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盡最大的努力，做最壞的打算 。
Do your best and prepare for the wo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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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al Engineering /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吳宗霖

評審評語

先生

Tzong-Lin Wu．51 歲（1969 年 6 月）

研發高速數位電路封裝的信號完整性及電磁相容的核心技
術，將解決電磁干擾的關鍵技術在臺灣紮根，並佈建關鍵
專利。對於提升臺灣在相關領域的國際能見度，貢獻卓著。
Dr. Wu developed the core technologies for signal integrity
and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 (EMC) in high-speed/

學歷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

博士

high frequency packages and systems. Several essential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

學士

patents on noise suppression technologies are globally
deployed. The technology transferred to worldwide
industries signiﬁcantly increases the impact and visibility of

現任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 電信所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

副院長

國立臺灣大學國防科技研究中心

副主任

中華民國微波學會

理事長

Editor in Chief, IEEE Transactions on EMC

Taiwan on EMC research.

得獎感言
自踏入學術界後，幸運之神始終眷顧，不時受到學術界前
輩的指點和協助，以及產業界大老慷慨提供資源並分享產
業的願景，加上願意與我共同探索未來的優秀學生群，才
讓我的團隊能不斷研發、創新科技。今天榮獲「東元獎」，

曾任

要特別感謝這些陪我一路走來的生命貴人。另外，太太及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所

所長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訪問教授

憂的關鍵，謝謝您們。在未來的學術生涯上，期許自己能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系 / 電信所

教授

在傳承知識、創新自主技術、突破產業瓶頸三個面向，持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

副教授

續努力，造福全人類。

家人的支持與包容，是我能在學術界盡情發揮而無後顧之

可撓式頻率選擇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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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挫折而堅韌 證道研究為產業所用的苦行僧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臺灣俗諺「一時風，駛一時船」，教人做事應掌握時

「回信內容，我到現在還背得出來！」吳宗霖坦言，到

機，順勢而為。但張了帆，卻遲遲等不到風起，該怎麼辦

大學教書做研究是自己最大的夢想。偏偏那年碰到美國經濟

呢？二十五年前頂著最高學府博士光環，意氣風發踏出校

相對於現在科技產業求才若渴，二十五年前頂著博士光

蕭條，國外博士競相回臺找工作，變成僧多粥少，剛畢業的

環到業界求職，尤其是臺大博士，非但沒有加分，反因學歷

臺灣土博士，當然拚不過留洋回來的，連面試機會都沒有，

太搶眼成為包袱。「很多大公司老闆後來碰到面都跟我說，

「博士畢業以後，我就結婚，必須賺錢養家，不得不到業界

啊！你那時候怎麼沒來我們公司？」吳宗霖談起往事，總是

找工作。」

以「你們面試門檻太高，哈哈哈 ...」在談笑間帶過那段苦澀，

門的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副院長吳宗霖，從沒想過「畢
業即失業」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因謀求教職接連碰壁，他
不得不掄起船槳，在茫茫大海搖槳前進，轉個彎棲身產業
界賺錢養家。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三年的產業實務

棲身科學園區討生活 喪父之痛陷人生谷底

經驗意外形塑出風起時刻，奔航浩瀚學海最穩定的船舵，
引領他像苦行僧般的追夢踏實，從小咖教授蛻變成電磁相
容領域國際大師。
畢業後險成流浪博士 連吃十幾所大學閉門羹
「回頭看當年，還好十幾所大學都不要我；不然現在的
我很可能變得完全不同！」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吳宗霖聽到採訪團隊開場就問當年拿到博士學位，為什麼會
選擇到產業界工作？反射式的脫口而出，「你們想聽真話，
還是假話？」逗得大家哈哈笑說，「當然是真話。」沒想到
他出乎意料的說，「就是畢業以後找不到工作。」
很難想像眼前位居臺灣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副院長，也是
首位出任 IEEE（國際電機電子學會）學術期刊《Transactions
on Electromagnetic Compatibility》（電磁相容）總編輯的亞洲
學者，在 1995 年取得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後，
向國內十幾所大學投履歷竟都石沈大海。「每次收到回信都
很高興，以為他們要我去面試。拆開信結果都說很抱歉，因
為申請者太多，你的資歷很好，明年如果有機會，我們會再
全家福（2010 年）

通知你。」

量測共模濾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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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卻比任何人更深刻體驗，「人就是要經歷各種波折，才
縮小化技術及成品

能增加生命的韌性！」

馴服驛動的心，「我就是無法忍受自己原地踏步沒有突破。」
身歷其境在台揚和大同練功三年，親眼看到產業需要、

搬到高雄，尤其是經歷許多波折之後，工作和家庭好不容易
安定下來，全家包括出嫁的姐姐都反對。

謀職屢吃閉門羹，吳宗霖開始懷疑讀博士所為何來？在

步調、想法與文化，「被操練三年以後，你就會知道產業

總歸還是自家人，看到吳宗霖堅持不懈，還是答應讓他

瀕臨絕望谷底之際，終於接獲位於新竹科學園區的台揚科技

的痛點在哪裡？知道他需要的是什麼？臺灣的技術有什麼瓶

南下。「誰教我是任性的老么，他們其實認為我不會去太久；

面試通知，「他們做微波通訊跟我的領域相當接近，希望我

頸？」吳宗霖強調，不管臺灣還是全世界都一樣，拿到學位

等我真的適應，他們再跟著搬到高雄。」沒想吳宗霖做得起

能夠過去。」但意想不到的波折卻接踵而來，欣然就職不久，

就直接到學術界，較難掌握產業真正的需求。「這三年影響

勁，廢寢忘食到以研究室為家，放著學校宿舍不住，幾乎每

父親因整修住家，不慎從高處跌落，重傷住院。吳宗霖連續

很大，讓我到學術界以後，做的每件事情都跟大家不太一樣，

晚睡在研究室沙發床，「這樣學生不管白天晚上，有問題就

幾個月開車奔波臺北新竹，每晚趕回醫院接替母親照顧父親，

也造就我有機會獲得「東元獎」的肯定。」

可以找我討論；也很開心老師願意跟他們共同研究奮鬥。」

天亮再到新竹上班。
那時候也買不起好車，幾個月就被操到報銷，依舊挽不

看著吳宗霖在中山大學「歡喜做、甘願受」，原本任職於

嚮往學術武林宿願得償 夫唱婦隨舉家南漂

經濟部的另一半陳淑玲，不忍他假日南北奔波省親，隔年就「攜

回父親的生命。「我太太當時剛好懷頭胎，挺著肚子幫忙辦

在業界得心應手，但吳宗霖始終認為自己的武林在學術

老扶幼」請調高雄，帶著婆婆和兩個女兒舉家南遷。「我們是在

喪事。」吳宗霖透露，那段期間還是不曾放棄尋找教職，某

界。「中山大學有個教授缺，需要做電磁相容領域的，你要

社團活動認識，大家都說她有點像港星葉韻儀，大大的眼睛很可

國立大學也有個很好的機會，就是時運不濟，系教評會和院

不要去？」當朋友告知中山教職出缺，領域又是自己的專長，

愛。她是小我兩屆的經濟系學霸，大學四年拿了多次書卷獎，畢

教評會都通過了，好不容易闖到第三關，卻被校教評會推翻，

毫不遲疑投出履歷。「很感謝中山看見我的產業經驗，就願

業不久就錄取高考經濟行政組榜首。」談到另一半的愛相隨，吳

「那應該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爸爸突然意外走了，教職

意給我機會，提供環境和資源讓我成長自己。」但要從臺北

宗霖心疼說，「她就是一直跟著我，吃苦耐勞，樣樣都承擔。」

也像煮熟的鴨子飛了。」

職場轉個彎眼界大開 研為產用渾然成形
接二連三的挫折，讓身為獨子的吳宗霖感嘆說，「也許
老天爺要我回家照顧媽媽。」於是就請辭重新在臺北找工作，
到大同公司研究部門任職。大同當時規模龐大，公司認為電
磁相容技術對未來發展很重要，決定培養相關領域專家，吳
宗霖跟著轉換研究方向，奉派到集團各子公司觀摩，不但開
啟他對電磁相容研究興趣，更藉機深入瞭解整個產業生態，
「研究要為產業所用」逐漸在心裡雕塑成形。
研究所從碩士第二年逕讀博士，四年就拿到學位，聰穎
機悟的吳宗霖駕輕就熟滿足公司對他的期許，也逐漸擺脫噩
運糾纏。「每天順路接送太太上下班，經過中山北路看著兩
旁婚紗店 ...，那種日子過得好舒服，慢慢出現幸福肥。太太說
這樣很好，我們就這樣廝守終身。」但安逸的生活終究無法

臺大七次（6+1）書卷獎得主。結婚照（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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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識英雄的舵手 因材施教眾志成城

果什麼都聽老師的，實驗室做不大、也做不好。因為教授只

中山大學修煉基本功 到臺灣大學綻放光芒

新研究成果，「英特爾有人在下面聽，他們是世界半導體產

那些年的二十四小時「ON CALL」，也讓他跟在中山帶

有一個頭腦在想，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十幾個頭腦眾志成城

「做出來的東西，最後必定是產業需要的。」是吳宗霖

業龍頭欸，竟然說你這個東西不錯，我們希望跟你合作。」

過的學生，建立像家人般的革命感情，到現在還保持連繫，

的力量才可觀。老師啟發學生，他也會啟發你，創意就源源

帶學生做研究不變的目標與方向。「如果不是中山，讓我在

隨即邀請吳宗霖到美國總部演講，還提供兩年研究經

每年請他吃教師節大餐，個個在業界都是副總或處長級人物。

不絕，我的研究都是跟學生互相激盪的成果。」

那裡試驗我的想法，奠定紮實基礎，也做出點成績，我不可

費，希望他把尺寸再縮小一百倍。吳宗霖果然不負眾望，英

「教授的任務就是教學、研究和服務。」吳宗霖認為教授要

談到學生，吳宗霖總是眉飛色舞，「我的特點就是慧

能有機會回到臺灣大學。」吳宗霖用「修煉」形容自己在中

特爾更是沒有二話，2012 年以高額授權金跟臺灣大學簽署技

做好研究，第一要抓對方向，知道產業的痛點在哪裡？第二

眼識英雄，發掘每個人的特質，鼓勵他們發揮自身的長處；

山成長過程。剛進去是助理教授，因為是菜鳥，可能人家比

術授權。全球目前每年銷售上億部筆記型電腦，就有 10％左

是因材施教，誘導學生善用個人特質充分發揮；第三要眾志

就像導引方向的舵手，照看每個學生的高低潮；也要扮演伯

較不愛開的課，就會給你開；還要帶學生、做研究、發表論文、

右、超過一千萬臺使用吳宗霖研發設計的元件；新竹科學園

成城，千萬不要以為教授很厲害，要學生聽你的話做事。

樂，鑑賞他們的研究是否有價值。如果他做得很好，結果你

拚升等，「這是年輕教授必經之路，從以前到現在都一樣，

區廠商為開發 WiFi 6 晶片，找遍各國元件都無法解決電磁干

卻忘了或看不出裡面的價值，很可能會錯失一個偉大的發

但是我給自己獨特的任務，研究題目必須跟產業結合。」

擾，「我們的元件放進去，馬上藥到病除！」

吳宗霖不喜歡告訴學生明天或下個星期要做什麼，而是
問學生想做什麼？之後有何想法？讓學生做自己的主人，「如

明。」

有機會就到產業界演講，想方設法找出業界痛點，「什
麼是痛點？就是讓工程師到晚上十二點還不敢回家的問題。

研究團隊慶生

我從教書開始就沒有停止跟產業互動，他們也總是願意敞開
心胸跟我分享痛點，讓我試著用學術研究解決產業頭痛的問
題。」吳宗霖的學術生涯就這樣從中山大學扎根，在臺灣大
學開枝散葉，成為電磁相容領域國際權威。

單挑未來趨勢提前布局 不畏挫折驚艷國際
旁人看他談笑風生，但要抓到產業真正痛點，做到「研
究要為產業所用」談何容易！尤其是他想研究解決的，不是
個別業者碰到的問題，而是整個產業共同面臨問題，產業未
來需要什麼？發展趨勢是什麼？「研究要選對的問題，而不
是解決簡單的問題。」吳宗霖以無線通訊不斷往更高頻率發
展，衍生電磁雜訊干擾問題，成為電腦或通訊系統發展瓶頸
為例，從 2005 年回臺灣大學開始布局，到 2012 年才開花結
果。
「我們看到這個趨勢，花了三年時間做出可抑制雜訊的
電路元件，興高采烈向國內業者毛遂自薦，卻當場被打槍，
這個東西這麼大，我的手機就放你的東西，其他都不用放啊，
這個不行啦。」吳宗霖聽到難掩沮喪，但也拒絕認輸，決心
要做出讓產業願意使用的元件。兩年後在國際研討會發表最

臺大電波組無反射波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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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最小 只有更小 追夢 2.0 創新活水

自己證道，現已驗證可行，臺灣應該創造更多這樣的例子。

對「東元獎」的期望

「這是百分之百臺灣研發，擁有全世界專利的獨特技

我想建構一個學術創新生態系，學校教授專注做研究，鼓勵

術，能夠真正解決產業的痛。」吳宗霖引以為傲說，「我們

學生勇敢創業發展抱負，透過新創公司創造更多資源，再回

終於讓工程師每天晚上快快樂樂回家。」但研究團隊並未因

饋學校更多資源，培養更多學生，創新解決更多產業難題，

此停止前進，「沒有最小，只有更小！我們希望小還要更小，

讓學術研究變成生生不息的創新活水。」

「東元獎」以「培育科技人才，提倡前瞻思想，促進
社會進步」為宗旨設獎，是國內少數鼓勵科技創新、科文
共裕的一項獎勵。能獲得此獎，對長期致力研發的學者，
是莫大的榮譽與鼓勵，也是年輕一代學者努力的標竿。此
獎在科技領域的評定除了學術研究需有卓越貢獻，也相當
重視研究成果在工業領域的應用及對社會的貢獻。近年
來，臺灣學者的研究成果多元化，除了專業的學術論文發
表，關鍵專利的布局，或高額的技術移轉，乃至設立新創
公司，都能受到「東元獎」的肯定，對帶動臺灣學術卓越，
科技深耕及產業升級有相當助益。除了希望「東元獎」能
夠持續舉辦外，更希望增設「東元青年獎」，給予四十五
歲以下表現傑出的學者鼓勵，讓他們在孤單漫長的學術研
究路上獲得激勵。

可以放到手機上面，是我們下波目標！」

牽手走過二十五年，沿路看著吳宗霖從波折困頓破繭而

身體力行「研究要產業所用」，指導學生新創公司也開

出，陳淑玲心有靈犀的說，「人生的際遇很難說，塞翁失馬，

始獲利，邁進五十而知天命的吳宗霖，決定展開追夢 2.0。「當

焉知非福。如果沒有那些年的挫折，他沒有辦法把心態調整，

教授做研究是我二十年前的夢想，像個苦行僧，自己念佛、

或許就沒有今日的成就，我們都很感恩，一切都是上天最好
的安排。」

Paper Award。另外，IEEE T-EMC 每年會統計近五年所有發表
於 IEEE T-EMC 的文章中被引用次數最高的論文，頒予 IEEE
Motohisa Kanda Award 。其中一篇關於電源雜訊抑制技術論
文，在自 2015 年以來近五年七百餘篇發表的期刊論文中，為

成就歷程
自 1995 年從臺大取得博士學位後，至產業界歷練三年，

領先國際的縮小化共模濾波器

被引用次數最高的一篇論文。比許多美國 Top 10 ( 如 UIUC,
GIT 等等 ) 名校的 EMC 領域論文，吸引更多人閱讀及引用。

深深體會大數據雲端計算應用的廣泛。人類對資料流量的頻

自 2005 年後回到母系臺大電機系任教，針對高速差動電

寬需求與日俱增，致使數位電路訊號不斷加快其傳輸速度，

路系統，提出以超穎傳輸線 (Meta-material) 實現縮小化共模

無線通訊也不斷地往更高的頻率發展，電磁雜訊干擾將是未

雜訊濾波技術來解決電磁干擾的問題，也逐步佈建關鍵專利，

來電腦或通訊系統開發的瓶頸。基於改善人類需求，因此投

至今共獲得四十三個世界專利 ( 包含二十個美國專利 )，受到

入電磁干擾研究，歷經二十年的研究，始終聚焦在高速數位

國際學術及產業界極高關注，不但在數個國際研討會獲選最

電路及封裝的信號完整性及電磁相容的核心技術，希望能將

佳論文獎，也吸引包含 Intel, Dell，Asus, Qualcomm 等多個國

解決電磁雜訊干擾的關鍵技術在臺灣紮根。

際企業和團隊合作。2012 年並授權 Intel 專利技術，創下當年

自 1998 年於中山大學七年的研究生涯，專注在多層電

度臺灣大學最高授權金紀錄。此技術也陸續授權給其他多個

路板中電源網路地彈雜訊所造成電磁輻射干擾或電壓擾動問

國內外公司，包含華碩、英業達、和碩等，累積授權金高達

題，傳統上以加去耦合電容來降低電源擾動在 GHz 以上就

數千萬元 。2016 年在學校的鼓勵下，幾位研究生在臺大育成

失去其濾除雜訊及穩壓的特性。2004 年間在國際間首先提出

中心成立新創公司，命名為安波科技，由於技術的獨特性以

以電磁能隙 (EBG) 結構來抑制封裝基板上的寬頻電源雜訊，

至迅速獲得產界極高評價，並於二年後，即 2018 年公司便開

引領國際間許多團隊朝此方向深入發展，發表的論文不但受

始有盈餘，2020 年估計公司價值已逾兩億。研究團隊能將前

到高度引用，其中一篇 2010 年發表於封裝領域的頂尖期刊

瞻的學術研究成果，轉化成專利技術，衍生新創公司嘉惠全

IEEE Transaction on Advanced Packaging 也榮獲該年度的 Best

球產業，令人雀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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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驅動電路的眼圖預測。

Fellow ( 會士 ) 第一人。此獎可說是國際電機電子領

3. Best Poster Paper Award in IEEE EPEPS Symposium

域最崇高的學術榮譽，每年在約四十萬的全世界會

( 一 ) 三次受邀撰寫 EMC/SI 回顧性文章，獲國際社群高度引

(2013): 該論文提出如何設計多對共模濾波器於同一

員中，遴選不到四百人成為會士，雀屏中選的機率

用，彰顯此領域的國際領導地位：近幾年連續三次受到

個元件內而不產生彼此影響。此會議為國際間有關

小於千分之一。

國際知名期刊總編輯邀請撰寫電源完整性、信號完整性

封裝中 SI/PI 領域最頂尖的會議。

一、對學術界的貢獻：

4. IEEE 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 (2009): 此 獎 為

4.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in APEMC (2015): 與博士班

IEEE EMC 學會的學術成就大獎，每年在全世界五千

1. 在 2010 年 IEEE Trans. on EMC (T-EMC) 發表一個特

學生林晉毅發展一個三段式四分之一波長共振器架

多位會員中推選出二至三名，在此學會近五年內最

刊。撰寫有關 Power Integrity 十年來的進展，題目為

構，來實現共模濾波器 (CMF)，透過控制第一及第

具技術貢獻者。

"Overview of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s on Package and

三的共振頻率，達到可任意調整共模雜訊的濾波頻

及 EMC 的回顧性文章，如下：

PCB: Decoupling and EBG Isolation"。

( 二 ) 近十年榮獲五個最佳論文獎：

段範圍。

5. IEEE EMC Distinguished Lecturer (2008): 由於對國際
學術界及產業界已深具影響力，於 2008 年榮獲 IEEE

2. 在 2010 年 日 本 IEICE Trans. on Communication 的 特

1. Best Transaction Paper Award in IEEE T-ADV (2011): 此

5. Best SI/PI Paper Award in IEEE EMC Symposium (2018):

刊 撰 寫 Invited papers。 題 目 為 "Mitigation of Noise

期刊為國際間封裝領域的頂尖期刊，此論文緣起和

在 IEEE EMC 的年度旗艦會議中，以運用類神經網

Coupling in Multilayer High-Speed PCB: State of the

國際知名電磁分析軟體公司 (CST) 及義大利 Univ. of

路 (ANN) 來分析及預測 EMC 共模濾波器的生產良

Art Modeling Methodology and EBG Technology"。

L'Aquila 大學進行誇國合作研究，主導下一世代的電

率，獲得大會四百篇論文中的最佳論文獎。

3. 在 2013 年 IEEE Trans. on EMC 為 紀 念 此 領 域 的 大

源雜訊抑制技術的發展，並帶領此跨國團隊提出光

( 三 ) 榮獲 IEEE（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五個重要學術

師 Prof. Clayton R. Paul 辭世，總主編特別邀集一個

子晶體圍籬的前瞻技術。為該期刊 2010 年內所刊出

成就榮譽：

特刊，撰寫 Prof. Paul 所關心的領域近十年進展，

約一百五十篇論文中，唯一獲得最佳論文獎的文章。

1. Editor-in-Chief, IEEE Transactions on EMC (2018): 於

研究除了具有學術的前瞻性，經過近二十年的技術布局，

受 邀 撰 寫 "Overview of Signal Integrity and EMC

2. Best Student Paper Award in IEEE EPEPS Symposium

2018 年獲得 IEEE EMC Society 任命為 EMC 領域最

近十年的研究更獲得產業界高度重視，而尋求建立合作

Design Technologies on PCB: Fundamentals and Latest

(2012): 與博士班同學周求致發展了一個創新的演算

頂尖期刊的總主編，這是該期刊六十年來第一位由

關係。其對產業的貢獻說明如下：

Progress"。

法來快速預估在考量電源完整性的條件下，非線性

亞洲的學者來擔任該期刊的總主編，表示在 EMC 領

接受 IEEE EMCS 總裁 Dr.Bob Scully 頒發 IEEE Motohisa

域的國際引領地位。

Kanda Award（2015 年）

臺大高速射頻及毫米波研究中心的啟動會議（2014 年）

2. IEEE Motohisa Kanda Award (2015): IEEE T-EMC 每年
會統計近五年所有發表於 IEEE T-EMC 的文章中被引
用次數最高的論文，頒予此最高引用獎。吳宗霖的一
篇論文在近五年 (2010-2014) 七百餘篇接受發表的期
刊論文中，有最高的被引用次數。可見臺灣在 EMC
領域的研究對全世界的影響力已居於領導地位。
3. IEEE Fellow (2013): 多年來專注於電子封裝系統的
高頻雜訊抑制及信號完整度與電磁相容技術。在臺
灣電磁相容領域，是首位在國內研究而獲選為 IEEE

電磁相容學會選為該學會的傑出講座，任期兩年，
受邀至歐美亞三大洲逾十個國家的知名大學演講。
( 四 ) 連續三次獲得科技部（國科會）研究傑出獎：
自 2010 年起，連續三次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2010,
2013, 2016)。
二、對國際產業界的貢獻：

055

第二十七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056

電機 / 資訊 / 通訊科技

( 一 ) 產學計畫合作：

最高金額，所以吳宗霖於 2013 年獲得科技部頒發

2005 年 回 臺 大 任 教 迄 今 約 十 五 年， 共 執 行 了

的「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四十二個產業界的計畫，總計畫金額超過六仟萬

( 三 ) 成立新創公司，引領臺大創業風潮：

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he prestigious TECO Award has the mission to cultivate the

technologies of solving the EMI/RFI issues in high-speed circuits
and systems.

talent, encourage forward thinking, and advance the community.

Since 1998 when Prof. Wu was in National Sun-Yat Sen

元， 合 作 對 象 包 含 Intel, TSMC, Broadcom, ASE,

在其鼓勵下，多位學生於 2016 年開始創業，成立安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pirit of TECO award in 27 years, we

University, he focused on solving the EMI problems caused by

MediaTek, ASUS, MSI, RealTek, Etron, Novatek 等。

波科技 (EMPass Technology)。從事 EMC 相關技術

observe more and more diversiﬁed achievements of the awardee

the noise on the power distribution networks (PDN). This issue

的產品開發。該新創公司在臺大的全力支持及授權

who impact and contribute global community. They could be the

is traditionally solved by capacitors which become ineffective

achievement of highly cited publications, deploying essential

as the operation frequency is higher than several GHz. A novel

( 二 ) 技術授權及轉移：
除了有豐富的學術論文發表外，同時將有產業利用

下，以設計為導向的無製造工廠 (Fabless) 的模式進

性的技術申請專利，目前已獲得四十三個專利，包

入產業界，希望能以此創新的商業模式，成為全球

含二十個美國專利，及許多臺灣，日本，歐洲等世

電磁相容 (EMC) 及雜訊抑制解決方案的領導品牌。

界專利。這些專利將所研發的電磁能隙電源平面技

在近四年的運作下，營運已上軌道，2018 年開始獲

術及共模雜訊抑制濾波技術全方位佈局，保護臺灣

利，2020 年公司的市場估值已逾 2 億元，成長穩健。

enhancing the vision of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The diversified
recognition through TECO award leads scholars to develop their
professional career in different paths, and indirectly promote the

大學的智慧財產權。這些技術受國內外產業的高度
重視，授權多家公司。

IPs, high valu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enabling start-ups, or

研究展望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industry upgrade in Taiwan. Besides

其中世界半導體產業龍頭 Intel 從 2010 年就和團隊

人類對網路傳遞資訊的需求與時俱增，也帶動 5G/6G 高

the continuity of the prestigious TECO Award, it might be a good

開始合作，經過兩年的努力，技術受到 Intel 的認

速低延遲的無線通訊需求，更觸發資料中心大量佈建。高速

timing to consider adding the "TECO Young Scientist Award" to

證通過，因此 Intel 於 2012 年向臺大技術授權相關

及高頻的數據傳輸電路系統，將是滿足人類對大量資訊需求

encourage outstanding scholars under the age of 45. It would be

專利。臺灣長期以來，多仰賴國外的技術移轉及授

的關鍵科技。而這些電路中衍生的電磁干擾及相容問題，對

quite encouraged if young scholars who achieve certain impressed

權來製造電子相關的產品，但此次的技轉，是將本

學術界及產業界也更具挑戰，基於社會需求，投入積體電路，

milestone could be recognized by the renowned institute or

土開發的技術輸出美國，足見臺灣的電波技術在國

封裝各層級的電磁相容技術瓶頸的探索及研究，並希望能提

foundation like TECO technology foundation.

際居於領導地位。此授權金額，也創下當年度臺大

出各類創新解決方案，為產業及人類的進步，貢獻一己之力。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The throughput of data transfer in the internet is
exponentially growing due to huge demand on social medium,
video streaming, and real-time communication. It has triggered
fast development of RF and digital circuits and systems toward
the era of mm-Wave and Tera-bits/sec. The inter-system or intrasystem EMI/RFI problems will become one of the bottlenecks
to enable next-generation high-speed/high frequency systems.
This trend inspires his research focus on developing the core

實驗室探針量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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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of planar electromagnetic bandgap (EBG) structure was

EMI/RFI issues on high-speed differential systems. 43 essential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or systems. Most of industrial partners well obtained

proposed to effectively suppress the GHz noise problem since

IPs are globally deployed, which includes 20 US patents. The

A. Contribution to Academia:

the know-how or technologies they need from our

2004 which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in global community. This

CM ﬁlter technology received high attention from world-leading

I have published more than 250 journal papers and conference

creative technology published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Advanced

computer industry, such as Intel, Dell, Asus, Qualcomm, etc, and

papers in past 20 years. They includes three invited overview

Packaging, which is the ﬂagship journal in electronic packaging,

enable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my group. Furthermore, Intel

papers in the special issues about the signal integrity, power

Our research have been grated 43 patents covering the area

received the Best Transaction Paper Award in 2010. In addition,

licensed our patents in 2012 with record high license fee in NTU

integrity, and EMC in past decade, five best transactions

of US, EU, Japan, Taiwan, etc, where 20 of them is US

our another paper investigating the evolutions of the EBG PDN

at that year. Beside Intel, our essential IPs also licensed to ﬁrst-

paper or best conference paper awards in flagship journal or

patents. The strongly linked patents portfolio well protects

received the 2015 IEEE Motohisa Kanda Award in IEEE EMC

tier Taiwan-based companies, such as Asus, Inventec, Pegatron,

symposium. Besides receiving three consecutive outstanding

our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the EBG and CMF technologies

Society because this paper has highest citation for all 700+

etc. The accumulated license fee is over several tens million

developed in past 20 years. Several companies have

published papers in past 5 years in IEEE T-EMC.

NTD. A start-up company, EMPass Technology, was founded in

research award from MoST (2010, 2013, 2016), Prof. Wu
also obtain ﬁve prestigious recognitions from IEEE. They are

licensed patents, including Intel, Kingcore, EMPass, and

IEEE EMC Distinguished Lecturer in 2008, IEEE Technical

etc. It is worth mentioning, after 2-year collaboration with

Achievement Award in 2009, IEEE Fellow in 2013, IEEE

Intel since 2010, Intel finally pay the license fee in 2012

Motohisa Kanda Award in 2015, and Editor-in-Chief of IEEE

and get the right from NTU to practice our technologies

Transactions on EMC (T-EMC) in 2018. It is worth mentioning

in Intel's future computer platforms. This license fee is the

Prof. Wu is the first Asian scholar who is nominated as the

highest one in 2012 in NTU.

Prof. Wu joined E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Taiwan

2016. Due to the unique and effective technology for solving the

University since 2005. Based on metamaterial transmission line

challenging EMI and RFI problems. I am so proud of my students

theory, a novel common-mode (CM) noise suppression ﬁlter was

who could transfer the academic outcome to commercial products

developed and realized with an ultra-compact size to solve the

for advancing technology for humanity.

Editor in Chief of T-EMC in past 60 years.
B. Contribution to Industry:

collaborations.
(b) Patents Licensed and Technology Transferred:

(c) Startup Company:
To contribute more to industry, several PhD students

Our research have receiv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from my group and I founded a startup company, EMPass

worldwide industries. The impact of my past 20-year research

technology, since 2016 with NTU being the co-founder.

to industrial community can be summarized in following three

EMPass aims to be the world leader on solving the

aspects:

EMI/RFI problems for wireless and electronic system.

(a) Project Collaborations:

Fortunately, EMPass efﬁciently achieved breakeven at the

Since I joined NTU in 2005 up to now, my research group

end of 2017, and become proﬁtable in 2018. The valuation

has been granted 42 projects from industries with total

of EMPass has reached 200 million TWD in 2020.

funding around 2 million USD. It is about 40% of my total
founding in past decades. The industry partners include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many world-leading companies, including Intel, TSMC,

Following the trend of tremendous increase of speed

Broadcom, ASE, MediaTek, ASUS, MSI, RealTek, Etron,

of electronic circuit and systems, Prof. Wu will continuously

Novatek, etc. The topics widely covers modeling, design,

involve in solving the signal integrity and EMC/RFI problems by

and experiments for signal integrity, power integrity, EMI,

developing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which would advance our life

or RFI in wireless/computer chips, packages, modules,

and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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