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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 SMART = 做事要有效率 ＋ 成果要有水準
Be SMART = efficient execution +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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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柯明道

評審評語

先生

Ming-Dou Ker．56 歲（1963 年 10 月）
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電子研究所
電子工程學系

博士
碩士
學士

現任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研究所
特聘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生醫電子轉譯研究中心
主任
臺灣生醫電子工程協會
理事長
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中華民國分會 (IEEE Taipei Section)
副理事長
Editor, IEEE Transactions on Device and Materials Reliability
國際期刊 編輯
Associate Editor,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Circuits and Systems
國際期刊 副編輯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學院
行政院 / 國科會 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
義守大學
臺灣靜電放電防護工程學會
工業技術研究院 電通所積體電路產品工程部

長年鑽研積體電路靜電放電防護與可靠度設計技術，協助國

積體電路的專業技術領域；感謝業

內多家著名半導體製造公司與積體電路設計公司克服相關技術問

界產學合作的廠商們提供計畫經費

題，貢獻卓著。

以及「實務問題」，讓我一直有「問

Long-lasting research on the reliability design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題」要解決；感謝我的歷屆碩博士

and microelectronics systems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Help many

研究生們，共同努力地探討各種可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ers and IC design houses to successfully solve

行方法，並在半導體晶片上驗證成

the reliability issues of integrated circuit (IC) products, and to effectively

功；感謝實驗室的助理同仁，協助

improve their production yield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處理繁瑣的行政與經費核銷作業；
最後也必須要感謝我的家人們，有

得獎感言

院長
執行長
副校長
創會理事長
經理

他們在背後的穩定支持，才能夠讓

長期持續專注於「積體電路與微電子系統可靠度設計技術」

我心無旁騖地專注於研究工作上。

的研發，過程是辛苦的，經費是有限的，時間是不夠的，因此必

感謝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及審查委

須想方設法克服困難，自行組裝量測設備，也常常廢寢忘食。當

員的肯定，這個榮譽我要與過去多

自己紮紮實實地走過黑手般的學徒階段，累積的深厚基礎更是後

年來幫助過我的人共同分享。

來能夠協助廠商解決實務問題的功力展現。回想一路走來的過
程，自己也納悶哪裡來的「傻勁」讓自己一直專注下去，是否這

曾任

授、交通大學前校長）帶領我進入

就是古聖先賢們所說的「大智若愚」，自己真的「夠笨」才會堅
持下去，反而能夠獲得老天的照顧（天公疼憨人）。多年來能夠
累積豐碩的研發成果，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也要有前輩的指點
與各方的協助，感謝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吳重雨（國家講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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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膏繼晷努力不懈 臺灣半導體最可靠的幕後英雄

採訪撰稿 / 彭芸芳

交通大學前校長、也是「東元獎」第四屆得主吳重雨博士直

費就有了；大哥大學畢業工作賺了錢，柯教授的大學學費也才有

還沒有網路的時代，多次從新竹搭火車轉公車到臺北市中央標準

言「柯明道教授在ＩＣ靜電防護領域，絕對是世界第一！」臺灣

著落，對於兄長的提攜造就內心是滿懷感恩，認真求學則是對家

局，查紙本、找號碼、調出微影片、再列印，看了無數的專利資

因優秀的半導體產業而成為國際科技舞臺的要角，然而每當業界

庭與父母兄長最基本的回報，之後的科技研究生涯更不敢懈怠。

料，萬萬沒想到後來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夠累計獲得 237 項美國專
利及 215 項我國發明專利，將所學發揮得淋漓盡致。還記得第一

在遭遇可靠度設計的難題時，第一個求救的專家正是柯教授；數
十年來不知有多少機會邀請他進入並引領業界，馳騁全球商場，

九十高齡虔誠禮佛的母親，每天按時早晚課無一日差池，已

次發明專利被聯華電子採用，成為「發明人」，拿到一筆獎金，

但柯教授堅定的守在交通大學的實驗室、教室、甚至長了壁癌的

經在天上的父親數十年不變清晨五點赤腳下田工作，這些身教形

榮譽加上實質收入，心情就像當年拿到獎學金一樣的開心，成為

研究室，「以認真和勤奮的人生態度，接下老天給的責任，即使

塑了柯教授堅定的人生觀：「做任何事都必須認真和勤奮，凡事

日後認真寫專利的動力之一；他幽默的說，有人的專利是基礎型，

行走於沙漠中，我也要努力研發更好的科技，以提升人類生活品

都要求自己做好一點、再做更好一點」、「要農作物收成好，唯

有人的是攻擊型，他則是「貼補家用型」。

質，用更好的生醫電子技術，以減少人類的痛苦。」

有腳踏實地的付出，大地必會回應，這是老天的原則」。這樣的
單純農家生活，沒有外界的文化刺激或資訊，直到唸完高一上學

母親重視教育 貧困中造就認真勤奮的科學家
日據時期，柯明道的祖父在南部的糖廠擔任貨運司機，獨生
女兒（柯教授的母親）因此有升學到高中的機會，是早年少有的
女性知識分子，可惜因重聽而無法考進師專，加上戰爭空襲頻仍，
於是隨家人逃難回臺南歸仁鄉下種田維生，並招贅因戰爭結束而
倖免於軍伕命運的夫婿，七個孩子陸續誕生，兄姊皆是戰後嬰兒

期、已繳的下學期註冊費竟被註冊組退還時，他還很激動擔心，
「為什麼學校不讓我唸書了？」，渾然不知是因為成績優異可免
學雜費。那時候他才知道有所謂獎助學金辦法，驚喜過望，原來
除了幫爸爸農作之外，好好唸書竟也能幫家裡省錢！從此
才把成績當一回事，一直保持前三名；當年柯蔡宗親會
頒獎學金還贈送兩本字典作為獎品，至今他還珍藏著。

潮世代，臺灣最艱辛且物質最貧乏的年代出生的孩子，一大家子
就靠幾方薄田及飼養各式各樣家禽家畜，清苦的生活，是臺灣當
年最寫實的家庭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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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防護 因緣際會
當被問到兒時的願望或人生規劃、夢想等，柯教授
就只有一句話：「完全沒有！」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

排行第六的柯明道教授回憶，家中所有孩子都要幫忙農務，

能唸博士，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當教授； 進入交通大學

他從小就要負責割草餵牛羊和養雞鴨鵝火雞，過著到溪邊釣魚、

後，拜在恩師吳重雨教授的門下，相較於當時熱門的數

田裡抓青蛙加菜的童年生活；媽媽很重視教育，晚上會一邊自修

位電路及類比電路，他研究的是相對冷門的靜電防護，

漢字，一邊教孩子讀書，考試前幾天特許不必下田工作；大哥上

柯明道教授一再用「因緣際會」來形容，並沒料想到日

大學時，媽媽就去農會貸款買小豬仔，養成大豬賣掉，大哥的學

後他能把它修煉成一道絕學。他本持勤奮態度，在當時

壘球投手 攝影高手 業界援手
在交通大學的大學、研究所、博士班、加上博士後研究一年
共十二年校園生活，是吳重雨教授指導的第十個博士生。除了學
業成就，他還以博愛校區的一片草地出發，培養起打壘球的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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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一上場，站上投手丘，就自信滿滿，指揮若定；提到當年

集結在阿拉斯加所拍到的道爾山羊、棕熊、大角駝鹿、座頭鯨、

至今日，他參賽或指導的比賽，經常獲勝，柯教授一掃原本談到

北極地鼠、沙丘鶴等作品，免費提供給「臺灣靜電放電防護工程

研究成果時的謙遜，眉飛色舞的大聊到對壘球的熱愛，「只要講

學會」製作成年曆；攝影與美學才華展現在作品上，年曆也顯得

到交大壘球，第一名非電機學院莫屬，除非我出國！」，去年還
帶領交大教職員壘球隊與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帶隊來訪的壘球
隊比賽交流，研究室的常年良伴即是他的壘球手套。

極為精美，讓人見識到柯教授工作和興趣都熱情洋溢的性格。他
也特別孝親敬長，念舊不忘本，經常一放假就回老家，探望母親
之外，更上山砍樹摘果，下田協作農活。受到老母親克己簡約自
律的影響，每天早餐都是一個地瓜一杯茶，常懷感謝天地與感恩
人我之心。談到恩師吳重雨教授，老師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尊師

柯教授亦專長攝影，醉心於遠赴山邊水涯拍動物照片，曾經

重道，敬愛感恩之情自然流露於言
表，對照現今功利的社會風氣與一
般淡漠的師生關係，柯教授對恩師
完全出於本心的孺慕之情，旁人都
感到很羨慕也很暖心。

現在智慧型手機愈做愈輕薄且
多功能，一個ＩＣ上就有多達 69 億
顆電晶體 (A12 Bionic 晶片 )，只要其
中一個電晶體被靜電影響而壞掉，
手機就可能故障，柯教授即長期專
注在這個專業領域裡鑽研，從早年
的被動式防護，再轉守為攻，首創
主動式防護設計以強化 IC 的靜電抵
抗能力，在不影響電路正常功能的
前提下，能夠通過嚴格的歐盟檢驗
規格；由於研發成果在國際上備受
矚目，國內外的半導體大廠一遇解
決不了的問題就找他求救，甚至急
得直接派車到學校接他去解決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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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研究與工作有異於常人的熱情 在靜電防護領域執牛耳
在接踵而至的業界難題催促下，柯教授帶著學生逐一化解，
這個過程裡，不但提升產品的可靠度水準，也指導出許多優秀的

療帕金森氏症、癲癇、失智症等，並帶領研發團隊擴及開發電子
眼、電子耳等植入式電子醫材，期許推動臺灣全新的植入式生醫
電子產業鍊，再創臺灣科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碩博士生，發表許多高質量的論文，但他並不只待在研究室裡，
期間還曾肩負許多行政工作，無論是早期創辦臺灣靜電放電防護

獲頒「東元獎」 感激家人團隊與出難題的「業界」

工程學會、借調高雄義守大學任副校長、或到國科會的奈米國家

榮獲「東元獎」，柯教授除了感謝基金會和評審團的肯定，

型科技計畫擔任執行長，以及後來擔任交通大學光電學院院長

最大的感謝要獻給兄姊們幫他照顧母親、妻子幫他照顧孩子，讓

等，曾經忙碌到手上有五個中心、二十多位助理，每天二十四小

他無後顧之憂。還要感謝提攜過他的貴人，一直給他「難題」的

時都用到極致。柯教授目前正擔任「臺灣生醫電子工程協會」理

業界公司，歷屆與他一同在實驗室創新研發的碩博士研究生們，

事長，以及「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中華民國分會」的

研究中心的專職研究人員，以及協助行政業務處理的助理同仁

副理事長。

們。期待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能永續發展，以一屆又一屆的「東
元獎」表彰優秀和努力的人，做為年輕人的榜樣，雖然做研究不

吳重雨前校長笑說，沒看過當教授還常熬夜做研究的，在
三更半夜還會經常收到柯教授傳送到研究群組上的技術資料，

是為了得獎，但榮譽就是肯定，期待能給後輩一些啟發和引導，
鼓勵他們更優秀、更超越。

「他是我所有學生中，對學術擁有高度熱情，而且在校園中表現
最好的一位，實在讓我引以為榮，而他尊師重道的態度，我非常
感動」。雖然在交大求學，役畢後又回交大任教，但其間在工研
院電通所服國防役六年，柯明道接觸到ＩＣ產品的生產與應用問
題，曾被緊急派往美國技術支援，拿著一張回程日期是空白的機
票，抱著非解決問題才能回國的決心，使命必達，硬是把電腦鍵
盤控制器ＩＣ上的靜電問題解決，協助國內廠商順利拿到ＩＢＭ
的大訂單，曾為工研院創下歷年來ＩＣ銷售最佳成績，當時院慶
活動還大開香檳慶祝。
除了在靜電防護領域執牛耳，柯明道教授新階段的方向是與
醫界合作，擔任「生醫電子轉譯研究中心」主任，把ＩＣ晶片當
成藥物，運用生醫電子技術，改善難以用藥物治療的神經損傷或
減低疾病導致的痛苦，「做了多年防電的工作，現在要做電人的
工作」，研發出適應性電流刺激神經調控技術，可廣泛運用在治

．攝影 / 柯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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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所設
置的「東元獎」，具有非常嚴謹的評審制

發與產品量產的工作，從基層工程師做起，到後來擔任積體電路

公司工作以領取高薪與股票分紅，反而造就他後來能夠廣泛且自

產品工程部「部門經理」的職務，其任職期間也為工研院電通所

由地與眾多臺灣電子業界公司進行產學合作，讓他陸續研發的創

創造積體電路產品大量生產與銷售的歷史高峰期。

新技術，能夠協助多家臺灣電子廠商成功解決積體電路 (IC) 產品

度，是國內少數高水準的獎項之一，對於

在國防役期結束後，柯教授曾獲得科學園區數家知名廠商的

可靠度的問題，有效提昇積體電路產品良率與市場競爭力；也因

長期埋首於實驗室研究工作的國內科學與

經理職級聘函，但柯教授選擇回到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從最

此柯教授在積體電路設計與半導體製造產業具有極高的知名度，

工程人員是一項非常有榮譽感的獎項，歷

底層的「助理教授」職級做起，焚膏繼晷日夜努力，藉由量多且

尤其是在靜電放電 (ESD) 防護設計與閂鎖 (latchup) 防治技術上，

屆得獎者亦皆是各領域傑出人士。在當前

質精的學術論文著作，柯教授僅以五年的時間，從「助理教授 (88

更是國際知名學者，連在加州矽谷的國際知名 IC 廠商亦曾多次

各類負面社會新聞充斥媒體版面，經常唱

年 )」升到「副教授 (90 年 )」再升等到「正教授 (93 年 )」，創下

邀請他到廠實地指導，日本的儀器廠商 Hanwa，甚至捐贈貴重的

衰臺灣前途之際，能夠有「東元獎」來呈

交通大學由助理教授升等到正教授的最快歷史記錄。由於柯教授

ESD 測試設備給柯教授，提供研究使用。

現臺灣正向且優質的一面，藉由彰顯得獎

當初 (88 年 ) 選擇回到交通大學擔任教職，沒有加入某一家業界

者的傑出事蹟與奮鬥歷程，可以帶給年輕
學子一個值得學習的典範；除了對長期從
事科學技術研究人員的鼓勵之外，亦對臺
灣社會有撥亂反正之標竿作用，期盼這股
清流能夠長期流動，給臺灣社會帶來光明
的前景。

成就歷程
在 1990 年代初期，當大多數研究
生追逐熱門的數位積體電路設計與類比
積體電路設計為研究主題之際，柯明道
即以當時相對非常冷門的「積體電路與
微電子系統之可靠度設計技術」為研究
主題；在那個時候，全國無人專研此一
技術領域。
柯明道在民國 82 年獲得博士學位
之後，在交通大學做博士後研究近一
年，便到工研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
服「國防役」，從事積體電路的設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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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因此柯教授在 104 年 12 月獲頒「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並已獲得美國專利核定。柯教授目前擔任交通大學「生醫電子轉

這次更是公正的「國家級」第三方組織見證他對臺灣半導體產業

譯研究中心 (BETRC)/ 醫療電子系統實驗室」之主任，帶領研究

術」長達近 30 年，已經成功協助國內多家著名之半導體製造公

的卓越貢獻。

群進行跨領域的植入式生醫電子醫材研究開發工作。自 2018 年

司與積體電路設計公司解決許多積體電路之靜電放電防護設計與

研究展望

開始，柯教授獲得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特色領域研究中

具體貢獻事蹟
一、柯明道教授專研「積體電路與微電子系統可靠度設計技

可靠度問題，所研發之創新技術累計至今已獲證美國專利 237 件

生醫電子產業是我國科技發展的下一個好機會，結合醫學與

以及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215 件，已發表國際專業學術期刊與國際

微電子學，生醫應用之積體電路設計已被視為嶄新的醫療技術，

研討會之學術論文合計 560 篇，並持續增加中。在此專業技術領

積體電路晶片經由生物相容性封裝之後可被長期植入體內，對

域為世界知名學者，柯教授的論文是從事此技術領域的工程師或

患部進行電刺激，提供了以往大眾認為無法治癒的疾患另一個

研究人員必讀的聖經。

可行的治療途徑。柯教授已研發了數種主動適應性電刺激晶片

二、柯教授所研發的靜電放電防護設計技術與閂鎖防治方法

(adaptive neuro-stimulator)，當受刺激部位的阻抗發生變化時，電

已被條列於臺積電 (TSMC) 與聯華微電子 (UMC) 各世代半導體製

流刺激器亦能提供穩定的刺激電流，以應用於抑制癲癇病症發作

程之設計準則 (Design Rules) 中，提供積體電路設計公司開發各類

或帕金森氏症的電刺激治療，所研發之電流刺激器重要設計技術

積體電路產品時施行必要之防護設計於晶片上，在現今國內外之
積體電路產品中，使用到柯教授所研發的靜電放電防護技術與閂
鎖防治方法所生產製造之積體電路產品顆數已經多到無法計數。
三、柯教授創設「靜電放電防護工程學會」，提昇臺灣電子
產業解決此問題的技術與能力。並帶領舉辦多次「靜電放電防護
技術論壇研討會」，講授靜電放電各項相關之防護技術。柯教授
除了學術研究成果豐碩之外，亦熱心協助臺灣的廠商解決各式各
樣可靠度問題。
四、藉由對臺灣半導體產業的技術指導與實際貢獻，柯教授
因此獲選為中華民國第四十一屆「十大傑出青年」(92 年 )，首次
由公正的第三方組織見證他對臺灣半導體產業的貢獻。持續多年
來的努力，柯教授在此技術領域的研發成果在電機電子領域已居
國際領先地位，並於 2008 年獲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頒發『IEEE Fellow』學術殊榮。鑒於柯教授在技術開發 ( 專利 )
．以俗稱的「靜電球」來呈現肉眼看不見的靜電電場分佈。

與學術研究 ( 論文 ) 皆有非常顯著之傑出成果，成功地協助國內
外廠商解決產品可靠度的技術難題，對電子產業具有實際重大貢

心的計畫核定，擔任交通大學「神經調控醫療電子系統研究中心」
的主持人，獲五年期計畫經費的支持，帶領研究群積極研發植入
式神經調控醫療電子系統相關技術，善用積體電路與系統晶片之
專業，以創新的微電子技術結合生物相容材料，研發高階植入式
醫療電子系統，以供神經調控相關醫療應用。柯教授目前亦擔任
臺灣生醫電子工程協會 (TWEMBA) 的「理事長」，積極推動高
階植入式神經調控電子醫材新興產業在臺灣的發展。在國際學術
領域，柯教授目前亦擔任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Circ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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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ystems 國際專業學術期刊的 Associate Editor ( 副編輯 )，以及

struggles of the winners. The winners of "TECO Award" have built good

積體電路領域最知名 ISSCC 國際研討會的技術委員 (IMMD sub-

models in many fields to the young generations. We sincerely wish that

committee)，負責審查全球在植入式醫療電子領域的研究論文。

"TECO Awar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guide the Taiwan society to a

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right way with a bright prospect and happiness of future.

This "TECO Award" supported by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has very strict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is one of the few high-level

In the early 1990s, when most graduated students chased the most

awards in Taiwan. It is a very honorable award for technical scientific

popular digital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and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and/or engineering person who has long-lasting persistence in the

design, Prof. Ker took the relatively unpopular research topic on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with great contributions to our

reliability design of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electronics systems. At

society. The winners of TECO award have been all of outstanding people

that time, no one in Taiwan dedicated to this technical field.

in various fields. Among the current news reports with many negative

After finishing his Ph.D. Thesis in 1993, Prof. Ker continually

social events, which often disappointed the future of Taiwan, fortunately

worked as a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we have the "TECO Award" to present the positive and excellent

(NCTU) for almost one year, and then went to the Computer and

achievements of Taiwan, and to highlight the outstanding deeds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y Laboratory (CCL) of the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ITRI) to be an electronics
engineer, engaged i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e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However, Prof. Ker chose to

the yield and market competitiveness of integrated circuit products, and

return to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NCTU, starting

therefore Prof. Ker has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world-wide IC industry,

from the lowest level of "Assistant Professor". After day-and-night hard

especially in technical field of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protection

working of couple years, he was promoted from "Assistant Professor

design and latchup prevention. He has been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1999)" to "Associate Professor (2001)", and then the "Professor (2004)".

scholar in this technical field.

the VLSI Design Division of CCL/ITRI. During

It took only five years to create the fastest historical promotion record of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his working period in CCL/ITRI, he created a

NCTU from the assistant professor to the full professor. Since Prof. Ker

1. Prof. Ker specializes in the technical field of "reliability design for

historical peak record in the mass production and

did not join a certain industry company to get the high salaries and stock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microelectronics systems" for nearly 30 years.

sales revenue of integrated circuit products in ITRI.

dividends, he later became widely and freely to cooperate with many

He has been granted with 237 US patents and 215 Taiwan patents,

After his 5-year work in ITRI, Prof. Ker ever

industry companies. Opportunity, he can help many semiconductor

and published over 560 technical papers i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s/

received couple of offer letters of appointment with

manufacturers and IC design houses to successfully solve the problem

transac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 has successfully helped

Manager Position from the famous companies in

of reliability of integrated circuit (IC) product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many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and IC design houses to

of integrated circuits. With 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develop many technical solutions
and patent applications those can be practically
used in the products of integrated circuits, he was
promoted to be the "department manager" in

55

56

第二十五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57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solve the reliability issues of products. In this technical field, he has been

Reliability Conference for more than 16 years, and also arranged ESD

a world-wide renowned scholar and famous expert, and his published

Workshops many times in Taiwan to teach the engineers in IC industry

papers have been the must-read Bible for the engineers or researchers

with up-to-dated knowledges and technical skills of ESD protection. In

working in this technical field.

addition to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academic research, Prof. Ker continually

2. The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protection design and latch-up prevention

assists Taiwan IC industry in solving various reliability problems.

method developed by Prof. Ker have been listed in the design rules of

4. With the practical contribution to Taiwan's semiconductor and IC

TSMC and UMC (the maj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industry, Prof. Ker was elected as the 41st "Top-Ten Outstanding Young

in the world) CMOS processes of every generation. Those methods have

Person in Taiwan", by Junior Chamber International (JCI), in 2003.

been widely used by many IC design houses to develop their IC products,

With many papers published and patents issued in this technical field,

which equipped into the consumer microelectronics products, such as

Prof. Ker has achieved the international leading position. Therefore,

notebooks/computers, mobile phones, digital cameras, digital TV's,

he was awarded as an "IEEE Fellow" by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utomotive electronics, and so o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in 2008. In view of the

3. Prof. Ker founded the "Taiwan ESD Association" in 2001 to enhanc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atents) and

the abilities of the engineers in Taiwan IC industry and to promote the

academic research (papers), as well as he had really made significant

ESD protection design methods. He had led to host the Taiwan ESD and

contributions to the Taiwan IC industry, he was awarded with the "Award

．攝影 / 柯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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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utstand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ntribution" by the Executive

the implanted electrode was changing. The adaptive circuit design for

Yuan, Taiwan Government, in 2015.

electrical stimulation therapy against neuro-disorder diseases, developed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by Prof. Ker, has been approved by US patents . Prof. Ker currently

The implantable biomedical electronics products will be the
next good opportunity for Taiwan Industry. Combining medical and
microelectronics, the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has been regarded as a new medical technology to treat the neurodisorder diseases. The integrated circuit chip with biocompatible package
had been implanted into the body to provide electrical stimulation
for neuromodulation treatment. Prof. Ker has developed several
adaptive neuro-stimulators, where the current stimulator can provide
a stable stimulation current for neuromodulation treatment (such as
suppressing the onset of epileptic seizures), even if the impedance of

serves as the director of the "Biomedical Translation Research Center
(BETRC)" of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and lead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group to develop the implantable biomedical
electronic systems for neuromodulation treatment. Starting at 2018,
Prof. Ker has been approved as the Leader for the 5-year Project of
"Center for Neuromodulation Medical Electronics Systems" from The
Featured Areas Research Center Program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Sprout Project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in Taiwan. He will continually lead the research group to actively develop
technologies for implantable neuromodulation medical electronic
systems. Currently, Prof. Ker is also serving
as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Engineering
Medicine Biology Association (TWEMBA)
to promote this new bioelectronics
technology for being one of the highvalue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aiwan. Prof.
Ker also serves as an Associate Editor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Circuits and Systems, and a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Program
Committee (IMMD sub-committee) in
the INTERNATIONAL SOLID-STATE
CIRCUITS CONFERENCE (ISSCC) to
select the technical papers for implantable
neuromodulation medical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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