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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技術近期重要紀事 

• 日本失去其領導地位 

• 英國、法國、俄羅斯等歐洲大國家已無法在
半導體技術領域產生影響 

• 台灣和韓國已躍昇領導地位 

• 中國冀望跟上(據說還需花費10到20年，為什
麼要這麼久?) 

• 中美貿易戰便是關於先進半導體技術 

• 半導體的摩爾定律已接近尾聲 

• 5G 和 AI 世代已經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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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行動裝置 
手機整合了4Cs 

我們攜帶的不只是手機，而是行動式電腦 

E-Book 

 

• 

  



文明提升 

• 蒸氣機的發明，開啟工業革命。機械力取代
人力。工業生產導致封建社會之沒落，而資
本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興起。 

 

• 電晶體和超大型積體電路（VLSI）的發明，
導致了智能革命。數據力增強了機械力，使
得機器人可以為人類工作。世界正急速變化！ 



永續性:兩個主要的趨勢  

• 第一個趨勢是維持消耗性能源和環境
保護。我們需要新的綠能科技和廢棄
物管理方法。 

• 第二個趨勢是電晶體的摩爾定律，它
使微電子產品的發展持續超過40多年。
現今，蘋果和亞馬遜的市值超過1萬億
美元! 如何維持其未來的成長? 



通訊之進步 

1.Language, 語言 

2.Written letter, 文字 

3.Printing, Bible, and books, 印刷 

4.Telephone, wire and wireless, 電話與電報 

5.Television, 電視 

6.Internet, (computer-to-computer),互聯網 

7.Mobile internet, 移動互聯網 



回顧20世紀的90年代末期， 
“dot-com” 無法發展，因為 
行動電話和移動互聯網尚未開始使用。 
 
手機開始流行後，蘋果，微軟， 
亞馬遜，和臉書等，成為當今最大的公司！ 

 

dot-com 泡沫 



什麼是5G? 
 

• 5G 是指先進的（通信）技術，它結合
了“衛星、optical fiber, 伺服器、
基地台、行動裝置，終端傳感器”的
硬體 和“移動互聯網”的軟體，使我
們能夠做各種智能工作。 

• 4G 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  

• 5G 將會改變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
文藝、醫療、和軍事。 



Why 5G affects national security? 

Data and signal can be transmitted, 

• Via air by satellites, but satellites can be 
shot down easily during war! 

• Via underground  by optical fiber lines.  
The manufacturing of optical fiber 
needs rare-earth elements! 

• Via land surface by the network of base 
stations. 



到2020年，5G將取代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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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http://www.imt-
2020.org.cn 

 By 2017, 10B internet devices, 77B Apps… (DigiTimes, 10/30/2014) 



5G之功能與條件  

 Primary requirements: 首要功能 
 End-to-end latency (mille sec)  -  低時延 
  Peak data rate (mobility)  -  高速率 
  Traffic volume density  -  巨量傳 
  Density of connection stations  -  泛在網 
  Internet of everything  -  萬物互聯 
  Energy efficiency  -  低功耗 
• Secondary requirements:  次要功能 
  Security and reliability  -  安全可靠 
  Low cost  -  低價格 
 

 



端到端的時延 
• 即刻反應 

• 無人駕駛車上的“光達”(非一班“雷
達”)，需要幾毫秒的反應時間，以避
免事故發生! 

• 一列汽車中，領先的車輛若突然停止，
隨後的汽車停止時差，只有大約十多毫
秒 



轉接站(基地台)的密度 

• 中國有大約600 x 104 的基地台 

• 即使是鄉村也有基地台，所以隨處都可
使用手機 

• 無需攜帶現金; 透過手機即可在無人商
店支付 

• 尤其是有安裝人工智慧設備的家，幾乎
可以連接所有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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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大數據流量增長 -  
相關產業正在研擬增加至1000倍速率 

PREPARING FOR 

1000x 
DATA TRAFFIC 

GROWTH 
 
 

GLOBAL DATA 

TRAFFIC 

~2x 
GROWTH 

FROM 2010- 2011* 

*Global  growth, some regions grew more/less 

sec/109bits



大流量,高密度 

• 下載比上傳更快 

• 即時下載一本書也沒問題; 3 sec 

• 通過高流量密度傳輸，圖像將更清晰，
解析度更高。下載音樂也是如此 

• 有即時新聞和天氣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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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IoT) 

健康  
& 

體能 

汽車 工業 

家庭 

增加人對人，人對機器，機器對機器（M2M）之間的互動性 

我們周圍的事物，越來越多充滿智能， 
也越能相互關聯 



 

資料來源： Inc Magazine, Juniper Research 

行動網絡 



摩爾定律：晶片上的電晶體密度，每18到24個月
增加一倍，但不增會加成本。 
從1970年到1985年，從1K增加到1M。 
從1985年到2005年，從1M增加到1G。 

 



摩爾定律兩個重要的貢獻 

1)由於尺寸縮小，可以促進行動
技術的發展。 

 

2)電晶體價錢低廉，是由於密
度降低，成本卻未增加. 



If we replace the 
110 chips by 1 chip, 
we can make the 
mobile phone! 
Also replace key-
board by finger-
touch. 

There are 110 Si 

chips in the module 

of a mainframe  

computer. 

IBM J. of R&D.,  

Nov., 2002. 

 

Size about 10 cm  

Physical size reduction 



所有5G的條件，均取決於一個關鍵:  
電晶體超便宜!! 



電晶體超便宜! 
 

• 每個電晶體的成本，比報紙的一個字母
印刷更便宜！ 

• 美國所面臨的問題，是找到能廣泛應用
的新技術，來處裡數目龐大的電晶體。 

• 在行動消費電子產品之後，在生醫應用
領域的新發明，將成為未來使用電晶體
的關鍵。 

• 中國的問題是，如何生產比美國、韓國
和台灣製造的電晶體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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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老齡化人口 



自我健康管理! 
 健康的重要數據： 

• 體溫 

• 心跳 

• 血壓 

• “糖尿病”中的血液含氧量 

• “糖尿病”中的血糖含量 

我們需要非侵入性的方法來檢測，因為尿液
或口水含氧量低. 

微電子和生醫應用之間要如何連結，
將會是未來最重要的先進技術. 
 



AI應用例子 
自動型(免治)馬桶  

• 免治馬桶在日本很受歡迎。 

• 馬桶坐墊可以是溫暖的，噴嘴
可以噴出水來清潔你。 

• 它可以執行預先設定的功能。 

• 3G和4G技術可以做到這一點 



智慧型馬桶 

• 智慧型馬桶能辨識你站的方向。如果你面
對它，它會打開座墊和馬桶蓋。如果你背
對它，則只會打開馬桶蓋！ 

• 如廁完畢後，馬桶中的感應器可以檢測血
糖含量（糖尿病）和尿酸含量（痛風）。
若不正常，會發送電子郵件給你和醫生。 

• 感應器會判斷並做出正確的決定;這需要

5G技術. 

 



AI在行動消費電子產品中的應用 

• 5G技術中快速發展的產業 

• 需要低功耗（電池的限制)，小尺寸和多功能 

• 合成3D晶片;化合物半導體晶片，光子晶片等 

• 三維積體電路（3DIC), 堆疊晶片 

• 為什麼我們需要3DIC? 什麼是3DIC？ 

• “AI”可以幫助3DIC嗎? 尤其在可靠性的議題
上能給予幫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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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IC 晶片堆疊的示意圖 

由法國里昂的 Yole Development 提供 



3D IC測試樣品（1公分長） 
橫截面的光學圖像 

由UCLA 劉影夏 博士 提供 



 
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的同步輻射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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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約 4 mm 
寬和厚度約0.5 mm 



Proprietary, DO NOT COPY WITHOUT PERMISSION.  
Any page, or pages of this report can not be used separa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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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封裝中的 3D X 射線圖像 
bond wire module TSV 

trace 

bump 

Cu pillar 

BGA ball bump PoP 

由台灣新竹 閎康科技 謝詠芬博士 提供 



蘋果手錶的 3D X 光一射線圖像 

由台灣新竹 閎康科技 謝詠芬博士 提供 



元件裡互聯電路之”電遷移”研究; 
藍色箭頭表示電路路徑。 
電路中的薄弱環節在哪裡？ 



銲錫接點的電遷移 

(a) 

(b) 



用AI來加速元件之可靠性分析 
  

• 我們可以使用GPU（圖形處理元件）在人群
中找到一個人。是基於2D表面斷層攝影的光
線掃描。 

• 為了識別這個人，機器需要學會這樣做，因
為這個人可以低頭、戴眼鏡、改變他的髮型
等。 

• 對於3D結構，我們需要使用X光射線圖處理
器（X-GPU）。 

 
 
 



• 我們使用X光射線檢查肺部是否有癌
症或肺結核，但它是2D投影。 

• 要檢查3DIC內部的結構，我們需要X
射線斷層掃描或X光射線圖形處理器: 
X-GPU！ 

• 對於機器學習，我們使用同步輻射設
備或具有高解析度的桌上型X光機。 

檢查 3D IC 結構? 



AI在 3D IC 可靠性議題中的目標 
 

• 未來，當新設備投入生產時，我們會透
過X光射線圖處理器(X-GPU)對其進行檢
查。我們可以在早期，就快速辨識出發
生會故障的環節。 

• 無需進行受限於時間及耗時的可靠性測
試。 



總  結 

• 5G技術將影響我們的社會。 

• AI應用無所不在。 

• 5G和AI的是否成功應用，取決於我
們在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
中文、和英語方面的基礎訓練！ 

 



謝 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