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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離代工 台灣產業要走自己的路

聯盟特約記者 李映昕
倚山傍海的高雄西子灣，中山大電機工程

無線系統封裝、功率放大器線性化與雷達感測器

學系教授洪子聖在此發展他的學術生涯，至今已

等，在學術研究、產業合作與教學上皆有傑出表

二十餘年。洪子聖 1992 年從 UCLA 電機系取得

現，2012 年並獲得「國立中山大學傑出研究獎」
。

博士學位後，便回國任教至今。他的研究專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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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身一變 冷門領域成蓬勃產業
洪子聖年少求學時，最有興趣的科目並不是
電機，而是生物跟化學。但因為患有色弱，被排
除在醫學相關科系之外，因此選擇念電機系。當
時台灣的電資產業剛起步、科學園區成立不久，
而國外的產業發展比台灣進步，洪子聖因此選擇
出國留學。在完成學業之際，台灣的電資產業前
景較為明朗，他便決定接受中山大學的聘書，回
國任教。
洪子聖求學的年代背景是美蘇冷戰，當時無
線通訊技術還是屬於國防用途。美國政府為了鼓
勵研發無線通訊，所以提供了高額獎學金，研究
經費也相當充裕。但當時的學生絕大多數都不會
選擇電磁波領域，因為畢業後只能替國家研發國
防武器，民間的就業機會相當少。洪子聖赴美念
書後，正好遇到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便開放民
間研發無線通訊系統，一個熱門產業就此誕生。

助研發，他因此觀察到國外 IC 設計產業的發展趨
勢，而當時國內對「無線系統封裝」這個領域還
相當陌生。
「台灣有這麼多代工廠，他們與國外頂
尖公司的合作資訊都非常寶貴，因為會有來自國
外的第一手技術發展消息。
」
思考過後，洪子聖決定投入無線系統封裝的
研究。他當時預測未來行動電話功能將會越來越
強大，除了通話之外，也會納入數據通訊及各種
感測器的功能；設計行動電話有兩大考量重點，
分別是「尺寸」及「功耗」
，而無線系統封裝就是
關鍵技術。
無線系統封裝就是利用高密度組裝技術把一
系統所有元件整合在一封裝內、形成模組，行動
電話需要什麼樣的功能，便可以隨意搭配模組。
洪子聖當時便認為，未來行動通訊技術將有兩大
趨勢，首先是「模組化」
，使一個大型系統能容納
許多小型系統模組。第二是「微型化」
，每個小型

「行動電話跟個人電腦是 1990 年代成長最

系統模組都用很小的封裝結構體來實現。而如今

快的兩大科技，現在也是全世界使用數目最多的

行動裝置的走向就如同洪子聖的預測，走向了無

電子設備。
」洪子聖回國時，正好遇上無線通訊產

線系統封裝的架構。如今，洪子聖已是台灣在該

業起飛，但研究射頻（RF）或天線領域的專家卻

領域的先驅。

很少，一時之間人才供不應求，
「那時候我覺得自
己投入了一個發展潛力很大的產業。
」就此走入無
線通訊的世界。

轉換領域 研究無線系統封裝

最新趨勢 整合各種感測器
無線系統封裝最新的發展趨勢是系統整合，
過去系統內可能只有一個藍芽或 3G 模組，現在
要整合各種感測器，例如加速器、陀螺儀等。
「你

但洪子聖並非一開始就專攻無線通訊領域。

會發現手機的功能越來越智慧化，除了通訊還可

台大電機系在數值電磁的學術成就相當高，舉

以感測你的動作，甚至是生理訊號。
」無線系統

世聞名，洪子聖在國外念書時便是專攻數值電

封裝讓這些技術得以實現，透過先進的半導體製

磁，主因是當時的電磁波產業應用，開始從物理

程，讓許多系統電路高度整合在一矽基板上，但

分析走向設計，需要電子自動化設計軟體（EDA

是體積與功耗卻不會增加。洪子聖說，微型化的

tool）來協助發展。回國之後，考量到數值電磁研

技術掌握在台積電與日月光手上，因此最先進的

究已經成熟並商業化，洪子聖便開始思考轉換研

無線系統封裝技術，其實都由台灣掌握。

究領域，後決定投入 RF 電路與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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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洪子聖回國後不久，日月光便委託洪子聖協

洪子聖的另外一個研究領域是「雷達感測

決定投入 RF 設計，來自於與業界合作的啟

器」
。現在常見的動作感測器是接觸式，要實際與

發。全世界最大的封裝廠是台灣的日月光，日月

感測器接觸才會有反應，但若使用雷達技術，就

光協助國外一流的 IC 設計公司做封裝，而國外很

可以透過無線感測的方式來偵測物體移動。過去

早就提出無線系統封裝的構想。洪子聖與日月光

的雷達體積龐大，洪子聖研究的便是如何將雷達

公司關係良好，當時日月光也缺乏 RF 人才，因

微型化，縮小體積並降低功耗，讓雷達可以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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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裝置裡面，如此便可以發展出許多的應用。

目前面臨的問題，就是想發展技術卻沒有適合人

「例如你帶手機去看棒球，拍照的時候可以用雷

才。我認為業界還是要自己投資 R&D，自行成立

達偵測投手的球速。或者你不方便用觸控螢幕操

研發部門也好，投資學校研發也好，自己要建立

控手機，藉由空中手揮一揮就可以讓手機接聽電

培育人才的管道，才能確保人才供給無虞。
」

話或拍照。這些都可以透過電磁波的都普勒效應
來達成任務。
」

「現在產業普遍面臨轉型困難的問題。業界
希望學校培養人才，但是學校沒有足夠經費，政

洪子聖說，雷達波的另外一個重要領域就

府也沒有錢，於是就成為一個惡性循環。產業永

是安全監控。比如你懷疑家裡遭小偷，透過雷達

遠走不出來，只能做低利潤的代工。
」洪子聖認

波就可以偵測房子裡面是否有不該出現的人。或

為，要打破惡性循環，首先業界的觀念要改變，

者是透過雷達波，知道對方身上是否藏了危險刀

「產品發展不能以最便宜來跟其他人競爭，要以

械，
「因為電磁波可以穿透障礙物，所以屋內或衣

最優質的規格來競爭。
」如此才有強大的驅動力來

服裡面藏了什麼東西，都可以偵測出來。
」未來

培養人才，進而推動產業發展。

透過系統封裝技術，將雷達微型化以鑲入行動裝
置，便可以大量生產，進而普及化。

洪子聖說，台灣可以參考以色列的發展方
式。以色列因為周遭都是敵視的國家，故須隨時

轉 換 到 RF 電 路 設 計 領 域 後， 花 了 整 整 十

維持強大的國力，科技發展也走在尖端。
「他們的

年，洪子聖的研究終於登上國外最好的學術期

科技以能夠幫助國家人民為主要考量，所以做出

刊。這期間雖然耗費大量心血，但他認為，只要

來的東西都非常實際。
」他認為，為國家安全或人

方向是對的，總有一天能夠拉近與國外的技術差

民幸福而做的研究，才是最務實、頂尖的研究。

距，然後為國內產業做出貢獻。
「有些研究者擔心

那 麼， 一 項 好 的 研 究， 是 否 有 什 麼 判 斷

投入新的領域，會追不上國外的技術層次，但研

的 指 標 可 以 參 考？ 洪 子 聖 目 前 是 IEEE T-MTT

究的目的並不是要很快得到成果，而是能對國家

（Transactions on Microwave Theory and

社會有貢獻。
」

Techniques ）期刊的副主編，他舉例，所有的國

產業轉型 台灣須跳脫代工角色
洪子聖說，無線通訊產業目前朝向整合性
科技發展，但是台灣的起步比國外晚，加上長期
從事各項零組件硬體製造，因此台灣在產業鏈中
的角色，有很大一部分比例是做代工。以蘋果的
iPhone 為例，就是由鴻海接單，並到中國製造。
「做代工利潤很微薄，大部分的收益還是被蘋果

際期刊都是 peer review 制度，peer review 會從
三個嚴謹的判斷依據，來決定這篇論文是否有發
表價值。首先，研究一定要有創新之處；第二，
要有實驗或模擬的過程來驗證研究結果；第三，
研究發現具有重要意義。如果這三項指標都達
成，那麼論文被接受的可能性就很高。

鼓勵學生 以興趣選擇領域

公司拿走，所以台灣在無線通訊產業上，能為自

研發需要好的人才，有人才方能推動產業發

己創造的利潤並不高。
」而學生求職也會抱怨待遇

展。但是洪子聖發現，台灣學生喜歡追求時下最

不理想，或者工作時間過長。洪子聖認為，如果

熱門的科技，例如前幾年追逐綠色能源，這幾年

台灣沒辦法像蘋果公司發展出能整合軟硬體之系

最熱門的領域則是物聯網，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統，那麼利潤終究有限，也會影響人才投入的意

一句「未來是物聯網的時代」
，學生就紛紛投入物

願。
「業界對通訊人才的需求很高，但是如果台灣

聯網。洪子聖對此有不同看法，他說這些領域在

產業的層次拉不上去，學生就不願意走這行，因

國外已經發展得相當進步，台灣看見利多後才決

為發展前景不高。
」

定投入，總是在跟隨流行，而不是打造屬於自己

洪子聖觀察到目前台灣人才不足，業界求才

的前瞻產業。
「我們必須要了解國內的資源適合發

若渴卻沒有相對應的人才能夠投入研發。
「業界

展什麼樣的科技，才不會永遠當跟班，國外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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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我們只能分到最尾端的微薄利潤。
」

大學念的冷門的電磁波領域，沒想到搖身一變成

而提到電磁聯盟，洪子聖勉勵聯盟的學生，

為熱門無線通訊產業的重要技術。他鼓勵學生

想要投入研究，一定要具備熱情。
「要推動產業發

「要順著自己的興趣選領域」
；現在看似冷門的學

展，絕對不要只想做一些『小確幸』的研究，要

科，將來可能成為大熱門，因此追求興趣才是最

投入挑戰性高的領域。
」洪子聖以自身經驗為例，

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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