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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的亞太電磁相容會議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PEMC）

聯盟特約記者 許毅安
2015 年度的亞太電磁相容會議（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APEMC）於五月二十六號正式在
台灣的台北圓山飯店（Taiwan, Taipei, The Grand
Hotel）舉行，為期四天的研討會，有來自全世界
的學者以及學生參與，在蓬勃發展的高速訊號議
題上分享研究的成果與心得，也有來自業界的講
者給予不同於學界觀點的技術介紹。除了各個主
題的報告之外，主辦單位也安排了餐宴以及表演
活動，企盼在充實的學術研討之餘，也能帶著放
鬆的心情享受從圓山飯店望出去，那靜謐的台北
夜景。

A 組在南園傳統中式建築前合影

20150525 Tour
在進行熱烈的腦力激盪前，來自各國的學者
們把握難得來台灣這個美麗之島的機會，紛紛參
加了由主辦單位安排的旅遊。這次的旅遊由於人
數眾多，分成了兩個組別，分別是參觀台灣積體
電路公司（TSMC）的 A 組以及參觀位於彰化的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ARTC）的 B 組。
參觀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的 A 組在早上先進入
新竹的山林幽徑，參觀古色古香的 The One 南園
人文客棧，並於南園享用一道道傳統中華料理。
主辦單位也貼心的安排外語能力極佳的導遊帶領
來自各國的貴賓，一同參訪這個處處有玄機的文

A 組在台灣積體電路公司總部內合影

化寶殿。透過導遊的帶領，嘉賓們紛紛徜徉在中
華文化中不能自拔，並不停的按下快門捕捉每個

產線，以及高度自動化的生產流程。在參訪過程

驚嘆的瞬間。

中教授們詢問了這些全世界最了解製程的工程師

在享受過身心的洗滌之後，一行人驅車前往

們，如何去面對莫耳定律（

）不停發

國際知名的晶片製造廠，也是台灣的驕傲─台灣

展下去將會遇到的物理極限，而他們也證實了台

積體電路公司。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也很大方的向

積電目前致力於發展三維積體電路（3-D IC）以

大家展示他們成功的秘密：世界上良率最高的生

突破近在眼前的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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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現今的車輛無不配備各式各樣的
電子產品，這些產品之間的電磁干擾隨著車用電
子的精準度增加顯得更加重要，而這樣的電磁干
擾也正是 2015 APEMC 的主要議題之一。走訪了
一趟

，不僅見識到如何量測這些干擾，更

對電磁領域的應用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一整天
充實的感性與知性之旅後，大家回到下榻的圓山
飯店準備開始為期四天的研討會。
吳宗霖教授和與會者相談甚歡

重。聽了王博士精彩的演講之後是點心時間，除
了享用主辦單位準備的豐盛點心之外，來自全世
界各個角落的朋友們也彼此寒暄交流，舊雨新知
一時間好不熱絡。
開幕典禮的壓軸是鈺創執行長盧超群博士
（Dr. Nicky Lu）的專題演講，主題是關於莫爾
定 律（Moore’s law） 遇 到 物 理 極 限 後 電 子 產 業
B 組在 ARTC 內參觀車輛測試

的出路。盧博士在史丹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後進
入 IBM 工作，期間發展出 3D-DRAM 的架構，使

20150526 O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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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讀取運算速度快了三倍，後來更成為了 DRAM

2015 APEMC 的 開 幕 典 禮 可 以 說 是 眾 星

的核心技術。盧博士在 1990 年代帶領台灣晶圓

雲集，從台灣到世界電磁領域的重量級人物群

廠發展了八吋晶圓，使得台灣成為世界一流的半

聚一堂。為這次研討會揭開序幕的是主辦單位

導體供應商，也因此獲頒國家傑出科技貢獻獎以

的大家長─台灣大學的楊泮池校長，楊校長以

及 IEEE 固態電子電路獎，並成為 IEEE Fellow。

流利的英語歡迎從各國遠道而來的嘉賓，並預

盧博士在演講中提到，整個積體電路產業進展快

祝 2015 APEMC 圓滿落幕。在貴賓致詞之後，

速，目前全球一年大約有 3 兆美金的利潤。盧博

緊接著就是來自 Intel 的王文漢博士（Dr. Wen-

士更提出一個有趣的例子，他說如果汽車工業進

Hann Wang）為大家帶來的專題演講。王博士加

步的速度和積體電路一樣快，那現在的汽車應該

入 Intel 公司至今已邁入第 15 個年頭，目前負責

會變成每台 0.01 元，時速 4,000 公里，一公升的

Intel 公司全球通訊以及計算的研究，是 Intel 最

油耗可以跑 1,200 公里，每輛車可以載 400,000

先進的科技之一。王博士在演講中以資深 IEEE

個人，並且變成 3 公分大。這樣的數據聽起來是

Fellow 和第一線工程師的高度對 IC 產業未來的

驚人且誇張的，由此可知我們在半導體產業的進

發展方向做出大膽的預測，他認為未來晶片的運

步相當神速。這些進步主要來源自於對於電路的

算能力以及高度智慧化將會使的裝置和人們的連

縮小化，目前的電路已經做到 10 奈米，業界預

結更加根深蒂固，從路上的交通到居住環境等各

估 7 奈米和 5 奈米是有可能達到的。然而在往

種面相改變人類的生活方式。王博士也分析如果

下縮小下去到 3.5 甚至 2.5 奈米相當困難，會遇

台灣要在這樣高度連接的世界潮流中占有一席之

到許多無法克服的問題。首先顯而易見的是物理

地，整個半導體產業尤其是電波通訊領域舉足輕

極限，這樣的寬度大約只有十個原子，很難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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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產，也無法做出這麼小的光罩。另外是當電
路縮到這麼小，閘極無法完整關閉導致漏電流，
導線的電阻也太高，這些都導致消耗功率過大以
及訊雜比不佳。最後是當電路做得如此之小時，
電磁相容 EMC（包含電磁干擾 EMI 與電磁耐受
EMS）問題會變得十分嚴重，這也正是此次研
討會迫切想解決的問題之一。不過盧博士話鋒一
轉，表示這是危機卻也是轉機，現在有很多新興
民俗活動體驗的藝術剪影

的方法都有希望能成為下一股進步的力量，比如
說多閘極電晶體（FinFET）以及把晶片做三維堆
疊的 3-D IC 技術。

水果酒開始流淌在血液中時，台上的樂曲從西洋
的爵士轉換成中國風的絲竹樂團。充滿故事性的
二胡聲吸引了外國賓客的注意，隨之而來的是由
慢而快，如金風吹掃落葉一般氣勢懾人的古箏，
優雅而不失和諧的柳琴聲相伴其中，賓客們無不
徜徉在這樣怡人的氛圍中，一連串的表演接近尾
聲時，也意味著今晚的活動即將劃下完美的句
點。

20150527 Invited speech
二 十 七 日 的 午 間， 在 十 樓 的 松 柏 廳（10F,
吳宗霖教授與盧超群博士合影

Song-Bo Room）
， 主 辦 單 位 邀 請 了 Intel CCG
（Client Computing Group） 的 副 總 裁 Jay

20150526 Welcome party

Kirkland 進行演講，內容談及在高速訊號系統爆

第一天的晚間，為了歡迎與會的嘉賓們，主

炸性成長的十多年間，不論是業界或是學界都即

辦單位在圓山飯店的露天 Club 提供了中式以及

將面臨 Moore’s law 所預測的瓶頸，若往後製程

日式的 Buffet，並在開場時邀請了由建中以及北

上還沒有更新的技術，在業界的角度看來，如何

一女學生組成的管弦樂團演出。在輕快的爵士樂

將現有的產品以嶄新的概念與客戶端連結將會是

聲中，賓客的臉上卸下了長旅的疲態，紛紛掛起

主導往後幾年間科技業市場的重要關鍵。物聯網

了笑容。除了音樂表演之外，在會場的側邊還安

已經不是新的概念，但卻始終沒有任何一間公司

排了台灣的民俗活動體驗，依序是藝術剪影，中

可以領導市場的走向。Jay 以 Intel 的發展方向指

國繩結，還有最受歡迎的捏麵人。捏麵人師傅專

出，一味的追求硬體上的突破最終會回到製程需

注的神采以及精湛的手藝，令不少賓客都拿起手

要革新的問題，因此他以華碩（ASUS）所推出

機將這難得的畫面錄下，只見師傅一個轉眼間便

的變型平板（transformer）為例，說明這樣結合

完成了形形色色的作品，俐落的把成品交到了佳

了兩種不同定位的個人裝置，既滿足了使用上的

賓手中，大家無不嘖嘖稱奇，好似師傅打從見到

需求，又能夠創造屬於自己的市場，是相當成功

這個人便知道怎麼樣的作品適合他，實為一次難

的創意，並於現場分享了 ASUS 變型平板的電視

忘的經歷。當現場的氣氛逐漸沸騰，幾杯爽口的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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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Jay 也提到了雲端科技的應用。在過

露就算和自己一樣有經驗的講者，上台說話仍然

去幾年間，許多大型公司紛紛成立屬於自己的雲

會緊張，但是緊張的時候他會看著大家頭頂而不

端空間提供給使用者在線上儲存資料。在人手一

是眼睛，如此一來就可以減少由聽眾的眼神帶來

機的科技時代，如何將資訊更快速且方便的整理

的壓力，並且聽眾也會覺得講者和大家有眼神交

到使用者的行動裝置，給予客戶更好的使用者經

流而聽得更加起勁。短短一個餐盒的時間，年輕

驗， 將 是 下 一 波 發 展 的 重 點。 最 後 Jay 將 近 代

的一輩從大師身上吸收了半個甲子淬鍊出來的心

的科技業在生產上劃分為幾個進展的時期，第一

得，收穫滿滿。

個是將生產線規格化的時期，此時各式功能相近
的裝置有了相同的元件規格。第二是能夠最佳化
生產線，達到大量生產且成品良率高的時期。預
計我們即將進入的第三時期，將會是以生產電子
產品為主。此階段必須在硬體上考慮縮小化，元
件的能源效率以及應用 3D 列印為製造方法，在
軟體上也得融合現在的經驗，並且適度的 open
source 給使用者，並結合無線裝置，以符合現在
多元的市場需求。然而雲端的開展也將帶來隱私
以及機密的問題，未來必須有完善的規劃。演講
的最後 Jay 勉勵大家，電機產業的前景看好，但
要面臨的挑戰也還很多，不論在學界或是業界，
孜孜不倦的吸收新知絕對是跟上趨勢的不二法門。

年輕學子用心聆聽 Bruce 的演說

20150526 Distinguished lecture
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行動裝置近年來有
了全新的樣貌，最主要的改變是體積越縮越小。
在這次會議中，許多講者不斷的提到晶片尺寸的
縮小化最終會遇到物理上的限制而到達瓶頸，因
此將多片晶片堆疊的技術，也就是三維積體電路
（3-D IC）成為最近最熱門的話題。韓國科學技
術 院（Korea Advanced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AIST） 對 三 維 積 體 電 路 有 透 徹 的
研究，這次主辦單位特別請了三維積體電路領域

Jay Kirkland 正在展示 Asus Transformer

20150527 YP Lunch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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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威 Junho Kim 教授來進行演講。Kim 教授指
出三維積體電路的優點是磅線（wire bonding）
數目以及輸入輸出接口（IO pin）大幅減少，並

2015 APEMC 的主辦單位相當用心，特別安

且走線距離也大幅縮短，對訊號完整度有很大的

排了一場辦給青年與會者的午餐聚會，並邀請到

幫助。然而其缺點是不同層之間訊號傳播需要靠

了大師級的人物 Bruce 來和學生們談談做簡報需

直 通 矽 晶 穿 孔（Through Silicon Via, TSV）
，而

要注意的事項。Bruce 以自己『身經百報』的經

TSV 所佔據的區域不能擺放電晶體，從而減少應

驗提醒年輕學子們在簡報中常見的錯誤，以及如

用處理器（application processor, AP）的數量。

何透過不停的練習獲得好的簡報技巧。Bruce 透

目前 3-D IC 技術已大量用於高頻寬記憶體（high

臺灣電磁產學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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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三維積體電路一個很大的問題是雜
訊， 主 要 可 以 分 為 TSV 和 TSV 之 間、TSV 和
主動電路之間以及不同層主動電路之間的相互影
響。Kim 教授以一個實作在三維積體電路上的電
壓 控 制 震 盪 器（voltage-controlled oscillator） 為
例，如下圖所示，其中可以看到在 TSV（2GHz）
和 VCO（2.019GHz）的諧振頻率時 VCO 產生的
震盪訊號有明顯雜訊存在。要減少這樣的雜訊影
響可以使用遮蔽 TSV 和背板電源分布層（RDL）
，
HBM 示意圖

通過接地來有效降低元件之間的相互影響。

bandwidth memory, HBM） 的 GPU 中， 如 下 圖
所示，其速度高達 1TB/s。在這種架構下 TSV 放
置在 HBM 的中間位置，數目可能高達 6600 根，
其擺放方法需要經過精心設計才能正常運作。
由於 TSV 會穿過可導電的矽基板導致漏電流
到矽基板中，在 TSV 外層通常會包上一層氧化物
絕緣層，避免由漏電流引發的雜訊問題，然而氧
化曾具備的電容性會增加訊號通過 TSV 時的時間
延遲。若要加大電容以減少漏電流，可以選擇增
加氧化層厚度或是增加 TSV 直徑，但前者受到製
程限制而後者則讓可擺放的 TSV 數目減少。為了
解決此一問題，有學者提出同軸有機化絕緣穿孔

20150528 Lucky draw

（Coaxial Organic Line Via, COLV）來做為不同

第四天的中午，是令人期待的 Lucky Draw，

層之間溝的管道，如下圖所示。其優點為可以控

抽獎的獎品是四支十分超值的 Asus Zenfone 手

制阻抗、減少由電容性引起的時間延遲，以及降

機，還有一台連 Intel 副總裁 Jay Kirkland 都相當

低雜訊程度。除了有機物之外，玻璃也是目前被

肯定的變形平板（Transformer）
。擅於營造氣氛的

廣泛研究的絕緣材質。

吳宗霖教授又當仁不讓的接上了麥克風，讓現場
的氣氛 HIGH 到最高點。吳教授點了幾名來自各國
的嘉賓們幫忙抽獎的任務，只見嘉賓們懷著既期
待又怕傷害的神情將手伸進抽獎箱裡，當幸運得
主一公布時，雖是一家歡喜眾家愁，但有了機會
就有了期待。當變形平板也獎落他方時，抽獎活動
看似告一個段落，只見此時周錫增教授接過了吳
教授手中的麥克風，告訴大家 Ansys 公司提供了
大家一個 Bonus 的獎品，就是 Apple 的 ipad air，
現場低迷的氣氛又重新衝上了雲霄，最後這個獎

同軸有機化絕緣穿孔，COLV 示意圖

項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學生得到，十分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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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ys 公司代表魏培森，幸運得主以及周錫增教授，
由左至右

20150528 Banqu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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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終生成就獎的彭松村教授

灣學術方面的貢獻是無庸置疑的，但是一股推己

研討會的最後一頓晚餐，將地點選在圓山

及人的胸襟，使他開始思考怎麼樣的方式才能夠

飯店十二樓的大會廳，挑高 11 米的天花板上，

推進整個台灣的電磁研究，於是有了 APEMC 的

蟠龍飛天，金龍吐珠，桌上豪華的菜色令人不禁

誕生。對於幾年來研討會的成長，彭教授除了感

垂涎三尺。開場時還有由台灣藝術大學的學生舞

動還有感謝，一個盛大的活動不可能由他一肩扛

團帶來讓人目不轉睛的優雅扇舞以及民俗舞蹈。

起，就像一場動聽的音樂會不能只有一種樂器，

令人炫目的表演告一個段落後，台灣大學的吳宗

這樣的成果不能全都歸功在他自己身上，但他很

霖教授，以一貫的幽默開場『Do you enjoy the

榮幸代表為過去還有現在努力的同仁們接受這樣

banquet ?』向台下佳賓親切問候，寥寥數語道

的一個獎項，彭教授的一席話，再再展現了一個

述無盡的感謝。晚宴的中場提琴表演結束後，繞

學者的風範，以及不居功的美德，是值得學習的

樑的琴弦聲所蘊釀著另一種不安的期待感，因為

典範。晚宴的最後，主辦單位頒發最後的獎項，

即將到來的，是代表肯定作者學術貢獻的兩個獎

是給予在 2015 APEMC 中辛苦的工作人員們，雖

項，Best paper award（BPA）還有 Best student

說議程還有一天，還不是休息的時候，但若沒有

paper award（BSPA）
。本次的 BPA 得獎者分別

這群認真的工作人員努力付出，這場會議也不會

是 Jianqing Wang、Masahiro Yamaguchi、Flavia

如此順利，頒獎完畢後，最後一道甜點水果也送

Grassi、Shih-Hsien Wu，而 BSPA 的得獎者分別

上了餐桌，晚宴要結束了，但這場活動中致詞的

是 Heegon Kim，沈祺凱（Chi-Kai Shen）還有林

來賓給予參加者的滿滿感動沒有結束，離場的賓

晉毅（Chin-Yi Lin）
，其中沈祺凱以及林晉毅兩位

客們都帶著受到鼓舞的心情，踏著雀躍的步伐離

都是吳宗霖教授指導的學生，著實令人稱羨。

開大會廳。

除了兩個給予此次會議參加者的獎項之外，

而最後，當會議廳裡空了的玻璃杯不再重新

主辦單位還另外準備了一個特別的獎項。第一屆

斟滿，麥克風重歸於平靜，2015 年度的 APEMC

的 APEMC 在 2005 年舉辦，至今已經有十年的

在二十九號下午的 session 演講後正式結束了。

歷史，從發展之初至今日，除了一路上眾人的努

沒有盛大的閉幕典禮，也沒有列隊恭送賓客的離

力，各界的支持，若不是當初在彭松村教授的決

開，或許一個精彩的活動之後不該總是有象徵性

定之下，我們今天沒有機會看到這樣的盛況。彭

的典禮來宣告它的結束，才能讓人回味再三。明

松村教授退休於台灣交通大學，在校時期致力於

年 的 APEMC 將 在 中 國 的 深 圳 舉 辦， 相 信 再 聚

電磁波方面的研究，具有 Fellow 資格的他，在台

首，又是一場令人印象深刻的 APE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