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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忘初衷，保持熱情，追求卓越
Keep your original intention, be passionate, and strive for 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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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郭斯彥

先生

Kuo, Sy-Yen．64 歲（1957 年 8 月）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致力於計算可靠度的研究，對學術教育和產業發展具有

從事學術研究不是為了得獎，但獲獎絕對是對研究人員最大的鼓勵。感謝我太太對我們家全力的照顧，使我能全心投入在教
學與研究工作上。同時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Prof.W.Kent Fuchs，他現為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校長，帶領我進入研究道路。還
有謝謝我的研究同仁，我的學生及所有曾幫助過我及與我合作的朋友們。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至目前為止，已有超過 300 位碩
博士從我的實驗室畢業，在各大學任教及科技業任職皆有很好的成就，是我感到最驕傲及欣慰的。臺大校園優良的研究風氣
與措施，電機系完善的設備與支援，讓教授潛心於學術研究，並以國際標準作為追求卓越的準則，衷心感謝。

關鍵影響，且領航 IEEE 及 IEEE Computer Society 頂
尖國際社群發展，對提升台灣相關領域的國際影響力，
貢獻卓著。
Prof. Kuo is a world-renowned researcher in the area

學歷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計算機科學

博士

of dependable computing. He has made pioneering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電機與計算機工程 碩士

contributions to research, education and industry. He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also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學士

community and served as the IEEE Fellow Committee Judge

現任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終身特聘教授

and Computer Society Vice President. These efforts have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常務監事

contributed signiﬁcantly to Taiwan's visibility and impact on

國立臺灣大學量子科學與工程研究中心

副主任

the related ﬁelds.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電腦科學與資訊工程

審議委員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榮譽講座教授

曾任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院長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資學院

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系

主任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電機與計算機工程系

助理教授

IEEE Computer Society

Vice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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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跑線洞燭機先，掌握潮流順勢而為，領航國際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人若精彩，天自安排。」用

聽到採訪團隊轉述評審團的讚譽推崇，郭斯彥陌然淺

流露。」陳科宏透過貼身觀察，言簡意賅精準描述恩師的處

這兩句話形容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郭斯彥最是

笑，「這都是當選 IEEE 會士的副作用啦。」然而從 2001 年

世與治學態度。而這樣的特質或許是因郭斯彥求學過程總是

貼切。順應社會潮流發展，卻又淡泊自處，凡事無爭的個

當選到今年已屆滿二十年，當年雖以四十四歲成為國內最年

隨著潮流順勢而為形塑而成。

性，心無旁騖專注於研究，在山頭林立的國內外學術社群

輕的 IEEE 會士，後續的研究實驗如果沒有持續精進突破，又

乘風而起，屢屢被賦予重任，甚至成為研究領域全球掌舵

怎能連續三次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接連榮膺美國伊利諾

者。從隨波逐流到引領風潮，郭斯彥的學思歷程就像白毫

大學學術傑出校友獎與 IEEE 計算機學會「金質核心會員」，

出生在新竹教師家庭的郭斯彥，從小名列前茅。新竹市

銀針清淡回甘，值得細思品味。

拾階立足國際舞臺。郭斯彥淡然的把成就歸諸 IEEE 會士的光

立育賢國中畢業，越區報考臺北區公立高中聯考，成為全校

環，事實卻是全靠硬底子真功夫。

唯二考取建國中學的畢業生；建中畢業以第一志願錄取臺灣

實事求是水到渠成 從無到有開創新局

來來來，來臺大 去去去，去美國

「老師的人生哲學就是這樣。他總是告訴我們在實驗室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我的聯考成績是那年建中甲組前 10 名，

學術成就能夠獲得同儕普遍且高度認同，除了治學嚴

做研究實事求是，一定就會有好結果；做任何事都要無所求，

還回學校領獎。」郭斯彥直言，自己是很標準的「來來來，

謹，處世涵養同樣不能偏廢。「我認識很多電機領域的教授

實事求是，所有事情就會水到渠成。」郭斯彥得意門生陽明

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就是跟著潮流走，「很多事情

都非常認同郭教授的學術成就，這絕對不是表面工夫能夠做

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陳科宏透露，「老師做事情

時間到了，那時候的社會潮流趨勢是怎樣，我就跟著做，考

得來的。」陽明交通大學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講座教授張翼

比較務實，也比較淡然，讓大家覺得很和氣，大師風範自然

上臺大電機也是一樣。」

在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總評審會議，談到評審過程對郭斯彥最
深刻的印象，「郭教授做很多國際領航，所有研究資源都是
從零開始，整個研究內涵也是獨立完成，自己建立一片江山，
這是最值得稱許的地方。」
郭斯彥不僅在國內深孚眾望，更是全球電機領域研究潮
流領航者，2020 年被選為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的計算機學會 (Computer Society) 副理事長 (Vice President)。
IEEE 是全世界會員數最多的研究組織，超過四十二萬會員遍
布各國，計算機學會更是其中最大的學會，由此可見郭斯彥
在國際學術社群的影響力。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兼東
元獎評審張耀文說，「簡單的講就是國際領航，他要帶領整
個領域的走向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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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斯彥原本完全不知道電機系要讀些

職場初體驗遇波折 重返校園嶄露頭角

題目，而且快速做出研究成果。第一篇研究論文探討 IC 設計

什麼？「念了後，覺得有些課好像不是我

求學過程萬般順遂的郭斯彥，沒想到畢業後首次謀職

可靠度，1986 年在第 二十三 屆 ACM（電腦協會）/IEEE 設

想讀的東西，不是很喜歡。還好後來分組

就碰到波折。「因為是第一次找工作，身處國外，太太又已

計自動化會議發表，就獲得最佳論文獎。郭斯彥在福克斯的

有計算機組，看起來比較有趣，就去讀計

經懷孕，面試幾家公司都沒下文，難免擔心如果再找不到怎

指導下，僅用三年就拿到博士學位，並順利在亞利桑那大學

算機組。」這個選擇若是要硬說，勉強算

麼辦？感到有點挫折！」不過相對於有些留學生半年才找到

申請到教職，擔任電機暨計算機工程系助理教授。

是郭斯彥求學過程僅有的反叛經驗。「我

工作，郭斯彥兩個多月就被喻為矽谷人才搖籃的半導體公司

們那屆一百多位同學，僅 20 個左右選計算

Fairchild 聘為軟體工程師，算相當幸運。「很感謝當時決定

機組，其他都是念電機工程組。因為那時

聘我的主管 Linda，讓我有第一個工作，穩定下來。她是很溫

「我們那個系主任是從業界來的，他的要求主要就是爭

候計算機應用剛開始，很多人還不太知道

和友善的主管，我太太生小孩，她還到家裡探望，很照顧我

取計畫，希望每個教授每年要從外界帶進至少十萬美元研究

未來發展。但是畢業到美國以後，不少人

們。」

經費，否則升等會較困難。」郭斯彥雖然第一年就拿到美國

都改念跟計算機有關的領域。」

然而英特爾和 AMD 創辦人雖都出自 Fairchild，卻也因

服完兩年預官役，郭斯彥順利申請到

人才流失在 1980 年代逐漸式微。「Fairchild 給我的感覺就是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入學許可，攻讀

缺乏挑戰性，不是可以久待的公司，而我去美國的目標原本

電機暨計算機工程碩士，每個月還有 800

就是要念博士，所以就決定回學校念書，剛好我也拿到伊利

多 美 元 的 助 教 獎 學 金。「 我 們 全 班 超 過

諾大學香檳校區的入學許可。」郭斯彥當時已在 Fairchild 工

80% 都出國，到美國念書，對我是自然而

作三年，年薪達四萬美元，「回學校要放棄很多東西，要有

然。不過那時候要拿到助教獎學金較難，

很大決心。我們同學到矽谷工作的很多，但最後下定決心回

同時去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只有少

學校繼續念博士的相當少。」

數拿得到。」

郭斯彥的毅然決然，也讓他遇到學術生涯最重要的導航

1981 年 8 月乍到聖塔芭芭拉，郭斯彥

者。1985 年到伊利諾大學攻讀博士，郭斯彥選擇剛拿到博士

立即被教授震撼教育。剛到美國 1 個多月，

學位的年輕教授韋斯利．肯特．福克斯 (Wesley Kent Fuchs)

就要上臺用英文授課，還要回答學生提問。

當指導教授，「我是福克斯教授收的前兩個學生，他比我大

「出國前根本沒有講過英文，真的很緊張；

3 歲而已。」郭斯彥說，學校都會提供兩個研究助理名額給

還要修課，壓力很大，簡直是空前震撼的

新教授，「因他面試我時相當誠懇，且認為我的學經歷與英

體驗。」但郭斯彥還是很快駕輕就熟，如

文能力都相當好，他願意給我機會，我就投到他門下。其實

期在隔年取得碩士學位。「那時候臺灣留

大家對選年輕教授都有點猶豫，他們有升等壓力，對學生要

學生又有股風氣形成，碩士畢業之後，大

求比較多，所以都比較喜歡找資深教授。」

家都想要到矽谷工作，我就隨著潮流跟著

伊利諾是美國頂尖名校，福克斯學識涵養當然不在話

大家去工作。只是那時候經濟不景氣，工

下，而郭斯彥又擁有三年產業實務經驗，很清楚業界在做什

作不是那麼好找。」

麼？有什麼問題亟待解決？這對年輕的師生檔很快找到研究

拒絕向錢看 舉家返臺 無人秘境 引領風騷

031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032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啟動獎研究經費獎助，卻難以接受系主

1971 年召開，距離我開始研究的年代僅有十幾年，還在剛起

麼？也覺得自己的學術應該還沒有到那個程度。」但看過其

任「錢比研究重要」領導風格，1990 年經過幾番深思決定舉

步的階段，比較有機會看到有哪些東西沒有人做，相對比較

他申請者學經歷資料的福克斯告訴郭斯彥，「你的學術成就

家返臺。「當時有很多大學跟我接觸，包含臺灣大學、交通

容易找到很多研究創意。現在每個領域都是客滿狀態，要找

與資歷跟他們差不多，可以試試看。」郭斯彥就姑且一試，

大學、中正大學與幾所新設大學要我回來。」

到可以第一個開始做的題目越來越困難！我們只是剛好發現

沒想到會順利當選，「那個都是我的指導教授幫忙啦，還有

旅美專攻可靠度研究的郭斯彥，返臺後逐漸把研究領域

那些題目沒有人做，但最重要的不是第一個做，而是把結果

我們這個領域的歐美和日本學者也有幫忙寫推薦。」

延伸到資訊安全，帶領團隊屢創新猷，領先全球針對記憶體

做出來，做到那個時候最好。因為任何研究不可能永遠都是

當選 IEEE 會士突顯郭斯彥廣結善緣的個性，但自我調

晶片容錯提出正式理論模式與分析；開創記憶體晶片容錯新

最好，後面可能會有學者根據你的成果繼續研究，做出更好

侃的「副作用」隨即接踵而至。電機系資深教授看到會士光

基礎研究，從不同電路與架構提出連串創新容錯機制等，研

的東西。」

環加持，就推舉他當系主任；卸任後，又接連被延攬借調到

究成果技轉開發產品，更被英特爾等國內外大廠應用在 IC 製
程驗證。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執行長兼東元獎評審吳誠文
形容，郭斯彥在相關領域傑出研究貢獻，就像是代表臺灣的
奧運金牌選手，獨領全球風騷。
但郭斯彥卻謙稱，「我們這個領域第一個國際會議是

海洋大學和臺灣科技大學接掌電機資訊學院；再被請回臺灣

恩師提攜 IEEE 光環加持 學海驚異奇航

大學接任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就變成要花比較多時間在學

郭斯彥在臺灣的傑出表現，遠在美國的恩師福克斯全看

術行政工作。」IEEE 更邀請他擔任國際學術獎項評審，2016

在眼裡，2001 年就鼓勵並推薦他角逐 IEEE 會士。「其實我

年突然有人問他要不要參選 IEEE 計算機學會理監事？「我就

那時候對 IEEE 會士沒有什麼概念，完全不知道到底要做什

把資料給他們，然後就選上了。」
「我想他們可能需要有個代表亞洲區的理事，而會員有
很多是伊利諾校友，他們看到我是伊利諾畢業的，就把票投
給我。」其實郭斯彥到現在還不很確定自己為何會被提名並
當選理事。更沒想到在理事三年任期屆滿前，理事長又問他
要不要參選下屆副理事長？「我說好啊，可以試試看。下屆
副理事長是由現任理事長提名 2 位，經全體會員投票，高票
者當選。我感覺他們是找我陪榜的，沒想到我竟然當選了，
大家都很驚訝。」

教學相長 與時俱進 樂見學生開枝散葉

有時候偏離遠一點，只要合理，就可以讓他繼續發展下去。

不過郭斯彥並未因此荒廢實驗室研究，甚至還把研究領

「影像辨識原不是我的專長，有個學生對自駕車影像辨

域拓展到影像辨識與量子計算。「這些都是因為學生有興趣，

識有興趣跟我討論。我想影像辨識如果把紅燈看成綠燈，就

我就跟著他們學習。尤其是博士生，跟老師是共同工作夥伴，

會有安全問題，也是資訊安全範疇，跟影像處理可靠度有關，

老師有些想法可以請學生幫忙一起做；學生也可以主動提出

就從幾年前開始做，也做得不錯，陸續有博士生加入。」郭

自己興趣題目請教授幫忙。」郭斯彥以自己為例，指導教授

斯彥又說，「量子計算對我更是全新的東西，10 年前有學生

福克斯原本也不是做 IC 可靠度研究，「因為我有興趣就開了

想做這個研究，我就從零開始跟著他學，讓他帶著往前走。

這條路」。指導教授只是給大方向，讓學生從裡面找題目，

在原有的領域做這麼久，能夠不斷有新的研究產生，就是因

033

第二十八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034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為有很多學生持續帶著我做新的嘗試，得到新的知識。」
長期兼顧研究和學術行政，蠟燭兩頭燒，郭斯彥坦言

於各種國內外頭銜，郭斯彥還是最喜歡當「老師」，跟學生

會強求，就像去年推薦我選臺灣科技大學校長，有人就挖出

根本不知道那個學生是幾年級，他卻還記得有我這個學生，

一起做研究。

我到大陸學術交流的往事，跟媒體爆料。十年前那時候是政

叮囑我要好好把研究做完，寫好論文。」陳科宏說，「老師

府鼓勵兩岸學術交流，教育部也說沒問題，我還是主動退出，

對學生是發自內心的關懷，雖然他認為我比較合適在業界發

這就是我的個性，那些頭銜沒有必要強求，看到學生有成就

展，但我想試試有沒有機會在大學任教，他就幫忙找機會、

還比較快樂。」

寫推薦信，與其說他幫助我們學術增進，不如說他是我們更

確實很辛苦，「有時候學生要找我，也會有些困難，他們要
很獨立。但我也鼓勵他們有什麼問題就儘量找我討論，不用

不忮不求 淡泊虛名 授業解惑 引路人

怕。」談到學生，郭斯彥就如數家珍，「陳科宏剛從陽明交

「無論是 IEEE 計算機學會副理事長，或是當系主任、

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主任卸任，陳英一是台北科技大學能

院長也是一樣，都是學界前輩鼓勵，比較不去主動爭取，所

郭斯彥對學生念茲在茲，陳科宏最是深刻體會。「我因

源研究院院長 ...，我們在學校做研究的最大目標，是教育英

以我才會說這些都是副作用。對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專注

為家庭經濟狀況，念到博三就出去工作。博五的時候，老師

才培育學生。說真的，很多時候都是學生在成就我。」相較

把研究做好。」郭斯彥雲淡風輕的說，「我對任何事情都不

打電話跟我講時間快到了，好好把學業完成。現在很多老師

重要的人生指引。」

對「東元獎」的期望
東元獎獎勵在科技、創意及人文方面對社會有具體之
傑出貢獻或成就事蹟者，對平日默默耕耘的各領域人士，
具有相當大的鼓勵作用，特別是對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者，
因經常須處於一個較孤單的環境中從事長時間的工作，才
能獲得一些創新突破，因此需要極大的耐心及毅力。如能
獲得一些外在的肯定，相信是ㄧ個很大的動力，促使他更
進ㄧ步，期能對社會做出更大貢獻。除了科技類與人文類，
希望東元獎在未來能夠更擴大，以涵蓋更多的領域，尤其
是在基礎科學，如物理、化學等，以及社會科學，如經濟、
法律等，讓它成為台灣的諾貝爾獎。
成就歷程
郭教授於 1981 年獲得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碩士學位
後，進入美國矽谷工作，在當時世界著名的 Fairchild 半導體
公司從事設計自動化的研發工作。在擔任了三年的工程師後，
深深覺得學有所不足，於 1985 年進入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的
計算機科學系攻讀博士學位，開始了這段超過 35 年的研究過
程。
畢業後由於對學術研究的高度熱忱，因此進入美國亞歷
桑那大學電機暨電腦系任教，並獲得美國國科會研究啟動獎。
3 年後由於國家正蓬勃發展並積極延攬人才，即決定舉家返
國任教母系臺灣大學電機系，貢獻所學於自己的社會。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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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學 術 組 織， 曾 擔 任 IEEE Computer Society (IEEE 內 最

生在該公司擔任要職，產品已成功開發並獲國內外大廠採用

且成功的將研發成果技術移轉給宏碁科技、奇美電子和華碩

大 Society) 的 Vice President 與 Board of Governors member，

（如 Intel），營運狀況相當良好。另外郭教授多年來每年皆

電腦等國際大型電子公司，技術移轉經費超過 300 萬，幫助

同 時 也 擔 任 IEEE Fellow Committee、IEEE Computer Society

獲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補助，開設無線通訊長期進階人才培訓

臺灣企業創造相當高的產品價值，對於臺灣企業的產業升級

Fellow Committee 與 Education Award Committee 的 委 員。 未

計畫－通訊軟體班及晶片系統產業發展計畫－積體電路佈局

有實質的效益。我們也在多媒體技術領域申請多項專利，共

來除了繼續在高可信度計算及軟體可靠度上持續從事國際水

人才培訓班，並協助媒合學員至業界任職，發揮其所學，協

獲得美國發明專利 10 件與臺灣發明專利 4 件，專利技術移轉

準的深入研究外，並將針對未來有極大發展潛力之量子計算

助業界人才不足問題。

超過 10 件，對於臺灣多媒體產業的專利布局與攻防戰有實質

做先導性研究，開國內風氣之先，期能對國家社會有更大的
貢獻。

近幾年在影像處理與多媒體系統也有非常豐富的成果，
我們的研究在於理論與實務並行，我們將尖端的多媒體系統
學術研究成功的導入實際產品應用，主要有五類主題「高品

具體貢獻事蹟

且重要的貢獻。

研究展望

質的多媒體無線網路傳輸系統」、「自動化視訊監控系統」、

近幾年之研究主要在資訊安全及影像辨識與還原，基於

郭教授在學術研究之重要成果橫跨下面三個主題：(1)

「數位多媒體壓縮技術」、「多媒體多點觸控技術」與「高

深度學習以及機器學習的方法，得到優異的成果，陸續發表

高可信與容錯計算系統，(2) 影像辨識與還原，及 (3) 量子計

畫質數位影像增強技術用於顯示器智能背光控制」。已執行

在頂尖期刊與國際會議上，並與業界產學合作。未來將繼續

算。高可信與容錯計算之定義包含高可靠度 (RELIABILITY)、

多個多媒體系統技術產學計畫，除了研究成果論文豐碩，並

朝此方向努力，期待對學術與產業有更多貢獻。

在亞歷桑那大學僅有短短三年，但也培養了二位博士及十幾

高 可 用 性 (AVAILABILITY) 及 高 安 全 性 (SAFETY and

位碩士。回國至今已 30 年，指導了 300 位以上之碩士班及博

SECURITY)。

士班研究生，其中包括已畢業了 58 位博士生，在學術界或

郭教授持續有重要的成果發表在國際一流的會議及期

產業界都有很好的發展。在從事研究中的一貫信念是質重於

刊，除了連續三次獲得國科會傑出獎並成為國科會特約研

量，研究的品質要達到世界的水準，研究的成果要發表在該

究 員 以 及 傑 出 特 約 研 究 員， 更 在 2001 年 以 在 Dependable

領域國際上最好的期刊及會議上，多年來秉持這個原則，獲

System and Software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上 的 貢 獻 榮 膺

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包含期刊論文 158 篇（90 篇為 IEEE

IEEE Fellow，在當時是國內最年輕的 IEEE Fellow。近年來

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 4 篇，研討會論文 311 篇，中

更 數 次 獲 邀 擔 任 IEEE Computer Society Fellows Committee

華民國發明專利 23 項，美國發明專利 24 項，其他國家發明

委員及 IEEE Fellow Committee。目前亦擔任 IEEE Computer

專利 10 項。並獲得多項國內外獎勵肯定，包括從 1997 年起

Society Board of Governors member，並於 2020 年升任為 Vice

連續三次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二次科技部特約研究計

President。郭教授對產業界亦有相當的貢獻，每年皆執行業

畫，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研究傑出

界、法人機構、中科院等產學合作計畫，總金額達 9 千萬

獎，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有庠科技講座，中國電機工程學

元，並擁有 24 個美國發明專利及 23 個臺灣發明專利。其中

會電機工程獎章等，並於 2019 年獲母校伊利諾大學香檳校

美國專利 "Power Supply Apparatus" 被國際引證次數名列全

區計算機科學系頒發傑出學術校友獎 (Distinguished Academic

球同領域前 5%，獲工業技術研究院頒發優質專利獎。更與

Achievement Alumni Award)。 在 國 際 上 於 2001 年 榮 膺 國 際

某 CAD 軟體公司有連續超過 20 年之合作關係，公司創立時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 FELLOW。近幾年更積極參與

其研發團隊皆由郭教授的實驗室支援，目前已有多位畢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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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and quantum computing. I approach research problems through

The prestigious TECO award is established to recognize the

the principled and innovative use of analysis, measurement,

people with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s or achievements. This

abstractions, and algorithms. I strive to understand and tackle

recognition is very important and encouraging to those hard-

problems in a rigorous fashion, and validate the comprehension

working scholars in every field. Research needs patience and

through measurements, design, artifact implementation, and

creativity to overcome the loneliness and failures. The potential

system evaluation. Over the years, he has published 158 journal

of receiving the TECO award is a huge motivation for researchers

papers and 311 conference papers, and holds 24 US patents,

to continue devoting his efforts in making more contributions.

23 Taiwan patents, and 10 patents in other countries. He also

In addition to the current award categories of Technology and

collaborates with industry extensively with a total funding of

Humanities-Social Service, maybe other ﬁelds can be included in

about 3 million US dollars. He was the 2020 Vice President

the award, such as basic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to make the
TECO award the Nobel Prize of Taiwa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After getting the MS degree fro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at 1981, Prof. Kuo went to Silicon Valley and
worked at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Division. After 3 years as
an IC Design Automation Engineer, he decided to obtain a PhD
degree and entered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The PhD thesis was focused
on enhancing the reliability of memory systems and processors
by means of redundancy, diagnosis, and repair. After earning the
doctorate degree, he joined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University of Arizona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Three year
later, since Taiwan's higher education was expanding rapidly,
He returned home ant taught in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dependable and secur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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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IEEE Computer Society and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For the atmospheric phenomena removal, there are two

both color fidelity and recovered quality can be retained in the

Governors. He is also a judge on the IEEE Fellow committee.

main strategies, that is, traditional prior-based and learning based

recovered images. This paper has been published in the 2019

He received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s from the Ministry

methods. Although traditional prior and learning based imag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the US National Science

restoration algorithms have been well developed for a long period,

Recognition (CVPR). This conference is the top conference in

Foundation's Research Initiation Award, and the Distinguished

these two strategies still exist some weaknesses when compar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omputer vision Moreover, the paper

Academic Achievement Alumni Awar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to each other. We proposed a strategy which combines these two

has been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detailed results and published in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strategies and makes them compensate the weaknesses of each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He has received best paper awards from several top international

other. This method has been written to the paper "PMS-Net:

conferences. He is an IEEE Fellow.

Robust Haze Removal Based on Patch Map for Single Images".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In this paper, a new feature called the patch map which can select

Our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cybersecurity and

architectures that include interleaved memory systems with repair,

the patch size adaptively during estimating the Dark Channel

image processing and restoration. Learning based methods will

Dr. Kuo is an internationally known expert in the area of

reconﬁgurable logic, defect tolerant hierarchical sorting networks,

is proposed. Moreover, to predict the patch map accurately, a

be employed to attack important problems. We will continue

dependable computing. Among computer engineering researchers

reliable real-time systolic sorting arrays, fault tolerant parallel

network called "PMS-Net" is designed. This algorithm can achieve

publishing research results in top journal and conferences, as well

in Taiwan, he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and has made

architectures, etc. For these architectures, he also developed

the best performance of haze removal on the public dataset and

as collaborating with industry to have practical impact.

pioneering contributions to both research and education. His most

repair algorithms to efficiently tolerate faults and maintain

important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re in the area of dependable

system integrity. (3) Dr. Kuo was the first to develop VHDL

computing which include reliability, safety, and security. The

environments to perform computer-aided modeling and evaluation

first work has been on enhancing the reliability of memory

of reconﬁgurable processor arrays. His results have been proven to

systems and processors by means of redundancy, diagnosis, and

be valuable in the design, development, and analysis of numerous

repair, which includes the following: (1) Dr. Kuo was the first

fault-tolerant parallel architectures.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to introduce the formal formul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memory

The othe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s on image processing

repair problem. This work resulted in over 100 subsequent papers

and restoration. Image restoration is an important topic which

on memory and processor array repair. He developed the first

aims to reconstruct the clear image from damaged image with

formal proof of the complexity of memory repair with redundant

limited information. This application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rows and columns. He further solved the complexity analysis

the autonomous car industry and surveillance system because

problems for reconﬁguration of degradable processor arrays under

the atmospheric phenomena (i.e. rain, haze, snow and smoke)

various constraints. (2) Based on these fundamental results, he

interfere the accuracy of detection severely, which generates the

introduced a number of novel fault tolerant and defect tolerant

safety concern in other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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