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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日月光自動化技術研究合作」 
合作構想規劃書 

日期： 107 年 07 月 11 日 
一、合作廠商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日月光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76027628 產業園區(工業區) 楠梓加工出口區 

資本額(萬元) 95,000,000,000 員工人數(勞保) 25,000人 

合作廠商 
配合人員 

姓名 蘇凱榮 職稱： 設計工程處主任工程師 

E-mail leo_su@aseglobal.com 電話： 07-3617131#15860 

合作媒介 
□前期專案或既有輔導廠商 

□首次合作廠商，其合作媒介：□廠商需求訪視、□服務中心轉介、 

□廠商主動洽詢、■其他：日月光自動化技術研究合作說明會 

二、技術或研發需求之說明(請具體說明合作需求事項為何) 
人工智慧於基板線路佈局自動化 

三、技術或研發輔導之處理方式(請具體說明學校提供之解決方案及輔導作法) 

運用AI and Big data 技術，進行線路自動佈局模擬與增生，來縮短圖面設計的時

程，達到 time to market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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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合作預期成效及廠商衍生效益之說明 

人工智慧於基板線路佈局自動化 ( AI Auto routing ) 

人工智慧於基板線路佈局自動化 ( AI Auto routing )，開發流程如圖 1 所示，先收集晶片乘載

板 Layout 規則，並取得已完成的成品圖，再進行路徑分析及建立路徑演算法，爾後依據建立之

演算法建圖，並依據圖樣與在線工程師討論，是否符合 Layout 要求。 

Layout
規則收集

成品樣板
資料取得

分析建立
演算法

建圖

是否符
合要求

否

建立系統

 

圖 1、人工智慧於基板線路佈局自動化 ( AI Auto routing )開發流程 

 
1. 團隊過往產品之 Layout 經驗： 
 團隊開發的 EMS 電能管理控制板 Layout，如圖 2 所示，該板因多組電源大電流輸出，

故 PCB 線徑及訊號路徑需考量安排，以避免燒毀或訊號干擾。 

 
圖 2、EMS 電能管理控制板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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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開發的藍牙控制電動按摩床 Layout，如圖 3 所示，該板因有 BLE 藍芽晶片、USB
充電功能、大電流軸承馬達控制及按摩馬達控制，故 PCB 線徑及訊號路徑需考量安排，

以避免燒毀或訊號干擾。 

 
圖 3、藍牙控制電動按摩床 Layout 

 團隊開發的多功能型隔離型電容跳脫裝置 Layout，如圖 4 所示，該板因有高電壓之交流

與直流轉換、大電容儲能及 RS-485 通訊設計，故 PCB 線徑及訊號路徑需考量安排，以

避免燒毀或訊號干擾。 

 
圖 4、多功能型隔離型電容跳脫裝置 Layout 

 團隊開發的 Wi-Fi 通訊紅外線學習機 Layout，如圖 5 所示，該板因有 Wi-Fi 通訊晶片，

故 PCB Layout 除了設計 PCB 天線之外，亦得考量 PCB 走線須避免紅外線與 Wi-Fi 訊號

干擾問題。 
 

 
圖 5、Wi-Fi 通訊紅外線學習機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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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後續合作之規劃 
1.由公司提供去識別化的樣本資料 

2.模擬規劃 

3.部門檢討會議  

4.公司內部測試 

5.結果討論與修正 

6.重複步驟 3~5 

7.成果驗收與上機實測 

 

 

 

 

 

 

後續有申請政府研發計畫者，請填以下資料： 

計畫類別：                     計畫名稱： 

申請日期：                     計畫預定經費(仟元)： 

六、成效之相關照片(至少 2 張，並請提供照片說明) 
 

部門單位：工程中心/設計工程處 
 
職稱：主任工程師 
 
廠商代表簽名： 

提案教師簽名： 
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職稱：電機工程系講座教授 
       
提案教師簽名： 
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職稱：電機工程系教授 

媒合單位簽名： 
單位：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創新育成中心 
職稱：專案經理 
 

 

說明 1：老師分析佈線的策略 說明 2：利用數據化模擬佈線系統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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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產學技術合作專題

異常門禁行為模式偵測與告警專案

周棟祥、蕭俊彥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MODELINGDB

蒐集相
關資料

蒐集人員
刷卡資料 資料處理 模式建構與分析

匯出成CSV檔

計畫執行過程將持
續與ASE進行互動

線上/線下
即時互動

進行資
料淨化

策略發展與整合

1. Pattern
2. Out of Pattern
3. Alarm•透過定期訪談與討論

•報告各式各樣的探勘組合與分析結果
•教育訓練

了解各資料
欄位的具體
物理意涵與
編碼

建議可能
的相關資
料蒐集

組合探
勘之原
理

異常門禁行為模式偵測與告警。
(ASE 專案負責人: Shake Chu 朱寓理)



Part 1: Pattern Mining



原始資料未進行清理和格式轉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ｎ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２２１



Ｌｉｎ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５９３



資料進行清理和格式轉化

• 以第一次某一員工卡機記錄為例



修改前原始資料



修改後Excel資料
將(1)CPA代碼利用資料剖析分割填上資料
並使(2)原先兩筆進出為一組的時間
合在一起，(3)日期和時間分開讓後續工作更為輕鬆



資料進行清理和格式轉化之未來合作模式

• 透過定期訪談與討論
• 了解各資料欄位的具體物理意涵與編碼

• 建議可能的相關資料蒐集

• 報告各式各樣的探勘組合與分析結果
• 與日月光討論分析結果的合理性與實用性

• 教育訓練
• 協助日月光團隊了解最終版本的探勘組合之原理



Part 2: Out of Pattern Detecting



A05 余小姐由K7-01-L-4180-I07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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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看某員工
進出K7廠的單獨情形

並標示出哪個時間進入時間過長

主
管



再將每次進入時間長度拉至顏色
即可看出在哪次的進入時間特別長或特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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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看某員工
進出K7廠和K07廠的次數

是否過於頻繁

主
管



將計算好的字段用顏色呈現，
圖表便會直接分成三種顏色
可以看出極端值共有兩筆，20號異常的頻繁進出K7廠



另外會發現游標移過去顯示的資料會有
計算K7進入次數且沒有資料



K07廠也是同理，只是篩選器要調成只有K07



這是將兩個廠區做一個比較



Part 3: Alarm Processing



附件
Link Analysis 應用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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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誰從家裡用傳真機？
連結分析能用來分析本地電話公司的紀錄，

以確認哪些家庭用戶家裡比較可能有傳真機？

為什麼要找出傳真機？
在本個案中，業者已經針對在家工作的

SOHO族發展了一套服務，針對此類顧客的行銷
目的，對該公司而言是一個革命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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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原先他們對這些顧客收取較高的公司電話
費率，而非一般住宅的電話費率。他們非但沒
有針對這些顧客給予特別的行銷計畫，反而讓
他們無法享有一般住宅的低廉費率-因為視他
們如同一家小公司而懲法他們。

對這家公司而言，發展和銷售SOHO族的套
裝計畫來改善對SOHO族顧客的服務代表對客服
務的新出擊。但誰才是我們的目標顧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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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發送和接收傳真的顧客至少會有兩個號碼
- 如果他們只有一號碼，業者將有機會賣給他
們第二個號碼。為了提供較好的顧客服務，只
使用一個號碼的傳真顧客必須知道如何讓插撥
進來的電以等待的狀態保留，否則可能會干擾
傳真的進行。也有其他的可能性：擁有傳真機
的顧客也許喜歡以傳真而非郵件的方式收到帳
單，可以省下郵資和印刷成本。簡言之，能確
認誰從家裡收送傳真是相當有價值的資訊，此
一資訊可以提供增加收益，減少成本，以及提
高顧客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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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資料就是圖形
此一分析所做的原始資料是通話明細資料帳單系統每月帳單，

每筆資料包含80個位組的資料，資料就像：
●撥號者10位數的電話號碼：包括三位數的區域

碼，三位數的交換碼，四位數是該線路的號碼;
●收話者10位數的電話號碼;
●付費者的10位數的電話號碼;
●通話日期和時間;
●通話時間長度;
●其他，如星期幾以及該通電話是否在一個付費電

話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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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此一分析將資料減少三個變數：通話時間
長度；撥號者的電話號碼和收話者的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是圖形中的頂點，電話本身則是稜，
以通話時間長度為其權值。首先，注意圖形共
不是相連結的，它包括了兩個完全分開的部分。
第二個差異更為重要，這裡的稜是有箭號的，
表示他們以有方向性。每一個稜始於撥號者，
結束於收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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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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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方法：
找傳真機是基於一個簡單觀察：傳真機只

能與傳真機通話。一己知有傳真機的號碼能擴
充至其撥出或收到的號碼。實際上一個住宅型
顧客可能有幾類的傳真機使用情況：

●傳真機專用的線路：
●兼用的線路：
●資料的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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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 假設傳真機只能撥給其他傳真機，對使用專屬線路的傳真機而
言是正確的，雖然此─規則也有例外：例如撥錯號碼時。

• 為了區別兼用路，專屬線路以及資料線路，我們假設任何曾經
撥過查號台─104的電話必然是語音線路兼用的傳真線路或者
只是一般的語音電話；

• 當兼用線路撥給另一個號碼時，我們無法得知該通電話是語音
或資料傳輸。

• 另一方面，這些兼用線路的確代表我們賣給顧客一個新號碼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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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簡化之演算法)

用來找出傳真機的過程包含以下的步驟：
1. 從已知的一組傳真機開始。（從工商名錄

收集而來）
2. 找出打給或接到上述這組號碼，且這些電話的通話時間必須在10

秒以上。這些電話號碼都具有候選資格。
●如果這些候選的號碼曾經與104的通話記錄，
或者某一號碼確認為兼用的號碼，則這個號碼將
歸屬於語音/傳真兼用號碼那一組。

●否則，這個號碼則歸類為已知傳真號碼那組。

3. 重複步驟一與步驟二直到找出確認所有號碼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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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部分結果：
我們使用的電話記錄樣本包括了3,011,819通話，這些電

話是一個月內從19,764個家庭中撥出的。找出傳真機是一種
圖形著色的演算法（graph coloring algorithm）。這種類型
的演算法必須檢視整個圖形而且把不同頂點標示不同的顏
色。在這個個案中，顏色分別為「傳真」、「兼用」、
「語音」、「未知」，而為紅色，綠色，黃色，和藍色。
一開始所有頂點都是「未知」的頂點，得到其他意義性的
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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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下圖顯示一個有15個號碼和19個電話的通話圖形。首先，已知是
傳真機的號碼標示為「F」兼用的號碼標示為「I」。

●任何連結到一個「傳真」頂點的「語音」頂

點，標示為「兼用」。

●任何連結到「傳真」頂點的「未知」頂點，

標示為「傳真」。

這個流程持續進行，一直到所有連結到「傳真」頂點的所有
頂點都有「傳真」或「兼用」的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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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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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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