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 年度智慧電子學院計畫 台大短期在職訓練班

【系統整合設計與量測實務】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單 位

經濟部工業局

承辦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電子學院計畫

國立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合設工業研究中心
上課地點：台北市基隆路三段 130 號

上 課 時 間 日期：4/21(六)、4/28(六)、5/5(六)，共計 21H、週六、日(09:00~17:00) 7H/天
介紹系統電路設計之訊號完整性設計基礎原理、分析模擬與量測技術、進階實務應用相關議題內容。
包含：
1.基礎理論：基礎波動與傳輸線理論、時域/頻域波形、PDN/SSN 等。
課 程 簡 介 2.系統電路設計：構裝/PCB 技術、特性測試與可靠度分析、模擬與量測技術在系統訊號整合分析
應用。
3.模擬、量測、設計前端驗證：時域之 TDR/示波器(DPX)技術與應用、頻域之 NA/頻譜與相關分
析技術、數位與類比電路與電磁模擬在 SI 上之應用、Pre-sim 技術在設計前端之 SI 應用與驗證。

師

吳松茂

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王蒼容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系 副教授

廖康佑

台灣是德科技(股)公司 資深專案經理

資 魏培森

美商安系思科技(股)公司 資深工程師

楊雄偉

太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白育彰

荷蘭商益華國際電腦科技(股)公司(台灣分公

【課程規劃】
台灣大學 電機系 吳瑞北 特聘教授
高雄大學 電機系 吳松茂 副教授

司) 資深技術經理
資

＊本課程培訓對象係為半導體、封測、電機、電子、通訊相關產業之研發或系統電路相關工程師，
格 具有電子電路與電磁學基礎觀念，一年以上工作經驗更佳。
＊招生人數：每班預計招收 20 名(最低開課人數：12 名)
基礎理論：
1.傳輸線理論、Impedance、Matching and Smith-Chart, Network Matrix
2.時域：波形 Timing and Rate, XTK noise and solution, Jitter, Eye, PDN, SSN
3.頻域：Insertion/Reflection, Even/Odd mode, delay, spectrum, Signal-mode/Mixed-mode
S-parameters, TEM/TE/TM
構裝及印刷電路
1.構裝製程技術：包含導線架、BGA、系統構裝、晶圓尺寸/三維晶圓構裝
2.釘架/基板種類與製程技術

課 程 大 綱

3.構裝特性測試技術及可靠度分析技術概論
4.晶片特性與構裝結構選擇設計上常見之電氣特性、散熱、應力之考量及分析量測技術簡介
5.系統層級構裝架構技術與未來發展趨勢
模擬、量測及設計前端驗證：
1.Time-Domain Measurement
1.1 Theorem of time-domain reflection
1.2 TDR/TDT, 示波器(DPX)儀器重點及實際應用
1.3 時域量測在 SI/FA/Modeling 上的應用實例，及其他 SI 之應用
1.4 時域轉頻域技術(FFT)實務與應用
2.Frequency-Domain Measurement

2.1 NA 及校正理論、單端多埠轉換混合模態理論與實務
2.2 訊號分析儀/頻譜 理論及實際應用
2.3 Modeling, Embedded/De-embedded 應用，及其他 SI 之應用
2.4 頻域轉時域技術實務與應用
3. Circuit and EM Simulation
3.1 電磁模擬技術，及模擬結果、場型，暫態響應分析 等基礎
3.2 solution mode 與 port 設定對於高階模態、混合模態及暫態分析
3.3 模擬及量測之 SI 共模擬應用實例，如：XTK、Eye、混合模態場型等
4. IC 設計與系統電路 Layout 之 Pre-sim 技術
4.1 IC 設計與系統封裝電路設計實務，包含：IC 設計與構裝設計時所面對之問題及理論
4.2 IC-PKG 共設計改善對策，包含：IC 改善對策、PKG 與系統電路改善對策、應用所學 SI/PI
觀念解決實務遭遇的問題
 請至慶齡中心網頁 WWW.TL.NTU.EDU.TW/→課程分類【智慧電子】。
 請務必填上正確可聯繫的 Email 和電話。
 請在收到《繳費通知》郵件時，再進行繳費動作。
 學員自費$7,000 元/人
 Intel 客戶廠商報名者可享有 95 折優惠（學員自費＄6,650）
 同公司三人同行可享有 85 折優惠（學員自費＄5,950）
報名及繳費
方

式

 中華民國微波學會會員享有 85 折優惠（學員自費＄5,950）
【全程學費 NT$13,000 元/人；政府補助＄6000 元/人】
特殊身份優惠：如為「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等特殊身份學 員，享
有經濟部工業局負擔 70%之優惠，前三者學員需提供政府機關核發之身份證明文 件影本，中堅
企業員工需提供在職證明文件影本（學員自費＄4,600）
【以上優惠不重複計算】
【團報者注意事項】凡是採團報者,必需同時完成團體繳費，若團報者於訓前辦理退訓，以致團報
人數未達團報標準，其餘參訓者恕無法依團報優惠折扣辦理並需辦理差額補繳。
 退費標準：1-學員繳費後開訓前退訓者，退還三分之二自繳費用
2-開訓後因學員個人因素無法參訓者，不退還任何費用
1. 報名專線(02)2362-8136 分機 42 鄔小姐。
2. 敬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本課程不提供試聽、旁聽及錄音、錄影。
3. 本課程將以測驗、問卷辦理成果評量；以及出席及簽到須達 80%以上，本中心頒發給結訓證書。

備

註 4.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5. 凡參加「電源完整性設計與分析實務」、「系統整合設計與量測實務」、「電磁相容進階實務」
任選二門課之評量成果良好者，將由台灣電磁產學聯盟頒發 PI/SI/EMI 課程修畢優異證書(英文
版)一份。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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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智慧電子學院計畫 台大短期在職訓練班

【電源完整性設計與分析實務】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單 位

經濟部工業局

承辦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電子學院計畫

國立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合設工業研究中心
上課地點：台北市基隆路三段 130 號

上 課 時 間 日期：5/19、5/26、6/2，共計 21H、週六 (09:00~17:00) 7H/天
先介紹電源完整性的概念與重要的相關專業名詞物理意義與其設計注意事項，常用以解決電源問題
的電容與平板共振原理做一詳盡介紹；通道雜訊與電源雜訊的關係與分析，低頻的電壓調節模組技
課 程 簡 介
術之介紹與實務模擬展示；另外，針對電源傳遞網路系統之晶片/封裝/印刷電路板的訊號與電源完
整性做一共同分析之介紹，最後”熱”當然也是電源中重要的議題，也將做一介紹與分析。
薛光華 中原大學電子系 教授
呂錦山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 助理教授(退休)
林冠宇 美商英特爾亞太科技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師

資

應用工程師
白育彰 荷蘭商益華國際電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課程規劃】
台灣大學 電機系 吳瑞北 特聘教授
中原大學 電子系 薛光華 教授

分公司) 資深技術經理
魏培森 美商安系思科技(股)公司 資深工程師
資

＊本課程培訓對象係為半導體、封測、電機、電子、通訊相關產業之研發或系統電路相關工程師，
格 具有電子電路與電磁學基礎觀念，一年以上工作經驗更佳。
＊招生人數：每班預計招收 20 名(最低開課人數：12 名)
1.電源完整性概論:
(1).高速數位電路板之訊號/電源完整的趨勢與介紹
(2).相關參數(S/Z)介紹
(3).電源傳遞網路介紹、目標阻抗、直流電阻、電容模型與效應、電源雜訊與電磁干擾關係
(4).電源雜訊種類介紹
(5).通道雜訊掃描模擬分析
(6).使用頻域/時域的方法分析電源雜訊的耦合路徑在多層 PCB 板架構

課 程 大 綱

2.開關電源技術原理及模擬分析
(1).開關電源技術原理簡介
(2).實務案例模擬(實作課程)
3.電源完整性實務模擬(實作課程)
(1).訊號完整性與電源接地層的效應關係
(2).電源/訊號 /電磁干擾的共同模擬與設計
(3).實務案例分析展示
4.熱,電源交直流與電源傳遞網路之共同模擬分析:
(1).熱直流分析

(2).頻域之交流分析
(3).電源傳遞網路晶片/封裝/印刷電路板層級之共同模擬分析
(4).平面共振效應與電磁干擾降低之去偶和電容最佳化
 請至慶齡中心網頁 WWW.TL.NTU.EDU.TW/→課程分類【智慧電子】。
 請務必填上正確可聯繫的 Email 和電話。
 請在收到《繳費通知》郵件時，再進行繳費動作。
 學員自費$7,000 元/人
 Intel 客戶廠商報名者可享有 95 折優惠（學員自費＄6,650）
 同公司三人同行可享有 85 折優惠（學員自費＄5,950）
報名及繳費
方

式

 中華民國微波學會會員享有 85 折優惠（學員自費＄5,950）
【全程學費 NT$13,000 元/人；政府補助＄6000 元/人】
特殊身份優惠：如為「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等特殊身份學 員，享
有經濟部工業局負擔 70%之優惠，前三者學員需提供政府機關核發之身份證明文 件影本，中堅
企業員工需提供在職證明文件影本（學員自費＄4,600）
【以上優惠不重複計算】
【團報者注意事項】凡是採團報者,必需同時完成團體繳費，若團報者於訓前辦理退訓，以致團報
人數未達團報標準，其餘參訓者恕無法依團報優惠折扣辦理並需辦理差額補繳。
 退費標準：1-學員繳費後開訓前退訓者，退還三分之二自繳費用
2-開訓後因學員個人因素無法參訓者，不退還任何費用
1. 報名專線(02)2362-8136 分機 42 鄔小姐。
2. 敬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本課程不提供試聽、旁聽及錄音、錄影。
3. 本課程將以測驗、問卷辦理成果評量；以及出席及簽到須達 80%以上，本中心頒發給結訓證書。

備

註 4.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5. 凡參加「電源完整性設計與分析實務」、「系統整合設計與量測實務」或「電磁相容進階實務」
任選二門課之評量成果良好者，將由台灣電磁產學聯盟頒發 PI/SI/EMI 課程修畢優異證書(英文
版)一份。

經濟部工業局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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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智慧電子學院計畫 台大短期在職訓練班

【電磁相容進階實務】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單 位

經濟部工業局

承辦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電子學院計畫

國立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合設工業研究中心
上課地點：台北市基隆路三段 130 號

上 課 時 間 日期：6/9、6/23、6/30，共計 21H、週六(09:00~17:00) 7H/天
介紹電磁干擾與靜電放電基礎原理、模擬軟體與 EMI 量測及除錯、以及 EMC 設計之實務相關議題。
其內容包含 EMI 根因分析:EMI 雜訊分析、EMI 耦合路徑分析、元件非理想特性之效應、SI 與 PI
所引起之 EMI 問題及其設計技術、EMI 相關模擬軟體實務(操作)、電磁相容設計與除錯實務（EMC
、硬體量測實務。ESD 之國際規範及產業規範、產品解析除錯、ESD
課 程 簡 介 Design and Debug Practices）
設計之實務相關議題；其內容包含元件級 ESD 元件和電路設計原理分析、和系統級 ESD 設計原理、
問題防制機制、ESD 相關模擬方法介紹，讓學員建立元件與電路設計之 EMC 問題分析及其解決方
案技術。

師

資

資

林漢年

逢甲大學通訊工程系 教授

魏培森

美商安系思科技(股)公司 資深工程師

王曉謙

程智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蔡青霖

奇景光電(股)公司 副處長

【課程規劃】
台灣大學 電機系 吳瑞北 特聘教授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系 林漢年 教授

＊本課程培訓對象係為電腦、電子、通訊相關產業之研發或 EMC 工程師，具有電子電路、元件物
格 理與與電磁學基礎觀念，一年以上工作經驗更佳。
＊招生人數：每班預計招收 20 名(最低開課人數：12 名)
一、電磁干擾效應分析與設計技術
1. 電磁相容之雜訊源與耦合路徑分析
2. 電磁干擾之根因分析
3. 電路非理想特性之電磁干擾效應
4. 電磁相容設計策略與技術
5. 電磁干擾設計案例分析
6. 靜電放電 ESD 設計與防護趨勢
二、電磁干擾量測與除錯實務
1. EMC 量測基礎

課 程 大 綱 2. 低成本之 EMC 除錯環境
3. EMC 設計簡介
三、靜電放電 ESD 之問題解析與設計實務
1.元件級靜電放電設計
1.) 靜電放電之原理與元件級靜電放電簡介
2.) 靜電放電之國際規範及面板產業之靜電規範
3.) 靜電放電之元件和電路設計原理
4.) 高速訊號之靜電放電設計
2.系統級靜電放電簡介
1.) 系統級靜電放電之測試方式

2.) 系統級 I/O 靜電放電之測試與設計原理
3.) 系統級 TVS 防護方式
3.靜電放電之解析流程與模擬方法
1.) 元件級靜電放電解析方法
2.) 系統級靜電放電之解析方式
3.) 靜電放電之新式量測方式
4.) 靜電放電之模擬方法簡介
四、靜電放電(ESD)模擬分析
1. PCB Model with SIwave
2. ESD Waveform Modeling for ESD Gun with Designer
3. ESD Protection Analysis with Diode Implementation
五、電磁干擾模擬分析
1. Simulation EMI with differential and common mode issue in FEM tools
2. Simulation EMI with discontinuities effect in FEM tools
3. PI/SI/EMI co-simulation
4. Real case study
 請至慶齡中心網頁 WWW.TL.NTU.EDU.TW/→課程分類【智慧電子】。
 請務必填上正確可聯繫的 Email 和電話。
 請在收到《繳費通知》郵件時，再進行繳費動作。
 學員自費$7,000 元/人
 Intel 客戶廠商報名者可享有 95 折優惠（學員自費＄6,650）
 同公司三人同行可享有 85 折優惠（學員自費＄5,950）
報名及繳費
方

式

 中華民國微波學會會員享有 85 折優惠（學員自費＄5,950）
【全程學費 NT$13,000 元/人；政府補助＄6000 元/人】
特殊身份優惠：如為「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等特殊身份學 員，享
有經濟部工業局負擔 70%之優惠，前三者學員需提供政府機關核發之身份證明文 件影本，中堅
企業員工需提供在職證明文件影本（學員自費＄4,600）
【以上優惠不重複計算】
【團報者注意事項】凡是採團報者,必需同時完成團體繳費，若團報者於訓前辦理退訓，以致團報
人數未達團報標準，其餘參訓者恕無法依團報優惠折扣辦理並需辦理差額補繳。
 退費標準：1-學員繳費後開訓前退訓者，退還三分之二自繳費用
2-開訓後因學員個人因素無法參訓者，不退還任何費用
1. 報名專線(02)2362-8136 分機 42 鄔小姐。
2. 敬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本課程不提供試聽、旁聽及錄音、錄影；亦不提供課程電子檔案。
3. 本課程將以測驗、問卷辦理成果評量；以及出席及簽到須達 80%以上，本中心頒發給結訓證書。

備

註 4.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5. 凡參加「電源完整性設計與分析實務」、「系統整合設計與量測實務」、「電磁相容進階實務」
任選二門課之評量成果良好者，將由台灣電磁產學聯盟頒發 PI/SI/EMI 課程修畢優異證書(英文
版)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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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智慧電子學院計畫 台大短期在職訓練班

【次世代天線需求、設計與驗測實務】
主 辦 單 位
執 行 單 位

經濟部工業局

承辦單位

資訊工業策進會-智慧電子學院計畫

國立台灣大學嚴慶齡工業發展基金會合設工業研究中心
上課地點：台北市基隆路三段 130 號

上 課 時 間 日期：8/11、8/18，共計 12H、週六(09:00~17:00) 6H/天
本簡要課程在內容編排上特別以天線設計的實務需求—尺寸、效能及成本，來論述天線相關課題。
課 程 簡 介 無線通訊的產品趨勢是輕薄短小，在電路高度模組化下，天線的尺寸對整體產品的影響將愈顯重
要。而在有限的空間中，如何整合天線設計與產品匹配並通過效能規格，也是一大挑戰。

師

資

資

廖文照

台灣科技大學電機系 教授

劉獻文

中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副理

林健維

NSI-MI 應用工程師

【課程規劃】
台灣大學 電機系 吳瑞北 特聘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 電機系 廖文照 教授

＊適合無線通信相關產業之研發人員、業務代表及技術主管，欲在兩天密集課程中快速獲得天線相
格 關的基礎知識、系統概念、與通訊產品天線設計趨勢。
＊招生人數：每班預計招收 20 名(最低開課人數：12 名)
1.天線發射原理與重要天線參數介紹
2.天線量測項目與網儀操作演示
3.數位電視用天線實作實測

課 程 大 綱

4.B4G/5G 通訊產品之天線需求
5.量測場設置方法與結果分析
6.天線場型量測演示
 請至慶齡中心網頁 WWW.TL.NTU.EDU.TW/→課程分類【智慧電子】。
 請務必填上正確可聯繫的 Email 和電話。
 請在收到《繳費通知》郵件時，再進行繳費動作。
 學員自費$6,000 元/人
 Intel 客戶廠商報名者可享有 95 折優惠（學員自費＄5,700）
 同公司三人同行可享有 85 折優惠（學員自費＄5,100）

報名及繳費
方

式

 中華民國微波學會會員享有 85 折優惠（學員自費＄5,100）
 學生優惠價 4,000 元
【全程學費 NT$11,000 元/人；政府補助＄5,000 元/人】
特殊身份優惠：如為「身心障礙者、原住民、低收入戶、中堅企業員工」等特殊身份學 員，享
有經濟部工業局負擔 70%之優惠，前三者學員需提供政府機關核發之身份證明文 件影本，中堅
企業員工需提供在職證明文件影本（學員自費＄4,000）
【以上優惠不重複計算】
【團報者注意事項】凡是採團報者,必需同時完成團體繳費，若團報者於訓前辦理退訓，以致團報
人數未達團報標準，其餘參訓者恕無法依團報優惠折扣辦理並需辦理差額補繳。

 退費標準：1-學員繳費後開訓前退訓者，退還三分之二自繳費用
2-開訓後因學員個人因素無法參訓者，不退還任何費用
1. 報名專線(02)2362-8136 分機 42 鄔小姐。
備

註

2. 敬請尊重智慧財產權，本課程不提供試聽、旁聽及錄音、錄影；亦不提供課程電子檔案。
3. 本課程將實作作品評估學習成效；以及出席及簽到須達 80%以上，本中心頒發給結訓證書。
4. 結訓學員應配合經濟部工業局培訓後電訪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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