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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e St. Mary, Montana, USA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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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大綱
1. 1. 研究是什麼？研究是什麼？

2. 2. 我可以做研究嗎？我可以做研究嗎？

3. 3. 研究要如何才能成功？研究要如何才能成功？

44. . 我論文寫作可以成功嗎？我論文寫作可以成功嗎？

5. 5. 如何提升論文的學術性？如何提升論文的學術性？

6. 6. 如何培養論文寫作的能力？如何培養論文寫作的能力？

7. 7. 如何強化英文實力？如何強化英文實力？

88.. 結語結語
2Tomita Garden, Hokkaido, Jap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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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是什麼？研究是什麼？

3Lake Louis, Canad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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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想一想？先想一想？

•• 我可以做研究嗎？我可以做研究嗎？

•• 我能做出研究嗎？我能做出研究嗎？

•• 如何做研究？如何做研究？

Lake MacDonald, National Glacier Park, Montana, USA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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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嚴肅了？太嚴肅了？

先輕鬆ㄧ下！先輕鬆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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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電影““虛擬偶像虛擬偶像””((““SimoneSimone””))

電影“虛擬偶像”(“Simone”)---片段一



7電影“虛擬偶像”(“Simone”)---片段二

電影電影““虛擬偶像虛擬偶像””((““SimoneSim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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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充滿創意的電影！一部充滿創意的電影！

激發起我做研究的激發起我做研究的狂想狂想！！

------ 從事從事““虛擬人臉虛擬人臉””研究研究



9唇音同步

狂想狂想------““虛擬人臉虛擬人臉””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唇音同步”((真人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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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想狂想 ------
““虛擬人臉虛擬人臉””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平面卡通平面卡通))

卡通人臉自動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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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老師＂(有3D動作)

Requiring about 10 sec to download

狂想狂想------““虛擬人臉虛擬人臉””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虛擬老師””((有有3D3D動作動作))((立體卡通立體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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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NCTU)

Input photo & generated talking heads (NCTU)

狂想狂想------““虛擬人臉虛擬人臉””研究成果研究成果

““單張人像單張人像轉轉虛擬說話人臉虛擬說話人臉””((任意照片任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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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想狂想 ------
研究的要訣之一！研究的要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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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研究嗎？我可以做研究嗎？

•• 每位研究生都想過的問題！每位研究生都想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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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嗎？可以嗎？

真煩！再說吧！真煩！再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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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積電台積電 吸引世界級的人才吸引世界級的人才

2 宏碁宏碁 一紙契約，不如把心留住一紙契約，不如把心留住

3 聯電聯電 尋找獨立思考的人尋找獨立思考的人
4 台塑台塑 蹲馬步的工夫要紮實蹲馬步的工夫要紮實
5 中鋼中鋼 尋找跨世紀接班人尋找跨世紀接班人

10 中國信託中國信託 業務訓練一條鞭業務訓練一條鞭

7 華碩華碩 崇本務實，人才不請自來崇本務實，人才不請自來
8 統一企業統一企業 重視操守甚於一切重視操守甚於一切

9 台灣大哥大台灣大哥大 擇強汰弱，適者生存擇強汰弱，適者生存

6 奧美廣告奧美廣告 竭力經營學習環境竭力經營學習環境

大學生最愛的大學生最愛的TOP10TOP10企業企業20012001

2001 CHEERS

快樂工作人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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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統一企業統一企業

2 誠品誠品

3 星巴克星巴克
4 鴻海鴻海
5 中華電信中華電信

10 奇美電子奇美電子

7 中鋼中鋼

8 華碩華碩

9 王品牛排王品牛排

6 台積電台積電

2010 CHEERS

快樂工作人雜誌

大學生最愛的大學生最愛的TOP10TOP10企業企業20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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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獨立思考」？何謂「獨立思考」？
------ 就是不受舊思維影響！就是不受舊思維影響！

------ 就是擺脫就是擺脫單向填鴨式教育的殘毒！單向填鴨式教育的殘毒！

就是就是““放空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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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何謂「「放空放空」」 ？？
就是就是------

見山是山，見山是山，

見山不是山，見山不是山，

見山又是山。見山又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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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放空，只有放空，

才能狂想！才能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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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研究嗎？我可以做研究嗎？
誰能幫我解答？誰能幫我解答？

先不要想算了！先不要想算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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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看畫展我去看畫展------
超現實主義派「達利」的一幅畫超現實主義派「達利」的一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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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激發異想的畫作！一幅激發異想的畫作！

------ 讓我開啟另一讓我開啟另一系列研究系列研究 ------

““藝術畫資訊隱藏藝術畫資訊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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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研究的狂想狂想------
““藝術畫自動產生與資訊隱藏藝術畫自動產生與資訊隱藏””

各種自動產生的藝術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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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 image

------ 將「秘密影像」偽裝成為另一張將「秘密影像」偽裝成為另一張

Secret image

研究的研究的堅持堅持 ------
““可見秘密碎片馬賽克畫可見秘密碎片馬賽克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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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 image Target image Camouflage image

研究的研究的堅持堅持------
““可見秘密碎片馬賽克畫可見秘密碎片馬賽克畫””

------ 將「秘密影像」偽裝成為另一張將「秘密影像」偽裝成為另一張

I. J. Lai and W. H. Tsai (2011/09). “Secret-fragment-visible mosaic image — a new computer art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formation hid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Forensics and Security, Vol. 6, No. 3, pp. 936-945. 



2727Secret image target image Camouflage image



28

研究的研究的堅持堅持
放空、狂想之後，放空、狂想之後，

就要堅持！就要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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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本質研究的本質------
•• 放空放空

•• 狂想狂想

•• 堅持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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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可以做研究嗎？我可以做研究嗎？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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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叫研究？什麼叫研究？

•• 研究就是研究就是 ““搞怪搞怪”” ！！

就是搞就是搞 ------ 創意、創新、創業創意、創新、創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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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叫研究？什麼叫研究？

•• 研究的結果研究的結果------
––創意：世界第一創意：世界第一

––成果：學術論文、發明、專利成果：學術論文、發明、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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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放空之後，大家都一樣厲害！放空之後，大家都一樣厲害！

Bill GatesSteve Jobs

我真的可以做研究嗎？我真的可以做研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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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象現象

–– GoogleGoogle搜尋搜尋 ((““彈指間世界到眼前彈指間世界到眼前””))

–– 維基百科維基百科Wikipedia Wikipedia ((““全世界共建的辭典全世界共建的辭典””))

–– FacebookFacebook ((““世界最大的家庭世界最大的家庭””))

–– Google Maps & Earth (Google Maps & Earth (““地理資訊分享站地理資訊分享站””))
–– ……

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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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 ------

Google Earth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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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 ------
Google map & Google EarthGoogle map & Google Earth

Google street view car Google street view tri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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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 ------
背負式徒步用環場攝影系統背負式徒步用環場攝影系統((交大交大))

背負式徒步用環場攝影系統(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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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有潛力！人人有潛力！

你一定做得到！你一定做得到！

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數位內容時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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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做研究嗎？我可以做研究嗎？

•• 放空之後人人平等放空之後人人平等!!
•• 創意無所不在創意無所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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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要如何才研究要如何才
能成功？能成功？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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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煩躁煩躁 ------ 習慣之習慣之

•• 悠閒悠閒 ------ 創造之創造之

•• 規律規律 ------ 實行之實行之

研究的突破研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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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責任 ------ 為爸媽為爸媽

•• 習慣習慣 ------ 為老師為老師

•• 樂趣樂趣 ------ 為自己為自己

研究成熟的三心境研究成熟的三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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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且悠閒，責任成甘甜，研究且悠閒，責任成甘甜，

狂想加規律，突破彈指間。狂想加規律，突破彈指間。

43Cappadocia, Turke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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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三隻腳研究的三隻腳

••技術技術 ------ 一時的一時的

••方法方法 ------ 長久的長久的

••人因人因 ------ 永恆的永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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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匠技匠 ------ 局部的局部的

••學者學者 ------ 廣大的廣大的

••大師大師 ------ 世界的世界的

研究成長的三階段研究成長的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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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誠為先，方法不可欠，技術誠為先，方法不可欠，

學者重人因，大師心無限。學者重人因，大師心無限。

46Bow Lake, Canad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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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我論文寫作可我論文寫作可
以成功嗎？以成功嗎？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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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論文寫作可以成功嗎？我論文寫作可以成功嗎？

‧‧我論文一定要用英文寫嗎？我論文一定要用英文寫嗎？

‧‧我英文不好如何改善？我英文不好如何改善？

想一想！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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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累了！太累了！ 休息一下吧！休息一下吧！

再看一夏再看一夏 ““虛擬人臉虛擬人臉””國外成果國外成果

““虛擬播報員與歌手虛擬播報員與歌手””

虛擬歌手(MIT)虛擬播報員 (AT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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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論文寫作可以成功嗎？我論文寫作可以成功嗎？

•• 可以，只要可以，只要 ------
–– 能了解寫好論文方法，能了解寫好論文方法，

並切實做到！並切實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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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好論文的方法寫好論文的方法

––提升論文學術性提升論文學術性

––培養論文寫作能力培養論文寫作能力

––強化英文實力強化英文實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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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如何提升論文如何提升論文
的學術性？的學術性？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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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論文的學術性？如何提升論文的學術性？

‧‧要悠遊「藍海」！要悠遊「藍海」！

‧‧要逃離「紅海」！要逃離「紅海」！

‧‧勿陷入「苦海」！勿陷入「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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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海紅海 ------
商場競爭殺伐，好似血染大海商場競爭殺伐，好似血染大海

‧‧藍海藍海 ------
企業有創意，好像藍天映大海企業有創意，好像藍天映大海

何謂紅海？藍海？何謂紅海？藍海？



55

‧‧指有學術貢獻！指有學術貢獻！

‧‧也就是「世界第一」！也就是「世界第一」！

何謂「學術藍海」？何謂「學術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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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文獻縱覽全面文獻縱覽 -- 用用Google scholarGoogle scholar……
‧‧下對下對keywords keywords -- 利用多組合利用多組合……

‧‧耐心檢讀搜尋結果耐心檢讀搜尋結果 -- 百篇不嫌多百篇不嫌多

如何確認「世界第一」如何確認「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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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世界第一」的成果另一「世界第一」的成果((交大交大) ) --
““藝術畫自動產生與藝術畫自動產生與資訊隱藏資訊隱藏””

Neo-Plasticism

Fut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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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ism

•• 另一「世界第一」的成果另一「世界第一」的成果((交大交大) ) --
““藝術畫自動產生與藝術畫自動產生與資訊隱藏資訊隱藏””

S. C. Liu and W. H. Tsai (2012). "Line-based Cubism-like image — a new type of art imag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lossless data hid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Forensics and Security, accepted and to 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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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題目相關論文非常多同一題目相關論文非常多

‧‧投稿被深入挑剔投稿被深入挑剔

‧‧改稿被要求比較優劣改稿被要求比較優劣

如何分辨「學術苦海」如何分辨「學術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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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hiding related to imagesData hiding related to images ------ Google Google 
scholarscholar 共搜得共搜得10,30010,300篇論文篇論文

–– Mobile robots with computer visionMobile robots with computer vision ------ Google Google 
scholarscholar 共搜得共搜得19,80019,800篇論文篇論文

Image with hidden watermark at right A mobile robot watching people for security

「學術苦海」舉例「學術苦海」舉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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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文獻中毒」避免「文獻中毒」

‧‧「放空」思考「放空」思考

‧‧跨域「狂想」跨域「狂想」

‧‧「堅持」完成「堅持」完成

如何悠遊「藍海」？如何悠遊「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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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無限量，苦海常在旁，創意無限量，苦海常在旁，

狂想加縱覽，藍天任翱翔。狂想加縱覽，藍天任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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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如何培養論文如何培養論文
寫作的能力？寫作的能力？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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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養論文寫作如何培養論文寫作能能力？力？

‧‧模仿吸收模仿吸收

‧‧徹底反覆徹底反覆

‧‧把握機會把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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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仿與吸收老師改的第一篇模仿與吸收老師改的第一篇

‧‧模仿老師與學長姐論文模仿老師與學長姐論文

‧‧模仿相關論文寫法模仿相關論文寫法

模仿吸收模仿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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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時逐字逐句推敲撰寫時逐字逐句推敲

‧‧耐心查字典與網路耐心查字典與網路

‧‧論文再三修改再投搞論文再三修改再投搞

徹底反覆徹底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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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輩子可能只有此機會可寫論文並一輩子可能只有此機會可寫論文並
獲得老師修改獲得老師修改

‧‧自己好好先寫自己好好先寫 ((勿想倚賴老師勿想倚賴老師))

‧‧徹底了解及吸收老師所改內容徹底了解及吸收老師所改內容

把握機會把握機會



68

一頁指導教授用追蹤修訂一頁指導教授用追蹤修訂
改過的博士生論文改過的博士生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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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如何強化英文如何強化英文
實力？實力？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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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論文一定要用英文？問題：論文一定要用英文？

------ YesYes！因為！因為

––學術是世界性的學術是世界性的

––發表期刊大多是英文的發表期刊大多是英文的

––可趁機學習英文寫作可趁機學習英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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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英文不好，如何改善？問題：英文不好，如何改善？

––科技英文「簡明達意」為要！科技英文「簡明達意」為要！

––徹底複習國中文法即可應付！徹底複習國中文法即可應付！

––修修““科技英文寫作科技英文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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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一本好的基本英文法書推薦一本好的基本英文法書 ------
––新英文法新英文法((柯旗化著柯旗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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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題：英文尚好，如何針對論文問題：英文尚好，如何針對論文

寫作精緻化寫作精緻化？？

––將將Google Google 當作當作collocation dictionarycollocation dictionary
((搭配辭典搭配辭典))

––「沒把握絕不寫下去！」「沒把握絕不寫下去！」

––提高「洋涇濱英文」之敏感度！提高「洋涇濱英文」之敏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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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兩句子你覺得如何？下面兩句子你覺得如何？

–– ““There is a guest comes to visit our There is a guest comes to visit our 
school.school.””((有一個訪客來參觀我們學校。有一個訪客來參觀我們學校。))

–– ““The image is embedded a secret The image is embedded a secret 
message.message.”” ((影像中藏有一秘密訊息。影像中藏有一秘密訊息。))

––(**(**台灣學生最常寫的兩句台灣學生最常寫的兩句洋涇濱英文洋涇濱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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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用如何用GoogleGoogle當當collocation dictionarycollocation dictionary??
––不知不知approach ofapproach of及及approach toapproach to哪個對哪個對??

––用用GoogleGoogle搜尋，前者搜尋，前者524,000524,000筆，後者筆，後者

96,400,000 96,400,000 筆，筆，相差懸殊相差懸殊，故後者才，故後者才

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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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英文免心驚，科技英文免心驚，

一本文法可搞定，一本文法可搞定，

模仿吸收反復練，模仿吸收反復練，

把握機會必有成。把握機會必有成。

((前兩節如何強化英文與寫作之總結前兩節如何強化英文與寫作之總結))

Bow Lake, Canad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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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8. 結語結語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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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做研究？如何做研究？

•• 放空放空
•• 狂想狂想
•• 堅持堅持

•• 技術技術
•• 方法方法
•• 人因人因

•• 技匠技匠
•• 學者學者
•• 大師大師

•• 「研究成功進行曲」「研究成功進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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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好論文的方法寫好論文的方法
‧‧提升論文學術性提升論文學術性

‧‧培養論文寫作能力培養論文寫作能力

‧‧強化英文實力強化英文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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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且悠閒，責任成甘甜，研究且悠閒，責任成甘甜，

狂想加規律，突破彈指間。狂想加規律，突破彈指間。

80Cappadocia, Turke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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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誠為先，方法不可欠，技術誠為先，方法不可欠，

學者重人因，大師心無限。學者重人因，大師心無限。

81Bow Lake, Canad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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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無限量，苦海常在旁，創意無限量，苦海常在旁，

狂想加縱覽，藍天任翱翔。狂想加縱覽，藍天任翱翔。

Cappadocia, Turkey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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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英文免心驚，科技英文免心驚，

一本文法可搞定，一本文法可搞定，

模仿吸收反復練，模仿吸收反復練，

把握機會必有成。把握機會必有成。

((前兩節如何強化英文與寫作之總結前兩節如何強化英文與寫作之總結))

Bow Lake, Canada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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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祝大家
研究生涯愉快成功！研究生涯愉快成功！

蔡文祥蔡文祥
交大資工系講座教授交大資工系講座教授
whtsai@cs.nctu.edu.twwhtsai@cs.nctu.edu.tw

http://http://www.cis.nctu.edu.tw/~whtsaiwww.cis.nctu.edu.tw/~whtsai//

84Tomita Garden, Hokkaido, Japan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