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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本人之研究生，必须在本人同意指导论文之后的一个月期限内，

仔细读完这一本手册，并针对不解的部分求教学长或本人，直到确定充

分了解为止。 

如果你期望在两年期间顺利完成硕士学位，并且按部就班地把这两年时间 有效地利用，

这本小小的手册告诉你：（1）获得硕士学位的 低修课与论文要求，（2）这个实验室里用什

么样的制度协助你完成前述要求，（3）为什么要有这些要求，以及这样的制度安排，（4）你

该如何规划修课与研究进度。 

 关于 低毕业学分的要求，是控制组的统一规定。关于论文的要求，是我个人的规定，

别的实验室可能有不一样的规定和要求，不在此细述。至于本实验室的制度安排，是针对前

述论文要求而设计的。基本上，我对学位论文的前述要求是与英、美所有 Master of Science

的要求一致。但是国外有所谓的 Master of Engineering，其训练目标、过程、课程安排等皆

与 Master of Science 大相径庭。 

壹、选课 

（1-1）        毕业学分：学校规定硕士班 低毕业学分是 26 学分（含两学期书报讨论共

两学分，以及八门三学分的课）。通常硕士生会在两年四个学期里分别选修 

4+3+2+1 门课，或者 4+3+2 门课。 

（1-2）        控制组规定：必修「PME 5203 数字控制系统」与「PME 5201 线性系统理

论」两门课（大学部为本系毕业且已修过该课程者可免修），此外再任选两

门控制组 授之研究所课程（课号为 52XX 者皆可）。 

（1-3）        如果你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机械视觉，我建议你多选修以下课程： 

 

           

学期  修         课         课         名 



三下 逻辑设计（PME3209）、汇编语言（交大电子系）、 

四上 微算机原理（PME4200）、DSP 程序设计与实验（交大电控）、 

四下 C 程序语言与机电系统应用（PME4020）、计算器结构（EE3450）、 

一上 线性系统理论、数字控制系统、影像处理（EE6630）、数字电路

设计（EE4285） 

一下 智能型控制、视讯处理（EE6650）、样型辨别（EE6660）、类神经

网络（EE6530） 

二上 计算机周边系统导论、微机电传感器 

         其中红色表示控制组必修，粉红色表示控制组必须任选其中两门，蓝色表 

示与机械视觉密切相关的课，绿色表示与电路或芯片设计相关的课，粗体 

字为建议选修，细体字为建议旁听。类神经网络是一门较难分类的课，它 

和机械视觉有关，能选修 好，但非必要。 

假如你可以从大二 始规划，更好的选修课方式建议如下： 

学期  修         课         课         名 

二下 汇编语言（交大电子系） 

三上 逻辑设计（EE2280） 

三下 计算器结构（EE3450） 

四上 微算机原理（PME4200）、数字电路设计（EE4285）、DSP 程序

设计与实验（交大电控） 

四下 C 程序语言与机电系统应用（PME4020）、 

一上 线性系统理论、数字控制系统、影像处理（EE6630） 

一下 智能型控制、视讯处理（EE6650）、样型辨别（EE6660）、类神经

网络（EE6530） 

二上 计算机周边系统导论、微机电传感器 

这个 program 和上一个的差别主要是可以较早修完数字电路设计（VHDL 

语言，主要用于 FPGA 芯片设计），大四下就可以先尝试进行用 DSP 及  

FPGA 进行基础的影像处理程序撰写。此外，先学汇编语言，再学逻辑设 



计、再学计算器结构， 后学数字电路设计，后三门彼此前后错 是较佳 

的学习程序。 

（1-4）        影像处理是机械视觉的基础或先修性课程，它提供了机械视觉所需要的各

种基础工具，而机械视觉可以视为是影像处理技术的一种应用领域。样型

辨别也是影像处理技术的一种应用领域，它算是机械视觉的一个主要子题

之一。视迅处理。 

（1-5）        以影像处理的技术为核心，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有：（1）与机电系统结合，

成为自动化的关键性技术（尤其是组件定位、制程及产品瑕疵检验等），（2）

与 IC 及芯片设计技术结合，成为机械视觉相关产品（譬如：智能型大楼门

禁管理与监控系统核心芯片）之核心技术，或者影像、视迅处理卡的核心

设计技术。因此，上面的选课建议中把 FPGA 和 DSP 的设计能力列为必备

专长。 

  

贰、论文的要求 

    我对硕士论文的基本要求是：（1）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叙述一套方法在一个特定场合中

的应用。（2）这套方法必须要有所创新或突破，并因而对学术界有所贡献。因此，它或者是

解决既有问题的新方法，或者是既有方法的新应用，或者是以一个新的方法 启一整片新的

应用领域。（3）在论文中，你必须要有能力提出足够的证据来让读者信服说：针对这个应用

场合，你所提出来的方法确实有比文献中一切既有方法更优越之处。（4）此外，你必须要能

清楚指出这个方法在应用上的限制，并且提出充分证据来说服读者：任何应用场合，只要能

够满足你所提出来的假设（前提）条件，你的方法就一定适用，而且你所描述的优点就一定

会存在。（5）你还必须要在论文中清楚指出这个方法的限制和可能的缺点（相对于其它文献

上的既有方法，或者在其它应用场合里）。假如这个方法有任何重大缺点，在口试时才被口

试委员指出来，其后果有可能是论文无法通过。（6）行文风格上，它是一篇论证严谨，逻辑

关系清晰，而且结构有条理的专业论述。也就是说，在叙述你的方法的过程，你必须要清清

楚楚地交代这个方法的应用程序以及所有仿真或实验结果的过程，使得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任

何读者，都有办法根据你的描述，在他的实验室下复制出你的研究成果，以便确定你的结

论确实是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人」都具有可重复性（可重复性是「科学」的

根本要求）。（7）而且，你对这个方法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要提供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

非如此不可」。（8） 后，你的论文必须要在适当位置清楚注明所有和你所研究之题目相关



的文献。而且，你必须要记得：只要是和你所研究的问题相关的学术文献（尤其是学术期刊

论文），你都有必要全部找出来（如果漏掉就是你的过失），仔细读过。假如你在学位论文口

试时，有口试委员指出有一篇既有文献，在你所讨论的问题中处理得比你的方法还好，这

就构成你论文无法及格的充分理由。（9）第（2）款所谓「对学术界的贡献」，指的是：把

你的所有研究成果扣除掉学术界已经发表过的所有成果（不管你实际上有没有参考过，没有

参考过也算是你的重大过失），剩下的就是你的贡献。假如这个贡献太少，也构成你论文无

法及格的充分理由。 

    上面所叙述的九款要件中，除第（2）款之外，通通都是必须要做到的，因此没有好坏

之分。一篇硕士论文的好坏（以及成绩的评定标准），主要是看第（2）款所谓「对学术界的

贡献」的多寡与重要性而定。假如你要申请国外的博士班， 重要的也是看你的硕士论文有

什么「贡献」而定（这往往比 TOFEL、GRE、GPA 还重要）。 

    一个判断硕士论文的好坏有一个粗浅办法：假如你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国外著名学术期刊

（journals，而非 magazines）上发表，通常就比一篇只能在国外学术会议（conferences）上

发表的硕士论文贡献多；一篇国外学术会议的论文又通常比无法发表的论文贡献多；在国际

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通常比一篇二流的学术期刊论文贡献多。SCI 有一种叫做 Impact 

Factor 的指数，统计一个期刊每篇论文被引述的次数。通常这个次数（或指数）愈高，对

学术界的影响力就愈大。以机械视觉相关领域的期刊而言，Impact Factor 在 1.0 以上的期

刊，都算是顶尖的期刊。这些期刊论文的作者，通常是国外顶尖学府的著名教授指导全球一

流的博士生做出来的研究成果。 

  

参、完成硕士论文所需要的能力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归纳出来，完成硕士论文所需要的能力包括以下数项，依它们的培养

先后次序逐项讨论。 

（1）数据检索的能力：在给定（或自己拟定）的题目范围内，你必须有能力利用数据检索

系统（尤其是教育部「博硕士论文检索系统」、Compendex 和 SCI 这三套论文数据索引系统），

查出所有相关的论文，而无任何遗漏（否则你可能在论文口试时才发现同一个题目已经有人

发表过了）。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关键词和查所程序去保证你已经找出所有相关的文献？这

是第一个大的挑战。每一组关键词（包含联集与交集）代表一个论文所构成的集合，假如你

用的关键词不恰当，你可能找到的集合太小，没有涵盖所有的相关文献；假如你用的关键词

太一般化（譬如「image」），通常你找到的集合会太大，除了所有相关文献之外还加上好几



十倍的毫不相关的文献。 

（2）资料筛选的能力：即使你使用了恰当的搜寻策略，通常找到的文献集合都还是明显地

比你所需要的集合大，而且通常文献比数大概在一两百篇或数百篇之间，而其中会和你的的

研究子题直接且密切相关的论文，通常只有廿、卅篇左右。你如何可以只读论文的题目、摘

要、简介和结论，而还没有完全看懂内文，就准确地判断出这篇论文中是否有值得你进一步

参考的内容，以便快速地把需要仔细读完的论文从数百篇降低到廿、卅篇？这考验着你从事

资料筛选的能力。 

（3）期刊论文的阅读能力：期刊论文和大学部的课本截然不同。大学部的课本是寻次渐进

地从 基本的知识背景逐步交代出整套有系统的知识，中间没有任何的跳跃，只要你逐页读

下去，就可以整本都读懂，不需要在去别的地方找参考数据。但是期刊论文是没头没尾的十

几页文献，只交代 核心的创意，并援引许多其它论文的研究成果（但只注明文献出处，而

完全没有交代其内容）。因此，要读懂一篇论文，一定要同时读懂数篇或十数篇被援引的其

它论文。偏偏，这十几篇被援引的论文又各自援引十数篇其它论文。因此，相对于大学部的

教科书而言，期刊论文是一个极端没有系统的知识，必须要靠读者自己从几十篇论文中撷取

出相关的片段，自己组织成一个有系统的知识，然后才有办法 始阅读与吸收。要培养出这

种自己组织知识的能力，需要在学校靠着大量而持续的时间去摸索、体会，而不可能只利用

业余的零星时间去培养。因此，一个大学毕业后就不再念研究所的学生，不管他在大学部有

多优秀，都很难在工业界利用业余的时间去培养出这种能力。所以，硕士毕业生和大学毕业

生 大的差别，就是：学士只学习过吸收系统知识的能力（也就是读别人整理、组织好的知

识，典型的就是课本）；但硕士则学习过自己从无组织的知识中检索、筛选、组织知识的能

力。 

（4）期刊论文的分析能力：为了确定你的学位论文研究成果确实比所有相关的学术期刊论

文都更适合处理你所拟定的应用场域，首先你必须要有能力逐篇分析出所有相关期刊论文的

优点与缺点，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的优点与缺点，然后再拿他们来做比较，总结出你的论文

的优点和缺点（限制）。但是，好的期刊论文往往是国外著名学府的名师和一流的博士生共

同的研究成果，假如你要在锁定的应用场域上「打败」他们，突出自己的优点，这基本上是

一个极端困难的挑战。即使只是要找出他们的缺点，都已经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作了。一个

大学毕业生，四年下来都是假定「课本是对的」这样地学下来的，从来没有学习如何分析课

本知识的优缺点，也就是「只有理解的能力，而没有批判的能力」。硕士生则必须要有「对

一切既有进行精确批判」的能力。但是，这个批判并非个人好恶或情绪化的批判，而是真的

找得到充分理由去支持的批判。这个批判的能力，让你有能力自己找到自己的优、缺点，因

此也有机会自己精益求精。所以，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业界做事的时候，需要有人指导他（从



事批判性检验），帮他找出缺点和建议改进的可能性。但是，一个严格训练过的合格硕士，

他做事的时候应该是不需要有人在背后替他做检证，他自己就应该要有能力分析自己的优、

缺点，主动向上级或平行单位要求支持。其实，至少要能够完成这个能力，才勉强可以说你

是有「独立自主的判断能力」。 

（5）创新的能力：许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也能创新，但是硕士的创新是和全世界同一个学

术团体内所有的名师和博士生挑战。因此，两者是站在不同的比较基础上在进行的：前者往

往是一个企业内部的「闭门造车」，后者是一个全球的 放性竞争。其次，工程师的创新往

往是无法加以明确证明其适用条件，但是学术的创新却必须要能够在创新的同时厘清这个创

新的有效条件。因此，大学毕业生的主要能力是吸收既有知识，但硕士毕业生却应该要有

能力创造知识。此外，台湾历年来工业产品的价位偏低，这一部分是因为国际大厂的打压以

及国际消费者的信任不易建立。但是，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台湾的产品在质量上无法控制，

因此只好被当作 粗糙的商品来贩卖。台湾的产品之所以无法有稳定的质量，背后的技术原

因就是：各种创新都是只凭一时偶然的巧思，却没有办法进一步有系统地厘清这些巧思背后

可以成立的条件。但是，创新其实是可以有一套「有迹可寻」的程序的，这是我 得意的心

得，也是我 想教的。 

  

肆、为什么要坚持培养阅读与分析期刊论文的能力 

我所以一直坚持要训练研究生阅读与分析期刊论文的能力，主要是为了学生毕业后中长

期的竞争力着想。 

台湾从来都只生产国外已经有的产品，而不事创新。假如国外企业界比国外学术的技术

落后三年，而台湾的技术比国外技术落后五年，则台湾业界所需要的所有技术都可以在国外

学术期刊上找到主要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核心构想（除了一些技术的细节和 know how 之

外）。因此，阅读期刊的能力是台湾想要保持领先大陆技术的必备条件。 

此外，只要能够充分掌握阅读与分析期刊论文的技巧，就可以水到渠成地轻松进行「创

新」的工作。所以，只要深入掌握到阅读与分析期刊论文的技巧，就可以掌握到大学生不

曾研习过的三种能力：（1）自己从无组织的知识中检索、筛选、组织知识的能力、（2）对一

切既有进行精确批判的独立自主判断能力、（3）创造新知识的能力。 

创新的能力在台湾一直很少被需要（因为台湾只会从国外买整套设备、制程和设计与制

造的技术）。但是，大陆已经成为全球廉价品制造中心，而台商为了降低成本也主动带技术



到大陆设厂（包括现在的晶元代工），因此整个不具关键性技术的制造业都会持续往大陆移

动；甚至 IC 的设计（尤其数字的部分）也无可避免地会迅速朝向「台湾 系统规格，进行

系统整合，大陆在前述架构下 发特定数位模块」的设计代工发展。因此，未来台湾将必然

会被逼着朝愈来愈创意密集的创意中心走（包括商务创意、经营创意、产品创意、与技术创

新）。因此，不能因为今天台湾的业界不需要创新的能力，就误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需要拥

有创新的能力。 

我在协助民间企业发展技术研发的过程中，碰到过一位三十多岁的厂长。他很聪明，但

从小家穷，被环境逼着去念高工，然后上夜校读完工专。和动态性能（bandwidth、response 

speed 等）无关的技术他都很深入，也因为产品升级的需要而认真向我求教有关动态性能的

基本观念。但是，怎么教他都不懂，就只因为他不懂工程数学。偏偏，工程数学不是可以在

工厂里靠自修读会的。一个那么聪明的人，只因为不懂工数，就注定从三十岁以后一辈子无

法在专业上继续成长！他高工毕业后没几年，廿多岁就当课长，家人与师长都以他为荣；卅

岁当厂长，公司还给他技术股，前途无量；谁想得到他会在卅岁以后被逼着「或者升级，或

者去大陆，或者失业」？ 

每次想起这位厂长，看着迫不急待地要到台积电去「七年赚两千万退休金」的学生，或

者只想学现成可用的技术而不想学研究方法的学生，我总忍禁不住地要想：十年后，我教过

的学生里，会不会有一堆人就只因为不会读期刊论文而被逼提前退休？ 

再者，技术的创新并不是全靠聪明。我熟谙一套技术创新的方法，只要学会分析期刊论

文的优缺点，就可拿这套方法分析竞争对手产品的优缺点；而且，只要再稍微加工，就可以

从这套优缺点的清单里找到突破瓶颈所需的关键性创意。这套创新程序，可以把「创新」变

成不需要太多天分便可以完成的事，从而减轻创意的不定性与风险性。因此，只要会分析论

文，几乎就可以轻易地组合出你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创意。聪明是不可能教的，但这套技巧却

是可以教的；而且只要用心，绝大部分硕士生都可以学会。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实验室整个训练的重心只有一个：通过每周一次的 group 

meeting，培养学生深入掌握阅读与分析期刊论文的技巧，进而培养他们在关键问题上突破

与创新的能力。 

  

伍、期刊论文的分析技巧与程序（参考第 9 页图一） 

    一般来讲，好的期刊论文有较多的创意。虽然读起来较累，但收获较多而深入，因此比



较值得花心思去分析。读论文之前，参考 SCI Impact Factor 及学长的意见是必要的。 

    一篇期刊论文，主要分成四个部分。 

（1）Abstract： 

说明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方法特色与主要内容。 慢硕二上学期必须要学会只看

Abstract 和 Introduction 便可以判断出这篇论文的重点和你的研究有没有直接关连，从而决

定要不要把它给读完。假如你有能力每三十篇论文只根据摘要和简介便能筛选出其中 密切

相关的五篇论文，你就比别人的效率高五倍以上。以后不管是做事或做学术研究，都比别人

有能力从更广泛的文献中挑出 值得参考的资料。 

（2）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的功能是介绍问题的背景和起源，交代前人在这个题目上已经有过的主要

贡献，说清楚前人留下来的未解问题，以及在这个背景下这篇论文的想解决的问题和它的重

要性。对初学的学生而言，从这里可以了解以前研究的概况。通常我会建议初学的学生，对

你的题目不熟时，先把跟你题目可能相关的论文收集个 30～40 篇，每篇都只读 Abstract 和 

Introduction，而不要读 Main Body（本文），只在必要时稍微参考一下后面的 Illustrative 

examples 和 Conclusions，直到你能回答下面这三个问题：（2A）在这领域内 常被引述的

方法有哪些？（2B）这些方法可以分成哪些主要派别？（2C）每个派别的主要特色（含优

点和缺点）是什么？ 

    问题是，你怎么去找到这 初的 30～40 篇论文？有一种期刊论文叫做「review paper」，

专门在一个题目下面整理出所有相关的论文，并且做简单的回顾。你可以在搜寻 Compendex 

时在 keywords 中加一个「review」而筛选出这类论文。然后从相关的数篇 review paper 

始，从中根据 title 与 Abstract 找出你认为跟你研究题目较相关的 30～40 篇论文。 

通常只要你反复读过该领域内 30～40 篇论文的 Abstract 和 Introduction，你就应该可

以从 Introduction 的评论中回答（2A）和（2B）这两个问题。尤其要记得，当你阅读的目的

是要回答（2A）和（2B）这两个问题时，你一定要先挑那些 Introduction 写得比较有观念

的论文念（很多论文的 Introduction 写得像流水帐，没有观念，这种论文刚 始时不要去读

它）。假如你读过假如 30～40 篇论文的 Abstract 和 Introduction 之后，还是回答不了（2C），

先做下述的工作。 

你先根据（2A）的答案，把这领域内 常被引述的论文找齐，再把他们根据（2B）的

答案分成派别，每个派别按日期先后次序排好。然后，你每次只重新读一派的 Abstract 和 



Introduction（必要时简略参考内文，但目的只是读懂 Introduction 内与这派有关的陈述，而

不需要真的看懂所有内文），照日期先后读，读的时候只企图回答一个问题：这一派的创意

与主要诉求是什么？这样，你逐派逐派地把每一派的 Abstract 和 Introduction 给读完，总

结出这一派主要的诉求、方法特色和优点（每一篇论文都会说出自己的优点，仔细读就不会

漏掉）。 

其次，你再把这些论文拿出来，但是只读 Introduction，认真回答下述问题：「每篇论文

对其它派别有什么批评？」然后你把读到的重点逐一记录到各派别的「缺点」栏内。 

通过以上程序，你就应该可以掌握到（2A）、（2B）、和（2C）三个问题的答案。这时

你对该领域内主要方法、文献之间的关系算是相当熟捻了，但是你还是只仔细读完 Abstract 

和 Introduction 而已，内文则只是笼统读过。 

这时候，你已经掌握到这领域主要的论文，你可以用这些论文测试看看你用来搜寻这领

域论文的 keywords 到底恰不恰当，并且用修正过的 keywords 再搜寻一次论文，把这领域

的主要文献补齐，也把原来 30～40 篇论文中后来发现关系较远的论文给筛选掉，只保留大

概 20 篇左右确定跟你关系较近的文献。如果有把握，可以甚至删除一两个你不想用的派别

（要有充分的理由），只保留两、三个派别（也要有充分的理由）继续做完以下工作。 

然后你应该利用（2C）的答案，再进一步回答一个问题（2D）：「这个领域内大家认为

重要的关键问题有哪些？有哪些特性是大家重视的优点？有哪些特性是大家在意的缺点？

这些优点与缺点通常在哪些应用场合时会比较被重视？在哪些应用场合时比较不会被重

视？」然后，你就可以整理出这个领域（研究题目）主要的应用场合，以及这些应用场合上

该注意的事项。 

后，在你真正 始念论文的 main body 之前，你应该要先根据（2A）和（2C）的答

案，把各派别内的论文整理在同一个档案夹里，并照时间先后次序排好。然后依照这些派别

与你的研究方向的关系远近，一个派别一个派别地逐一把各派一次念完一派的 main bodies。 

（3）Main body（含 simulation and/or experimental examples）： 

    在你第一次有系统地念某派别的论文 main bodies 时，你只需要念懂：（3A）这篇论文

的主要假设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它是有效的），并且评估一下这些假设在现实条件下有多

容易（或多难）成立。愈难成立的假设，愈不好用，参考价值也愈低。（3B）在这些假设下，

这篇论文主要有什么好处。（3C）这些好处主要表现在哪些公式的哪些项目的简化上。至于

整篇论文详细的推导过程，你不需要懂。除了三、五个关键的公式（ 后在应用上要使用的



公式，你可以从这里评估出这个方法使用上的方便程度或计算效率，以及在非理想情境下这

些公式使用起来的可靠度或稳定性）之外，其它公式都不懂也没关系，公式之间的恒等式推

导过程可以完全略过去。假如你要看公式，重点是看公式推导过程中引入的假设条件，而

不是恒等式的转换。 

但是，在你 始根据前述问题念论文之前，你应该先把这派别所有的论文都拿出来，逐

篇粗略地浏览过去（不要勉强自己每篇或每行都弄到懂，而是轻松地读，能懂就懂，不懂就

不懂），从中挑出容易念懂的 papers，以及经常被引述的论文。然后把这些论文照时间先后

次序依序念下去。记得：你念的时候只要回答（3A）、（3B）、（3C）三个问题就好，不要念

太细。 

这样念完以后，你应该把这一派的主要发展过程，主要假设、主要理论依据、以及主要

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整理。其次，你还要在根据（2D）的答案以及这一派的主要假设，进

一步回答下一个问题：（3D）这一派主要的缺点有哪些。 后，根据（3A）、（3B）、（3C）、

（3D）的答案综合整理出：这一派 适合什么时候使用， 不适合什么场合使用。 

记住：回答完这些问题时，你还是不应该知道恒等式是怎么导出来的！ 

    当你是生手的时候，你要评估一个方法的优缺点时，往往必须要参考它的 Examples。

但是，要记得：老练的论文写作高手会故意只 present 成功的案例而遮掩失败的案例。所以，

simulation examples and/or experiments 很棒不一定表示这方法真的很好。你必须要回到这个

方法的基本假设上去，以及他在应用时所使用的主要公式（resultant equations）去，凭自己

的思考能力， 并且参考（2C）和（2D）的答案，自己问问看：当某某假设在某些实用场合

上无法成立时，这个方法会不会出什么状况？猜一猜，预测一下这个方法应该会在哪些条件

下（应用场合）表现优异，又会在哪些条件下（应用场合）出状况？根据这个猜测再检验一

次 simulation examples and/or experiments，看它的长处与短处是不是确实在这些 examples 中

充分被检验，且充分表现出来。 

    那么，你什么时候才需要弄懂一篇论文所有的恒等式推导过程，或者把整篇论文细细

读完？NEVER！你只需要把确定会用到的部分给完全搞懂就好，不确定会不会用到的部分，

只需要了解它主要的点子就够了。 

    硕士生和大学生 主要的差别：大学生读什么都必须要从头到尾都懂，硕士生只需要懂

他用得着的部分就好了！大学生因为面对的知识是有固定的范围，所以他那样念。硕士生面

对的知识是没有范围的，因此他只需要懂他所需要的细腻度就够了。硕士生必须学会选择性

的阅读，而且必须锻炼出他选择时的准确度以及选择的速度，不要浪费时间在学用不着的



细节知识！多吸收「点子」比较重要，而不是细部的知识。 

图一：论文阅读流程图

 



陆、方法与应用场合特性表（有迹可寻的创意程序） 

    试着想象说你从上图中论文阅读步骤的第（4）与（5）步骤分别获得以下两张表： 

 

譬如，当你的题目是「如何标定 fiducial mark 之中心位置」，你就必须要仔细搜寻出文

献上所有可能可以用来做这一个工作的方法。或许你找到的方法一共有四种，依序如下。譬

如（随便乱举例），「方法一」可能表示：「以面积形心标定 fiducial mark 之中心位置」，「方

法二」可能表示「以 Hugh transform 标定 fiducial mark 之中心位置」，「方法三」可能表示：

「以局部弧形 matching 的方法标定 fiducial mark 之中心位置」，「方法四」可能表示：「以 

ring code 标定 fiducial mark 之中心位置」。 

这些方法各有它的特色（优缺点），譬如（随便乱举例），特性 1 可能表示「计算速度」

（因此，根据上表左边第一个 row，可以发现：方法一的计算速度很快，方法二与方法三

的计算速度很慢，而方法四的计算速度普通。其次，特性 2 可能代表「光源亮度不稳定时计

算位置的误差大小」，特性 3 可能代表「噪声对计算出的位置干扰多大」，特性 4 可能代表「图

形边缘有破损时计算的可靠度」，特性 5 可能代表「对象有彼此的遮蔽时方法的适用性」等

等。所以，以上左图中第五个 row 为例，可以发现：当对象有彼此的遮蔽时，除方法二之

外其它三个方法的适用性都很好。 

但是，同样一个方法可能有许多不同的应用场合，而不同应用场合可能会对适用（或



佳）的方法有不同要求。所以，让我们来看右边的「问题特性分析表」。譬如（随便乱举例），

应用甲可能是「标定 fiducial mark 之中心位置」的方法在「电路插件组装（SMT）」里的应

用，应用乙可能是「标定 fiducial mark 之中心位置」的方法在「生物检验自动化影像处理」

里的应用，而应用丙则可能是「标定 fiducial mark 之中心位置」的方法在「巡乂飞弹目标

搜寻」里的应用。这三种应用场合更有其关注的特性。譬如，根据上面右表第二个 row 的

资料，三种应用场合对特性 2（光源亮度不稳定时计算位置的误差大小）都很在意。再譬如，

根据上面右表第四个 row 的数据，三种应用场合中除了应用甲（电路插件组装（SMT））

之外，其它两种应用场合对特性 4（图形边缘有破损时计算的可靠度）都很在意。 

那么，四个方法中哪个方法 好？你可能会回答说：「方法二！因为它的优点 多，缺

点 少。」但是，这样的回答是错的！一个方法只有优缺点，而没有好坏。当它被用在一个

适合表现其优点而不在乎其缺点的场合里，它就显得很好；但是，当它被用在一个不适合

表现其优点而很在乎其缺点的场合里，它就显得很糟。譬如，方法二在应用场合乙，它的

表现会非常出色（因为所有的优点刚好那个应用场合都在意，而所有的缺点刚好那个应用场

合都不在意）；但是，方法二在应用场合甲里它的表现却会非常糟糕（它所有的缺点刚好那

个应用场合都很在意，而它大部分的优点刚好那个应用场合却都不在意）。所以，必须要学

会的第一件是就是：方法没有好坏，只有相对优缺点点；只有当方法的特性与应用场合的

特性不合时，才能下结论说这方法「不适用」；二当当方法的特性与应用场合的特性吻合时，

则下结论说这方法「很适用」。因此，一定要同时有方法特性表与应用场合特性分析表放在

一起后，才能判断一个方法的适用性。 

    更重要的是：上面的方法与问题分析对照表还可以用来把「突破瓶颈所需的创意」简

化成一种「有迹可寻」的工作。譬如，假定我们要针对应用甲发展一套适用的方法，首先

我们要先从上右表中标定这个应用场合关心哪些问题特性。根据上右表第一个 column，甲

应用场合只关心四个特性：特性 1、2、3、5（即「计算速度」、「光源亮度不稳定时计算位

置的误差大小」、「噪声对计算出的位置的干扰」、「对象有彼此的遮蔽时方法的适用性」）。那

么，哪个方法 适用呢？看起来是方法一，它除了特性 2 表现普通之外，其它三个特性的表

现都很出色。但是，假如我们对方法一的表现仍不够满意，怎么去改善它？ 简单的办法就

是从上左表找现成的方法和方法一结合，产生出一个更适用的方法。因为方法一只有在特性

2上面表现不够令人满意，所以我们就优先针对在特性 2上面表现出色的其它方法加以研究。

根据上左表，在特性 2 上面表现出色的方法有方法二和方法四，所以我们就去研究这两个方

法和方法一结合的可能性。或许（随便举例）方法四的创意刚好可以被结合进方法一而改善

方法一在特性 2 上面的表现，那么，我们就可以因此轻易地获得一个方法一的改良，从而突

破甲应用场合没有适用方法的瓶颈。 



    有没有可能说单纯常识结合既有方法优点仍无法突破技术瓶颈的状况？可能有。这时候

真的需要完全新颖的创意了。但是，这种时候很罕见。多半时候只要应用上一段的分析技

巧就可以产生足以解决实用问题的创意了。至少，要产生出一篇学术期刊论文并非那么困

难。 

柒、论文阅读的补充说明 

    硕士生 始学读期刊论文时，就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戒除不掉大学部的习惯：（1）老是

想逐行读懂，有一行读不懂就受不了。（2）不敢发挥自己的想象，读论文像在读教科书，

论文没写的就不会，瘫痪在那里；被我逼着去自己猜测或想象时，老怕弄错作者的意思，

神经绷紧，脑筋根本动不了。 

    大学毕业后（不管是念硕、博士或工作），可以参考的数据都没有秩序地交错成一团，

而且永远都读不完。用大学生的心态读书，结果一定时间永远不够用。因此，每次读论文都

一定要带着问题去读，每次读的时候都只是图回答你要回答的问题。因此，一定是选择性地

阅读，一定要逐渐由粗而细地一层一层去了解。上面所规划的读论文的次序，就是由粗而细，

每读完一轮，你对这问题的知识就增加一层。根据这一层知识就可以问出下一层更细致的问

题，再根据这些更细致的问题去重读，就可以理解到更多的内容。因此，一定是一整批一起

读懂到某个层次，而不是逐篇逐篇地整篇一次读懂。 

    这样读还有一个好处：第一轮读完后，可以根据第一轮所获得的知识判断出哪些论文与

你的议题不相关，不相关的就不需要再读下去了。这样才可以从广泛的论文里逐层准确地筛

选出你真正非懂不可的部分。不要读不会用到的东西，白费的力气必须被极小化！其实，

绝大部分论文都只需要了解它的主要观念（这往往比较容易），而不需要了解它的详细推导

过程（这反而比较费时）。 

    其次，一整批一起读还有一个好处：同一派的观念，有的作者说得较易懂，有的说得不

清楚。整批读略过一次之后，就可以规划出一个你以为比较容易懂的阅读次序，而不要硬

碰硬地在那里撞墙壁。你可以从甲论文帮你弄懂以论文的一个段落，没人说读懂甲论文只

能靠甲论文的信息。所以，整批阅读很像在玩跳棋，你要去规划出你自己阅读时的「 省

力路径」。 

    大学部学生读东西一定要循规蹈矩，你还没修过机械视觉相关课程之前可能也只好循规

蹈矩地逐行去念。但是一旦修过机械视觉相关课程，许多论文中没被交代的段落你也已经可

以有一些属于你的想象（虽然有可能猜错，尤其刚 始时经常猜错，但没关系，下面详述）。

这些想象往往补足论文跳跃处 快速的解决方案。其实，一个大学毕业生所学已经很多了，



对许多是都可以有一个不太离谱的想象能力。但是大部分学生却根本不敢去想象。我读论文

远比学生快，分析远比学生深入，主要的是我敢想象与猜测，而且多年训练下来想象与猜

测的准确度很高。所以，许多论文我根本不是「读懂」的，而是「猜对」了！ 

    假如猜错了怎么办？不用怕！猜完一后要根据你的猜测在论文里找证据，用以判断你的

猜测对不对。猜对了，就用你的猜测（其实是你的推理架构）去吸收作者的信息与创意（这

会比从头硬生生地去迁就作者的思路轻松而容易）；猜错了，论文理会有一些信息告诉你说

你错了，而且因为猜错所以你读到对的答案时反而印象更深刻。 

  

捌、论文报告的要求与技巧 

    报告一篇论文，我要求做到以下部分（依报告次序排列）： 

（1）    投影片第一页必须列出论文的题目、作者、论文出处与年份。 

（2）    以下每一页投影片只能讲一个观念，不可以在一张投影片里讲两个观念。 

（3）    说明这篇论文所研究的问题的重点，以及这个问题可能和工业界的哪些应用相关。 

（4）    清楚交代这篇论文的主要假设，主要公式，与主要应用方式（以及应用上可能的解

题流程）。 

（5）    说明这篇论文的范例（simulation examples and/or experiments），预测这个方法在不同

场合时可能会有的准确度或好用的程度 

（6）    你个人的分析、评价与批评，包括：（6A）这篇论文 主要的创意是什么？（6B）

这些创意在应用上有什么好处？（6C）这些创意和应用上的好处是在哪些条件下才

能成立？（6D）这篇论文 主要的缺点或局限是什么？（6E）这些缺点或局限在应

用上有什么坏处？（6F）这些缺点和应用上的坏处是因为哪些因素而引入的？（6G）

你建议学长学弟什么时候参考这篇论文的哪些部分（点子）？ 

  

    一般来讲，刚 始报告论文（硕一上学期）时只要做到能把前四项要素说清楚就好了，

但是硕一结束后（暑假 始）必须要设法做到六项要素都能触及。硕二下学期 始的时候，

必须要做到六项都能说清楚。 



    注意：读论文和报告论文时， 重要的是它的创意和观念架构，而不是数学上恒等式推

导过程的细节（顶多只要抓出关键的 equation 去弩懂以及说明清楚即可）。你报告观念与分

析创意，别人容易听懂又觉得有趣；你讲恒等式，大家不耐烦又浪费时间。 

  

  

  

  

  

玖、学习与研究的进度控制 

    有心在硕士论文里包含机械视觉或影像处理程序之电路或芯片设计的人，必须尽可能利

用大三到大四的期间熟习 DSP 及 FPGA 的程序设计（相关课程选修与旁听建议参见第壹

节）。基本上从大四暑假到毕业时间很短，只够学习论文阅读与分析的技巧，以及根据「方

法与问题特性分析表」从事有系统的创新。对于未来有心攻读博士的学生而言，这些技巧更

显得极其重要。以下时程设计不包含学习 DSP 及 FPGA 程序设计所需要的时间。 

  

大四下学期：选修或旁听一门机械视觉（或影像处理）的基础课程，并尝试用 DSP 或  

FPGA 进行粗浅的 implementations。 

大四暑假：了解自己的研究题目，搜集相关论文，产生 30～40 篇关键论文，做完图一的 

第（1）步工作「逐派细读各论文之 Abstract 及 Introduction，标定该帕特点 

与关键论文」。 

硕一上：选修三、四门课（这个工作负担很重，剩下的时间不多），完成图一的步骤（5） 

「读完各派别的论文，综合整理该帕特点、优点、局限与可能缺点，标定  

具价值之创意与论文」。 



硕一寒假：完成图一中的步骤（6）「综合整理各派优缺点、主要创意与关键论文。」 

硕一下：选修三门课，完成图一的步骤（8）「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法，综合前人优点，回 

避缺点，以突破或改善问题瓶颈」。 

硕一暑假：根据上一项成果，密集进行初步的 simulation 及分析，完成初步成果。 

硕二九月份：根据前述结果，撰写一份「论文研究计划书（参考范本详见本实验室网页 

里邱劭农学长的范本）」。在论文计划书里，第一章要完整交代问题背景、学 

术界目前与该问问相关的所有研究成果、以及这些既有方法在该问题中留下 

哪些无法解决的问题，然后总结出你拟定要在硕士论文中加以解决的问题范 

围和基本假设。第二章交代你所要采用的方法，基本理论背景与架构，初步 

理论分析。第三章交代你已经完成的模拟结果，分析这些结果（是否符合你 

在第一章所揭示要解决的问题，是否满足该应用场合的需求，还留下什么问 

题有待解决）。第四章说明往后一年不到的时间你要依循什么样的次序，做什 

么工作，以便把整个问题完整地加以解决，并附工作时程进度表。 

硕二十月上旬：硕士资格考（考论文计划书）。你必须要向口试委员证明你已经具备三种 

能力：（1）对相关文献已充分掌握（即使有漏掉的，未来很快可以补足）并 

充分了解，（2）计划书所提出来的研究构想学理上可行，且有机会对学术界 

造成一定的贡献，而非「无厘头（non-sensical）」或「无病呻吟（trivial）」，（3） 

你有足够的研究能力去完成这个计划书的全部构想。 

硕二寒假：完成所有的理论分析与模拟，确定成效良好。 

硕二下学期四月底：对局部的关键性程序完成电路或芯片的实做。 



硕二下学期五月份：模仿期刊论文，写一篇长度与结构相近的硕士论文。 

硕二下学期六月份：毕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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