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EEE中華民國分會補助各支會活動成果報告表 

                                                                        9 6 . 5 . 3  

會議名稱： 2010 年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98年 11月 25日 至  民國98年 11月 25日 

主辦機構：IEEE SSCS Taipei Chapter  舉辦地點：台北君悅飯店 

舉辦支會：SSC37 支會主席：陳巍仁 TEL：03-5712121-54712 

1. 原預估出席人數：30人。 

2. 會議當天實際出席人數：38人。貴賓19人、 記者11人、作者2人，工作人員6人  

會議重要成果：（請確實填寫，作為下屆補助經費參考） 

記者會旨在提升ISSCC(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知名度。國際半導體組織IEEE固態電路學會自1953年起

主辦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扮演全球先進固態電路領域研發趨勢的領先指標;然而ISSCC是IC設計領域最重

要的國際會議，地位如同IC設計界的奧運，台灣在此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僅呈現目前的研發狀況，也

涵蓋對未來的展望及預測。 

與會的貴賓包括台灣大學李嗣涔校長、台灣大學汪重光教授、Prof.Anatha Chandrakasan 教授、鈺創科

技盧超群董事長以及晶片系統國家型計畫陳良基教授等;記者來自Compotech ASIA、台視、民視、非凡新

聞、中央日報、聯合晚報、中廣新聞、飛碟、蘋果日報、中央社、DIGITIMES以及半導體科技雜誌…，在

記者會後亦安排午宴達到聯誼與交流。 

      
 

          
 

需繳交資料： 

1. 活動文章（約500字，MS-Word格式，中英文版各乙篇） 

2. 照片2-4張（JPEG檔/300dpi） 

※ 上述資料請自行登錄於分會網頁，並將電子檔e-mail至翁如屏  

      (nao@cc.nctu.edu.tw)信箱。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91125/5/?


 

 

 

2010 ISSCC 

2010 年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 

記者會議程 

時間：2009 年 11 月 25 日(Wed) 上午 9:30-11:30 

地點：台北君悅飯店 3F 燕翔廳 
 

時間 議程 

09:30—10:00 報到與接待 

10:00—10:30 

貴賓致詞 

 10:00—10:05  李嗣涔 校長/台灣大學  

 10:05—10:15  Anatha Chandrakasan 教授/MIT 

 10:15—10:25  盧超群 董事長/鈺創科技公司 

 10:25—10:30  陳良基 教授/晶片系統國家型計畫 

10:30—11:00 

獲選論文與議程特色介紹 

 10:30—10:45  簡敦正 博士/聯發科技 

 10:45—11:00  莊建祥 處長/台積電 

11:00—11:30 
媒體問答 

聯誼與交流 

11:30—13:30 午宴 （君悅飯店 2F 寶艾西餐廳） 

 

 

主辦單位：IEEE SSCS Taipei Chapter 

主辦人：陳巍仁 教授/IEEE SSCS Taipei Chapter Chair 

劉深淵 教授/NTU 

聯絡人：楊俊秀〃林怜君 

聯絡電話：(03)571-2121#54186〃(02)3366-3700#347  

傳真： (03)573-1791〃(02)3366-3642 

E-mail：sscstpe@gmail.com〃lclin@cc.ee.ntu.edu.tw 

 
 

 

 

 

 

 

 



【新聞稿】敬請即時發佈 

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ISSCC 2010)明年 2 月於美國舊金山舉行 

 

新聞編號： 

                                        發稿日期：98 年 11 月 25 日 

 

國際半導體重要組織 IEEE 固態電路學會(IEEE Solid-State Circuits Society; IEEE SSCS)自

1953 年起，負責主導主辦每年一屆的「ISSCC 國際固態電路研討會」，該研討會不但是全

球先進固態電路領域研發趨勢的重要指標，更被 IC 領域視為技術發表最高殿堂，可說為 IC

設計界的奧運盛會。2010 年，引領著全球高科技產業的 ISSCC 將於 2 月 7～11 日在美國舊

金山舉行；本次 ISSCC 共有 210 篇論文獲選，其中台灣共有 9 篇論文入選，佔全球入選論

文數 5％，排名為全球第六名。 

 

今年我國產學研各界獲選的論文分別是台灣大學 6 篇、清華大學 1 篇、成功大學 1 篇與

聯發科技(MediaTek) 1 篇，佔全球獲選論文數的 5%。由於今年普遍研發水準提升，且國外

工業大廠參與熱烈，今年我國論文數所佔比率較往年略為下滑，唯所發表的論文在各技術領

域皆有世界性的突破，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國際半導體產業中，充份展現台灣的研發實力。 

 

台灣發表之論文分佈於各個領域，其中以無線通訊、資料轉換器以及數位多媒體晶片最

多，各有兩篇論文。在無線通訊之研究中，包含了台灣大學所發表的使用 CMOS 製程製作

之 77-GHz 汽車遠距防撞雷達系統，透過天線與數位電路的系統整合，可量測汽車距離及速

度，偵測距離可達 100 公尺以上，為目前全世界唯一可偵測長距離之積體化雷達系統，且消

耗功率非常小；此系統實現量產後，無疑將使昂貴的車用雷達普及到所有車輛上，為汽車工

業之一大突破。此外，在 60-GHz 室內無線影像傳輸系統上，聯發科技則發表了一低電壓功

率放大器，採用新穎的電路技巧突破傳統電路的框架，大幅提昇了輸出功率。 

 

其次，在資料轉換器領域中，台灣大學以及成功大學分別利用不同技術，各自發表了一

篇的低功率高解析度的類比數位轉換器，其解析度皆達到 10 位元，功率消耗低於 5mW。在

有線傳輸應用方面，台灣大學則發表了一個應用於 100G 乙太網路的接收器，製程上使用價

格低廉的 CMOS，使得下一世代高速網路之建置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至於數位影像處理部分，台灣大學研究團隊有兩篇論文發表。其一為支援 Full HD 的

H.264 解碼晶片，不僅運算速度提升了 3 倍，同時也降低了功率消耗達 50%。另一個晶片則

為具有自我學習功能的多媒體分析晶片，可提升運算速度及降低功率消耗。 

 

而在近年來當紅的生醫領域上，台灣大學也發表了一個不需外接電池的可植入式痛覺控

制器，藉由接收外界的無線訊號，可刺激神經節藉以減緩疼痛，在未來可避免病人服用止痛

藥的風險。在記憶體應用上，清華大學則與日本合作，發表一非揮發性的快閃記憶體

(NAND-ROM)，其所需要的超低供電電壓(0.29V)，可廣泛運用在手持式的電子設備，提升

待機時間。 

 

此次大會以感知未來(Sense the Future)為主軸，在獲選的論文中，以感測技術為主的

IMMD(Imagers, MEMS, Medical and Display)為最大領域，佔全部論文的 12%。此外，高效能

的數位電路則為成長最快的領域，從去年的 4%到今年的 11%。顯示未來除了生醫領域仍為

熱門話題外，數位電路也成了各研發單位決勝的關鍵。 

 

透過參與世界頂級的 ISSCC 國際會議，國內半導體領域人士可貼近最新技術的發表，

增加取得高層次技術的機會；同時，在數天的議程中，將集結來自產學研各界在固態電路

方面的精英進行技術交流及知識分享，不但有助於鞏固我國半導體產業在國際間舉足輕重

的地位，更可透過此國際性大型研討會，具體展現我國半導體知名度與力量。 



【新聞稿】敬請即時發佈 

發稿日期：98 年 11 月 25 日    

植入式止痛微晶片 
    世界上有許多人深受背痛之苦，為要減少疼痛，須時常不斷的以外科手術進行電刺激療法。這

種傳統療法在不久的將來恐要過時了，因為以台灣大學為首的研發團隊（包括台灣大學、台灣科技

大學、中興醫院、新光醫院）已開發出可植入生物體且不需電池的止痛用半導體微晶片。此半微晶

片可植於脊椎神經附近，當病患感覺疼痛時，只需將手機大小的無線電源從人體皮外接近微晶片植

入處，微晶片即可獲取電源，並提供電刺激訊號給脊椎神經，進而達成止痛療效。此研究係由台大

電子所呂學士教授、台大醫工所林啟萬教授、台北科技大學邱弘緯教授、中興醫院林木鍊醫師及新

光醫院溫永銳醫師所共同攜手進行跨領域合作，利用積體電路設計技術以及生醫知識所完成。該晶

片本身尺寸比米粒還小，做出植入模組後也只有台幣 10 元大小，已實際植入活老鼠體內進行動物實

驗，證明確實有止痛療效。由於此微晶片係使用標準 CMOS 半導體製程來製造，可有效降低製作成

本，並減少病患經濟負擔。此研究成果將於明年（2010 年）二月初於有晶片奧林匹克之稱的國際固

態電路會議(ISSCC)中發表。連絡人: 台灣大學電子所所長  呂學士 091828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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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入式止痛微晶片應用圖                      植入式止痛微晶片及其模組 

 

 

 
止痛微晶片實際植入老鼠體內之實驗圖 

 

 

本新聞稿由 IEEE SSCS Taipei Chapter 代為發佈，如有問題與任何需求，歡迎

與我們聯繫，我們將竭誠為您服務： 

聯絡人：林怜君 小姐 

電      話：02-33663700 *347 

傳      真：02-33663642 

E-mail 郵件：lclin@cc.ee.ntu.edu.tw 

 

 



 
 自由時報電子報 11.26 

                                                                                                                     

 

中時電子報 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