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藝術機器人研究報告 
 

本研究主要結合視覺影像處理技術、路徑規劃以及機器手臂控制，讓機械手臂

能夠畫出具有豐富色彩的人物肖像畫。在此研究中，我們使用了不同的繪畫媒材，

如蠟筆、油彩筆、松節油、奇異筆、插畫筆等等，來完成近似真實藝術家手繪的漫

畫風格作品。在軟體程式部份，我們透過完整的影像處理過程，包含色彩分割、輪

廓萃取以及陰影描繪三個關鍵部份，來實現彩色影像的處理。以下我們將詳細討論

整個研究的內容。 

 

研究目的與動機 

近幾年來，機器人的研究並不僅限於工業上的應用，越來越多科學家投注於機

器人服務型領域的應用，諸如教育、健康照護、醫療輔助、居家服務、軍事、娛樂

等等。這些應用的最終目標，無非是希望機器人能夠像人類一樣完成具有高知識、

高技術的工作。此外，也有越來越多機器人以娛樂的性質被開發，如機器人會跳舞、

樂器演奏、畫畫等等。在這些應用之中，畫畫是最困難的一項任務之一。一個藝術

家能夠畫出一張精緻的作品，除了需要繪畫方面的技巧之外，也牽涉到藝術家對於

美學、藝術的理解。對於機器人而言，則需要各項技術的整合，如電腦視覺、人工

智慧、機器人學等等。 

在過去的研究中，已經有很多繪圖機器人具備畫人物肖像的能力。最早且最知

名的畫圖機器人莫非是 Harold Cohen 的 AARON system，而瑞士的 LASA-EPFL 實驗

室則研發了互動型人型機器人，透過語音、視覺得整合，及時地畫出肖像畫。此外，

Jean Pierre利用 Kuka機器人手臂在法國普瓦捷的 Futuroscope公園幫路過的民眾

畫人物肖像。P. A. Tresset 也利用四軸機器手臂，在倫敦的 Tenderpixel 美術館

幫參觀的遊客們畫肖像。這些研究展現了機器人模仿人類繪畫的能力。然而，上述

研究所呈現的作品，多半只有單一顏色，或是只使用了單一媒材，看起來也離真實

藝術家的創作有段距離。 

本研究結合了藝術繪畫的概念與方法，不僅僅讓機器人畫畫的行為能和真正藝術家

一樣，也讓其作品更接近藝術家的手繪創作。我們除了使用多種繪畫媒材如蠟筆、

松節油、油彩筆、奇異筆及插畫筆，也引進了 computer graphics中 non-

photorealistic rendering 的概念，來實現具有漫畫風格的彩色肖像畫。 

 

研究內容 



實驗情境與場景介紹 

實驗場景設定如圖 1.(a)所示： 

1.  使用者坐在機器手臂前方的椅子上。 

2.  為了模仿藝術家做畫的過程，我們架設了一個垂直 70度左右的畫架，並在畫架

上放置一畫板。 

3. 一張 A4大小的藝術紙被黏貼於畫版上。 

4. 一台 Logitech 網路攝影機被架設於畫版的左上角，用來捕捉使用者的影像。攝

影機的 frame rate為 30Hz，解析度為 1280x720。 

 

我們所使用的媒材與工具如圖 2.所示，包含 56色的旋轉蠟筆、油彩筆、松節

油、奇異筆以及插畫筆。旋轉蠟筆被放置於一個訂做的壓克力筆架如圖 1.(b)所

示，其功能是用來幫肖像著色。上色完後我們用油彩筆沾松節油去圖抹上色的區

域，讓蠟筆顏色能夠混合在一起，製造出手繪的效果。奇異筆則是用來描繪模特兒

的輪廓，插畫筆則用來添加陰影的部份，以增加肖像的立體感。整個實驗實做在本

實驗室自行開發的七自由度機器手臂。機械手臂末端裝設了一個三指的夾爪以進行

工具的抓取與放置。我們特別安裝了一個壓克力製的夾具於夾爪末端，以幫助機器

手臂能更穩定的夾取畫具。 

 

圖 1. (a) 左，實驗環境設定 (b) 右上，壓克力筆架 (c) 右下，油

彩筆及松節油 

 



 

圖 2. 使用的媒彩與工具。由左至右：旋轉蠟筆、油彩筆、松節油、奇

異筆、插畫筆。 

 

 

圖 3. 整體實做流程 

實做流程 

 整體實做的流程圖如圖 3.所示：一旦人臉被偵測到，相機便會立即擷取畫面，

做為輸入的影像。輸入影像會經過一系列影像處理過程，轉換成具有漫畫風格的照

片。接著我們由這張照片中，按照一定繪畫方式擷取出一系列軌跡。軌經經由座標

轉換的過程從影像座標轉換到手臂座標系統。最後我們透過手臂的控制，將整個繪

畫過程實現出來。以下我們將一一說明整個系統流程的細節。 

(a) 影像處理 

    影像處理的整體架構如圖 4.所示，人臉透過臉部偵測的演算法捕捉下來後，

被成三個主要部份：輪廓、著色區域以及陰影。每個部份分別經過不同處理程序

( 圖 中 綠 色 、 藍 色 、 紅 色 ) ， 最 後 再 結 合 成 一 張 具 有 non-

photorealistic rendering 效果的影像。 

 



 

圖 4. 影像處理架構 

(a) Face Detection, (b) Coherent Line Extraction, (c) Morphological 

Operation, (d) Color Segment Clustering, (e) Color Segment 

Registration, (f) Image Binarization, (g) Shade Refinement, (h) 

Fusion 

(1)人臉偵測 

 為了確保人臉位於畫面的正中間，我們使用人臉偵測演算法來偵測臉部位置。

一旦偵測到人臉，我們取出以臉為中心，向外延伸到頭髮、肩膀的區域，做進一步

處理。 

(2)輪廓 

 在此步驟，我們採用 Flow-based Difference-of-Gaussians (FDoG) filtering

的方法來萃取出臉部輪廓，接著用 morphological operations 來去除破碎、細小的

輪廓。 Canny Edge Detector 一般被視為 edge detection 最標準的方法，也常被



其他繪圖機器人使用來取輪廓。它透過偵測二階微分為零的位置來找出畫面上的輪

廓，但因為沒有考慮到 edge之間的連續性，所以取出的輪廓可能會過於細小且不連

續。在此，我們採用 FDoG filter 的方法來提高輪廓的品質。其主要的想法是將 local

的 edge tangent flow (ETF)納入考量，然後在 local tangent flow的垂直方向上

套用 DoG filter。因為 FDoG filter 會收集 flow 上各別 filter的 response，做為

最後的結果，所以可以大大增加 edge的連續性、同時降低雜訊的干擾。 

 為了獲得單一線段的軌跡，我們套用 thining演算法在取出的輪廓，使它成為

只有一個 pixel 寬度的線段。此外，我們也使用了 close operation來除去太細小

且不連續的 edge，之後再將這些軌跡依長度重新排序並儲存下來。從圖 5.可發現

FDoG filtering的方法明顯提高了輪廓的品質。 

 

圖 5. 左：Canny Edge 右：FDoG filtering 

(3)著色區域 

 一張彩色影像有 R、G、B三個 channel，每個 channel的範圍皆從 0到 255，因

此我們不太可能表示所有 256x256x256 個顏色。在此步驟，我們提出了一個策略，

能夠有效的簡化這些顏色並且將它們近似於畫筆顏色。 

 影像分割是將數位影像切割成多個具有相似性質的片段的過程。在此我們採用

mean shift 演算法來進行彩色影像的切割。 Mean shift 是一個強大且不需參數化

的演算法，適用於許多用途，如影像分割、物體追蹤、影像分類等等。Mean shift

首先會先找出整個物體的機率分佈，這個分佈可以是 gray value、color space、

illuminance intensity 或是任何一種可以表達物體特徵的機率分佈。接著，對於

這個機率分佈上，決定一個起始點(Start Point)和 Search range(即是 Region of 

Interest, ROI)。第三步驟，根據所定的起始點往外擴張，擴張的大小即為所訂定

的搜尋範圍，在此範圍內算其分佈中的 mean，看其重心應該是在哪個方向，給予較

大的權重，並將初始訂定的起始點往重心(Center of mass)方向移動。第四步驟，

將移動到的重心位置當作是新的起始點，並在開一個搜尋範圍，這個搜尋範圍也和

起始訂定的 Search range 相同大小，再做一次計算 mean，持續的往新的重心移動，

如此的一直重複做遞迴(Recursion)，找到整個分佈中最密集的位置，即是我們的目

標物。 

 對於顏色分割的應用而言，每個顏色用 Luv  color space 表示，mean shift



即套用在𝐋、𝐮、𝐯、𝐱、𝐲五個維度的空間中。此演算法有幾個相關參數，𝐡𝒔(距離相

似度)、𝐡𝒓 (顏色相似度)以及𝐌(最小顏色區塊大小)。顏色分割的結果如圖 4.(d)所

示，𝐡𝒔 = 𝟐𝟎、𝐡𝒓 = 𝟔、𝐌 = 𝟑𝟎𝟎，顏色區隔出來之後，我們以每個區塊的平均顏色

來代表此區塊。 

 接著我們將每個色塊的顏色對映到最相近的蠟筆，在此我們使用的 56種顏色

如圖 6.所示。在比較顏色相似度時，我們先將顏色從 RGB轉到 YUV color space，

因為它將人眼視覺納入考量，所以對映出來的結果較符合人類視覺效果。 

圖 6. 蠟筆顏色 

 RGB轉 YUV 的公式如下： 

在 YUV color space中，Y 表示亮度明亮度，U漢 V則是色度、濃度。在我們的

應用中，色度所佔的重要性較高，所以我們採用 weighted Euclidean distance 來

計算顏色差異，給定兩個顏色C1、C2，兩者的顏色差距計算如下： 

 其中ω為亮度的權重並且被設成 0.2，以降低亮度差異造成的影響。 

 另外一個問題發生於當兩個以上的相鄰色塊對映到同一種蠟筆顏色時，顏色的

豐富度會因此下降，使得最後結果過於單調。在此我們提出了一個策略用來解決此

問題，詳細的 pseudo code如 algorithm1所示： 

 為了確保顏色對映品質，候選顏色的差異值必須滿足以下原則： 

 

在此 Ts為 threshold 且定為 0.8，C是塗色區域的顏色，Ci、Ci+1則是兩個連續

的候選顏色。透過以上的策略，我們能夠確保： 

⚫ 面積越大的區塊有較高的順位可以挑選顏色 

⚫ 顏色的多樣性能夠被保存下來 



⚫ 最後對映的結果能夠維持一定品質 

(4)陰影 

 在此步驟，我們添加陰影在人臉較黑的區域，以增加整體的立體感。在此我們

將臉部區塊特別獨立出來考慮，透過以下的 criteria，我們可以將臉上大部份特徵，

如眼睛、鼻子、嘴巴、眉毛等部份保留下來： 

 

 其中{n0, n1, …, n255}為臉部區域的 histogram。陰影通常位於臉部凹處與

凸處的交界，我們透過兩個不同 alpha 值取得兩張不同程度的二值化黑白影像，彼

此相減來做為陰影的部份，如圖 7.所示： 

 

圖 7. 由左至右：𝛂 = 𝟎. 𝟒、𝛂 = 𝟎. 𝟐及陰影部份 



(b) 軌跡規劃 

做完影像處理之後，我們將一系列的軌跡從 NPR 影像中取出來，交給手

臂執行繪畫的動作。 

(1) 座標轉換 

我們將 2D的影像轉換到手臂的座標系統，同時因為畫架為垂直地面 70

度左右之平面，所以我們套用旋轉矩陣把平面的資訊投射到斜面上，

轉換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 P、P'為轉換前後的位置矩陣，T為旋轉矩陣，𝛉𝒓、𝛉𝒑、𝛉𝒚則分別

是對 xyz 軸的旋轉角度。 

(2) 繪畫流程 

 

圖 8. 繪畫流程 

整體繪畫流程如圖 8.所示，我們最先將著色區域畫出。機器手臂會根據著色

區域的顏色到筆架的對映位置取筆，再到畫板進行著色。當著色完成時，機器手臂

會將蠟筆放置再筆筒內，取油彩筆進行塗刷的動作。在這過程中，機器手臂移動的

距離會被累積記錄下來，當超過某特定值機器手臂就會再次沾松節油，以確保過程

中的油量是足夠的。完成後，機器手臂會抓取奇異筆來描繪輪廓，過程會按照軌跡

的長度由長到短一一描繪，每段軌跡會用三階的 spline做平滑化。最後插畫筆則

被用來描繪陰影的部份，整個過程大約花費三十分鐘。 

(b) 手臂控制 

    給定空間中一個點，我們根據 Inverse Kinematics推算手臂各軸

的角度。在一般情況下並沒有好的解析解來計算手臂角度，所以數值

解的方法常被用來解決這個問題。利用線性 Jacobian的方法，我們可

以將關節的速度轉換到 Cartesian space 如公式(1)。同時我們也可利



用 Pseudo-inverse來反推在 Cartesian space底下，直線速度對映到

的各軸角速度，如公式(2)所示。 

            𝑣 = 𝐽(𝑞)𝑞  ̇                          (1)  

�̇� = 𝑱′�̇�, 𝑱′ = (𝑱𝑻𝑱)
−𝟏

𝑱𝑻                                                             (𝟐) 

 

圖 9. inverse kinematics 求數值解 

  

 用 inverse kinematics求數值解的過程如圖 9.所示。首先，我們利用 forward 

kinematic去計算手臂末端點的位置，再利用 Pseudo-inverse更新手臂關節的角度，

接著重覆這兩個步驟，一直到與目標點的誤差小到可接受的範圍內及停止。在迴圈

內的 gain 可以增加收斂的速度，如果新的關節角度之誤差較小，則 gain 會動態增

加，以增加收斂速度，反之則減小。 

研究成果與產出 



 

圖 10. 結果 

最後的結果如圖 10.所示，上排為相機捕捉到的影像，下排則是機器手臂最後畫出

來的作品。 

 

 由結果可以看出來我們成功的利用機器手臂完成近似手繪的作品。雖然我們只

用了 56色，但是透過完整的顏色處理方法仍達到不錯的效果。使用多媒材的好處在

於每個媒材之間的互補性。例如：蠟筆因為尖端較細能夠做細微的刻劃，但是它相

對不容易將顏色塗抹在紙上，而且兩個顏色彼此之間不易混色。筆刷與松節油則能

夠有效的幫助蠟筆做混色的動作，同時它也使得蠟筆的顏色更加柔和且自然。奇異

筆能夠深動刻劃人物的輪廓，插畫筆則因為筆頭較細的特性，所以能夠用來添加陰

影，增強人物的立體感同時又不會太過搶眼。 

 從結果可以觀察到有些地方雖然被塗上相同顏色，但是在輕重程度上不完全一

樣。此誤差主要來自於實驗環境的設定。第一，我們很難經的測量畫架的角度，導

致座標轉換的結果與理論值有些許誤差。此外，蠟筆在繪畫的過程中會被磨損而變

短，導致筆與畫板的接觸力隨著時間逐漸下降。我們可以參考 hybrid force-

position 控制的理論來解決此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則是繪畫過程的時間稍長，平均每張肖像花費 30分鐘。在影像處

理及軌跡規劃的過程只需幾秒鐘而已，整個過程最耗時的部份在於取筆與換筆時手

臂移動的過程。我們可以重新設計換筆的機構來解決此問題。 

 在未來我們希望能夠擴大此應用的範疇，例如引進其它考慮筆觸方向的 NPR技

術。此外，雖然我們重點放在人物肖像的繪畫，此應用也可以套用在其他主體上，

如風景、靜物、動物、花草等等。我們也可以考慮使用其它媒材，如水彩、油畫、

壓克力、炭筆等等，來嘗試不同風格的畫風。最終我們希望能夠將此技術推廣到教

育的層面。因為繪畫對許多人來說其實很不容易，初學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起筆開

始。透過這項技術，我們可以將繪畫的基本概念透過機器人展現出來，讓初學者能

夠更快的掌握畫畫的基本技巧與方法。 



利用視覺回饋控制系統來繪畫 
 

一般畫家在描述繪畫流程的創意之處，就是在有一套回饋系統，讓畫家能

夠連續的切換各筆在帆布上造成的效果，不斷地重複此動作直到整個畫作完

整。他們遵照一個相同的觀念： 

調色。不斷的比較現在的色彩與預期的顏色效果差距，來決定最後畫家要如何

讓畫作更貼近於完美。  

受到人類藝術家這種行為的鼓舞，我們試著去讓人類和機器人行為的創意

能更相近。我們研讀許多過往研究，使用視覺回饋控制，是可以讓機器人畫家

能夠調色出七彩顏色，只要依靠五種原色(青色、洋紅、黃色、白色與黑色)，

不斷修正整個畫作。當然我們並不追尋這個效果的完美性呈現，我們希望著重

在一定程度誤差的容忍下，去幫助機器人創造出獨一無二、不可預知的創作風

格，而這也是藝術重要的觀念。  

當我們取得一張圖片，機器人畫家將繪畫過程分為兩個步驟：底層色和精

緻度。在著底層色的階段，我們在帆布上著壓克力顏料，這樣可以有效地設定

基本的色調在畫作上。第二個步驟，機器人藉著附著在手腕的相機鏡頭，不斷

的比較已經著色在帆布上的顏色與原先影像中的象素值，依據逼真渲染的觀

念，再產生出如手繪般的筆劃在帆布上。 

 

技術介紹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混合了一項繪畫技術—著底色，這種方法在傳統油畫

上很常見。在一開始，大部分的畫家並不著墨在圖片中的細節部分，取而代之

的是，他們時常先用一層初始色覆蓋在帆布上，之後以這個當作基底，讓隨後

的顏色持續附加上去。這個方法可以促進顏色組成的平均分布，敘述出亮度和

色彩鮮明的效果。可以由圖 6 來比較，左圖是使用水彩畫上底層色，右邊是最

後成品圖，左圖其實並沒有對於很明顯的細節部分，都是逐步地加上去在底層

上。 

 
圖 6.  底層色範例圖。左圖為底層色，右圖為最後成品。 



一般大眾的誤解，會以為底層色都是單一顏色，但多色彩的底色其實很常被使

用。 

 

實驗情境 

我們使用 A4 大小的畫紙放在平面畫板上，畫紙是經過挑選高品質且風乾

過的。裝了五種顏色的調色盤擺放在畫板左側，我們使用的顏料為壓克力顏

料，因  為這可以讓整個畫作同時呈現出水彩畫和油畫的特性。在實驗中，我

們調配出 70%的壓克力顏料，20%水和 10%壓克力顏料緩乾劑以此作畫。圖 7 

為實驗環境。 

 
圖 7.  實驗環境 

 

為了要提供更適合的環境，我們需要做些校正。第一步是設備擺放位置，

諸如畫紙、畫板和調色盤，其相對位置必須固定。此外，顏料必須維持在一定

高度，讓每次畫筆沾取顏料的量大致固定不變。因為相機很容易受到外在環境

的亮度影響，在我們進行顏色比較時，很容易影響影像判斷言色隻亮度和飽和

度。為了要保持環境亮度的一致，我們調整相機曝光參數，即使如此，調色彩

依舊是非常複雜的步驟，在這之上我們有給予一定範圍的誤差容忍。 

 

實做流程 



 

圖 8.  系統架構 

 

圖 8 為實驗的系統架構圖，來完整描述整個繪畫步驟，本實驗分為兩階

段，底層色和精緻度。機器人畫家只進行一次著底色，之後會不斷的進行修正

階段，提升作品的精緻度。  

在著底色階段，初始圖片已經先做過預先處理，將色彩空間用 CMYK 表

示。多重的筆劃會輸入給機械人畫家，他只要依照其軌跡畫在帆布上即可完

成。在調色部分，相機會一直擷取當下的顏色數值，如果是不合的，會檢查數

值中誤差最大的顏色，沾取顏料混合後，相機再次確認。不斷的重複步驟直到

底色上完。  

在精緻階段，機器人畫家會將第一層的圖與初始圖做比較。如果有非常不

一樣的區塊，機器人會精心計算須修正的區域、誤差值，然後先修改誤差最大



的區塊，再次調色並上色。隨著這個階段不斷的進行，機器人也會更換油畫

筆，換筆頭更小的，去做更細節部分的修正。  

調色策略部分，由於一般人類畫家是無法像機器一樣精確計算出還區要多

少顏色量才能調到所需的色彩，因此他們一開始選擇差不多的顏色，在經過一

系列的上色修改，讓畫布上的顏色逼近到真正想要的顏色。也就是說，這是一

個尋找相對佳的選擇。基於這個觀念，我們計算 RGB 三個數值，包含理想值和

當下偵測值，每次調色完都會做一次辨識，讓誤差漸漸收斂到容許誤差範圍之

類。在著色過程，每完成一次筆畫的軌跡，相機也會擷取鏡頭中現在的顏色，

從圖 9 可以看出來，左側顯示 CMYK 的數值，右上角有顯示理想色彩和實際鏡

頭看到的色彩。一旦機器人計算出誤差值後，會去調色盤選取所要的顏料，並

開始進行調色。誤差容許範圍，影響不只讓調色速度加快，也可以增加作品顏

料的多樣性。 

 

圖 9.  色彩偵測 

 

為了要產生如手繪般的筆劃，我們必須計算每次筆劃的特質，包含顏色、

方向性、長度和畫筆筆頭的寬度。  

顏色部分取自於在前一個步驟中，同一個位置點的顏色 CMYK 數值。在著

底色步驟，方向其實是固定的為了簡化繪圖時間。然而，畫家並不會每次都想

要讓每一筆畫的進行方式是同一個方向，因此實際上我們在方向部分，是尋找

擁有最小改變的梯度變化量。這樣的效果可以讓每一筆畫在描繪物件時，幫助

塑型。至於每一筆劃運行軌跡，我們是給予一個定值，加上些許的浮動，讓整

個效果會更自然。此外，機器人畫家會自動地將筆劃畫超出原本圖像的邊緣，

這樣仍然可以保留原先的細節和輪廓。在每次進行精緻化步驟時，我們提供給

機器人畫家更小筆頭的油畫筆，來描繪出圖片中更細節的部分。基本上來說，

每一筆的半徑會受限於筆頭的大小，然而，這實際上也可以調整畫筆接觸在畫

板的深度。未來其實可以依靠調整不同深度，動態地修改其筆劃半徑來展示不

同層次的細節。 



研究成果與產出 

圖 11 顯示在畫不同主題的圖，每一次做修正時得到的誤差曲線。這裡的

誤差的定義是每次迴圈中選定區間內有多少個點與理想值的差距，大過誤差容

許範圍的閾值。因為每件畫作的複雜度並不一致，在第一個迴圈，閾值設定上

是因不同作品而改變，其餘皆定義一樣，但有些情況下，這些誤差值上升，因

為一些新畫的軌跡，不只更動顏色值，也改變了方向。也就是說，誤差增加在

筆畫的長度可能佔了很大部分。因此，這個結果要去依照原圖與現狀的相似度

間以及所展示的繪畫風格取個平衡點。整體而言，誤差平均會在八次迴圈內收

斂在閾值內，但這修正階段耗費時間推估約 6～8 小時才能完成，全看圖片的

複雜度。 

 
圖 11.  誤差曲線比較圖 

 

整個繪畫過程可以參考圖 12。左上方是第一層底色，其餘三張皆是在精緻

化階段逐漸加上附加顏色層。底層色充分描繪出花朵的輪廓和色調的傾向。平

均而言，底層約需 20 分鐘可以完成。但當地一層結束，無數的細節會添加進

去，點綴整張圖畫。筆畫的方向性也凸顯這張圖是仿手繪的效果，更多的畫作

在圖 13 展示。 



 

圖 12.  繪圖流程 

 

 

 



 

 

 
圖 13.  畫作，由上至下為愛因斯坦、水果、機械夾爪、獅子、向日葵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擴大此應用的範疇，例如引進其他考慮筆觸方向的 NPR 技

術。此外，雖然我們有著墨在人物、物品、動物等圖像上，做出利用多樣媒材

的應用，但視覺回饋只有使用壓克力顏料，期許可以應用在蠟筆、水彩或是油

畫上。我們也計畫整合機器學習，給予機器人畫家在繪畫上有更多的創意，靠

自己創造更多完美的畫作。最終，我們希望能夠將此技術推廣到教育層面，因

為繪畫對許多人來說其實很不容易，初學者往往不知道如何起筆開始。透過這

項技術，我們可以將繪畫的基本概念，透過機器人畫畫過程中展現出來，讓初

學者能夠更快地掌握畫畫的基本技巧與方法。 

此機器人繪圖應用之研究，於「2016 年國際機器人藝術繪畫競賽」之中榮

獲冠軍(http://robotart.org/ )，相關研究內容投稿於 IROS 2016 的國際會

議之中，並於此超過 800 論文的大型國際會議中，榮獲 IROS JTCF Novel 

Technology Paper Award for Amusement Culture 的殊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