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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大道甚夷 自強不息 行勝於言 厚德載物
Self-Discipline and keep going on the right path.
Take proactive actions to bea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23

24

第二十五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簡禎富

評審評語

先生

Chen-Fu Chien．53 歲（1966 年 12 月）
學歷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決策科學與作業研究 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暨電機工程系雙學位

斐陶斐榮譽會員

現任

得獎感言

深耕智慧製造和多目標決策問題為導向之理論和技術多年，

非常感謝評審委員們的鼓勵和肯定，亦將此份殊榮獻給我的

發展出紫式決策架構、大數據分析、資源調度優化演算法及其數

家人們以及決策分析研究室團隊成員和所有合作的伙伴們。「臺

位決策系統，並積極技轉臺灣產業，貢獻卓越。

灣製造」（Made by Taiwan）在全球供應鏈佔有關鍵地位，也蘊含

Professor Chen-Fu Chien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theoretical

許多重要的研究議題。隨著世界經濟成長趨緩和世界各國重回製

and empirical contributions for multi-objective decision analysis for

造的競爭，臺灣面臨升級和轉型壓力，值得更多跨領域的研究和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smart production. He has developed

垂直整合的努力。感謝政府計畫經費的補助、清華大學優質學術

UNISON Decision Framework, big data analytics, total resource

環境與傑出師長同仁們一起培養的人才，以及產學合作廠商伙伴

management and allocation optimization, and decision support

們的協助，讓後學有幸能領導「決策分析研究室」，深耕智慧製

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 (AIMS) 研究中心

主任

system. He has demonstrated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via effectively

造所需的決策、大數據分析和資源調度優化等技術及其數位決策

科技部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

召集人

transferring and implementing his research to empower Taiwan industries

系統，並透過實證創造具體產業價值，親炙許多卓越決策者的思

國立清華大學

講座教授

for many years.

考過程。這一路跌跌撞撞走過來，雖然常杞人憂天自尋挑戰而大

科技部 IC 產業同盟暨「清華 - 臺積電卓越製造中心」 主持人

小難關不斷，但總能得到師長先進們的提攜、產業導師和伙伴們
的扶持、學生和研究團隊的合作，和家人無怨的支持與諒解。要

曾任

感謝的人很多，雖然一直惜福感恩，但又常常唐吉軻德式地投入

國立清華大學

主任秘書

臺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工業工程處

副處長

國科會「科學園區固本精進計畫」推動辦公室

主持人

國立清華大學副研發長暨產學合作

執行長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傅爾布萊特學者

下一個挑戰，承蒙大家的愛護與照顧，逐漸體會「白白的承受、
白白的給」的意義，更堅定運用所學培育人才和協助產業的志向
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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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勝於言 跨界創新 飲水思源的知識份子

採訪撰稿 / 徐偉真

智慧製造是全球產業競爭趨勢，大數據也正深入社會各個層

定。簡禎富的研究室，無形中讓來訪的人得以略窺他的心性：善

都事親至孝。為了回報臺積電也想推廣臺灣製造管理的軟實力，

面，清華大學工業工程學系講座教授簡禎富在成長的過程中，培

於分析，卻也感性、成就卓著，仍不忘本，雖然國內外獲獎無數，

簡禎富特別寫了 TSMC Way 哈佛商學個案，希望能像豐田汽車

養出喜歡彌補差距、行勝於言的個性，他創設「決策分析研究

他感念造就的環境、感激生命中的每一個人。

Toyota Way 作為精實生產的典範，讓臺積電在國際管理學界成為
工業 4.0 時代智慧製造和彈性決策的典範。

室」，以提升卓越決策為目標，領導研究團隊長期深耕智慧製造、
大數據分析和多目標決策之理論和技術，也創立「紫式決策分析」
理論，PDCCCR 整合製造策略決策架構，提出工業 3.5 做為臺灣製
造戰略，發展資料挖礦與大數據分析技術以提升良率，並和各個
產業領域的領導企業和隱形冠軍企業建立長期深入的產學合作研
究，將大數據分析和智慧製造技術成果從高科技外溢其他領域，
善盡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理性感性兼具 成就卓著飲水思源
推開鑲著老窗櫺的木門，走進簡禎富研究室的那一刻，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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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約金解套家庭重擔 教學研究忙碌家人同心協力
身為長子的簡禎富出生在臺北，滿月後就被送回桃園大溪老

溺水瀕死改變人生 居陋室不改其志

家讓祖父母照顧。簡禎富的祖父從小無依無靠，十九歲就當礦工，

簡禎富說，雖然從小家境不寬裕，但住鄉下的淳厚人情和豐

所以有「十九冬仔」的外號；父親因為家貧無法唸書，先在大溪

富寶藏的自然環境，讓他沒有因為「窮」而失去志氣，反而練就

學木工，後來在臺北工作時認識簡禎富的母親，簡禎富的母親從

能省就省、當用則用的自在。簡禎富從小成績優異，也因此一直

小當人養女，長大後獨自到臺北工作養家。兩人婚後拿出所有積

有承擔和歷練，小學六年級轉學到桃園市南門國小，很快就適應

蓄並跟親友借錢在南昌街開了一間木器傢俱行，沒想到因為不善

都市的競爭，就讀的桃園國中當時是一個年級有 45 個班的大校，

經營而慘賠，父母親只得回到桃園市拼命工作，一直到簡禎富小

他曾對幾千位同學發表「政見」而被全校師生票選為模範生。因

學五年級才東山再起，也把他們兄弟三人接到身邊。

為家裏窮，原本想讀臺北工專早點就業，但國二時，爸媽的朋友

感受到他的與眾不同。祖父當礦工用的紅銅水壺高掛牆上，樸拙

邀請大家去大漢溪畔的砂石場烤肉玩水，因為沒有蛙鏡就閉著眼

的 書 桌 和 椅 子， 是 木 工 師 傅

隨著臺灣經濟起飛，迎來第一波房地產榮景，父母親也跟著

的父親利用老家的床板舊料，

投資，並和親友合夥蓋房子，雖然一開始很快賺了些錢，後來卻

一刀一錘親手打造，有父子間

套牢在某個建案，利上滾利反而讓父親越欠越多。簡禎富說，小

的濃厚情感和老家的眷戀；桌

時候雖然家裡很長一段時間屢有負債，但父母親都讓他們兄弟可

上是他撰寫的教科書《紫式決

以安心唸書，甚至剛開始有一段時間父親每天瞞著家人假裝沒事

策分析》，以清華紫為名，傳

出門上班，而獨自承擔壓力。等到他們兄弟陸續成年父親才慢慢

達對母校終身的感恩；而書櫃

透露詳情，才讓三兄弟一起分攤月繳貸款，這塊壓在家人心上幾

上貼滿的學生婚禮謝卡、謝師

十年的大石頭，一直到簡禎富借調到臺積電時，才用公司給的簽

卡片，以及畢業生集資送他的

約獎金 (sign-on bonus) 一次把欠款餘額還清。對家人有深厚的情

「良師益友」橫匾，反映了學

感，從辦公室用的桌椅到佈置，處處可看到與觸摸父親樸拙札實

生們對他的教導和關愛的肯

的木工作品和大溪老家的生活記憶，因為一起苦過來，兄弟三人

．簡禎富三兄弟同心，工作忙碌但事親至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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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游泳的簡禎富卻被溪水沖到深水區，等到察覺時已經順著溪水

冬天抵抗極寒的日子，令人難忘，至今只要有機會到附近開會，

載浮載沈地被往下沖，就在氣力用盡即將放棄時，幸虧母親在岸

他都會對著那個熟悉的安全梯行個注目禮，回味那段刻苦自勵的

上發現有異，趕快大聲呼救，才終於被即時救起。

時光，也激發繼續前進的勇氣。

重獲新生的他從此勇敢逐夢，高分考上建國中學，「認真地

雙修工工電機紮實基礎 跨界創新自我實現

善用有限的生命」是他的答案。前兩年通勤，為了省錢，每天早

理工組的簡禎富因為喜歡人文，因此選擇校園優美的清華大

上四、五點起床，騎腳踏車去桃園火車站，搭普通車到萬華車站，

學和兼修工程與管理的工業工程系。唸大學就自立自強，除了到

再走路穿越植物園到學校，高三時因為弟弟也上建中，就一起在

處兼家教，還去飛利浦竹北廠實習，為了省錢，他騎著母親的女

學校附近租了一間超便宜的違建，是補習班把後方的安全樓梯間

用機車也不以為忤。遇到家境清寒的學生，他能設身處地替對方

用木板上下隔開，再放了床墊當成房間出租，這樣夏天忍受酷暑，

著想，除了利用科技部經費和產學合作計畫盡量多給獎學金外，

簡禎富也常用過去的經歷，鼓勵學生不要放棄，除了論文指導還

工程系會長，為了有更多時間兼顧學業和課外活動，剛好那時清

幫忙找好的工作，「能幫一個年輕人，甚至因此救一個家庭」。

華大學試辦雙學位制度，他決定用五年雙主修工業工程與電機，
「用時間換取空間」，拉長在學時間，減少每學期修的學分數，

．簡禎富教授對家人有深厚的情感，從辦公室辦公用的桌椅到擺設，
處處可看到與觸摸到父親樸拙扎實的木工作品和大溪老家的生活記憶。

1985 至 1990 年簡禎富唸大學時，是臺灣解嚴和社會轉變的

讓他能有更多時間參與活動，也把系會長的工作做好，大四又被

時期，民主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開擴了這一代年輕人的視野。

選為第一屆清華大學學生議事會常務學代（議長），隨著觀察和

因為勇於承擔的個性，他也積極參與各種活動，大三時還當工業

參與「讓我思考如何應用所學來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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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的道理，正因為過去的辛苦付出，讓他不到四年就拿到碩士
是人的決策也是命運的安排，沒想到，後來的遭遇為他日後

和博士學位。所以他鼓勵學生讓他們可以到各系所修課，但要求

打下了紮實的基礎。簡禎富雙主修電機系，並專攻電子組，也為

是理論課以建立基礎，至於應用就由他用「師徒制」的方式直接

日後半導體產業的研究奠定完整的領域知識；他因為已經在工工

帶著學生到產業實證。

系修過一學期線性代數，所以不想再修電機系兩學期的線性代
數，拖到大五時只好修數學系的線性代數，沒想到數學系是以理

三十年來，那位曾在清華園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的大學生，

論為主，作業都是證明題，「要是大三忙社團的我，應該會借作

已是清華講座教授，並透過大數據分析、數位決策和智慧製造的

業來抄」，可是他大五時已算是學校風雲人物，也不好意思抄學

研究創造產業貢獻。由於紮根臺灣製造的研究成果受到國際產學

弟妹的作業，所以非常認真上課、推導證明題。另外，剛好有錄

界的肯定，簡禎富並沒有因為各種邀約而迷失原本的理想或停在

製「教學錄影帶」的公司在找數學老師，他去試教後竟然順利錄

舒適圈，「因為很多人的栽培、企業的信任和機緣才能走得這麼

取，即使他既不是研究生也不在數學系。當時簡禎富拍國小五、

遠，我想繼續前進，用自己走過的方式完成不同產業區塊的拼圖，

六年級、國中及高中（高二高三又分自然組和社會組兩種課本）

希望能通產業之變」。

總共 10 個年級上下共二十冊數學課本的教學錄影帶，每一冊內
容各拍 12 卷，為了多賺錢，他自己規劃授課內容、準備教材，
一卷錄影帶的拍片酬勞 3 千元，約當一個月家教的薪水。因為市
場反應很好，加上課本改版、公司拆夥找他再拍，簡禎富在大五
和服役期間總共拍了三套，賺了兩百多萬，這筆錢當時在新竹可
以買一間房子，但他把存摺全部交給父親還銀行貸款。
簡禎富即使服兵役時也一樣認真，所以預官訓練以第一名的
成績留在陸軍裝甲兵學校擔任區隊長兼教官，並獲頒「陸軍忠勤
獎章」榮退。他接著到美國唸研究所攻讀「決策科學與運籌學」，
希望用現代管理科學理解歷史上的運籌帷幄、神機妙算，簡禎富
找的指導教授要求要修過高等微積分才會收他，「其實我大一微

河汾之間行勝於言 預約下一個盛世
形容自己「常常唐吉軻德式地投入下一個挑戰」的簡禎富，
不喜歡空談埋怨，願意撩落去解決問題。他喜歡探索又有創意，
因此常跨界、當先鋒，有時不免遇到各種挫折遺憾，特別是若干
政策的配套機制仍不完備，但他從不氣餒。唸建中時偶然在圖書
館讀到林語堂著的《蘇東坡傳》，讓他一生有效法學習的典範而
能身心安適，隨手從書桌拿起泛黃的《蘇東坡傳》，說「人生太

團的經驗來領導決策分析研究室團隊，並以《獻身與領導》的精

領域交流的平臺，簡禎富說，「成為河汾之間，預約下一個盛

平順，生命就不會有深度」，萬一仍舊想不開，看《明史》就知

神參與每個計畫並享受解決問題的過程，「我訓練出來的人在每

世」。書院清幽的環境中，隱藏著不少他感恩的「密碼」：種植

道現在的知識份子有多幸福。

一個領域都很搶手，這也是回饋社會的方式之一」，所以簡禎富

母校內柵國小的楓香、仿建中紅樓的走廊，「紫軾書院」牌樓是

加量不加價，在大學部增開「策與勢：運籌帷幄到大數據決策」

從蘇軾字帖集字，仿北京清華大學二校門，北京清華園「行勝於

通識課，並與時代基金會合作開設「創新創業專題」課程，以培

言」日晷的複刻版，他作的《清華之風》百年校慶詩一首，以及

養更多青年領袖。

他找親友學生們一起植樹的綠蔭。總是感激貴人幫助的簡禎富，

積分差點被當」，為了求名師指導和爭取獎學金，只好硬著頭皮
去數學系修高等微積分，出乎意料的，他竟然成績很好，才發現

「行勝於言」是清華大學的校風，也是簡禎富力行的座右銘

大五時認真上線性代數，和拍了三次數學教學錄影帶，讓他紮穩

之一，他也培養「對社會有具體貢獻的做事者」，指導學生「做

馬步打下堅實的基礎，特別是拍教學影片，為了把每一冊看似簡

中學」且兼顧理論基礎、分析方法及產業貢獻，從自己成長的經

單的課本，拍成 12 卷教學影片，他深入思索每一個小細節理解

驗給學生各種歷練機會以培養學以致用的能力和經世濟民的視

簡教授用借調臺積電的分紅配股，在清華和竹科附近買地蓋

野；簡禎富說，合作廠商就是我們的「實驗室」，他用大學帶社

了「紫軾書院」，希望書院能作為科學園區、大學和社會各界跨

正用他獨特的方式，感謝並回饋給這片孕育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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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成就歷程

礎。決策是管理者最重要的工作，然而也

「東元獎」創設至今二十五年，已獎勵一百多位在各領域貢

很慶幸能於 1985 至 1990 年在清華大學學習工業工程與電機

是管理領域中最少被深入探討的領域之

獻傑出的先進們，成為廣受肯定的殊榮，也引領創造更多價值。

工程雙學位打下跨領域的紮實基礎，這段時間正是臺灣開放轉

一，主要是外人往往只看到決策的結果，

臺灣面對的挑戰，除了水平分工的各領域研發，也亟需垂直整合

型的關鍵時期，也因此養成對國家社會的關心；1992 至 1996 年

難以一窺堂奧。有幸可以得到許多企業的

的跨領域合作。謹建議設立「東元科技講座」為平臺，邀請歷屆

在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決策科學與作業研究博士期間，副

信任和導師的指點，從執行產學合作研究

得主串連成系列講座，並透過集結成書、網路和慕課等開放線上

修統計學，並在醫療系統研究分析中心擔任研究助理，運用資

計畫、借調臺積電三年和不同時期擔任臺

課堂，擴大影響力；此外，亦可考慮增加由評審委員會主動遴選

料挖礦分析「綜合醫療促進支援系統」（Comprehensive Health

積電、聯發科、臺達電、友達光電的顧問

推薦的「跨領域」研究，或不在既有科技類別但符合「東元獎」

Enhancement Support System，簡稱 CHESS）的使用歷程資料和使

過程中，深入參與卓越公司的組織管理和

精神的其他領域得主，使默默深耕且對臺灣社會及產業根基有傑

用者回饋等，奠定了決策、最佳化和資料分析等研究專長領域的

決策過程，多方面向各領域產學界先進學

出貢獻的各領域先進們都能受到「東元獎」激勵，持續精進，共

理論基礎。1996 年返回母校任教，即創立「決策分析研究室」，

習，將不斷學習的各種分析方法融會貫

同促進臺灣的永續發展。

以問題與方法之互動為研究導向，結合理論發展與實證研究，並

通，以此發展出一系列實證研究，從問題

以鄰近的竹科高科技廠商為實驗室，透過產學合作研究練功，不

架構、資料收集、大數據分析、優化和數

僅多方印證所發展之分析技術，並作為更深一層理論研究的基

位決策的完整思維過程，提供科學化系統
化之決策依據，也從中體會企業組織運作
和數位轉型的重要。2011 年起，執行大
型產學計畫，同時展開六個子計畫，分別與

具體貢獻事蹟

各部門協同開發，半導體由於迴流製程和拆批混批的彈性生產模

創 設「 決 策 分 析 研 究 室 」 以 提 升 卓 越 決 策 (Enabling A+

式，導致資料交錯關聯的複雜度提高，加上生產週期時間長，造

Decisions) 為目標，領導研究團隊長期深耕智慧製造、大數據分析

成資料時間性、群集性、連動性等挑戰，歷經各種艱辛終於成功

和多目標決策之理論和技術，創立紫式決策分析架構 (UNISON

發展各個技術模組順利上線，讓團隊從實戰中學習到扎實的大數

Decision Framework) 和 PDCCCR（Pricing-Demand-Capacity-CapEx-

據分析技術和洞見。2013 年起執行產業技術同盟計畫和深耕工業

Cost-Return） 架 構 整 合 定 價、 需 求 規 劃、 產 能 組 合、 資 本 支

基礎技術計畫，將在高科技製造累積的分析經驗和研發技術，外

出、成本結構和營收管理等製造策略決策，發展資料挖礦與大

溢擴散至其他產業領域的會員廠商，透過不同場域檢驗而有更深

數據分析技術以提升良率，以及全面資源管理（Total Resources

的體悟。2017 年執行科技部 AI 創新計畫，並忝為人工智慧製造

Management; TRM）和調度優化演算法及其決策系統以提高營運

系統研究中心主任，也讓研究團隊加速導入人工智慧技術並與既

績效，並和各產業領域的領導企業和隱形冠軍建立長期深入的產

有的核心能耐結合，更完整地解決臺灣廠商智慧製造和數位決策

學合作研究，將大數據分析和智慧製造技術成果從高科技外溢其

所需要的各層面的技術及管理的問題。

他領域，並透過不同產業交叉檢驗效度，培養對產業具洞察和實
戰力的人才，以創造具體產業價值；針對先進國家重回製造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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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累積「問題點」的突破到「產業鏈」的整合，擴大為「系統

造為核心的完整解決方案，輸出至其他新興國家，讓臺灣在未來

Madison, where he had been a research assistant in Center for Health

面」的完整解決方案，已取得學理創新和技術突破成果，發表超

全球製造賽局繼續佔有關鍵地位。

Systems Research and Analysis for analyzing usage data and survey
of users of the Comprehensive Health Enhancement Support System

過 170 篇學術期刊論文（包括 1 篇 HiCi，兩篇 IEEE Transactions
年度論文獎）；著有《決策分析與管理》及《資料挖礦與大數據

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分析》等書；主編《半導體製造技術與管理》《產業工程與管理

The TECO Award has been successfully affecting Taiwan society

個案》《固本科園 臺灣精進》《創業清華》及《清華百人會》等

via hundreds of outstanding grantee. As Taiwan is facing increasing

書及《竹科 30》有聲書；並撰寫臺積電、聯發科、創意電子、晶

challenges, the TECO Award can be enhanced as a platform including

元光電等 12 篇哈佛商業個案，提昇臺灣製造典範的國際影響力，

serial Awardee Lectures to strengthen social impacts as well as to

榮獲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2016)、行政院國家品質獎 - 研究類

nominate potential awardees of cross-discipline or minority that have

個人獎 (2012)、三次傑出研究獎 (2007、2011、2016)、經濟部大

devoted themselves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Taiwan.

的挑戰，提出「工業 3.5」作為工業 3.0 和未來工業 4.0 之間的混

管理學會院士 (2012) 和工業工程會士 (2018)。

發展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價值鏈整合和彈性決策能力，一方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ssor Chen-Fu Chien has received solid training with dual
degrees and Phi Tau Phi Honor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Electrical

合策略和破壞性創新，善用臺灣製造管理優勢和整合能力，協助

研究展望

Engineering at Tsing HuaUniversity from 1985 to 1990. From 1992

面提前收割製造系統轉換到「工業 4.0」的價值，先在重構中的

繼續專注智慧製造和決策品質的研究，一方面持續與高科技

to 1996, he studied MS and PhD in Decision Sciences and Operation

全球產業鏈中卡位，另一方面，亦可輸出臺灣製造的解決方案至

產業合作挑戰難題，研發先進分析技術並深化研究成果，另一方

Research with minor in Statis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其他新興國家，相關論述已經受到產業界的重視和支持，並已在

面，平行外溢到其他領域的中堅企業，以交叉驗證所學並豐富產

多家中堅企業和隱形冠軍實證取得具體成效。指導的學生均受到

業經驗，厚植協助產業的管理技術與產業生態的洞察，希望能通

產業界積極延攬；在學術界服務的學生亦能延續學以致用的理念

產業之變，成一家之言；持續著作立說，包括 TSMC Way 等哈佛

且有傑出表現，其中兩位已榮獲吳大猷獎。

商學個案和專書，在邁向工業 4.0 之際，希望能將臺灣智慧製造
變成國際管理學術和教科書上的典範；主持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

學以致用、厚德載物是後學研究的目標和動機，因此研究成

系統研究中心為平臺，促進資訊、電機、機械、工工與管理等不

果能通過學術檢驗發表在重要學術期刊，而實證效度滿足合作廠

同技術領域的垂直整合以創造更大綜效，亦以本身跨領域跨產學

商需求創造具體價值，主持的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已超過一億兩

的經驗為橋樑，協助更多深度的產學合作研究；推動「工業 3.5」

千萬元，並取得 23 項智慧製造國際發明專利，成功技轉到不同

作為臺灣製造戰略，促成「AI 紫式大數據分析服務」的創新創業，

產業，清華大學技轉金收入累積超過一千三百萬元，累積創造具

以協助大多數難以內建分析團隊的臺灣中小型企業，能藉助分析

體產業效益達數十億以上。透過與上下游各個領導企業的深入合

服務公司而提升智慧製造和數位決策能力，進而整合成以臺灣製

decision analysis, optimization, and data mining. He was a Fulbright
Scholar in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UC Berkeley, from 2002 to 2003. He also received the
Executive Training of PCMPCL from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2007).

He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NTHU as
Assistant Professor in 1996 and established the Decision Analysis Lab

學產業經濟貢獻個人獎 (2009)、教育部產學合作研究獎 (2003)、
傑出工程教授 (2010) 等殊榮，也是 APIEMS Fellow (2016)、科技

(CHESS) to construct the fundamentals for his research focuses of

．決策分析研究室是簡禎富教授的「起家」所在

(DA Lab) with a vision for enabling A+ decisions via empirical studies
in high-tech companies in Hsinchu Science Park as his laboratories in
real settings. He had been an Associate Professor from 1999 to 2003, a
Full Professor from 2003 to 2010, a Tsinghu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from 2010 to 2013, and a Tsinghua Chair Professor since 2013. He
also teaches EMBA/MBA in the Schoo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in NTHU. He was a Visiting Professor in Institute for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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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University in 2004, 2005, and 2011 (sponsored by Royal

the basis for advanced research. "I am very fortunate to have the trust

Society, UK), a Visiting Professor in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in

and guidance of many companies and mentors. Through continuous

2004 (sponsored by Chines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nd a Visiting

learning various analytical methods, I built up a complete thinking

Professor in Waseda University in 2005 (sponsored by Japan Interchange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From problem structure, data collection, big

Association Young Scholar Fellowship). From 2005 to 2008, he was on

data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to digital decision-making, it provides

leave to work as Deputy Director of Industrial Engineering in TSMC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decision-making basis." His research mainly

for three years to successfully transform himself with the capability for

concerns the development of better analytical methods including big data

dealing both advanced research as well as challenging business. Decision-

analytics, decision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algorithms and solutions

mak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ability for a manager. However, it is also
one of the least in-depth areas of management.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thinking process and inner world of many excellent decision-makers,
most people can only view the results of final decisions. The ability

for companies confronting with decision problems involved in strategy,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y that are characterized by uncertainty
and a need for tradeoff among various objectives and justification for the
decisions.

for "decision" should be scientifically enhanced, but the knowledge
of decision-making is an implicated wisdom of decision-makers. In
addition to TSMC, he has also served a consultant for MediaTek,
Delta, and AUO to equip himself with various domain knowledge as

．簡禎富教授說 : 學生和團隊夥伴都是我的貴人

．感恩母校，感恩團隊，榮譽共享

Since 2011, he has led a grand challenge for big data analytics and
manufacturing intelligence to enhance the yield of advanced Nano-

core competence for employing big data analytics and for various

process for a leading company with six sub-projects, integrating joint

problems. In 2013, Dr. Chien founded the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Prof Chien established the "Decision Analysis Lab" for Enabling

efforts of related functional departments

Empowerment Partners (STEP) Consortium to expand the accumulated

A+ Decisions, specializing in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methodologies

and DALab associates. Due to the reentrant

analytics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member companies in different

of smart manufacturing, big data analysis, and multi-objective decision

process and product mix batch processing

industrial segments and thus acquire deep knowledge via cross validation

making. Based on in-depth empirical studies, Dr. Chien create the

i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of similar challenges in different domains. Since 2017, Ministry of

UNISON Decision Framework and PDCCCR (Pricing-Demand-

the flexible production amplified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itiate AI Grand Project establishing four AI

Capacity-CapEx-Cost-Return) to coordinate manufacturing strategic

complexity of data structure. After various

Research Centers and Dr. Chien has been appointed as the Director for

decisions including as pricing, demand planning, capacity configuration,

hardships, DALab team finally succeeded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AIMS)

capital expenditure, cost structuring, revenue management. He also

in developing different technologies such

Research Center to integrate cross-discipline efforts to develop solutions

developed Total Resources Management (TRM) receiving National

as semiconductor big data analysis and

to enhance smart produc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Quality Award. Dr. Chien has built long-term and in-depth collaborative

diagnosis. Finally different functional

industries.

research mechanisms with leading companies and Hidden Champion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modules were successfully implemented

in various industries in Taiwan. He proposed Industry 3.5 for Taiwan as

and thus DALab also enhance their

a hybrid strategy between the existing Industry 3.0 and to-b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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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with disruptive innovations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has received many prestigious awards including the Executive Yuan Award

He has validated his ideas with specific values created for the industrial

for Outstanding Science & Technology (2016), the National Qualit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ompanies. From breakthroughs of specific

Award from the Executive Yuan (2012),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s

industrial challenges to integrative research along the value chain,

of MOST (2007, 2011, 2016), University Industrial Contribution

Prof. Chien has earned innovative and technological accomplishments,

Award from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for Individual Contribution

including publishing more than 170 journal papers including 1 HiCi,

(2009),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ward

the 2011 Best Paper Award of IEEE Transactions on Automation Science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1). He is also a fellow of APIEMS,

and Engineering, and the 2015 Best Paper Award of IEEE Transactions

CSMOT, and CIIE.

o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a number of USA invention patients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earning more than 10 million NT dollar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income for NTHU, 12 Harvard Business
Case Studies including TSMC, MediaTek, and Epistar for enhancing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Professor Chien would like to devote himself to address critical
challenges for Taiwan industries via continuing his collabor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aiwan manufacturing paradigm. Dr. Chien

high-tech companies to drive advanced research developments, while

medium-sized companies that cannot cultivate internal analytics teams

also supporting hidden champions to accumulate in-depth insights of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Professor Chien will take the lead for

business ecosystem and generate his own theories. He also wants to

startup to realize a company for providing analytics service based on

promote the paradigm of Made by Taiwan via case studies and textbook.

core competence of AI, big data analytics. The integrated solutions with

As the Director of AIMS, Taiwan, he will actively promote industrial

Taiwan manufacturing soft power can thus export to other emerging

collaborations among the project teams and foster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countries as alternative ways for industrial revolutions and thus become

different expertise to enhance synergies of cross-discipline collaborations.

the niche of Taiwan in global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Moreover, Professor Chien believes "Industry 3.5" as manufacturing
strategy suitable for Taiwan and will develop technology roadmap with
various empirical projects for validation. In order to support smal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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