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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不害
為而不爭
機械

能源

環境科技類

黃漢邦

先生

Han-Pang Huang
57歲（1956年10月）

●

學歷

美國密西根大學電機碩士
台北工專電子科（五專）
●

博士

曾任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副院長、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主任
國立臺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所長、國立臺灣大學製造自動化中心主任
行政院國科會自動化學門召集人
●

現任

國立臺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機械工程學系終身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宗倬章講座教授、IEEE PAB 委員、WRO 執委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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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致力於機械人及自動化領域，研究成果豐碩。除發表多篇學術論著外，
機械手臂、多手指機械手及機器人相關技術更移轉多家業者，對自動化產業發
展，貢獻卓越。

▍得獎感言
得獎的榮耀歸功於父母及家人，尤其內人許麗珠女士始終如一的支持，更是我前
進的原動力。得獎是一種肯定，也是一種責任，感謝「東元獎」主辦單位及評審委員
的厚愛。對一個從鄉下來的小孩，能有今天的成果，心裡是充滿了感恩。此項榮譽也
要感謝台灣大學機械系呂秀雄教授、鄭文弘教授及梁文傑教授的提攜，還有我的學生
及所有曾幫助過我和與我合作過的朋友們。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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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產業自動化推手

催生國內首台
全人形高功能機器人

採訪撰稿 郭怡君

從

1989年至2000年，他親自走訪台灣超過300家的工廠，協助廠商提昇自動化
及電子化能力，是「台灣產業界自動化能力從60%提昇至90%」的重要推手之
一。他是台灣機器人研發界的教父級人物，先後領導團隊研製出國內第一隻具有五根
手指高達十七個自由度的機械手臂、第一部能夠自動建置2D及3D環境地圖的導覽機
器人、第一台能自由行走和爬坡的全人形機器人……他，就是台灣大學機械系終身特
聘教授黃漢邦。

南投埔里孩子王
八七水災蒙難
1956年誕生在南投埔里的黃漢邦是典型的農家小孩，當過牽牛的牧童、跪在田
邊幫忙除雜草，只有過年和中秋節才能穿上鞋子的清苦日子，對身為鄉下孩子王他的
而言仍充滿許多快樂的回憶。清澈溪流裡的魚兒會接連上鉤、台糖的車一經過村口就
呼朋引伴追在後頭伺機偷摘甘蔗，誰摘到一支就是英雄……可惜一場八七水災淹掉家
裡的所有田產，黃漢邦在小四那年被迫舉家遷到台中，只能靠父母親打零工及哥哥工
作維持家計。
黃漢邦在鄉下小學考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轉到台中忠孝國小卻一下子掉到30
幾名，加上都市生活有許多需要重新調適的地方，讓原本活潑好動的他開始變得沈默
寡言。「幸好小六那年有位女的代課老師，代替導師教了我們一整個學期，她比較能
用同理心關懷我，會先了解我犯錯的情況，不會動輒就打罵學生，後來我的成績就升
到前十名，雖然忘了她的名字，回想起來仍然很感謝她。」黃漢邦說。
由於住家附近的新國中風評不佳，黃漢邦的父親特地安排他去念素有美名的私立
衛道中學，然而家裡經濟狀況很吃緊，「父親是硬撐著讓我去讀私校，每逢開學需要
繳學費，就得全家做代工想辦法到處湊錢。沒錢當然不可能補習，都靠自己念。」

衛道國中受教深
早熟心靈博覽群書
黃漢邦回憶，在衛道受的教育影響他很大，社會充斥著升學主義至上的氣氛並未
影響衛道的「全人教學」。音樂、工藝、生物解剖青蛙實驗都按照課表正常上課，每
天都可以看到校長王永清先生拿著聖經巡視校園，「我六點從家裡騎腳踏車出發，早
上六點半就到學校，但校長永遠比學生早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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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衛道最深的感受是，教育沒什麼特別的訣竅，就是扎扎實實地去做就對
了。」黃漢邦說，當年國文老師上課介紹詩詞會講很多故事，鼓勵學生閱讀朱志清、
梁實秋全集，他自己也把所有零用錢和壓歲錢都拿去買各種散文、小說和傳記，國中
就看過徐志摩、卡謬、叔本華、尼采的書；英語老師教發音、文法都準備了自己的講
義，按部就班幫同學奠基；地理老師訓練學生自行畫地圖、以整體概念認識城市……
扎實的教育讓他們班十三個北上參加聯考的同學，十一個考上建中。
因家境關係選擇留在台中考試的黃漢邦，也順利考上高中、師專與五專的第一志
願：台中一中、台中師專、台北工專。三個方向攤在眼前，雖然念師專能讓未來出路
立刻有保障，厝邊鄰居也都認為當老師很好，黃漢邦的父母卻相當尊重他的想法。因
為台中一中最先報到，而報到時須繳交畢業證書，報到日當天，黃漢邦很老實地問校
方人員：「報到後如果不來念，可否拿回畢業證書？」未料對方竟然回答：「來念中
一中的人很多，不缺你一個！」覺得自己受辱的黃漢邦當場不服氣地扭頭就走，決定
北上去讀台北工專電子科。

台北工專訓練佳
一流實力過關斬將
雖然能夠得到在台北工作的大哥經濟支援，黃漢邦仍需在寒暑假打工賺生活費，
送報、收過橋費、到船上打工、教小學生的錢都賺過。專三經人介紹到中廣打工，對
方看中他的資歷，丟了一本英文手冊要他翻譯。「我們專一就要開始念原文書，不過
翻譯那本書對我而言還是有點難，只好查字典硬翻。」黃漢邦回憶，這個經驗讓他發
現翻譯書既可賺錢又能訓練自己英文，專四他翻譯了一本工程數學教科書，專五就寫
了「電磁學解題書」作為大專用書，近年來還碰過一些教授對他說：「我當年看過你
譯寫的教科書耶！」
在台北工專接受扎實的訓練，去過台大旁聽幾門課程的黃漢邦，發現儘管自己實
力不遜於台大學生，但五專畢業生的薪水硬是比大學生和三專生少，不想低就的他開
始考慮出國留學。退伍後先到電信局工作，同時準備公費留考、高考和特考。「第一
年考原本只想考經驗、看看考題長什麼樣子，我還記得旁邊考生都拿一堆書做最後準
備，但自己只帶了准考證和筆，沒想到三個都不小心讓我考上了。」如此謙稱的黃漢
邦其實是當年經濟部特考的榜首，足見台北工專的頂尖生實力一流。
為了在托福和GRE拿高分申請好學校，黃漢邦才做了生平第一次補習，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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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到密西根大學電機工程系攻讀碩士，主修控制系統。「公費只給兩年，原本沒想
到要念博士，但美國指導教授很慷慨地提供獎學金，讓我能鑽研機器人和自動化的相
關科技，用四年半拿到碩、博士學位。」

離美回台任教
協助推動全台產業自動化
密西根的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相當搶手，黃漢邦還沒拿到博士就有美國企業登門攬
才，但他觀察到留美的台灣人後發現：「台灣人要融入美國社會文化並不太容易，留
下來升遷頂多做到中級主管，只要景氣不好就會被優先資遣。」覺得自己實在沒有留
在美國的必要，1986年8月就回台擔任教職了。
由於台大、清大、交大同時提供了教職，黃漢邦一度猶豫不決，環境優美的清大
讓他很心動，但家人覺得台北交通比較方便，加上密西根校友台大教授呂秀雄正在做
機電整合與自動化計畫，頗有他發揮長才的空間，最後還是選擇棲身台大機械系。在
呂秀雄的領導、黃漢邦的協助下，台大在1989年建置出台灣教育界第一套「教學用
彈性製造系統」，幾乎可以完全自動化操作，能讓缺乏實務經驗的學生對於生產線如
何操作有具體概念，也能據以驗證自動化相關理論。
彼時擔任經濟部工業局組長的尹啟銘正在推動全台產業整廠整線自動化，黃漢邦
受邀擔任工業局全廠自動化的評審委員及工業自動化顧問。從1989年至2000年先後
走訪台灣相關工廠超過300家，協助提供自動化相關模擬規劃、診斷與審查的廠商總
數高達5、600家。台灣第一座12吋晶圓廠的自動物料搬運系統（AMHS），及福特
汽車台灣廠可以滿足「多種少輛、混線生產」的引擎裝配線排程系統，主要都參考了
黃漢邦協助規劃的模擬結果。目前台灣產業界的自動化能力從1989年的60%估計提
昇至約90%，黃漢邦等人的推手角色功不可沒。

從機械手臂到全人形機器人
研發自主力節節提昇
在機器人研發方面，黃漢邦領導的團隊在1996年開發出台灣學術界的第一隻
具有五根手指、擁有十七個自由度的多手指機械手，成為本土製人工義肢的雛形，
2000年初步試用在截肢病患身上得到不錯效果。2008年進一步發展出國內學術界第
一支近乎工業規格的七軸機械手臂，「幾乎能讓產業界直接拿去進入工業生產」，已
經技轉給工研院，可望降低技術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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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台大校史館出現一位身高只有60公分、會做八種表情的一歲小女
孩，名叫「小美」的她是台灣第一部能夠自動建置2D及3D環境地圖的導覽機器人，
可以精密定位將地圖誤差控制在10公分以內，生父正是黃漢邦。相關技術移轉給精
密機械中心，衍生成果包括花博專屬導覽機器人「香草寶貝」，及台中美術館的導覽
機器人等。
2012年5月，他的研發團隊發表了台灣第一台能自由行走、前進、後退、轉彎及
爬斜坡，擁有48個自由度的全人型機器人「尼諾（Nino）」，從機構、電路到控制
演算法完全是團隊自行設計開發，黃漢邦強調：「目前全球能研發出這種等級機器人
的國家只有美國、日本、法國、德國、中國、韓國，台灣是第七個。」

瞄準缺口
推動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
機器人研發需要擁有包括電機、電子、資訊工程的整體概念和多元能力，想進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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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邦研究室的學生，往往還沒正式註冊碩士班就得開始接受訓練，「基本的軟硬體設
計操作都要會才行！」若是大四推甄取得資格的學生，更是從寒假就開始加強，「所
以我很多年都沒有寒暑假了。」黃漢邦表示，他看學生最注重兩個特質：「願意學
習」和「責任感」，只要有前者，再怎麼困難的課程都不怕學不會，若缺乏後者，半
調子的態度會危害影響團體。
近年來高學歷失業率節節上升，產業界卻常找不到需求的人才，尤其是高階研發
人才和熟悉現場實務的師傅級人才相當缺乏。黃漢邦指出，原因就在於目前大學教育
培養出過多「理論和實務均只有略懂」的中階人才。為打破人才M型缺口的瓶頸，黃
漢邦帶頭推動「無線射頻辨識系統」和「產業先進設備」兩大人才培育計畫，後者針
對智慧化工具機、數位化模具、半導體及光電、生物產業機電及醫療等設備產業，制
定往下延伸到高中職、往上伸展至碩博士研究生的學程。
「我們把高工職老師和業界師傅都拉進來，一起規劃更符合產業實務的『3+4教
材』，讓高工職的課程能與科技大學銜接得更好，強化學生專業技術的能力；大學至
研究所則發展『4+2』的本土教材做連貫訓練，培育真正能領導創新研發設計的高階
人才。」黃漢邦說，本計劃透過成立教學資源中心、特色實驗室、夥伴學校、產學聯
盟及人才認證等策略做整體推動，開花結果的成效可期。

感謝家人與貴人
將盡力做好培育傳承
得知自己成為「東元獎」得主，黃漢邦表示非常高興，並希望把「東元獎」獻給生
命中最感謝的人—「父母和太太」。具有護理專業的妻子對照顧人很有使命感，也
是窮苦人家出身的她跟黃漢邦價值觀很接近，「我在外面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跟她商
量，我常出國不在家她也無怨無悔地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謝太太。」此外，也要感
謝這輩子所有貴人相助，「總覺得自己滿幸運的，遇到重大困境都會出現貴人幫忙。」
談到對未來的期望，黃漢邦最想做的兩件事為「人才培育」和「寫書傳承」。他
強調「跟國際接軌與扎根落實教育是兩回事」，看原文書與用母語念書得到的吸收程
度是不同的。能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學習才能達到最佳成效，他希望能用餘生將多年
研發經驗寫出更多本土教科書，對於人才培育則是盡其在我，「能做多少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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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之立意，為喚起社會提升
科技創新之風氣，並促進人文生活之調
適，獎勵在國內對科技與人文發展有特殊
貢獻之傑出人才，以創造前瞻且具有人文
關懷之進步社會為宗旨。因「東元」以馬
達製造及研發為核心，乃賦詩一首表達對
「東元電機」及「東元獎」之期望：

東方群馬齊奔騰
元罡廣達百業興
科學靈動無匹敵
技術能力佔鰲頭
東元結合馬達動力，為伺服科技之代
表。馬達為所有機電系統之核心，具有火
車頭產業之功效。希望「東元獎」以人文
社會關懷為主軸，秉持天工開物所云：為
生民立命，為萬物開太平，帶動國內科技
之研發，並立足臺灣，放眼全世界。

公費留考，旋即於1981年赴美就讀於美
國安雅堡密西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電機系。於1986
年6月取得博士學位，主修機器人學、系統
控制與機電整合。在畢業之前，即有美國
公司欲聘黃教授至該公司任職。但因考慮
接受教育部公費補助，呂秀雄教授又適時
來電，希望黃教授能加入機械系從事機電
系統、機器人及自動化科技研究，乃毅然
決然束裝返國任教於台灣大學機械系。回
到台大以後，一方面協助機械系建立有關
控制及機電整合方面的教學研究，另一方
面致力於機器人、自動化研究及產學合作
推動。
在自動化研究方面，1989年在呂秀
雄教授的領導下，建置完成台灣教育界
的第一套教學用彈性製造系統（Flexible
Manufacturing Systems, FMS），並自
1989年起同時擔任工業局CIM全廠自動
化的評審委員，到全台灣各地實地訪視廠
商，協助台灣工業界提昇自動化 程度。並

成就歷程
黃漢邦教授自幼生於南投縣埔里鎮鄉
下，家裡務農，後因八七水災，田園毀於
一旦，乃舉家遷至台中。因家境窘迫，在
國中畢業後，雖以第六名成績考取台中一
中，基於早日就業考量，仍選擇台北工專
電子科五專部就讀。1977年畢業，服完兩
年預官役，進入長途電信局擔任高級技術
員。於1980年考取考試院高考及教育部

從1992年至1995年擔任經濟部工業局—
工業自動化顧問，協助推動台灣自動化產
業並協助工業局建立台灣自動化服務業的
認證機制。1998年起除擔任經濟部工業局
及技術處的自動化評審委員外，亦擔任電
子化的評審委員，協助工業界建立電子化
機制，並與工廠自動化整合在一起。1989
年至2000年間先後走訪台灣相關工廠300
家以上，協助廠商提昇自動化及電子化能
力。1993年起，擔任台大慶齡工業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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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與IBM合設的CIM（電腦整合）教育中心
主任，將IBM的DAE及MAPICS與自行開發
的彈性製造系統整合在一起，並開發完成
FMS系統控制軟體。2000年起同時擔任全
國科專計畫自動化領域的召集人及E化（電
子化）的召集人，並於2004年至2006年
擔任國科會自動化學門召集人，全力協助
台灣產業界推動自動化及電子化。目前台
灣產業界的自動化能力從1989年的60%提
昇至目前約90%，而產業電子化在太平洋
沿岸國家中的排名亦名列第4名。
在機器人研究方面，與台大機械系蔣
君宏教授合作，於1988年開發出台灣學術

界的第一個自行研發的四個自由度的機器
手臂。另外，有感於很多勞工在職場，因
操作機器不當而喪失手掌，而開發人工義
手。在1996年開發出台灣學術界的第一個
具有五根手指十七個自由度之多手指機械
手。此外，也帶領足球機器人團隊參與國
際競賽，曾獲得國際足球機器人聯盟(FIRA)
競賽2001年第二名，2002年第一名及
2003年第三名，為臺灣第一個在世界性足
球機器人比賽獲獎的團隊。2008年發展出
國內學術界第一支近乎工業規格的七軸機
械手臂，並於2009年8月獲得上銀科技智慧
機械手競賽第一名。2009年在台灣大學校
史館發表小美機器人，為國內第一部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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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一、五指機械手
在1996年開發出台灣學術界的第一個
具有五指十七個自由度之多手指機械手。
所有機構、驅動器、感測器及控制器均可
整合至機械手本體，其自由度數目及大小
均接近人手；與傳統之腱帶傳動方式相比
較，更適於作為人工義手之用途。除了研
究多手指機械手之機構、運動學、動力學
及抓握姿態之分析，並研發為多手指機械
手所設計之模糊控制器，其結合數位訊號
處理器與類比控制器模組，除了可同時控
制五指十七個自由度外，並符合空間限制
及遠端操作的需求。

自動建置2D 及3D環境地圖的導覽機器人。
2012年在台灣大學發表全世界第一部可收
納式機械手臂。同年發表全台灣第一台能自
由行走、前進、後退、轉彎及爬斜坡之全人
型機器人。目前全世界能發展出能具上述功
能之全人型機器人的國家，不超過6個。
目前除繼續人工義手之研究外，將
持續探討Mobile robot（移動機器人）
及 Humanoid robot （人形機器人），希
望有朝一日能發展出具有相當智慧之機器
人。另外，也發展RFID（無線識別系統）
感測器和軟體系統，將RFID、機器人及人
類日常生活進行較佳之整合。

為了達成高度整合的目的，引進SOPC
技術將肌電辨識系統嵌進PDA中，再使用
PDA操控人工義肢。在人工義肢的控制器
方面，利用硬體描述語言Verilog撰寫一個
多指節控制器，並且使用Nios為整個人工
義肢系統的主控核心。在肌電辨識系統方
面，提出一個新的時間—尺度領域特徵，
攫取此特徵並且透過支持向量機進行分
類，辨識率可達93％。在PDA人機介面方
面，開發了一套使用者圖形介面，透過這
個圖形介面，使用者可以完整運用機械手
的所有功能，包括肌電辨識系統的訓練與
測試，抓杯子、雞蛋等抓握動作，以及感
測器的監控等功能。此人工義手已成功試
用在截肢病患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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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導覽機器人
於2009年在台灣大學校史館發表小美
機器人，該機器人具有語音、定位與自動導
航、自動避障、人臉辨識、自動導覽、定點
解說、自動建置2D 及3D環境地圖，為國內
第一部能夠自動建置2D 及3D環境地圖的導
覽機器人。可對著遊客說出應該要介紹的內
容，再搭配人機互動以及觸控螢幕，機器人
就可以勝任導覽的工作。
全自動智慧型導覽機器人—小美，最
大商機，在於她會建構2D與3D環境地圖，
「地圖精密定位程度可縮小到只有10公分的
誤差」。相關技術移轉給PMC，並應用於花
博機器人「香草寶貝」及台中美術館導覽。

三、七軸機械手臂
於2008年發展出國內學術界第一支近
乎工業規格的七軸機械手臂，並於2009年
8月獲得上銀科技智慧機械手競賽第一名。
在機構設計、逆向運動學、及控制方面均
特別考量。
四、可收納式機械手臂
於2012年在台灣大學發表全世界第一
台能折疊且可收納式機械手臂。該機械手
臂 完 全 模 組 化 構 造 ， 由 二 軸 式 機 構 組 成，
具有8個自由度。在機構設計、逆運動學、
及控制上均相當創新。尤其，此機械手臂
易於組裝，也方便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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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Nino （尼諾）全人形機器人
於2012年在台灣大學發表全台灣第
一台能自由行走、前進、後退、轉彎及爬
斜坡之全人型機器人。該機器人高145公
分，重68公斤，擁有48個自由度，全身
總共有48個馬達與96個感應器。目前全
世界能發展出能具上述功能之全人型機器
人的國家，不超過6個。在機器人身上裝
有Power Management System (PMS)和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兩套
系統。PMS可以量測機器人每一顆馬達的
電壓電流，以此判斷機器人是否有異常狀
況，或是外在環境是否有改變。透過BMS可
以量測電池的狀態，這套系統可以量測電
池的電壓、電流和溫度，判斷電池是否過
熱，並且估計電池的殘電量。排程系統可
以根據電池的殘電量對機器人進行排程，
當電池電量不足時，會關閉優先序較低的
部分，將電力給優先序較高的部分使用。
黃漢邦教授已發表超過310篇期刊論
文及會議論文，發表 專書7本（含1本在美
國出版的英文專書），已獲得和申請中的
專利有30件，技術移轉金額約五百萬元。

所獲得之部分國內外重要榮譽如下：
●

中華自動化科技學會會士(CIAE Fellow)

●

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 (CSME Fellow)

●

Tau Beta Pi榮譽學會會員

●

美國福特公司大學研究獎 (1996-1998)

●

國科會三次傑出研究獎(1996-2002)

●

國科會二次特約研究獎(2002-2008)

●

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獎 (2009)

●

國立台灣大學工學院宗倬章講座教授(2009,2010)，
連續獲得兩次，乃獲得終身宗倬章講座教授頭銜。

●

國立台灣大學終生特聘教授(2006.08起)

●

EPCglobal RFID教育貢獻獎 (2010)

●

Board Member of MIT Supply Chain Forum

研究或創作展望
黃漢邦教授致力於智慧型機器人及製造
自動化的研究不遺餘力，未來智慧型機器人
及自動化系統將更具智慧，與人的互動和合
作將更加密切。機器人走入人的社會將是一
種趨勢，也將更著重人機互動及人機共存共
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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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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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award is dedicated to my parents and my family,
especially my wife, Ms. Lichu Sheu, who constantly
backs up me and makes me complete. To receive
the award is an honor as well as an obligation. I feel
grateful to all people I experienced. They help me in
one way or another. In particular, I am grateful to Prof.
Shiou-Shong Lu, Prof. Wen-Hong Cheng, and Prof.
Wen-Jay Liang, who are profess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pecial thanks go to my students, colleagues, and
friends, who have worked with me.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e TECO Award is aimed to promot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mprove human social adaptation. It
is awarded to those talents who have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s. Since TECO Company is good at motor
and motion control technology and products, the
perspective below is laid on the TECO Award.

Technology in motors is aimed high
Energy sustainability saves the planet
Cooperation lies in the heart of life
Outgrowth becomes green and lasting
Motors and motion control technology are the origin
of many industries. TECO AWARD and TECO Company
will lay down the foundation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Prof. Han Pang Huang was born in the rural area
of Puli, Nantou County. He moved to Taichung in the
fourth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graduation from
Victor Junior High School, he chose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Taip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lthough he
ranked 6th i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Taichung First
Senior High School. He graduated in 1977 and served
in the military for two years. He became the Senior
Technician at Taipei Long Distance Telecommunication
Office. Fortunately, he passed the Higher Civil
Examination of Examination Yuan, and the Examination
for Studying Abroad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1980.
He studied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in 1981, and completed his Ph.D. in
June, 1986. Since August 1986, he has been with the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 is responsible for teaching in the fields
of control and mechatronics. On the other hand, he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of robotics and automation
technologies. The academia-industry cooperation is
another focus.
In the research of automation technology, the first
FMS system in the domestic academia was implemented
in 1989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rof. Shiou-Shong
Lu. He served as the CIM project reviewer of Industry
Development Bureau (IDB) since 1989, and served as the
Automation Advisor of IDB from 1992 to 1995. He was
also responsible to set up the accreditation system for
automation service companies. From 1998, he served as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IDB automation project and the
committee member of DOT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e-automation project. He had visited and assisted more
than 300 companies national wide to promote and
enhance their degrees of automation. He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joint CIM Education Program between
NTU Tsing Ling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and IBM since 1993. The IBM DAE and MAPICS
were successfully integrated with the developed FMS
system, and resulted in the FMS system control software.
From 2002 to 2008, he had served as the Board Member
of MIT Supply Chain Forum, the Program Director of
Automation Program, the Program Chair of Automation
Industry Program, the Program Chair of e-Automation
Program i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He devoted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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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s to assist industry to upgrade its automation and
e-automation capabilities from 60% in 1989 to 90% at
present. The e-automation of industry also ranks fourth
among pacific region countries.
In the research of robotics, Prof. Huang cooperated
with Prof. Jiun-Hong Chiang to develop the first 4-DOF
robot arm in the domestic academia in 1988. Due
to many workers lost their hands during machine
operation, he started to do the research of prosthetic
hands. The first five-finger NTU Hand with 17 DOFs
was developed in 1996, and was used on the amputee.
He also constructed soccer robots and led the team to
participate the FIRA world soccer robot competition.
His team held the Third Place, Second Place, and First
Place from 2001 to 2003. It is the first team from the
country to win the world soccer robot competition. He
also developed the first 7-DOF robot arm in the country
in 2008, the first tour guide robot with the capability of
2D/3D environment map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untry
in 2009, the first foldable robot in the world in 2012,
and the first full-size humanoid robot with the capability
of walking forward and backward, turning left and right,
and climbing a slope in the country in 2012.
He will continue his research in intelligent robotics as
well as intelligent automation.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1. Five-finger Multi-fingered Hand — NTU Hand
The first five-finger multi-fingered hand with 17
degree-of-freedom in the country w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in 1996. The mechanism, drivers, sensors, and
controller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hand body to achieve
all-in-one design, and the number of degrees of freedom
and the size resemble the human hand.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tendon-driven hand,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prosthetic applications. The innovative finger mechanism
and grasping posture have been designed and analyzed.
The fuzzy controller is integrated with DSP modules
and analog control modules so that five fingers with 17
degrees of freedom can be simultaneously controlled
and remote control can be fulfilled.
For highly integration, the SOPC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and the EMG recognition was embedded

into the PDA to control the developed prosthetic hand.
In the hardware controller, the Nios plays as the kernel,
and each finger-joint controller is Verilog based. The
SVM based EMG recognition system can achieve more
than 93% recognition rate. In particular, the developed
PDA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makes all functions of
the prosthetic hand easy to use. Based on this graphic
interface, the training and testing of the EMG recognition
system, cup grasping, egg grasping, and sensing and
monitoring can be easily performed. The prosthetic hand
was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on an amputee.
2. Tour Guide Robots — Mei
The tour guide robot, Mei, was debuted in the
History Gallery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2009.
The mobile robot is capable of voice interaction,
autonomous navigation and localization, automatic
obstacle avoidance, human face recognition, automatic
tour guide, and automatic 2D and 3D environment map
reconstruction. It is the first tour guide robot with such
capabilities in the country. The tour guide robot can
interact with the visitor, automatically guide the visitor
through the Gallery, and explain in speech the content
of each stop to the vis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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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ull Size Humanoid Robot — Nino
The first full-size humanoid robot, which is capable of
walking forward and backward, turning left and right,
and climbing a slope, in the country was debuted in
2012. The humanoid robot, Nino, is 145cm in height,
68kg in weight, and has 48 degrees of freedom, 48
motors, and 96 sensors. Not more than six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able to develop such kind of humanoid
robots. Nino is equipped with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PMS) and 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
PMS and BMS can monitor the current and voltage of
each motor, and temperature of battery. The abnormal
system status can be furthered detected. The embedded
scheduling algorithm can be applied to re-allocate the
power distribution.
In summary, Prof. Huang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10 journal papers and conference papers, hold and
submited 30 patents, published 7 books (one in English),
and hold five million NT dollars technology transfer.
Some important honors are given below.
The developed tour guide robot is based on the
developed algorithms of SLAM, SLAMMOT, SLAMMOTCP. The environment map is first constructed, the robot
is localized, and then the tour guidance is conducted.
The navigation and guidance technology of the tour
guide robot was transferred to PMC and was used in
the Vanilla Baby Robot in the Taipei International Flora
Exposition 2011 as well as in the National Taichung Art
Museum.
3. 7-DOF Robot Arms
The first 7-DOF robot arm in the country was
developed in 2008. Its specification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e industrial robot arm. The mechanism design, inverse
kinematics and control are innovative. The robot arm
wo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2009 Hiwin National Robot
Competition.
4. Foldable and Packable Robot Arms
The first foldable and packable robot arm in the world
was developed in 2012. The robot is designed based
on two-axis mechanism. It has eight degrees of freedom
and each link and joint is modularized. In particular, the
robot can be easily folded and packed for transportation.

CIAE Fellow
CSME Fellow
Tau Beta Pi Honor Society, Member
Ford URP Award
Three-time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wo-time Research Fellow Awards,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war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Distinguished Education Award on RFID from EPCglobal
Zhong Zhou Zhang Chair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f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oard Member of MIT Supply Chain Forum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Prof. Han-Pang Huang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robotic systems and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systems. The intelligent
robot and automation system will become much more
intelligent in the near future. In addition, they will closely
interact and cooperate with human being.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robot will become part of our daily life. The
research will be focused on the human-robot interaction
and make the joint system collaborative and benefi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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