Data  

Open Source, Open Data, and Open Government   
Data Publishing and Reuse, Data Visualization for Disaster Mitigation, Data Visualization  

Expressive Power of Visualization, Information visualized for what?  
Pride and Prejudice in Data Visualization, State of the Map in Asia  

Data Collaboration, Localwiki – Local open data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embling citizen’s dreams to link trials around Taiwan  

Using ‘Like’ to save wildlife of Taiwan – A citizen science project on Facebook  
Data Collaboration for Disaster Response and Management The experience we get from establishing 

a linked data application for opening data related to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 
Data Modeling for Heterogeneity - Taking Ecology LOD for Example 

Virtual Repository for Creation and Use of Linked Data by Disaster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Applications   

年度自強活動至風光明媚宜蘭梅花湖一日遊

(102/8/7)

資訊杯桌球賽於 6 月 22-29 日舉行

7

 Joint Conference of Medical 
Informatics in Taiwan 2013 

(JCMIT 2013)

Healthcare Big Data: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November 1-3,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uilding 

Academia Sinica   

Topics
Database Technologies

EMR/EHR
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Novel Modelling Technologies

Nuclear DNA Studies
Strategic Direction and Policies

Social Epidem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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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報導

發展保證程式正確性之技術

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實驗室

實驗室召集人

王柏堯

程
式語言與形式方法實驗室發展保

證程式正確性之技術。我們在程

式語言方面的研究，著重於發展正確程

式之語法、語意、及實務上之議題；在

形式方法方面的研究，強調分析真實程

式中演算法、計算、以及實際方面之課

題。我們應用數學及形式技術，以探討

我們的研究問題。我們亦致力於發展工

具及方法論，以幫助程式開發者寫作正

確程式。

多核處理器現在被廣泛使用於桌上電

腦、筆記型電腦、甚至是智慧型手機。

程式開發者自然想要利用並行性，以提

昇應用程式之效率。但是並行程式寫作

卻相當困難。就算是有經驗的程式開發

者，也會在寫作並行程式時出錯。因此，

雖然並行電腦已廣為普及，並行程式之

數量仍非常地有限。為了要幫助程式開

發者利用現今處理器之計算能力，程式

語言與形式方法實驗室故致力於並行程

式之語言與驗證技術。

型別系統已廣泛地應用於現代程式語

言，以確保型別安全。舉例而言，一個

型別不良運算式可能會將數字 0 和字元 
‘0’ 相加，而產生一個不正確的結果。型

別系統充許程式開發者，在編譯時就能

指認此類型別錯誤。並行程式寫作易出

錯已廣為人知。而程式開發者的挑戰，

在現今由數百甚至數千交互溝通線程所

組成之程式下，更形艱鉅。現代程式語

言便採用型別系統，以保證程式中某類

性質。

「會話型別」是一個為傳遞消息並

行系統所發展之型別系統，它能確保線

程之間的溝通遵循某些協議。較先進的

變化也能保證無死鎖。現在已做了些努

力，藉由嵌入到現有程式語言，以實現

會話型別。不過，由於宿主語言型別系

統表達能力上之限制，這些實現仍然遠

遠落後於現在理論上之發展。我們計劃

將會話型別嵌入到 Agda—一個具有豐富

的依賴型別系統之程式語言。希望建立

一個程式開發者寫作 Agda/Haskell 程式

之綜合性環境，並使用型別系統以保證

正確性及終止性。

....「會話型別」是

一個為傳遞消息

並行系統所發展之型別

系統，它能確保

線程之間的溝通遵循

某些協議 ....

我們對於以「證明即程式」方式達到

程式正確性要求的程式設計方法與工具

（如 Coq），深感到興趣，將探究這類

工具的細節、功能以及限制。我們選定

了三項應用領域的題目為作為研習的標

的：一、正規表達式的導數，二、結構

化內容的轉換，三、軟體元件間的互動。



實驗室報導

 2011 年由本實驗室主辦 APLAS 會議，受到熱烈回響，與會者專注聆聽。

這三項應用領域內的題目，與一般應用

程式的開發與正確性，有相當關聯。例

如，網頁程式是否能安全執行、正確輸

出、以及良好互動，分別和以上一、二、

三項應用領域中的一些問題相關。

模型檢測是一種指認程式設計錯誤之

技術。給定一個有關設計的屬性，模型

檢測工具藉由搜索設計行為，以決定性

地驗證給定之屬性。對並行系統而言，

設計的行為與設計組件之數量成指數增

長。這是眾所周知的狀態爆炸問題。局

部推理是一種為減緩在驗證並行系統

中狀態爆炸問題，所發展之組合技術。

異於探索全局之狀態，此組合技術合成

局部屬性，並在設計組件中驗證這些屬

性。除了古典有限並行程式，局部推理

亦被用來分析參數系統。

局部屬性之合成，是局部推理成功的

關鍵。傳統上，局部屬性乃由定點計算

獲得。然而，迭代計算可能是不必要的

昂貴。我們計劃將演算法學習，應用於

在局部推理中之合成問題。當有很多可

行的局部屬性，演算法學習可以有效率

地推斷出其中之一。除此之外，學習型

合成演算法在推斷屬性之形式上，給我

們更多彈性。這些彈性將幫助我們了解

有關程式之局部屬性。

對一般的程式開發者而言，由於缺

乏訓練，運用形式化技術可能並不切

實際。然而，愈來愈多的並行程式正由

一般的程式開發者所發展。並行程式之

驗證工具無疑地將幫助程式開發者提高

他們的生產力。現有並行程式的一大部

分，是由 C++ 和 Java 等現代程式語言

所編寫而成。為了這些現有的程式，我

們還打算開發自動驗證方法，以保證其

正確性。準確地說，我們打算開發並行

軟體模型檢測方法。而模型檢測之核心

技術，則是高效率地探索欲驗證程式的

狀態空間。

對並行程式而言，由於各個線程交織

之行為，造成要被探索之狀態空間非常

之大。為了有效地探索狀態空間，採用

抽象技術是必須的。我們計劃結合現有

並行程式之抽象化技術。例如，線程模

組化抽象以簡化控制部分，而謂詞抽象

以簡化數據部分。我們的目標是規模化

並行軟體模型檢測，以驗證無法以現有

方式處理之程式。

除了我們的研究活動外，我們同時也

奉獻顯著的資源於教育。為了介紹我們

的研究給學生，我們自 2007 年以來，

每年舉辦「福爾摩沙邏輯，語言和計算

學校 (FLOLAC)」。藉由 FLOLAC，鼓勵

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至程式語言和形式

方法此一領域，學習並進行研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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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電腦視覺技術

實現球賽運動內容分析的自動化

呂俊緯 , 許朝詠 , 廖弘源

計畫特寫

運
動在人類歷史上及日常生活中均

扮演著重要角色，其重要性除了

運動健身的優點外，更有競技過程中

所產生的觀賞價值，其中又以各種球類

運動在現代社會中最受重視。 相較於

非球類運動，球類運動在競技特性中有

著更複雜的技術成分，更多討論及觀賞

角度，因此許多球類運動紛紛發展成職

業運動並在電視轉播及網路影片中皆受

到觀眾相當的喜愛。而球賽中發生的重

要事件、球員的各項表現數據及球賽中

各種精彩畫面在資訊數位化的年代，皆

被完整地紀錄下來供人觀賞、討論及使

用。

這些球賽紀錄最主要的功能有兩點，

首先是娛樂觀賞用途 : 觀眾可以重複欣

賞或者快速瀏覽該場球類比賽中的重要

或者感興趣畫面；第二是專業用途：在

職業運動中影片可以幫助教練及球員分

析並學習該場比賽對手的優點及改善自

身的缺點，而部份職業運動也開始使用

影片做為裁判判決的輔助；然而，球賽

影片在上述的兩個主要的應用中皆須人

為介入來達成目的，舉例來說：比賽中

的精彩畫面必須先由人工觀賞，再以觀

賞者角度主觀地選擇球賽中精采的畫面

剪輯而成；而另一方面球賽紀錄也必須

由工作人員在觀看球賽或影片時人工統

計所有相關數據。在影片資料量迅速增

加的現代，人工處理未免曠日廢時；因

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將球賽內容分析自

動化。由於籃球比賽無論在台灣或世界

各國皆有相當廣大的收視人口，我們以

美國職籃 NBA 影片為例，嘗試將球賽內

容分析自動化。

為了達到自動分析球賽的目的，我們

首先將目標設定在盡可能追蹤場上所有

球員的位置。舉實例而言，教練在比賽

結束後取得整場比賽的完整影片並將之

輸入到我們的系統中，接著輸入該場比

賽教練關注的球員之球衣號碼，而系統

的目的是自動將該球員在整場比賽中出

現的影片畫面及位置擷取出來供教練觀

看，而系統也由這些畫面進一步分析球

員在場上發生的事件 ( 如得分、助攻及

籃板等 ) 。

前處理

在實際偵測球員之前，我們必須先

對所取得的影片做前處理；為了轉播比

賽的精采度，轉播單位通常使用一部以

上的攝影機作為轉播比賽之用，因此在

影片中常有特寫鏡頭及俯視廣角鏡頭間

的切換，特寫鏡頭雖然在觀賞的角度上

較為精彩，但對於分析比賽卻較為不實

用，所以我們必須首先利用場景轉換偵

測技術偵測並移除特寫鏡頭，保留俯視

鏡頭。

球員身分識別 : 背號偵測與背號辨識

接著我們將視訊影片分解成每秒 60

張的影像畫面並利用可形變分部模型

(Deformable Part Model, DPM) 在俯視鏡

頭中的每一張畫面中偵測球員的位置，

DPM 是一種物件偵測的技術，它利用

影像中物件的梯度直方圖 (Histogram of 
Oriented Gradients, HoG)描述物件模型，

並提供使用者在影像中快速偵測與預先

訓練的模型相似的區域；因此我們先取

少數球員畫面訓練出球員站立及跑動的

幾種模型，再利用這些模型在球賽畫面

中偵測球員。圖一所示為利用 DPM 實現

利用 DPM 偵測球員位置範例 ( 圖一 )。



計畫特寫

利用 GDM 偵測球衣背號位置 ( 圖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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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員偵測的例子。在完成球員偵測後接

著我們開始辨識球員的身分。但在俯視

鏡頭中，球員容貌的解析度相當不濟，

因此傳統的臉部辨識技術沒有辦法達到

我們的需求，所幸球類運動為了讓裁判

及觀眾能快速辨識球員，每位球員皆有

球衣背號，因此，當球員被偵測出來後，

我們利用 (Maximum Gradient Difference, 
MGD) 在球員身上偵測是否有出現球衣

背號；如圖二，MGD 用於偵測影像中灰

階梯度值變化劇烈的區域，而球衣背號

通常為球員身上灰階梯度值變化最為劇

烈處，因此我們採用此方法偵測球衣背

號；在我們的實驗中，MGD 可以偵測

到 70% 左右的正確背號位置， 由於背

號在畫面中會不只出現一次，因此 70%

的偵測率足以供身分辨識使用，而對於

少部分球員沒有出現背號或者出現背號

卻沒有被偵測到的情況，我們會在文章

稍後討論。在確定影片中有出現球衣背

號的位置後，被偵測到的球衣背號則進

行背號辨識以確定該球員身分。在背號

辨識方面，我們採用類神經網路數字辨

識系統，在 14000 組實驗測試中，其數

字辨識之正確率高達 96% 以上。

球員追蹤

接著我們以上一個步驟偵測並能辨

識出球員球衣背號的時間點為起點，利

用所提出的物件追蹤方式沿時間軸順向

追蹤球員位置。我們提出的物件追蹤方

法是利用 DPM 在畫面中偵測球員位置

的結果，再加上粒子濾波物件追蹤技術

(Particle Filter based Object Tracking) 在

畫面中修補 DPM 未偵測到的部份，其結

果在一段 90 秒鐘的影片中，順向追蹤

可以正確追蹤同隊五名球員位置的時間

占影片整體時間的 69%，我們將簡單的

範例置於圖三，並將完整影片網址列於

文末。接著我們以相同的技術，同樣由

辨識出球衣背號的時間點為起點，沿時

間軸逆向追蹤球員位置，其結果在相同

影片中，逆向追蹤可以將正確追蹤同隊

五名球員位置的時間提升至 85% 左右。

然而，在球員身分識別中，我們所遭遇

最嚴重的問題是某些片段中，部分球員

的背號始終不曾出現在鏡頭前或者曾出

現但無法被正確偵測到，接下來我們必

須處理這類極端的狀況。

球員身分識別 - 基於感測壓縮的球

員識別技術

在上述的情況中，較易處理者為僅有

一名球員的背號不曾出現或無法偵測，

這種情況可以用簡單的排除法推測出該

名未知球員的身分；因此，加上排除法

所獲得的結果，我們的方法將該段 90 秒

影片中可以追蹤到同隊五名球員位置的

時間增加到 91%；然而，排除法僅能處

理這種簡單情況，當未知球員有兩名以

上時，則無法以排除法推測未知球員身

分；對此，我們提出有效的球員辨識技

術。

為了達成未知球員身分識別的目的，

我們利用前三個步驟所能正確偵測到球

員及身分的影片為訓練資料，從這些

正確的資料中訓練出各個球員的特徵模

型，我們使用壓縮感測技術來訓練每個

球員的特徵；與傳統向量量化方式將球

員特徵記錄成特徵向量不同，壓縮感測

以字典中的特徵向量的線性組合來記錄

球員特徵，如此可以降低特徵向量量化

時產生的量化誤差，增加特徵比對的正

確率。如此，我們將得到五名場上球員

的特徵模型；最後，當畫面中同時有兩

個以上的未知球員被系統追蹤時，未知

球員同樣將以壓縮感測技術轉換成特徵

向量，並以此特徵向量與之前建立的五

名場上球員特徵模型做比對，計算未知

球員與五名場上球員間的距離，找到最

接近未知球員的特徵模型，則未知球員

為該球員。

結論

再加入最後球員身分識別的結果，測

試影片中我們最終可以得到 96% 的正確

偵測結果。而其中未能完全處理的部分

有 1% 是球員出鏡，而 3% 是屬於嚴重

的遮蔽，使球員無法在畫面中被偵測到；

但總括來說，我們所提出的方法可以正

確偵測到 96% 的球員上場時間且過程為

全自動，對於球賽影片內容的分析已經

跨出了一大步；接著我們便可以在未來

更進一步地對影片中的資料作更上層語

意的分析。( 實驗結果影片請參考網址 : 

http://ppt.cc/tu71)

球員身份辨識及位置追蹤結果 ( 圖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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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量資料在生物資訊的挑戰：組裝大型基因組

 施純傑

定
序物種的基因組序列是瞭解物種

間差異的重要課題。因為基因組

的序列非常長（例如人類基因組有 3 
Giga 鹼基），必須利用超音波等相關技

術先將其打斷成碎片，然後用定序儀器

將 ATGC 的序列一一讀出。接著這些片

段再利用基因組裝的電腦程式串接起來

（圖一）。傳統 Sanger 定序的技術，每

條序列可以讀到約 1000 鹼基長，但由

於相當耗費人力，定序成本非常高，而

且所需時間相當久，因此早期只能針對

幾種重要的模式物種進行定序。

近年來， 短序列定序技術的興起，像

是 Illumina HiSeq 2000 等，能夠快速讀

出非常大量的序列資料，而且價格更遠

低於傳統 Sanger 定序的費用。然而因為

序列的總數量相當龐大（一次可產生好

幾百 Giga 的鹼基資料），而每條的序列

長度卻只有約 100 到 250 鹼基，使得利

用這種資料進行基因組重組的問題比起

利用 Sanger 定序的方式更加困難。

SequencerDNA extractionSpecies Millions of sequencing reads

ATGCGATGACGGATGAC

Genome Assembly Assembled genomic sequences

ATGCGATGACGGATGACG…GATGCGTGCAGAGTGCAGATGAAGTGAC

GGTGGTGATCAGTAGTA…GGTAGTAATATTAGTCGTACAGATGCA

TTAGATCGATCAGTCAGTATT…ATTATGTTTGCCAGATTATTT

:
:

:
:

CCCAGGTGACGATG….CAGGGAGTAGCAGA

SequencerDNA extractionSpecies Millions of sequencing reads

ATGCGATGACGGATGAC

Genome Assembly Assembled genomic sequences

ATGCGATGACGGATGACG…GATGCGTGCAGAGTGCAGATGAAGTGAC

GGTGGTGATCAGTAGTA…GGTAGTAATATTAGTCGTACAGATGCA

TTAGATCGATCAGTCAGTATT…ATTATGTTTGCCAGATTATTT

:
:

:
:

CCCAGGTGACGATG….CAGGGAGTAGCAGA

ATGCGATGACGGATGACG…GATGCGTGCAGAGTGCAGATGAAGTGAC

GGTGGTGATCAGTAGTA…GGTAGTAATATTAGTCGTACAGATGCA

TTAGATCGATCAGTCAGTATT…ATTATGTTTGCCAGATTATTT

:
:

:
:

CCCAGGTGACGATG….CAGGGAGTAGCAGA

目前主要短序基因組重組方法有兩大

類：extension-based 和 de Bruijn (or Eu-
lerian) graph-based。Extension-based 方

法主要先以某個短序開始尋找和它有重

疊的其他短序進行延伸。因為不用建

立所有短序間重疊的關係，因此計算時

間快速而所需記憶體也非常少。然而因

為鹼基的定序錯誤和基因組中重複的片

段，所以大都組裝出的序列都非常零

碎。

另一類的方法則是以 de Bruijn graph

為基礎。這類方法首先將每個短序拆成

k 個連續但只差一個鹼基的更短序列（稱

為 k-mer），每個 k-mer 在 graph 中代表

一個節點，在序列中連續兩個 k-mers 的

關係則利用 edge 將其連接起來。因此

掃瞄全部資料一次，就可以建立所有短

序使用的 k-mers 和連接關係（稱為 de 
Bruijn graph），進而所有短序間的前後

關係就可以藉由分析共有 (k-1)-mers 的

結果得到（圖二）。然而在 graph 找出

基因組定序和組裝的基本流程

( 圖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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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Assembler 的基本慨念示意圖

( 圖三 )。

TTGTACGTAG
GTAGAGATAG

ATAGGGCGTA

TTGTACGTAGAGATAGGGCGTA

Jump

Extension 
candidate

Rseed

Re

Rs

TGTACGTAGA
GTACGTAGAG

TAGAGATAGG
AGAGATAGGG
GAGATAGGGC

ACGTAGAGAT
CGTAGAGATA
GTAGAGATAG

AGATAGGGCG
ATAGGGCGTA

Remapping

TTGTACGTAGAGATAGGGCGTA

A successful 
extension

SSE

SSE TTGTACGTAG
GTAGAGATAG

ATAGGGCGTA

TTGTACGTAGAGATAGGGCGTA

Jump

Extension 
candidate

Rseed

Re

Rs

TGTACGTAGA
GTACGTAGAG

TAGAGATAGG
AGAGATAGGG
GAGATAGGGC

ACGTAGAGAT
CGTAGAGATA
GTAGAGATAG

AGATAGGGCG
ATAGGGCGTA

Remapping

TTGTACGTAGAGATAGGGCGTA

A successful 
extension

SSE

SSE最佳路徑是一個 NP-complete 的問題，

因此只能利用 heuristic 的方法來解決。

另外因為定序鹼基的錯誤會產生許多

false positive 的 節 點， 而 且 當 k-mer 短

於重複片段的長度會造成多重路徑的問

題，也是諸多這類方法所極力解決的。

因為需要將完整的 graph 儲存在記

憶 體， 因 此 de Bruijn graph 的 方 法 比

extension-based 的方法需要更多的記憶

體。為了要重組大型基因組，這類的方

法必須利用減少輸入序列數目和產生

graph 的 大 小（ 像 是 ALLPATHS-LG 和 

SOAPdenov)，才能重組像人類這樣大型

的基因組。然而大多數這類工具在有限

的記憶體下，都無法處理大基因組的組

裝資料。雖然利用鹼基校正的方法，可

以降低 graph 的大小，增加組裝正確性，

但執行時間仍然隨著短序列總數和長度

快速的增加。另外為了跨越多重出現的

片段，k-mer 的設定需要越來越接近序

列長度，然而 k-mer 的長度增加，記憶

體的需求也會呈現指數增加。當 k-mer

設定超過 100 個鹼基後，暴增的記憶體

需求已經使得這類的重組程式遭遇極大

的瓶頸。因此，如何在組裝品質、記憶

體需求和執行時間之間取得最佳點仍是

目前基因組組裝的主要挑戰。

最近，我們的團隊開發出一套新的

extension-based 短 序 基 因 組 組 裝 程 式

（稱為 JR-Assembler)。除了延續這類

方法具有快速而且節省記憶體的優點，

主要的概念是利用整個短序做延伸（稱

為跳躍），而不是一個鹼基一個鹼基做

延伸。這樣的做法除了可以加快執行速

度外，更可以跨過小於序列長度的重複

片段（圖三）。另外因為大多數的定序

錯誤都在序列的尾端，因此在無法延伸

時，我們的程式自動切除尾端的部分鹼

基，增加延伸的機會。最後我們會利用

其他短序來回貼延伸的序列，一方面可

以檢查延伸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也可檢

查是否有遇到大於序列長度的重複片

段，是否需要先被截斷，然後再利用其

他跨接的資訊接回。利用不同大小尺寸

基因組的定序及模擬資料，我們和其他

基因組組裝程式做比較。對於大型基因

組，JR-Assembler 的記憶體使用率和執

行時間都比其他基因組組裝程式更有效

率，而且組裝結果的品質也相當好。對

於小型和中型的基因組，JR-Assembler

組裝結果的品質，都比大多數的程式得

到的結果要來的好。這項成果已經發表

在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lus) 2013，而 JR-Assembler

的完整工具可以在下面網址下載：http://
jr-assembler.iis.sinica.edu.tw/。本成果的

合作成員包括中研院生多中心李文雄院

士和國立成功大學生物資訊與訊息傳遞

研究所劉宗霖助理教授等。

利用不同 k-mer 的 de Bruijn graph 來表示一條短序列 

(a-c)。(d) 當有序列中某個鹼基有差異時，則會產生

一條新的路徑包含k個新的節點（紅色表示）(圖二)。

TAG

TTG TGT GTA TAC ACG CGT

TAG

TTG TGT GTA TAC ACG CGT

Input read: TTGTACGTAG

TTGT

TGTA

GTAC

TACG

ACGT

CGTA

GTAGTTGT

TGTA

GTAC

TACG

ACGT

CGTA

GTAG

AG

TT TG GT TA AC CG

AG

TT TG GT TA AC CG

TTGTACGTAG
TTGTAAGTAG

TAG

TTG TGT GTA

TAC
ACG

CGT

TAA AAG AGT

(a) 2-mer. (b) 3-mer.

(c) 4-mer. (d) 

輸入短序 : TTGTACG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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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是一步一腳印，要很踏實地走 ”

2011 年獲頒 IEEE Computer Society 之

Taylor L. Booth Education Award。

1996 年李遠哲院長頒予傑出人才

講座。

於
1970 年自清華大學核工系畢業

時，正逢能源危機，當時核能被

認為是很重要的能源，於是選擇了該科

系就讀。大四時選修了「計算機概論」

這門課，唸起來仿彿如魚得水，從此對

計算機科學大開眼界，並有了初步認

識。

從清大畢業後出國繼續深造，前往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核工系就讀。

一個學期後，覺得本身的興趣在電腦科

學，決定轉念電機工程與計算機科學

系，專研計算機科學，但因之前沒有太

多基礎，所以從大學課程修起。又因為

經濟因素，期望盡早拿到獎學金，因此

決定轉系後第二學期參加博士資格考。

那時該系的博士資格考最多只能考兩

次，淘汰率也很高，要考的四個科目當

中我只有一科在加大修過，一科在清大

唸過，其餘兩科都靠自學，就這樣在轉

系後第二學期很不容易的通過了博士資

格考。

通過資格考後，指導我論文的印度裔

教授 C. V. Ramamoorthy 馬上給了我 3 年

的獎學金，靠著這筆獎學金，讓我順利

在不到 4 年的時間內拿到博士學位。求

學的過程雖然辛苦，卻還算順利，不過

唸書還是要靠自己，指導教授只能指點

方向。我的指導教授很幫助學生，也在

人生各個階段上支持我，例如在 1999

年能夠獲得 IEEE Computer Society 頒予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又在 2011

年獲頒 Taylor L. Booth Education Award， 

十分感謝指導教授的推薦，能有今天的

成就，我的指導教授也感到相當開心。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為自動軟體驗證，

在 1970 年代是正在起步的軟體工程很

重要的研究領域。1976 年三月，在交出

博士論文的當天晚上，就搭上回台灣的

飛機，下了飛機後直奔清大，從此展開

了我在清大 36 年的教學生涯。

回國之初，可能是台灣僅有的五名計

算機科學博士之一。當時，我國資訊與

通訊科技發展的客觀環境仍不理想，相

關產業尚未萌芽，學術研究環境也亟待

提升。在回國後的前幾年，我致力於拓

荒的工作，大力推廣資訊觀念之啟蒙。

1976 年回國之後，適值我國推動資訊工

業，政務委員李國鼎先生推動成立「資

訊工業策進會」，1979 年成立之初，

本人即被聘為技術諮詢委員達十七年之

久，協助資策會建立軟體工程研發能

力，也將所開發之軟體測試等軟體工程

觀念，推廣至台灣軟體業者。1977 年，

協助李家同教授創立了資訊工程研究

所，幾年後接任資訊所所長。由於當時

國內資訊人才非常有限，每每出國延攬

國外大學人才，所長卸任時，全所教授

已經從 5 位成長到 14 位。對早期的資

訊工業推展，略盡一點棉薄之力，剛回

國時，也沒預期到未來台灣的資訊產業

將如此蓬勃發展。

1980 年代初期我將研究重心轉向計

算機網路和平行處理，近年來則專注於

無線網路及行動通訊的研究。研究方面

令我感到最驕傲的是，於 1980 年代初

設計出我國第一部資源共享區域計算機

網路，讓多使用者共享當時昂貴的電腦

主機、儲存設備等資源，為當時不太寬

特聘研究員  陳文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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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轉第 16 頁 )

研究團隊 4G mobile computing 討論會，

與會同仁於 IIS 合影。

1987 年清華大學資訊所

所長任內接待李國鼎資政

來訪。

裕的學術界節省不少公帑。在 1980 年

代中期，利用當時台灣最先進的 IC 技術

設計平行處理器 (CPU)，將 256 個自己

設計的 CPU 串接起來，構成一台平行計

算機，可以很快做影像處理等應用，至

今猶記得當時設計成功，全實驗室學生

興奮的情況。

在學術研究方面，橫跨資訊與通訊

領域，理論與實作並重。其中，較重

要的研究成果包括在 1970 年代，率先

提出軟體測試設計，測試數據自動產生

法，測試偵錯等創新、系統化軟體測

試方法，我們所設計之軟體自動測試

系統，曾被美國陸軍 ( 彈道導彈防衛系

統 BMD)、空軍及太空總署採用。提出

長方形、具廣播及重組功能的平行處理

架構與演算法，對許多問題可用較少處

理器且達到較快運算速度，並將此結果

推展到多維架構，有極廣泛適用性，被

他人引用來減低平行演算法之複雜度。

在 1980 年代即率先提出群組安全資訊

廣播 (secure broadcast) 之效率問題，並

引用中國餘數定理提出安全資訊廣播的

方法，具有僅須廣播同一份加密碼之資

訊、群組中每一使用者所需之密碼數達

到最少、不易用流量分析破解等優點，

據此引發後續之相關研究，更廣泛被引

用；提出具服務品質 (QoS) 保證之多層

次行動漫遊支援方法，利用行動手機區

域漫遊特性，提出行動手機在網際網路

群組間移動慨念，並預測頻寬保留，可

大幅減低手機在基地台間轉換所造成之

延遲，且保證 QoS；另進一步提出全網

際網路協定 (All-IP) 無線行動網路架構，

同時支援行動通訊與 QoS，提出手機快

速轉換、快速位址查詢、頻寬保留等創

新方法以降低傳送延遲、維護成本。

值得安慰的是，過去三十多年來的學

術研究已有些許成果，也頗受國內、國

際間學界之肯定。除獲國內重要獎項如

教育部學術獎、傑出人才講座、終身榮

譽國家講座外，四次受邀擔任 IEEE 計算

機學會傑出講座 (Distinguished Visitor)，

獲選為 IEEE Fellow，獲頒 IEEE 計算機學

會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 ( 為迄今

唯一獲此榮譽的台灣學者 )，2011 年榮

獲 IEEE 計算機學會頒予 Taylor L. Booth 

Education Award。

1988 年受當時教育部顧問室張進福

主任之邀，擔任教育部科技顧問，協助

建立大學校園網路與校際網路，後來發

展為「台灣學術網路」（TANet，Taiwan 

Academic Network），為台灣第一個網際

網路（Internet），也是往後台灣發展公

眾與商業網際網路的基礎。自 1992 年，

我受聘為教育部顧問室主任，負責推廣

中小學資訊化，以及推動生物科技、通

訊科技、超大型積體電路設計、材料科

技等前瞻教育改進計畫，以培育台灣日

益蓬勃發展之產業高科技人才。

三十多年來，我認為除了研究和教學

之外，也要跟產業互動。曾擔任過工研

院資通訊顧問、「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

總計畫共同主持人、經濟部科技顧問、

行政院科技顧問。從 1990 年開始長達

14 年，擔任經濟部補助產業研發計畫的

「技術審查委員會」共同主持人、主持

人，受惠企業達數百家 ( 包括聯發科技、

台積電等國際級公司 )，創造兆元產值，

此計畫對台灣、全球產業技術影響深遠。

積極的參與我國產業技術之研發與推

動，為社會盡一份心力，讓我備感欣慰。

1996 年卸下教育部的職務回到清大，

認為台灣的資通訊、電子產業蓬勃發展，

清大應該整合電機系與資訊系成立一個

學院，經向當時沈君山校長提出構想後，

終於在 1998 年成立「電機資訊學院」，

由劉炯朗校長任命為第一任院長。2003

年受當時剛成立的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劉

兆漢校長之邀，擔任首任研發副校長。

任教以來，長期關心我國高等教育，七

年多之教育部任職經驗，開拓了我對我

國與國際高等教育之視野，而且長期服

務清華大學，對於清大治校也有許多構

想。2006 年，通過清大及教育部校長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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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委員會徵選，很榮幸出任清大第三任

遴選校長。擔任清華大學校長期間，致

力於執行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以「追求學術卓越、提升教學品質、改

善教學研究環境、強化校務經營」為治

校理念與願景，任內四年逐一落實，大

幅提升清大學術聲譽及國際知名度：在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中，清大由 2006 年 343 名，大幅晉升

到 2010 年的 107 名，首度超越國立臺

灣大學，居台灣各大學排名之冠。任內

特別重視大學部教育：推行「繁星計畫」

大學甄選入學機制 (2010 年教育部取代

「學校推薦」甄選入學，更名為「繁星

推薦」，正式納入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制

度 ) 及成立台灣第一個強調住宿學院教

育的「清華學院」，受到教育界、社會

人士之肯定。

清華校長卸任後，期許能結合志同道

合學者，擴大學術合作，追求更卓越學

術發展，於去年 (2012 年 ) 三月轉任至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近期與清

華大學、交通大學、台灣大學、中山大

學以及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組成“智慧

型感測網路”與“4G 行動通訊”兩個研

究團隊，定期舉行會議，共同從事前瞻

資訊通訊研究，期望協助學術界及產業

界共同發展創新的資訊通訊科技，為資

訊通訊技術注入新生命。

轉任中研院資訊所後，除了研究之

外，我仍本著資通訊專業，擔任「智慧

電子國家型科技計畫」總主持人，以開

創醫療電子、能源電子、前瞻資通訊電

子產業技術與應用為總目標。另持續擔

任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工程、資訊兩認證

執行委員會召集人，期望對台灣高教之

人才培育貢獻棉薄之力。

回顧三十多年來從事學術研究與教

學，最值得欣慰的是：全程參與我國資

訊、通訊科技研發，以及產業推動。現

在的年輕學子很難想像，當初回國時，

台灣並無資通訊產業可言、更徨論半導

體產業。而發展至今，台灣資通訊產業

在世界上已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我國

資訊、通訊的學術研究也已受國際學界

重視，很慶幸的我也參與其中盡了一份

心力。然而，我國資訊、通訊的學術研

究，相較於卓越、國際領先的水準仍有

段距離，仍有待我們這一代與年輕學者

的努力，更需要青年學子的積極投入。

「研究是一步一腳印，要

很踏實地走」，我要求自己

( 文轉自第 15 頁 )

1994年攜子女於柏克萊加州大學與C. V. 

Ramamoorthy 教授合影。

1982 年與學生討論設計計算機網

路。

無論在教學或是研究上都要做到最好，

研究不可能一蹴可及，研究要專注、要

下苦功、還要靠一點運氣與眼光，要選

對題目 ; 另外也鼓勵後進不要只是解決書

本上的問題，要能夠將自己所學運用在

解決社會上實際的問題。

我的學術研究歷程，或許可以給年輕

學子借鏡：當你決定走學術研究路線時，

最重要的是選擇你有興趣的研究領域，不

要受阻於外在環境的限制。對學術研究

要執著，而探索知識的樂趣、受學界及

社會的肯定與尊崇，將是你最大的收穫。

另外要保持追求知識的好奇心，你將有

意外的收穫，甚至開創璀璨輝煌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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