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人介紹—科技類—吳誠文

吳 誠 文

先生
Cheng-Wen Wu

53 歲（1958 年 9 月）

r 學 歷：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學系 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校區電機與電腦工程學系 碩士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

r 曾 任：
工研院系統晶片科技中心 主任
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清華大學電機系 系主任
清華大學積體電路設計技術研發中心 主任
清華大學計算機中心 主任

逆流而上、逆風而進
學習關懷、敬業樂群

r 現 任：
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 所長
清華大學清華 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電機系 教授

評審評語
長期致力於晶片設計與測試技術之研發，領先國際開創全新的晶
片無線測試技術之研究領域，並帶領工研院團隊完成多項前瞻晶
片技術移轉產業界，貢獻卓著。

得獎感言
本人雖然長期在學術界耕耘，然而所學為電機工程，深知學術
研究不能脫離產業應用，因此研究方向一直以學術價值與產業價值並
重為目標，訓練學生亦注重培養理論與實務兼俱之人才，而關懷產
業、關懷社會更是本人長期行事準則。加入工
研院以後以身作則，以促進國內 I C 設計與資
通訊產業發展，進而對社會經濟有所貢獻為職
志。如今能獲東元獎肯定，倍感欣慰，亦非常
感謝評審委員的厚愛。當然若有小小成就，除
了必須感謝家人長期無條件的支持與付出外，
亦感謝所有成為我學習或合作對象或是直接或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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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幫助過我的人，以及我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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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怡君 採訪整理

昔日冠軍強投，今日 IC 設計與記憶體測試界龍頭
半導體產業是台灣第一個年產值破兆的產業，居中關鍵的
積體電路設計技術，在進入單晶片系統（SOC）時代後面臨許多
新挑戰，其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就是為了維持產品良率的測試很
難再用傳統機台進行，動輒數千萬元、五年就得折舊的測試機台
越來越不符合投資效益，專作測試服務的公司以秒計費也累積
可觀的成本。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吳誠文所長設計出記憶
體（RAM）內含自我測試電路，並提出全球需時最短的測試演算
法，有效大幅降低半導體產業的測試成本，保守估計影響的產值
範圍至少 20 億元。

工研院晶片中心的研發成果

強投少年奪冠軍，棒球是這輩子最愛
身材不高、笑容充滿親和力的吳誠文出身台南市，老家在台南縣將軍
鄉，是家中七個孩子唯一的男生，笑稱自己住在女生宿舍的老三吳誠文，原
是調皮搗蛋的孩子王，進入少棒隊後才變得比較乖，「因為棒球講究團隊合
作，要維護球隊榮譽。到現在，打球還是我這輩子最喜歡的事。」
1971 年台灣組成巨人少棒隊遠征美國威廉波特，三戰全勝捧回冠軍盃，
吳誠文就是第二戰的主投，許金木、徐生明、葉志仙、李居明等棒球名人都
是他的隊友。背號 11 號的他主投時祭出 11 次三振，從此成為他的幸運數字，
也躍身全國家喻戶曉的「強投少年」，球迷信封上只寫「台南吳誠文」都能準確
寄到他家。
在全國風靡棒球的狂熱時代，吳誠文和他的隊友凱旋歸國後，一下機就
被拱上一人一台、有父母同行的吉普車，從機場沿路遊行到總統府，接受夾
道的鞭炮慶祝和歡呼喝采，比現在的總統候選人還風光！小球員回
到南部縣市，熱情的鄉親繼續辦英雄遊街，等所有慶祝活動辦完，
國中開學已經一個月了，學校還特別通融讓他們延後註冊。

選升學棄棒球，生平第一個最痛苦的決定
「金城國中的訓導主任林壽宏老師
幫球員準備免費宿舍、協助請英文和
數學家教來幫我們補課，遇到任何困
難他都很願意幫忙解決，對我影響很
大，至今我都還會想去探望林老師。」
吳誠文回憶，當年台灣兩大青棒隊之
一的台北華興中學來台南挖角，許多
好朋友都被挖走了，只有他因為功課
還不錯，父母和老師都勸他繼續升
學，吳誠文忍痛割捨最愛的棒球，在
林壽宏主任的安慰下專心念書。

小國手－吳誠文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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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台南一中後，一向喜愛史地文科的吳誠文再度面臨「違背自己興趣
的抉擇」。「當年少棒隊在集訓時，我行李就放著柏楊的『異域』，學生時代
的零用錢和獎學金都拿去買文學書和世界名
著。」但父親憂心他念文科會找不到工作，希
望他讀醫，考量獨子的責任，吳誠文在妥協下
選擇念甲組而考上台大電機系，報到第一天便
在學長『哪一個叫吳誠文？』的喊聲中被拉進
棒球隊。
「大一念得很痛苦，我常跑去文學院旁聽
文史哲學的課，還被同學笑是要去追女生。」
吳誠文說，思索「人為何存在、我為何而活」

在國科會發表研究成果

的哲學系對他充滿吸引力，選修邏輯辯證的理
則學獲得全班最高的 99 分，到大二他都還在猶豫要不要轉系。大三當上台大
棒球隊隊長和系學會會長，忙碌的課外生活訓練他的領導能力，一直到大四
修到張進福教授的課，計算機工程的新天地讓他感到興味盎然，吳誠文才終
於對電機本行認命用功。然而父親的小工廠卻在此時經營不順而結束，吳誠
文又陷入抉擇「工作」和「留學」的兩難，跟家裡反覆商量的結果，最後以公
費留考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深造。

留學初窺 IC 設計，頂尖大學搶手人才
「我的指導教授 Dr. Peter Cappello 才大我七歲，對計算機工程的新領域 IC
設計充滿研究熱誠，全班修課唯一得到 A + 成績的我當上他的研究助理，在
『他要升等、我要畢業』的驅動下，很快就完成了論文。」吳誠文僅讀一年就
拿到碩士並快速通過博士資格考，由於留學公費只提供兩年，指導教授還幫
他付最後一年半的學費，讓他能無經濟後顧之憂念完博士。
學成歸國的吳誠文立刻引來國內頂尖大學台清交成的爭相延攬，成大資
訊系主任還特地到吳家登門拜訪，台大電機系主任張進福教授則溫情召他回
母校服務。「不過清大電機系主任是第一個打電話給我的，加上當初國家代
表隊兩度在清華大學集訓，知道清大有個很漂亮、比其他學校都要好的棒球
場，我就落腳清大了。」由此也可看出吳誠文的棒球魂有多麼根深蒂固。
在清大電機教了十年書，正當吳誠文覺得工作失去挑戰性時，鈺創科技
董事長盧超群、智原科技副董事長石克強和清大資訊系教授林永隆共同成立
以系統晶片設計及創意電路研發為主的「創意
電子」公司，想請吳誠文協助開發 SOC 內嵌式
記憶體的測試方法與技術，因為國外既有技
術又昂貴又不好用。

回首不敢救援往事，毅然接下新挑戰
「他們要求的東西我沒作過，在思考是否
要接下挑戰時，我又想起當年打球的往事。」
2005 年與父母親一同領取教育部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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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誠文回憶，台南巨人隊跟台中金龍隊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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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決賽爭取出國比賽的代表資格，是他生平比賽感覺最緊張的一次，因先發
的許金木狀況不佳，教練問他可否上場救援，他卻因為缺乏自信而沒敢上
場，教練改挑神經較大條的沈清文上場，果然成功止住失分，還揮出再見全
壘打助球隊贏得勝利。
「那讓我深刻體驗，若不勇於承擔，就會失去成功的機會。」吳誠文說，
從此他改變態度，要自己當一個「勇於面對挑戰」的人，於是慨然以「技術
顧問」接下研發內嵌式記憶體測試新法的任務。原本記憶體的規格和元件設
計都是業界的機密資料，但在此合作研發案下，吳誠文取得第一手資料解
構記憶體的系統，掌握其中設計奧祕與缺陷，
才成功發展出可程式化的記憶體內含自我測試
（BIST）電路。
13 年後的今天，吳誠文研發的記憶體測
試、前瞻網路安全處理器、超大型積體電路的
無線測試等相關技術，已實際應用在超過數百
項的 IC 產品中、衍生出十幾項國內外專利。
2007 年 2 月他從清大被借調到工研院擔任系統

清華大學電機系系主任交接

晶片中心主任，帶領同仁發展出「低功率的行動
式數位電視射頻接收器 IC 技術」，有助台灣科技業攻佔下一代的手機電視晶
片市場，不但得到工研院傑出研究金牌獎，也榮登國科會 50 週年特選台灣近
半世紀 50 項影響最重大的「科學成就獎」。

借調工研院，協助業界與國際競爭
吳誠文借調工研院後，對產業界的瓶頸與困難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過去
工研院一直是技術導向，常把技術研發出來後才去找使用者，但工程研究的
精神在於解決實際的問題，作太多業者用不到的研發技術其實是很浪費的。」
吳誠文指出，台灣 IC 設計產業已經走到一個瓶頸，會做標準 IC 的競爭對手越
來越多，未來在既有 3C 領域之外必需多跟汽車、綠能和生醫領域的系統商結
合，朝向「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設計發展，才能有效殺出一片藍海。
在吳誠文的建議主導下，完成階段性任務的系統晶片中心在今年與資
通所合併，將把研發重心放在「系統整合」，包括三維晶片（3D IC）的整合設
計。吳誠文解釋，3D IC 是像摩天大樓一樣把晶圓堆疊起來，不但能增大容
量，還能節省電路空間和加強運算速度，成
本與現有的先進微縮製程單晶片相比也較低
廉，若 3D IC 技術研發成功，對台灣資本不
夠雄厚的中小型 IC 業者將是一大福音。
當年曾靠反覆練習自行摸索出下墜球
投法的吳誠文認為，鑽研一門新的學問就如
同鑽研一種新的球路，從「無知與畏懼」到
「專精與自得」，過程都是有脈絡可循的。未
來，他仍將秉持不畏挫折、不懼強壓的棒球
精神，協助台灣業者與國際大廠分庭抗禮。

展示網路安全處理器成果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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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設立十七年來已表揚過產學研各界許多先進菁英，對於提
昇社會風氣、鼓勵研發創新、推動科技發展與人文關懷貢獻極大，而
這種科技與人文並重的精神已廣獲社會各界認同
與讚揚，因此受推薦獲東元獎者水準極高。本人
深知東元獎所代表之正面社會意義，因此極為慎
重地看待此獎項。今有幸獲獎，倍感光榮，我想
這除了代表評審委員會對本人之肯定外，亦代表
委員會對本人之期許。這個期許將督促本人更加
努力，不管是學術研究或產業技術研發，不管是
教育學生或是帶領研發團隊，科技之創新發展與
2003 年畢業生

人文之社會關懷都將是畢生之職志，也必定在本
人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持續推動，持續前行。本人期望，也相信東元獎
將秉持同樣的精神持續下去，甚至更發揚光大。

成就歷程
吳誠文教授於 1988 年初回國即加入清華大學電機系任教，並選擇從事在
當時的台灣才剛剛起步的 IC 設計與測試的研究。他特別對 IC 測試情有獨鍾，
二十幾年來未曾悖離，也因此在全球同領域的學者當中早已建立名聲。他於
1997 年創立 VLSI Test Technology Forum（VTTF），結合國內數十名測試研究
學者與專家定期聚會研討重要研究、教育與產業議題，已成為 IC 領域學界的
表率。他自從十幾年前受產業界委託進行半導體記憶體測試研究後，近年來
的研究重心逐漸轉移至半導體記憶體的測試上，成果相當豐碩。他帶領研究
生設計了一個可程式化的記憶體內含自我測試（BIST）電路，用來測試內嵌式
靜態及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SRAM/DRAM）、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
磁性記憶體（MRAM）及相變化記憶體（PCM）等。他們針對這個架構設計了
一個 BIST 電路合成器以利設計自動化，
稱為 BRAINS；同時也發展了一個記憶體
偵錯模擬器以幫助測試演算法的驗證與
開發，稱為 RAMSES。他們更開發出一
個先進的記憶體測試演算法產生器，稱
為 TAGS，並找出了目前為止全世界最短
的 RAM 測試演算法（稱為 March-CW），
大幅降低測試時間。這些成果已實際應
用於無數的工業界 IC 產品中，並已衍生
在東眼山與實驗室學生合影

出許多國內外專利。
積體電路設計技術在進入 SOC 的世代以後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是測試機台

的成本大幅的成長。吳教授於 2003 年起構思一個可以有效提高測試品質及可
靠度並降低成本的方法，創新地提出利用無線介面來執行 IC 測試與診斷。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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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2005 年起成為經濟部第一個學界科專計畫第二期計畫（后羿計畫），並獲
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支持；於 2008 年獲得 NSOC 國科會整合型學術研究計畫研
究成果績優獎，復於 2009 年獲得國家發明獎銀牌。

具體貢獻事蹟
吳教授的學術研究成果除了近三百篇國際期刊論文及
研討會論文外，更有十幾項獲證專利，且多項技術已授權
業界。吳教授指導畢業碩士班學生近百人，博士班學生
23 人；學生參與各項競賽獲獎無數。他的每位博士班學
生都會參與業界研究計畫，目的是在培養並訓練研究人
員擁有定義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了解業界所遭遇
到的實際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之方法。大多數與他
合作之企業，都會將其研究計畫之成果申請專利，因
此他所帶領之研究團隊之態度與能力受到許多企業所

2009 年

肯定。

登向陽山

吳教授在清華大學創立積體電路設計技術研發中心，積極推動
大型研究計畫（主持全國第一個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大幅提昇清大在該領
域之國際競爭力。他的研究成果除了論文外，更包括了數十個超大型積體電
路晶片的設計實作。他執行學界科專計畫產生了國內學術界第一顆百萬閘級
SOC 晶片（網路安全處理器），不但贏得了矽導計畫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
辦公室頒給的傑出創新成果獎、國科會 CIC 設計特優獎、IEEE ASP-DAC 最
佳論文獎與設計競賽最佳創新獎、及教育部顧問室頒給的許多的學生設計獎
項，他的技術對外移轉之成果在清華大學亦數一數二，延伸學術研究成果之
價值並加深學生之實務經驗。其他重要國內外榮譽包括：
•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
• 教育部產學合作獎（兩次）
• IEEE Fellow
• 教育部學術獎
• 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兩次）
• 清華大學清華講座教授
• 清華大學第一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 國家發明獎銀牌

2010 年工研院資通所運動會

•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IEEE Computer Society
• Golden Core Member, IEEE Computer Society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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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創作展望
吳誠文教授於 2008 年起號召國內相關領域教授
投入三維晶片（3D IC）之設計整合技術研究，並規
劃、鼓勵、與引導工研院、學界、及業界進行實質
合作，成效正逐漸顯現。2009 年及 2010 年暑假期間
他邀請了多位教授及研究生至工研院訪問研究，成效
顯著，相關研究工作正持續進行。他推動了十幾場的
3D IC 與 3D 整合相關的技術、市場、趨勢等研討會、
工研院運動會

座談會、短期課程、說明會等，對推動三維晶片之設
計整合技術研究發展不遺餘力。吳誠文教授個人亦積極進行三維晶片之整合
測試技術研究。

Acknowledgements
Although I have been working in academia for a long time, my area of
research is within the scope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and I know
academic research in this area cannot sustain without showing industrial impact
eventually. That is why I always try to set the goal of my research and extend
the result so that both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impact can be seen. I also train
students not just to solve academic problems but also to gain practical experiences.
I believe technologies are to serve people, and help do good things to our society.
I feel honored and am very happy to receive the TECO Award, which has a clear
goal of promot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at I value highly. I am grateful for the
Award Committee for the recognition. If this recognition is based on the little
contribution that I have achieved in the past, the honor and my thanks should
also go to my family, who give me the love and encouragement that 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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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endless journey along the road of research.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helped me or collaborated with me,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 any
occasion, especially my beloved students.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Over the past 17 years that the TECO Award
has been presented, many elites in our society have
been identified and recognized. This greatly helps
in encouraging and recogniz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as well as technology development.
Wha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is that it also promotes
humanities and humanitarian concerns. As a result,
the Award has become a prestigious one, and I feel
very much honored to receive it. I also feel obliged

徐生明總教練帶興農牛職棒隊訪問工研院

to try to do better in the future. I do anticipate, and
believe, that the TECO Award will continue to identify and recognize elites who
deserve it, so that our society will become better and better in the future.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I came back to Taiwan from Santa Barbara in early 1988, shortly after I
received my PhD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CSB) in late 1987. I
joined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THU) immediately upon my arrival here.
I devoted myself to IC design and test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that time of Taiwan, I was among a handful of pioneers
in this particular research area. I was very interested in IC testing in particular, and

2009 年與碩博士畢業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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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continued research in related topics ever since. Partly because of my focus,
and partly my hard work, I became fairly known among my peers worldwide
before long.
When I was introduced to a start-up company about 13 years ago by one of
my colleagues, I started working on semiconductor memory testing. Although new
to the topic, I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and worked hard with my graduate students
to solve many interesting yet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the industry was facing. We
developed novel built-in self-test (BIST) architectures and circuits for various
types of memory, such as SRAM, DRAM, Flash memory, MRAM, RRAM, etc.
For more efﬁcient use of our inventions, we
developed an automatic BIST generation
tool called BRAINS. We also developed a
memory fault simulator called RAMSES,
based on which our memory test algorithm
generator was also developed, called TAGS.
With RAMSES and TAGS we were able to
propose a shortest test algorithm for wordbased memories, called the March-CW
Algorithm. All these tools and circuits target
台東三仙台與家人合影

real memory products, therefore, many of
our research works have been used in the industry on numerous real products.
Many ROC and US patents have been granted, which are based on these works.
In the past six years, I also led a team of 17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in 7
universities and ITRI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escalating testing cost for memory
chips and SOCs. We have proposed the HOY test system, which features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enhanced embedded test circuits. HOY provides test solutions
for, e.g., wafer test, final test after packaging, and field test and diagnostics.
It reduces the test costs dramatically, mainly due to the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capital investment, simplification in test infrastructure and flow, increase in
parallelism, etc. The project was supported in part by NSC as well as MOEA.
Upon completion of the project at the end of 2009, a company was incubated,
called HOY Technologies, which is trying to commercialize the inventions. The
inventions we developed also won us the National Invention Award (Silver Medal)
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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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Contributions
In addition to close to 300 technical papers
(including journal and conference papers) and 18
granted US and ROC patents, I have supervised
many graduate students, among them close to 100
MS students and 23 PhD students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ir degrees. My students have won
numerous contests and awards themselves during
their stay in my lab. The following list of awards
and honors may serve as a sample of my other
contributions:
• Distinguished Teaching Awards, NTHU,
1996 & 2006
• Outstand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1997
• (Five) Certiﬁcates of Appreciation for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Asian Test
Symposium and TTTC, the IEEE Computer Society
• (Three)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s,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ward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1 and 2003
• Fellow, the IEEE, 2004
• Academic Awar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5
•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Award, the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05
• Golden Core Member, the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06
• Tsing Hua Chair Professor, NTHU, 2006
• Distinguished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ward, NTHU, 2007
• National Invention Awar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09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Since 2008, I have been trying to promo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rough-Silicon Via (TSV) based 3D-IC,
and working on its quality, reliability, and yield issues. This
is likely to open new opportunities to the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and IC design industries, especially fo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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