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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摘要 

微電子科技領域是現今國家所大力

推動的研究領域，而微電子工程學門主

要目的為推動臺灣微電子相關領域研究

發展。微電子學門除建立及扮演研究者

與國科會間溝通橋樑外，並積極推動未

來研究方向的指引。今年度執行計畫的

重點為進一步充實學門網站的資訊，以

提供國內學者作參考。此外，透過舉辦

VLSI/CAD及solid states electronics

子領域的大型成果發表會，使學者之研

究成果互相分享，增進國內產學界交流

的機會。 

Abstract 

The microelectronics technology is 
one of the key developing research areas of 
our country.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micro-electronics engineering program i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projects in the 
microelectronic domain. Besides building 
up and acting as the link among researchers 
and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he 
micro-electronics engineering program also 
actively promotes the leadership for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To 
substantiate the information of websites for 
scholars is focal point of the plan in this 
year. Through holding the achievement 
publish meetings of VLSI/CAD and solid 
states electronics subfields, scholar's 

research results can share each other, The 
meetings also promote and produce the 
chance for the industrial and academic 
circles.  
 
二、 計畫執行項目 
1. 規劃微電子學門研究項目 
2. 管理及更新微電子學門網站資訊 

3. 收集國內學者之年度成果報告 

4. 製作 95年度學門積體電路與系統設   

   計及固態電子子領域成果集 

5. 建立學術交流用之精簡報告展覽制度 

6. 舉辦微電子學門成果發表會 

(VLSI/CAD及固態電子領域) 

 
三、 計畫執行成果 

1. 規劃本年度學門研究項目 

規劃微電子領域重點研究項目，為

學門發展之重點。本學門參考國際最新

發表在IEDM、ISSCC及DAC等重要國際
會議的研究成果所強調的重點研究領

域，並配合國內研究環境之特殊性，提

出年度前瞻研究的規劃項目。分別為非

揮發性記憶體元件、生醫應用電路系統

設計、固態電子子學門及積體電路與系

統設計子學門之四項研究規劃，刊登在

學門網站如圖一，提供國內學者擬定未

來研究計畫之參考，。 



 
圖一、微電子學門年度重點研究項目 

 

2. 管理及更新微電子學門網站資訊 

 
微電子學門網站為學界、產業界、

以及國科會的最重要聯絡窗口。因此在

本學門網站上提供了包括最新學門公告

及代刊訊息、重點規劃研究項目、學門

人才資料庫及年度成果展示等資訊供外

界瀏覽。本年度執行在此項目執行的重

點為積極推動更新學門人才資料庫中各

項資訊，並提供學門教師可自行在網頁

上隨時更新資料的權限。此外，網站人

才資料庫並提供以「專長」搜尋學者聯

絡資訊的功能如圖二，可直接搜尋到全

國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以作為各界學

術交流之參考。 
 

 
圖二、人才資料庫「專長」搜尋功能 

 
學門網站年度成果展示亦為學門網

站提供之重點資訊如圖三。學門在今年

七月配合 VLSI/CAD成果發表會議及九
月配合固態電子領域發表會議時程，分

別請相關領域教師提供一頁之精簡成果

報告，讓學門教師透過網頁上傳入學門 
 

資料庫方式，收集全國年度最新成果報

告資訊。並於兩大成果發表會結束後，

將教師之精簡成果報告，開放於網頁上

交流。能讓國內各學者互相觀摩最新的

研究成果，以激盪出創意，以及尋求研

究合作的機會。 

 
圖三、本年度之計畫成果展示 

 

3. 收集國內學者之年度完整成果報告 

 
本年度持續建構計畫報告上傳之網

站平台，並積極通知微電子學門中本年

度執行計畫的各學者專家上傳年度成果

報告。此外，本年度在蒐集成果報告時，

並同時規劃於資料庫上傳系統，新增「研

究領域分類」之功能。學門參考本年度

IEDM、ISSCC 及 DAC 三大國際會議中
的重點子領域，規劃出研究領域分類表

如表一。教師可依其執行計畫屬性，自

行選擇計畫分類，學門最後則依各子領

域類別，整理出同屬性領域之報告，可

提供國內學者於研究時，能更有效率的

掌握研究資訊。 
 
表一、研究子領域分類表 

 



4. 製作 95年度微電子學門研究成果集 
 
本年度之研究成果集依積體電路與

系統設計(VLSI/CAD)及固態電子(Solid 
state electronics)子領域分別製作。內容為
透過ASP.NET及 SQL Server資料庫收集
之各教師之一頁精簡成果報告，依子領

域屬性之編排方式，製作出學門研究成

果集，並於年度成果會議中印發給國內

學者專家參考。本年度之成果集資訊如

下: 
a. 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子領域成果集: 
內容收錄該領域教師共約 145 份計畫報
告，成果集頁數約 105頁，如圖四。 

 
圖四、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領域成果集 
b. 固態電子子領域成果集: 內容收錄該
領域教師共約 128份計畫報告，成果集
頁數約 96頁，如圖五。 

 
圖五、固態電子子領域成果集 

5. 建立精簡報告展覽制度 
 
    本年度學門建立之精簡報告展覽制
度為在成果發表會議前約三個月邀請微

電子領域學者自行製作 A3 size 之直式

海報一張，於八月及12月成果發表會場

張貼如圖六。海報內容為各學者本年度

研究成果，主要分為計畫簡介、研究項

目適用領域、主要具體貢獻三部分。除

了海報成果展覽制度外，學門更建立了

海報評審制度，評審表之結果選項分

為，成果表現豐碩、平實、以及未張貼

三項選項如圖七。利用參與會議之學者

互相評審觀摩，可以鼓勵微電子領域之

學者將自己最佳之研究成果互相分享，

如此更有助於國內微電子領域的交流與

發展。 

 

 
圖六、精簡報告展覽制度(VLSI/CAD) 

 
圖七、精簡報告評審表(固態電子) 

 



 

6. 舉辦微電子學門年度成果發表會 

     

    舉行年度成果發表會為學門最重要

的任務，透過此發表會的舉辦，可以增

進與會學者的交流，以及國科會、產學

界間重要訊息之傳遞。本年度成果發表

會共舉行兩次會議，分別為96.8.7配合

中山大學主辦之VLSI/CAD會議舉行之積

體電路與系統設計成果發表會如圖八，

以及 96.12.1 配合清華大學主辦 IEDMS
會議舉行之固態電子成果發表會。 

 

 
圖八、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會議報到處 

      成果發表會中首先安排學門召集

人報告如圖九，內容主要為本年度國科

會工程處以及學門重要事項宣導、96年

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通過數據分析、

本年度三大國際會議IEDM、ISSCC、DAC

重點領域分析如圖十、96年度學門規劃

研究項目，以及簡介本年度報告收集展

覽制度等重要訊息。因此與會學者參與

熱烈。 

 
圖九、學門召集人胡振國教授報告 

 
(a) 

 
(b) 

圖十、(a)2006IEDM與(b)2007ISSCC發

表論文與國科會通過計畫之比較 

 

   學門成果發表會中並邀請 95 年度多

年期(三年)結案計畫之主持人於學門成

果發表會中進行口頭報告圖十一。分別

為積體電路與系統設計共六位，固態電

子領域共 12位。內容為各多年期計畫主
持人近年來之重要研究成果與心得，透

過口頭報告的方式以及問題交流的方

式，讓參與成果發表會的學者有機會與

各主持人進行雙向研討，更有助於國內

增進國內微電子領域交流的機會。 

 
圖十一、多年期計畫主持人口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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