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類獎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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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決定高度
Attitude is a little thing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Winston Churchill, 1874 ~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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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耀 文 先生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 Yao-Wen．51 歲（1966 年 3 月）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學歷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美

國

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

計算機科學

博士

致 力 於 電 子 設 計 自 動 化（EDA） 及 可 製 造 性 設 計， 成 果

" Together, we can go far! " 回國任教後，我非常幸運在交通大

美

國

德州大學奧斯汀校區

計算機科學

碩士

NTUplace4 獲得 EDA 三大國際競賽冠軍，並發展出最佳平面規劃

學（1996 - 2001）和臺灣大學（2001 起）能與最優秀的學生和同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

方法，且被廣泛應用於相關設計工具，對產業影響非常重大。

仁共同研究學習。所獲得的研究成果，是全體團隊師生共同努力

中華民國

現任
國立臺灣大學

副教務長

國立臺灣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主任

Devoted to research in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 and

的結晶，所以「東元獎」的榮耀，當然也屬於整體團隊。感謝臺

manufacturability, developing the NTUplace4 circuit placer which won

灣大學、交通大學、科技部和產業界所提供的優越研究環境和

unprecedented champions at all the three top international EDA contests

眾多前輩的鼓勵與提攜。特別感謝博士指導恩師 Professor Martin

and inventing the best floorplan representation which is extensively used

Wong，引領我一窺學術殿堂的深奧，他的研究熱忱更是我學術生

in modern circuit design tools and substantially impacts related industry.

涯的明燈。我也要感謝師公劉炯朗院士，他的恢宏氣度、淵博學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暨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識和諄諄教誨，高山景行，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感謝李德財院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合聘特聘教授

士，他對教育的熱忱與無私的奉獻，是我們最崇敬的典範，連小

IEEE Council on EDA （CEDA） 會議副總裁
（即將為候任總裁 / 總裁）

女都深受其提攜鼓勵。我更要感謝家人的體諒與協助，使我能專
心悠遊於學術研究，而無後顧之憂 ; 他們的支持，是最大的幸福
泉源，謹將此榮耀獻給所有研究團隊成員與我最心愛的家人！

曾任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

副院長 / 電子所所長

國立臺灣大學

旺宏電子講座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學

訪問教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訪問學者

頂尖國際會議
IEEE/ACM ICCAD / ACM ISPD

大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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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熱情樂觀堅持 為臺灣尖端科技產業加值

採訪撰稿 / 游婉琪
採訪攝影 / 李健維

臺灣大學張耀文特聘教授已三次獲滿科技部最高榮譽的「傑

張耀文出身嘉義溪口，小時候鎮日在農村裡悠遊、溪水裡玩

受到父親從基層慢慢向上耕耘成為高階警官的啟發，加上不

出研究獎」，現為該部特約研究員。其多年來的研究主題，鎖

樂，沒有花太多心思在課業上。家族原本世代務農，直到父親婚

願意受拘束的個性，張耀文在國中時就決心要念到博士，當一位

定尖端半導體產業的進階與未來需求，投入電子設計自動化

後發奮苦讀報考警察學校開始踏入公職。父親警察工作的常態職

可以靠實力掌控自己人生的工程師。他進入臺大就讀後，對攝影

（EDA），尤其是積體電路實體設計及可製造性設計等領域，對

務調動讓張耀文的求學之路不如外界想像般穩定順遂，國中以前

產生熱愛，自嘲大學期間主修攝影，副修資訊，甚至當上臺大攝

產業影響非常重大，產學合作對象包含國內外 19 家 IC 設計和

因為多次轉學常被貼上刻板標籤，原本成績不錯的他，國一下學

影社社長，獲得年度最佳社團和最佳藝術活動兩大傅鐘獎。在攝

EDA 大廠，產學合作金額超過八千萬元；近 20 年來他在 EDA 領

期轉學到台北後，甚至被分編到最後的放牛班。慶幸自稱為「無

影器材還是奢侈品的年代，家境不算優渥的他，靠著家教存錢買

域最重要的 DAC 與 ICCAD 兩個頂尖國際會議論文發表總數，名

可救藥的樂觀者」的張耀文，短時間內融入陌生環境，獲得同學

相機和底片，踏遍台北近郊和溪口家鄉土地，拍攝近三百捲照片。

列全球第一，近 12 年來，每年更是獨佔世界鰲頭，對臺灣大學在

信任並成為班長。國二在鐵血新導師的指導下，帶領整班成為榮

張耀文透過攝影領悟與臺灣這片土地的關係，亦將這份堅持，反

此期間名列國際單位排名第一有關鍵性的貢獻。他也是臺灣唯一

譽班，印證了放牛班也有春天。

映及運用在對於研究領域的熱情。

的 ICCAD 主席，和最重要的 EDA 國際學會 IEEE CEDA 首位非歐
美的副總裁，明年更將成為該學會的候任總裁和兩年後的總裁，
大幅提升臺灣的國際影響力。現兼任臺大副教務長的他，在頭頭
是道分析世界主要大學各項指標排名優劣的過程中，展現出他肩
負作育龍頭學府人才重擔的決心。這位出身嘉義農村的草根教
授，透過學術和生活，表達對臺灣這片土地的真摯熱情。

從嘉義溪口農村到國際頂尖學術殿堂
「我是一名鄉下小孩，沒意外的話原本應該去種田。」簡短
的開場白，詮釋了在電機工程領域赫赫有名的張耀文，如何透過
教育翻轉改寫自己的命運。掛在辦公室牆上有幅他在臺大攝影社
期間的黑白作品，冬天嘉南平原的冷冽清晨，旭日初昇中小表弟
在筆直田間小路獨行，兩旁的樹蔭似張開雙手鼓勵他勇敢前進未
知。這不僅是張耀文大學時熱情於捕捉光影變化的痕跡，更是他
幼時農村記憶的縮影。

27

28

第二十四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人眼鏡的理由，決定返臺任教。「當時貝爾實驗室提供給我的辦

較專注於核心技術的研發，而業界強處是實作經驗豐富和擁有比

公室是兩人一間，和我 1994 年在紐約 IBM 的華生研究中心當暑

學界更寬裕的經費條件。一旦合作成型，學術界的目的就是要能

期研究員時一樣」他笑說。喜歡擁有個人獨立空間的張耀文，最

替產業界加值，創造新的知識和技術，以營造多贏的局面。「每

後還是決定回臺任教，享受獨立自在的研究教學生活。抱持著對

一次的產學合作成果驗收，學生總是比我更快樂。」張耀文深信，

臺灣產業有所貢獻的想法，張耀文從事的研究，希望能夠與臺灣

沒有底蘊深厚的研究，就沒有堅強的產業，臺灣本土產業要強，

這片土地緊密連結。也正因如此，他毅然決然將原來當時臺灣沒

得先從大學人才端培養起。當學生發現自己的研究成果被產業界

有直接結構和設計自動化需求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 FPGA（Field-

應用而影響世界、發表在頂尖期刊與會議中，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Programmable Gate Array，現場可程式化閘陣列），調整成深次微

但張耀文也提醒，產學合作不是唯一把知識化為力量的途徑。基

米實體設計研發，並積極推動產學合作。

礎純理論雖然有時無法立即轉變成產學合作動能，但卻可以化為
長遠影響，兩者並行不悖。

沒有底蘊深厚的研究 就沒有堅強的產業
張耀文希望學術研究要能夠結合產業需求，而產學合作一定

日久生情積體電路 學習不受時地限制

張耀文也驚喜發現，許多在大學社團接觸的攝影光學知識，竟然

「當兵兩年念的書比大學四年還多」，服預官役期間，張耀

可以應用在看似兩條不相干平行線的積體電路微影技術，這樣的

文抽中固定上下班的單位，讓他能利用時間充實自己。退伍後在

經驗讓他在課堂上經常鼓勵學生不要只是 " Do whatever you like "，

中研院擔任陳克健老師人工智慧自然語言處理的研究助理一年，

而要 " Like whatever you do "，就像他力行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

出國深造時最想專攻的領域其實是和攝影相關的電腦繪圖，卻誤

多方、多元吸收知識，以備可以發揮的舞台。

打誤撞踏入原本資訊系學生較排斥的積體電路領域。「有些領域
讓人一見鍾情，有些卻是日久生情」，這句不斷拿來安慰自己的

1996 年，當張耀文在美國即將完成學業時，太太還在布朗

話一語成讖，對於電子設計自動化，張耀文越投入越快樂，他形

大學（Brown University）念博士，他尚未決定要歸國服務或是留

容，研究電子設計自動化好比玩電玩打怪，在一定條件限制下，

在美國工作，「我會選一個將來可以做出最大貢獻的地方！」

挑戰者必須找出快速、省電的方法闖關，運用更厲害的演算法進

在貝爾實驗室的面試他這樣回答，當時該團隊以為他會因為太

階升級，亦可以讓自己獲得滿足的成就感。隨著研究領域的增廣，

太選擇留在美國東岸的貝爾實驗室，張耀文卻為了一個跌破眾

大學不是知識販賣所 而要創造知識

要能夠創造雙贏，這樣才會持久有意義。他認為，產學雙方都應

「大學是追求真理的地方」，張耀文在美國深造期間，深受

先釐清各自的優勢，學術界比較沒有產出時間緊迫的壓力，可以

其學術氛圍感染。 " 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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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free. " 是他受母校奧斯汀德州大學影響最深的一句話。轉過身

重理論紮根 以 3I 方式培育人才

在辦公桌旁拿了一張印有哈佛大學校訓 " VERITAS "（真理）的

任教 20 多年間，張耀文指導超過上百位研究生，他深受恩

明信片，是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及教育學生的印證。「做人講求正

師 Martin Wong 教授和師公、前清華大學校長劉炯朗院士的影響，

直誠信、做事講求程序正義、研究講求科學方法。」張耀文認為，

做學問紮根重本，以 3I 「Instruct -> Invite -> Inspire」 （instruct,

真正頂尖的大學教育，不是只有教學，要能夠與研究結合，「大

invite, and inspire students） 循序漸進的方式作育英才。曾獲臺大

學不是販賣知識的場所，更重要的是能夠創造知識。」張耀文認

最高榮譽「教學傑出獎」（頒給前百分之一教師）和七次「教學

為研究生最重要的訓練，是要培養找出問題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優良獎」的他，教學重視與生活結合，從生活中舉例，隨時收集

Excellence is an art won by training and habituation… Excellence, then,

業界最新資訊，刺激學生們與時俱進。張耀文重視團隊合作和分

is not an act but a habit. " 他常用亞里斯多德這句話和學生互勉，卓

享，這樣的精神不只在教室或研究室培養，研究室每年會安排學

越不是特意而為的舉止，而是一種態度和習慣。

生們一起旅行，從平常假日單車行到寒暑假的三天兩夜小旅行，
讓學生們從中熟識彼此、累積默契，建立革命情感。

帶著自小養成的不服輸精神，張耀文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就
像是他常常掛在嘴邊的非洲諺語：「If you want to go fast, go alone.
If you want to go far, go together!」在追求學術精益求精的路上，張
耀文不單只有在暗夜中自我砥礪，更期許能夠將所學貢獻於社會
之所需，與研究團隊共創生命之價值。「Attitude is a little thing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不管面對什麼挑戰，態度決定高度。
下個階段張耀文期許能持續保有初衷，享受研究人生，希望為人
類帶來更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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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臺灣有幸能於電機資訊科技傲視全球，這是我們
共同的寶貴資產。為提升層次，人才是最關鍵的因
素。「東元獎」可提供人文與科技人才培育和合作創
新的平台，以提升產業和社會價值。茲建議如下：
1. 成立「東元講座」，安排獲獎者深入產、官、學界
演講交流，並數位錄影、公開資源，以提昇滲透性。
2. 成立智庫，適時提供政府和業界相關研究和建議。

成就歷程
曾受邀於 1994 年至 IBM 華生研究中心擔任暑期
研究員，1996 年回國，先任教於交通大學五年，於
2001 年轉任臺灣大學。最初從事 FPGA 的研究，成果
曾獲電資領域最重要的國際專業媒體 EE Times 報導
（2/23/1999），應用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的 Maia DSP
晶片和其 CS294 課程，並名列 ACM TODAES 期刊前
四最高引用論文達 20 餘年。

作金額超過新台幣 8000 萬元。研究主題大多取材自尖端產業的

Placer （Laker），對其於 2012 年以 4.06 億美元售予新思科技有

進階需求，具有關鍵的影響力。

重要貢獻；NTUplace4 電路擺置器獲得史無前例的 EDA 三大國
際競賽冠軍，電資領域最重要的國際專業媒體 EE Times 資深編輯

1998 年起為求直接貢獻於臺灣產業，毅然決然
調整研究主題，投入深次微米積體電路實體設計研

具體貢獻事蹟

R. Colin Johnson （京都賞得主） 譽為 “全世界最好和最聰明＂
（4/6/2015），於 2015 年衍生新創公司至達科技，並已獲 IC 設

發。實體設計旨在將電晶體的描述，轉化為晶元實體

合著有 Morgan Kaufmann 出版備受歡迎的 934 頁 EDA 教科書

位置的佈局；在滿足各項設計條件下，使晶元達到最

和超過 280 篇的 ACM/IEEE 期刊和會議論文，包含多篇具有高度

佳化 （例如耗電少、面積小、速度快等）。隨產業

影響力的論文。其近五年論文引用數曾名列微軟學術搜尋資料庫

需求，逐漸開展領域 （例如平面規劃、擺置、繞線、

硬體和結構領域全球四萬餘學者第一 （2011-2012）。近十二年

類比電路佈局、覆晶和 InFO 封裝等）和奈米可製造

於 EDA 領域最頂尖會議 DAC 和 ICCAD 合併論文數，每年皆為

曾獲多項教學與研究獎，包含臺灣大學教學傑出獎（前百分

性設計。合作公司涵蓋國內外 IC 設計、晶圓製造和

全球第一 （2007-2013 年最頂尖期刊 IEEE TCAD 論文數亦然）。

之一最高榮譽）、八次教學優良獎和旺宏電子講座教授、科技部

EDA 大廠，例如 IBM、 Intel、Synopsys、台積電、聯

多項技術已被應用於業界的設計工具中，例如 NTUplace3 電路

發科、聯電、瑞昱、安仲等 19 家公司，累計產學合

擺置器於 2007 年技轉思源科技，即為其暢銷工具 Custom Digital

計領導廠商採用；2000 年提出 B*-tree，為公認的最佳平面規劃方
法和此領域 15 年來最高引用的方法，廣泛應用於相關設計工具。

研究傑出獎（三次獲得 / 滿最高榮譽）、科技部特約研究員 （2016
起）、IBM 教授獎（三次，超過 10 萬美元獎金）、第五十屆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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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ICCAD （臺灣首位）和 ISPD

時序、面積和可製造性等多元需求 ; （3） 整合異質化：三維堆疊、

in 1996, and then relocated to NTU in 2001. He first focused his

（歐美以外首位）的會議主席和

生醫電路、微機電等 ; （4） 新技術發展：極紫外線的微影技術、

research on FPGAs, where his switch module design was reported by

臺灣首位頂尖期刊 IEEE TCAD 的

定向自組裝的圖樣技術、奈米線和奈米碳管的電晶體技術和三維

EE Times （2/23/1999）, the most influential media in information

副編輯 （2008-2013）；由於其傑

的導線技術等。

technology, adopted in the Maia DSP chip by UC-Berkeley and its CS
294 course, and was one of the highly cited papers in ACM TODAES

出和創新的貢獻，獲頒 2015 IEEE
CEDA Outstanding Service Award
（ 歐 美 以 外 首 位 ） 和 2012 ACM
Recognition of Service Award。

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Taiwan has long been a global power hous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 great asset shared by all our people. To achieve greater
excellence, talent cultivation is the key. Through the TECO AWARD, we

其在 2000 年初擔任教育部教
改計畫 EDA 聯盟召集人，創辦各
項影響深遠的競賽和學術推廣活

can establish a solid platform for co-cultivating the talents in humanities
and technologies and co-innovating them to create higher economic and
societal values to improve the world.

域的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深獲國
際 社 群 的 肯 定。 例 如， 其 於 2000
年 創 辦 的 EDA 競 賽， 現 已 成 為 在

尖會議 DAC 四項研究貢獻獎 （包含第五個十年 2004-2013 全球
最多論文獎，為最年輕的多項獲獎學者；現為 DAC 54 年歷史上
前三大多產論文作者等）、ACM/IEEE EDA 競賽六次冠軍（全球
第一）、八次最佳論文獎 （含臺灣 54 年來第二篇的 2017 DAC
最佳論文獎等） 和 25 次 ACM/IEEE 會議和期刊最佳論文獎提名。
研究成果獲 EE Times 報導達 12 次，於 5/15/2013 報導中被譽為
“微電子和 EDA 領域的先鋒＂。

其 為 首 位 由 IEEE CEDA 推 薦 通 過 的 非 歐 美 IEEE 會 士

ICCAD 舉辦的國際最大 EDA 競賽；其所帶領的 EDA 課程改進
計畫，衍生出備受歡迎的教科書；於 2004 年推動的 EDA 頂尖國
際會議論文倍增計畫，使臺灣近十年來每年在最頂尖 EDA 國際
會議 DAC 和 ICCAD 的合併論文發表數名列全球第二，僅次於
美國；其於 2007 年推動的 CADathlon 培訓計畫，已使臺灣成為
ACM CADathlon Contest 的最大贏家。

研究展望

（2013），也是首位歐美以外的 CEDA 執行委員（2012 迄今）

隨著半導體製程技術的日益精進，晶片設計的複雜度也急遽

暨副總裁，現為其會議副總裁（2016-2017），並將為其首位非歐

升高，未來 EDA 對技術和設計的提升，將扮演更關鍵的角色，

美的候任總裁（2018-2019）和總裁（2020-2021）。曾擔任頂尖

主要趨勢有四大面向 : （1）設計複雜度 ; （2） 目標多元化 : 耗電、

To contribute more to the Taiwan industry directly, he changed his
research area to 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 in late 1990's.
Collaborating with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very closely, he focused
more on physical design for nanometer technologies, a process that
converts a circuit description into a geometric layout used to manufacture
a chip and optimizes some cost metrics such as power, area, and timing,

動，領導臺灣團隊在國際舞台上發
光發熱，大幅提升臺灣在 EDA 領

for 20+ years.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Right after his Ph.D. study, Dr. Chang joined the faculty of NCTU

under various design constraints. With the tremendous needs from
industry, he now works on more general topics, including floorplanning,
placement, routing, post-layout optimization, clock-network syn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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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og layouts, and flip-chip/InFO packaging. Having collaborated
with 19 worldwide IC design houses, foundry, and EDA companies, he
typically works on timely research topics arising from emerging industry
needs, which often can impact the industry profoundly.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He has been working very closely with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on projects, co-authored a popular 934-page EDA textbook （Morgan
Kaufmann, 2009）, and published over 280 ACM/IEEE conference/
journal papers, including highly cited works on floorplanning, placement,
routing, manufacturability, and FPGA. He ranked #1 worldwide out
of 40K researchers by the Microsoft Academic Search Database for
Recent Five-Year Citations in the Hardware and Architecture Domain
during 2011-2012. He is the most prolific author every year since 2006
for the combined publications at DAC and ICCAD, the two premier
conferences in EDA.

Dr. Chang received many prestigious teaching and research awards,
including the NTU Distinguished Teaching Award （highest honor for
top 1% teachers）, the NTU and NCTU Excellent Teaching Awards
（eight times）, the NTU MXIC Chair Professorship （2015）,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s （three times in 2007, 2010, and
2013） for this highest honor from MoST, IBM Faculty Awards （three
times in 2010, 2012, and 2013）, the 2009 CIEE Distinguished EE
Professor, four research awards from the 50th DAC in 2013 （for the
1st Most Papers in the 5th Decade with 34 DAC papers, etc.）, 6-time
champions of recent major EDA Contests （#1 worldwide）, eight best
paper Awards （including the 2017 DAC Best Paper Award）, th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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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CAD Professor Margarida Jacome Memorial Award, and 25 best paper

research outcomes have been licensed by companies and adopted in

nominations from top-rate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particular, he

commercial tools.

was recognized as “a microelectronics pioneer in EDA＂ by EE Times
（5/15/2013）, the most influential media in the field.

Dr. Chang is the first non-US/-European IEEE Fellow
recommended by the IEEE CEDA and the first non-US/-European

His award-winning NTUplace3 placer then became the popular

CEDA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who is currently its Vice President

Digital Custom Placer （Laker） of SpringSoft, acquired by the #1 EDA

of Conferences and will be its President-elect（2018-2019）and

vendor, Synopsys, with US $406M dollars in 2012. His NTUplace4

President（2020-2021）. He is also the only Taiwanese to be a general

placer is a 3-time champions at the three most prestigious EDA contests,

chair of ICCAD and ISPD, and the first Taiwan-affiliated associate

cited “The Best and Brightest Worldwide＂ on 4/6/2015 by Colin

editor of IEEE TCAD, the #1 journal in EDA. Due to his innovative

Johnson, a senior technology editor of EE Times and a Kyoto Prize

contributions, he received the 2015 IEEE CEDA Outstanding Service

winner. Based on NTUplace4, he co-founded Maxeda Technology

Award and the 2012 ACM Recognition of Service Award.

in 2015. Dr. Chang co-invented the influential B*-tree floorplan
representation in 2000, generally considered the best packing method,

In addition to research, Dr. Chang has also been devoting himself

the most cited floorplan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st 15 years, and

to promoting EDA research in the global EDA community since 2000.

extensively used in modern layout tools. Besides, many of his other

Here give three examples:（1）He initiated the IC/CAD contest hosted

by MOE in 2000, which has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EDA research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development in Taiwan. With his help, this contest has then become the

As the semiconductor process technology advances, circuit design

biggest international CAD Contest @ ICCAD, attracting more than 100

complexity grows dramatically. Future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participating teams each year. （2）Appointed the chair of the MOE

challeng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major directions:（1）design

EDA Consortium in 2004, he initiated the “DAC/ICCAD Publication

complexity: ultra large-scale circuits,（2）diverse objectives: power, area,

Doubling Program＂ and leveraged the help from industry, academia,

timing, manufacturability, etc.,（3）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3D

and government to promote domestic DAC/ICCD publications; this

stacking, digital/analog co-optimization, circuit/MEMS integration, etc.,

program soon gained a big success in making Taiwan the #2 player（just

and（4）emerging technologies: extreme ultraviolet lithography, directed

next to the US）worldwide in DAC/ICCAD publications since 2006

self-assembly, nanowires, etc. To cope with these grand challenges, it

and NTU the #1 for any single institution since then.（3）He lunched

is essential for EDA to continue to play a pivotal role in assisting the

the CADathlon cultivation program in 2007 to compete at CADathlon

progress of circuit design and process manufacturability.

（a.k.a. EDA Olympia）. Taiwan has soon become the biggest winner of
this competition, well respected in the EDA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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