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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驚奇之旅(上)
◎飛彈所／吳文靜
從伊斯坦堡轉機回台北的航班已經開
始登機了，余爸為了替兒子找尋遺失在
前一班機上的手機至今還未回來，我們
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難道這趟旅行都
已經離開西班牙了，驚魂還未結束？幾
天前他們一家四口被反鎖於民宿公寓
外，只好到同行有人的房間 借住一宿
的事還讓人記憶猶新，如今又…，阿彌
陀佛，最後一刻總算回來了。原來他在
土航人員東領西帶下，竟然出了轉機區
而入境土國，手機沒找到就算了，人差
點就要流落他鄉！
我們四個家庭十六人，於七月初啟程
飛向馬德里，展開長達二十二天的西班
牙之旅，和過去多次赴歐旅遊不同的是
這次多了忐忑不安的心情。幾個月來，
西班牙治安不佳的傳聞不斷，旅客被偷
被搶好像司空見慣，而且有些人的親友
甚至有過切膚之痛。行前幾天，新聞報
導西班牙熱浪來襲，幾乎到處都超過
四十度高溫，而且氣象預報顯示兩週內
沒有消退的跡象。果然，我們一步出馬
德里的地鐵站，一股股熱風迎面而來，
讓人有窒息的感覺，我們趕緊把行李拉
到陰影下，才得以停下來研究地圖方
位，順便端詳這座城市。
作為一個曾經稱霸全球的大國首都，
馬德里的建築和無所不在的雕塑最讓人
稱羨。美，觸目所及皆是，街上每一棟
建築、每一扇門窗都有其匠心，更遑論
美術館和博物館的展覽。比起巴黎，馬
德里的建築顯得變化而生動:時間上她
兼具古典和現代藝術的融合，空間上並
存著歐洲的傳統和非洲的光榮。最值得
推薦的景點，包括普拉多美術館豐富的
展覽和雷堤若公園廣闊而悠閒的空間。
來到馬德里最熱鬧的太陽門廣場，這
裡有零公里的地標，象徵著伊比利半島
的中心和西班牙龐大交通網絡的核心，
正當我們準備從這裡踏上征途時，遇上
了此行最大的麻煩。雖然我們早已預定
兩輛九座車及備好四張國際駕照，但租
車公司堅持要有本國駕照才能取車。即
使第一次和我們赴歐的余爸帶了一張，
我們還是只能取一輛車。任憑我們用盡
三寸不爛之舌解釋台灣駕照全為中文，
歐洲其他國家也無此要求，最後依舊徒
勞無功。一番討論後，我們打電話回台
向未同行的鄰居求助，設法取到兩張駕

馬德里的城門

托雷多。近午時刻，從台灣飛了半個地
球的那兩張駕照順利抵達，我們終於開
著遲了三天的第二輛車真正告別馬德
里。回到托雷多，我們不慎錯過了進城
的幹道，而開進了一條無法前行的小
巷。我決定單獨步行到約定點找人，誰
知道古城到處盡是羊腸小徑，毫無經緯
可言，甚至就是一座大迷宮。在這炎夏
的午後，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讓
「特攻隊」全員上車。
雖然比先遣大軍晚了四個鐘頭南下，
但我們總算步上「正軌」了。一個多鐘
頭後，我們離開高速公路，沿著山坡蜿
蜒而上，但見山脊上矗立著一座又一座
白身黑頂的巨大風車，一旁還有半傾頹
的城堡。站在這一望無際的黃褐色山坡
上，看這十來座孤伶伶的風車，在藍天
的襯托下益顯得孤寂蒼茫，而靜止的葉
片讓人覺得時間也靜止了，靜止在十六
世紀唐吉軻德的年代。
我以一百二十公里的時速奔馳在通往
西班牙南方安達魯西亞的大道上，道路
兩旁盡是無邊無際的赤褐色原野，偶爾
出現的作物是井然有序或排列參差的墨
綠色橄欖樹，還有讓人驚鴻一瞥的風
車、古城堡，及黑色的蠻牛剪影。我彷
彿開進了作家塞萬提斯史詩般的探險世
界，那燦爛的日照，廣闊的地平線，悠
悠而滄桑，是屬於西班牙獨有的意象。
在另一古城哥多華，我們追上了剛參觀
完大清真寺的夥伴們，雖然我們來不及
入內，但是從外觀就可感受她的氣勢，
我們也走過了寺前的古羅馬橋，看到波
濤中成千上萬隨風揚起的沙鷗。今晚，
所有人車終於大團圓了，幾天的奔波折
騰總算告一個段落。
一夜好眠到日上三竿，大家各自在廚
房準備了豐盛的早餐，一直到中午才出
發開向西班牙第四大城塞維亞。我們車
子一進城，可能因巷弄狹窄樓層又高
GPS定位變得時有時無，導航系統也頻
出狀況，經常要我們逆走單行道，繞了
半天始終與目標有一定的距離，而且我
們的大車在巷弄中穿梭也是經常險象環
生，令人狼狽且挫折！我們後來決定先
找個離目標較近的停車場停車，然後拉
行李步行找住宿點。類似的狀況在許多
城鎮都發生，最神奇的是在格拉那達，
當我們發現寸步難行而停在路邊研究路
線時，立即出現一位騎機車的人士，問

塞哥維亞城堡
照，然後請他透過DHL快遞，不惜成本
火速送來給我們。雖然我們今天就要離
開馬德里，但幸運的是，未來三天我們
仍在她半徑一百公里內活動，只要這期
間駕照能順利寄達，我們就不必為更改
行程及住宿點煩惱。
下午六七點，一切安排就緒，我們將
所有大行李塞進先領到的這輛車，然後
兵分兩路，先派出兩員司機載著所有婦
幼先行，其餘包括我在內的七人「特攻
隊」，準備搭乘沒有先做功課的大眾運
輸工具，分別前往位於馬德里西北方
九十公里外的塞哥維亞。「特攻隊」一
啟動就碰到麻煩，不知為什麼租車公司
告訴我們前往塞哥維亞的乘車點竟然是
錯的，而且天差地遠，加上我們後來搭
乘的零路環線地鐵竟然在某站折回，導
致「特攻隊」在馬德里地鐵站奮戰了兩
個鐘頭還不見天日！真是難熬的一天，
真想趕快「逃離」馬德里！
塞哥維亞是個令人愉悅的小鎮，在這
裡讓我們暫時忘卻了昨日的陰霾。首先
映入眼簾的是那道長七百多公尺、高約
三十公尺的羅馬水道橋，我們可以從城
裡、城外、橋下、和位於一端的城牆上
觀賞她不同角度的線條和光影，比起法
國普羅旺斯的水道橋可親多了。塞哥維
亞的城堡有童話般的城垛造型，據說迪
士尼的卡通城堡便是模仿她設計的。城
中的軍事博物館很具規模，貼切的中文
語音導覽更覺值回票價。日落時分，我
們特別走到城外的山坡，欣賞夕陽餘暉
映射出來的大城堡和大教堂，金碧輝煌
的色彩如夢似幻，每個人臉上也都隨之
燦爛起來。
隔天上午，「特攻隊」再度踏上征
途，我們先搭公車回馬德里，又坐地鐵
繞了近半圈，再轉乘火車前往馬德里南
方約五十公里的托雷多。一抵托雷多車
站，溫度計顯示著四十三度，等我們從
城外步行過橋，再上坡走進這曾經是西
班牙首都的古城，覺得整個人都快被融
化了。好不容易和大家會合，找到今晚
落腳處，趕緊沖個冷水澡，先睡一覺再
說。
迎向朝陽，也迎向關鍵的一天。我們
兵分三路，先遣大軍展開今日南下五百
公里的長征，我和莊爸早早搭車第四度
重回馬德里，其餘五名「特攻隊」留守 哥多華大清真寺內部

桌球社的規定採五場雙打，每場三戰兩勝，先勝兩盤
者贏。其中兩場為混雙，讓女同仁有參與的機會，也
使得高手無法以一己之力主宰天下，必須發揮團結的
精神才能得勝。
◎系維中心／何傑
所以發生了一些有趣的現象，譬如遇弱則強，遇強
桌球是一種訓練反應的球類運動，又稱桌上網球， 則弱，贏了是對方太弱，輸了就是對方不肯讓分，把
所以規則類似網球，其不同處在發球先得觸到自己桌 責任都推給了對方。桌球的技術十分細膩，有切球下
面再越過網子落在對方桌面上，對方才可接觸彈起的 旋，有抽球上衝，也有側旋轉彎球，水平差一點就是
球。以前是每人發五球，先贏21球者勝利，現在是每 無法贏球。此次電子所的鄭炎仁與王秀滿搭配，在冠
人發2球11球決勝負，10比10平手後，要領先2球才算 亞軍戰中力拼資通所高手黃明進與李秀玉，由於資通
勝利，桌球直徑已改大成40mm。
已輸兩場，壓力太大高手反而失常，鄭兄自嘲男生弱
每年院慶，各所無不想盡方法爭取榮譽，今年報名 的當女生用，結果反而以平常心得勝。
桌球比賽高達九隊，計有：電子、資通、飛彈、院
此場比賽由本組同事周執中擔任裁判，有最後一球
部、材電、航空、化學、系發與軍通等單位。賽程經 發球觸網，裁判沒注意到，雙方啦啦隊各持已見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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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我們的目的地後，騎著機車帶著我們
在看似無解的路網中，彎來繞去，左衝
右突，最後就像在迷宮中走出一條不違
反交通號誌的唯一解答般。就在我們七
嘴八舌討論要如何報答這位善心人士
時，他向我們伸手要二十歐元，原來是
「職業引路人」。
安達魯西亞許多城鎮的房屋都是白牆
紅瓦，有的沿著山坡上下綿延，有的座
落在湖邊的峭壁旁，有的擠在一巨大岩
盤上，有的伸展於城堡廢墟下方，各有
各的數大美。阿爾科斯是我們造訪的第
一個白色城鎮，除了在此賞美景、享美
食外，今晚我們將住在城外一座遺世獨
立的古典莊園，有裝飾典雅的房間，有
爬滿葡萄藤的庭院，有湛藍的戶外泳
池，有精心修剪的如茵草原─這些都是
網路訂房時所看到的照片。下午兩三點
午餐後我們就迫不及待的向莊園出發，
心想馬上就能泡坐在泳池畔喝啤酒，在
草原上看夕陽、賞星光…
怪事發生了，我們照著導航的指示開
進一條產業道路，走沒多長，塵土飛
揚，接著石頭愈來愈多，愈來愈大，車
子顛簸的厲害，底盤不時發出碰撞聲，
大家乾脆下車跟著走，但是再走一程實
在開不下去了。我們退回一段路，兩輛
車分開嘗試其他路線，結果仍然一樣，
莊園明明已近在咫尺，卻又遠在天邊！
我們打電話到莊園詢問，答案是路況沒
我們說的那樣差，要我們再查查，但如
何查？突然間，失望、無助，加上一絲
憤怒，我們在這條路上不覺已經鏖戰了
兩小時，還落個進退維谷的窘境！我們
決定重組兩員「特攻隊」，徒步到莊園
求援。一個多鐘頭的等待後，終於一輛
吉普車載著他們兩人從後方出現！原來
正確的道路先前曾發生小段坍塌而被導
航系統抹去，才害我們在已荒廢多年的
舊路上折騰了這麼久。
莊園的美，勝過預期，櫃台說這裡前
一晚被包場辦豪華婚禮，我們雖無法躬
逢其盛，卻可想像那是多麼浪漫！時間
不早了，我們趕快跳入那位於白牆碧林
間的清澈泳池，讓池水洗卻今日的勞
頓。晚上九點半，天快黑了，我們還在
廚房張羅晚餐。廖爸想到晚上十點城裡
有場古典吉他演奏，在無人同行下他毅
然獨自開車前往。快一個多鐘頭後，正
當我們埋首晚餐時，他突然回來了，告
訴大家現在整個阿爾科斯城正饗宴著一
場有如耶誕夜般的嘉年華，他不忍獨
享！原本打算開始享受莊園之夜的大夥
盛情難卻，一番動員後十個人擠一輛車
浩浩蕩蕩下山進城。車子駛進那條熟悉
的大道，我們幾乎不相信眼前所見，這
裡幾乎變成空城，除了幾間尚未打烊的
餐館外，人潮、嘉年華都到哪裡去了？
只有空蕩蕩的馬路和慘白的屋牆在昏黃
的燈光下好不孤寂！我們只好坐下來喝
杯啤酒吃點宵夜，然後信步往上坡處逛
到白天駐足過的聖母升天教堂，不覺已
經深夜一點，新的一天早已到來！
（下期待續）

不休，說出重話。由於真相只有一個，趕緊請出社長
尹華國仲裁，當場宣布：裁判最大，決定重發，結果
並未改變，終於消彌了大家紛爭，畢竟開心打球最重
要。
其實各隊在出場排序時也傷透腦筋，大家都由強排
到弱，當然結果如大家推測單位大者永遠是冠軍，反
之若先讓兩場，說不定弱隊在後面的三場比賽還有機
會，能夠勝過強隊較弱的後三隊也說不定。以往多是
飛彈所領頭，今年只能說桌球是圓的，所以沒有不可
能的事情，選手抗壓的能力，場地的適應，啦啦隊的
支援，裁判都是重要的因素。
桌球是較安全的運動，沒有身體的對撞，不受天候
的干擾，又能訓練敏捷的反應，是防止老人癡呆的良
藥，有志者，盍興乎來！

中華民國一○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藝文資訊
10/07~12/16
13:30~16:30 2015
名家藝術講壇 - 文化
地景 ‧ 地景藝術（文
化局桃園館 5 樓團體
視聽室）
12/18 19:00【 狂 樂
動漫魂】中壢市民管
樂 團 2015 動 漫 音 樂
會（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12/18 19:30 桃園弦
風吉他室內樂團《吉
他旋風》（文化局演
藝廳）
12/19 19:30 2015
巴赫納利亞台灣冬季
音樂會（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12/19 19：30 御 樂
古 箏 樂 團《 三 地 兩
岸―箏∙琴相見在桃
園 》（ 文 化 局 演 藝
廳）
12/20 8:30~11:30
書學研究會講座
(4)-- 標準草書的線
質與造形藝術（文化
局 5 樓團體視聽室）
12/20 14:30 兩岸琴
箏系列 ( 六 ) 琴弦上
的愛 II- 風雅頌古箏
樂團（中壢藝術館音
樂廳）
12/20 19:00 桃園市
揚馨合唱協會音樂會
《柔軟心 鄉土情》
（文化局演藝廳）
12/22 19:30 2015
遇見揚琴 - 台灣、香
港、澳門揚琴樂團交
流音樂會（桃園展演
中心）
12/23 19:00 聯合報
系「願景工程—為青
年尋路論壇」桃園場
（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12/26 14:30 桃園市
民聯合管樂團《甜蜜
美 聲、 流 水 年 華 懷念天后音樂會》
（文化局演藝廳）
12/27 09:00、
13:00、16:00 2015
YAMAHA 聯 合 音 樂 發
表 會（ 文 化 局 演 藝
廳）
12/27 14:30 不負責
童「 畫 」 故 事 音 樂
會 : 台北青年管樂團
（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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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航空所／陳美菁
近年來我國發明能量及創新能量與日
俱增，各發明人組團參加國際各類型競
賽均大放異彩。而深具亮點的「2015
年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已於
104 年 10 月 1 日至 3 日於臺北世界貿
易中心展覽館一館展出，藉由本次展
覽，國防館將國防科技研發成果及所衍
生之專利產品，檢討具市場潛力、競爭
價值之專利與技術參展，使國人及民間
業界了解國防部致力於國防科技研發之
亮麗成果。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空研究所本次
參展的展品皆是執行經濟部技術處「機
械與運輸領域 - 軍品科技創新應用與釋
商計畫」及「高值化碳素材料開發與應
用技術計畫」切合國內產業需求進行專
利布局，期能幫助產業創造營運競爭與
獲利，陳展項目計有「轉子引擎外部散

熱鰭片」、「複合材料車用輪框製造方
法」、「一種具有吸濕微孔材料護套之
傘架」及「具難燃性與紅外線反射性的
聚氨基甲酸酯撓性積層材料」等四項，
對其業界展新性與市場討論度都引發民
眾與同業的高度重視與關注。
「轉子引擎外部散熱鰭片」其有效的
引擎散熱
效果與特
殊鰭片設
計已運用
於「經濟
部科專計
畫軍品釋
商科專計
畫－機運
領域」該
計 畫 中。
並參與本

次展覽競賽深獲委員青睞榮獲機械類發
明競賽「銀牌奬」。「複合材料車用輪
框製造方法」更與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將該項技術己運用於經部技術
處「環保型 PU 樹脂碳纖維複合材料汽
車輪圈開發計畫」Ａ＋企業創新研發淬
練計畫內。
另外「一種具有吸濕微孔材料護套之
傘架」及「具難燃性與紅外線反射性的
聚氨基甲酸酯撓性積層材料」兩項展出
也為「經濟部高值化碳素材料開發與應
用技術計畫」
本次航空研究所的展品不僅提供具有
競爭力與新創性的多項發明展品，更於
經濟部補助之計畫中不停地精進與進
步，期望未來更能整合產官學研等各縱
橫能量基礎，並踏在過去的科技及技術
巨擎上，眺望更高的視野與持續讓國內
相關產業供應鏈加值轉型。

影像處理與機器視覺的未來發展及應用
◎航研所／丁秉煌、李啟泰、李岱東、陳澤昕、溫航
瑞
猶記得 2002 年上演的科技類經典電影 Minority
Report( 關鍵報告 )，帥氣的阿湯哥 (Tom Curise) 以
拇指食指帶著發光手套，在空氣中操作著虛擬電腦影
幕的經典畫面，讓全球影迷印象深刻。隨著視覺影
像偵測 (Video Image Detection, VID) 技術逐漸成
熟，當時認為匪夷所思的科技也不再是科幻的夢想。
尤其是電腦運算效能的精進與影像處理技術的開發，
大幅減少影像處理運算時間，使得 VID 技術的實用性
及發展價值倍受重視，如：遠端遙控、機器人視覺系
統、醫學影像處理、軍事偵察、地圖製作、互動式遊
戲機…等都是各國正致力開發的課題。以互動式遊戲
機－ Xbox 360 kinect 為例便是 VID 技術結合人機互
動的最佳設計產物，可提供使用者一種全新的感受，
不再需要握著遙控器、遙桿之類的感知件，每個人的
身體就是遊戲搖桿，遊戲的同時也達到運動效果。
近年來在工業自動化 與資料數位化的需求趨勢
帶 動 下， 以 VID 技 術 為 基 礎 的 機 器 視 覺 (Machine
Vision) 系統開發正成為一項重要議題。機器視覺又
稱作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ion)，主要是 VID 技術
與計算機科學的結合，其基本原理是運用成像系統去
自動抓取並分析可見資訊，如同人類的雙眼，然後運
用微電腦 ( 等同人類的大腦 ) 的強大運算能力，對取
得的影像資訊進行適當的分析、識別、追蹤和量測，
以提供客觀且一致性的檢測結果輸出。現今各國已可
見許多機器視覺系統的應用產品，例如：影像位移偵
測技術是目前最常見被運用於影像監控系統，可將
監視器內的即時畫面有異常活動，發出即時警告並
以文字紀錄當下時間與狀況。如此，比起早期僅作
監看功能的錄影系統不僅有著即時性效益，更可避
免巨量資料 (Big Data) 的搜尋問題。人臉辨識系統
的開發也是最近的熱門項目，可應用於人機互動介
面設計 ( 如醫療照護 )、家庭視訊保全 (Home video
surveillance) 或是生物偵測系統及影像資料庫管理
技術的結合。但由於人臉外部特徵的多元性且易受照
明、偽裝等環境因素干擾，使得人臉辨識技術尚未完
全成熟，也是目前各大科研中心致力研發的方向。此
外，道路監控系統與停車場監控系統也已廣泛應用於
各國交通管制。其中，道路監控系統可將監視器所監

看的車輛行駛影像，自動計算其交通量、車速或違規
事件等狀況並轉為文字訊息，以方便執法單位、導航
業者或用路人取得即時路況資訊。停車場監控系統則
能針對贓車、未付費車輛等特殊車輛，進行精確的車
牌辨識、事件處發、警察通報、錄影存證等因應措施，
圖一所示為世界各國應用 VID 技術在先進安全車輛的
產品系統整理。
至今日，隨著 VID 技術與計算機邏輯演算法的精
進，機器視覺的技術流程又可細分為從信息處理的層
次研究視覺信息的認知過程，研究視覺信息處理的計
算理論和表達與計算方法，包括圖像特徵提取、攝影
機定位、立體視覺、序列圖像分析，由圖像灰度恢復
三維物體形狀的方法，物體建模與識別方法以及距離
圖像分析方法等方面。圖二所列為機器視覺系統之主
體架構，所包含步驟並非皆為必要，可依據各自需求
作一選擇性增減。
一般來說，機器視覺系統常使用的影像處理技巧
多為：(1) 算術及邏輯運算：可直接將單張影像或多
張影像相互進行加減乘除及 AND、OR 等快速運算；
(2) 捲積 (Convolution) 運算：可作多樣化的捲積運
算及影像轉換後，促使影像柔化、銳利化、去除雜
訊、濾波、或邊緣強化，以利後續的特徵擷取；(3)
特徵擷取：可將某些特徵，如高於或低於預設閥值的
灰階值之位置座標作直接記錄或特徵點的統計，或
將二元化影像裡所有區域的中心位置、面積快速求
出；(4) 資料壓縮：僅記錄變化位置及變化量，可省
下大量記憶空間，且降低資料複雜度以便於處理與分
析；(5) 邊緣偵測：可將影像強化後的物件邊緣部分
抓取出來並記錄以利後續分析；(6) 霍式轉換 (Hough
Transform)：常用於檢測圖像中是否存在某一特定形
狀物的存在，透過將影像座標空間轉換來實現直線和
曲線的近似，進而找出其所在位置；(7) 物件辨識：
標記物件所擁有之不同特徵，再與基準資料庫進行相
同特徵之物件比對與歸類。
隨著機器視覺系統結合人工智能的應用研究逐漸變
成一種全球產業趨勢，改制後的本院如何精進「三彈
一機」的研發能量及服務範疇，從早期的軍方軍備逐
漸推廣至公部門及民間事業單位，實是一項值得深思
的議題。就本文整理結果，軌道運輸安全監控、農業
生產監控、生物醫學影像檢測、自動化生產與環境監
控等相關產業，在台灣仍有極大的開發空間。就以軌
道運輸安全監控為例，民國 103 年 5 月北捷江子翠站
發生震驚國人的隨機傷人事件，這才得知國內三鐵公
司 ( 台鐵、高鐵、捷運 ) 在軌道全線、場站、管制區
等公共場域抬頭可見之監視系統僅作單純的「事後調
閱」功能，並無法提供危安管制人員對於安全監控及
現場即時的掌握能力，導致整個事件的傷亡程度加
重。倘若該套監視系統不僅具備「異常監控」、「即
時告警」與「危安通報」等安全監控功能，甚至可進
圖一、各類駕駛安全輔助系統應用(中央大學影像處 行人流分析，主動追蹤每一個異常之物體或目標，並
紀錄其移動軌跡、速度、方位、停留時間…等功能 ( 如
理暨虛擬實境實驗室提供)

圖三所示 )；或是搜索指定特徵的人物或人臉 ( 如圖
四所示 )，並持續追蹤監視，可預期將可縮短危安事
件初期應變時間，協助危安管制人員更快速做出必要
應變處置。隨著中科院轉型為行政法人機構，近年來
本所長官亦致力推動「智慧型影像監控系統」的研發
能量，期能透過系統展示與行銷，可吸引高鐵、台鐵、
捷運、軍方營區、重要公共場所或機敏設施等室內外
場域之安全監視需求，不僅可創造本院可觀營收，更
可在國土安全與社會安全責任做出貢獻。

圖二、機器視覺系統之處理流程

圖三、多目標人流追蹤系統(本所研發)

圖四、候車區人臉辨識系統(本所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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