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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S-旺宏合作：媒體報導記錄  

有鑑於半導體、面板廠維持恆溫製程的冰水主機是場務系統的耗電大宗，科技部「人工

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AI for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Systems Research Center;簡稱 

AIMS）主任簡禎富領導國立清華大學研發團隊，利用 AI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即時預測晶圓廠

冷卻需求變化，並於今年 2月初開始與旺宏電子合作導入冰機節能技術。 

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表示，透過此技術可以在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0.36%的效能，

一年可降低碳排放量 385噸，相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碳吸附量。 

此合作共有 DIGITIMES、聯合新聞網、經濟日報、工商時報、中國時報、中央社等 9

家媒體報導。未來應能推廣至其他產業，提供聰明生產的廠務環境，以協助企業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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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採 AI 數據分析優化晶圓廠節電效益 

2018-06-25台北訊 

原文連結 : https://www.digitimes.com.tw/iot/article.asp?cat=130&id=0000535101_GY52HUYQL4422E2LZKGYI 

科技部日前召開成果會議。圖中前排右二為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講座教授。 

 

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日前宣布，旺宏電子 12 吋晶圓五廠導入清華大學開發最新 AI 大

數據分析技術，一年減少碳排放量約等同一座大安森林公園碳吸附量，節電效益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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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導體、面板廠因為要維持恆溫的製造環境，冰水主機耗電量佔整個廠務系統耗電大宗。為協助產業

智慧製造更有效提升能源使用效益，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領導清華大學團

隊研發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即時預測晶圓廠冷卻需求變化，掌握高與低點以精準地最佳配置

冰機，並分析冰機設備運轉大數據，預估各冰水主機的健康狀況和所能供應的冷凍噸(Ton of 

Refrigerant；TR)，以優化開關冰機配置組合的最佳決策。 

 

這項技術使各冰機運作在最佳效率區間，並滿足冷凍噸的需求；當設備有潛在運轉風險時能提早預警，

並廠務人員精準調度建議：開啟或關閉哪一台冰機、哪幾台冰機需要提早檢視設備狀況。新技術滿足

冷凍噸需求和優化運轉效益，以達到節能並提高人力和設備效能之目的，也避免人員經驗差異所造成

的決策不一致。 

 

旺宏電子 12 吋晶圓五廠曾榮獲 2014 年與 2016 年經濟部全國節能績優競賽優等獎。為進一步提升

節能效益，率先採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該廠於 2018 年 2 月初開始導入冰機節能技術，廠務系

統連結清大開發的 AI 演算法，每日早、晚各給出一次開關機決策建議。截至 5 月底止，已經驗證具

體執行成效顯著。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表示，透過此技術可以在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升 0.36%

效能，以目前月產能約兩萬片推估，一年可降低碳排放量 385 噸，約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碳

吸附量。 

 

簡禎富表示，清華大學決策分析研究室接受科技部人工智慧專案計畫補助，深耕 AI 和大數據分析相

關技術。與旺宏電子產學合作所發展的解決方案，能夠提供聰明生產的廠務環境；結合冰機設備健康

參數的大數據分析，能夠預先偵測潛在的設備問題，並在因應外在環境溫度和生產負載變化下，滿足

恆溫製造環境所需的冷凍噸需求，並同時優化冰水主機調度，於最佳效能區間內運轉以達成節能並提

升效益的目的。簡禎富指出，此項節能技術未來將進一步推廣至其他產業領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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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 AI 助旺宏 優化晶圓廠冰機運轉節電效益 

2018-06-23經濟日報 記者李珣瑛╱即時報導 

原文連結 : https://udn.com/news/story/7240/3214339 

半導體、面板廠因為要維持恆溫的製造環境，冰水主機耗電量佔整個廠務系統耗電大宗。清大研發聰

明 AI 呵護晶圓製造，助旺宏採用 AI 大數據分析技術，優化晶圓廠冰機運轉節電效益。 

 

為協助產業智慧製造更有效提昇能源使用效益，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領導清

華大學團隊研發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即時預測晶圓廠冷卻需求變化，掌握高點與低點以精準

地最佳配置冰機，並分析冰機設備運轉大數據，預估各冰水主機的健康狀況和所能供應的冷凍噸，以

優化開關冰機配置組合的最佳決策，使各冰機運作在最佳效率區間並滿足冷凍噸的需求。 

 

當設備有潛在運轉風險時提早作預警，並產生精準調度建議給廠務人員要開啟或關閉哪一台冰機、哪

幾台冰機需要提早檢視設備狀況，滿足冷凍噸需求和優化運轉效益以達到節能並提高人力和設備效能，

也避免人員經驗差異所造成的決策不一致。 

 

旺宏電子在節能減碳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向不遺餘力，其先進 12 吋晶圓五廠更曾榮獲 103 年與 105

年經濟部全國節能績優競賽優等獎。 

 

為進一步提昇節能效益，更率先採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該廠於今年 2 月初開始導入冰機節能技

術，廠務系統連結清大開發的 AI 演算法，每日早、晚各給出一次開關機決策建議，截至 5 月底止，

已經驗證具體執行成效顯著。 

 

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表示，透過此技術可以在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 0.36%的效能，以目前月產

能約兩萬片推估，一年可降低碳排放量 385 噸，約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碳吸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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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禎富表示，清華大學決策分析研究室接受科技部人工智慧專案計畫補助深耕 AI 和大數據分析相關

技術，與旺宏電子產學合作所發展的解決方案能夠提供聰明生產的廠務環境，結合冰機設備健康參數

的大數據分析，能夠預先偵測潛在的設備問題，並在因應外在環境溫度和生產負載變化下，滿足恆溫

製造環境所需的冷凍噸需求且優化冰水主機調度，讓每台冰水主機在最佳效能區間內運轉以節能並提

昇設備效益，未來應能推廣至其他產業以協助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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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AI大數據分析技術 降約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碳

吸附量 

2018-06-23聯合報 記者陳斯穎╱即時報導 

原文連結 : https://udn.com/news/story/7324/3214528 

半導體與面板廠耗電量高，主要原因是為了維持恆溫的製造環境，冰水主機必須持續運轉，為了協助

產業智慧製造更有效提昇能源使用效益，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領導清華大

學團隊研發利用 AI 及大數據分析技術，即時預測晶圓廠冷卻需求變化。 

 

簡禎富表示，透過 AI 及大數據分析，可掌握冰機的最佳配置，預估各冰水主機的健康狀況及所能供

應的冷凍噸，當設備有潛在運轉風險時提早作預警，並建議廠務人員哪些冰機需要關閉或是提早檢視

設備狀況，滿足冷凍噸需求和優化運轉效益，以達到節能並提高人力和設備效能，也可避免人員經驗

差異所造成的決策不一。 

 

旺宏電子在今年 2 月開始到導入冰機節能技術，率先採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截至五月底，已驗

證具體執行成效顯著，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表示，透過此技術可在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 0.36%

的效能，以目前月產能推估，一年可降低碳排放量 385 噸，約相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碳吸附

量。 

 

簡禎富強調，清大決策分析研究室配合科技部人工智慧專案計畫補助深耕AI與大數據分析相關技術，

與旺宏電子產學合作所發展的解決方案，能夠提供聰明生產的廠務環境，讓每台冰水主機在最佳效能

區間內運轉，達到節能並提昇設備效益，未來也可推廣到其他產業協助節能，一起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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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宏電子在今年 2月開始到導入冰機節能技術，率先採用 AI和大數據分析技術，截至五月底，已驗

證具體執行成效顯著，圖為旺宏電子總部大樓。圖／旺宏電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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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 AI 助旺宏優化晶圓廠冰機運轉節電效益  

2018-06-23經濟日報 記者李珣瑛╱即時報導 

原文連結 :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1/3214339 

當設備有潛在運轉風險時提早作預警，並產生精準調度建議給廠務人員要開啟或關閉哪一台冰機、哪

幾台冰機需要提早檢視設備狀況，滿足冷凍噸需求和優化運轉效益以達到節能並提高人力和設備效能，

也避免人員經驗差異所造成的決策不一致。 

 

旺宏電子在節能減碳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向不遺餘力，其先進 12 吋晶圓五廠更曾榮獲 103 年與 105

年經濟部全國節能績優競賽優等獎。 

 

為進一步提昇節能效益，更率先採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該廠於今年 2 月初開始導入冰機節能技

術，廠務系統連結清大開發的 AI 演算法，每日早、晚各給出一次開關機決策建議，截至 5 月底止，

已經驗證具體執行成效顯著。 

 

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表示，透過此技術可以在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 0.36%的效能，以目前月產

能約兩萬片推估，一年可降低碳排放量 385 噸，約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碳吸附量。 

 

簡禎富表示，清華大學決策分析研究室接受科技部人工智慧專案計畫補助深耕 AI 和大數據分析相關

技術，與旺宏電子產學合作所發展的解決方案能夠提供聰明生產的廠務環境，結合冰機設備健康參數

的大數據分析，能夠預先偵測潛在的設備問題，並在因應外在環境溫度和生產負載變化下，滿足恆溫

製造環境所需的冷凍噸需求且優化冰水主機調度，讓每台冰水主機在最佳效能區間內運轉以節能並提

昇設備效益，未來應能推廣至其他產業以協助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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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研發聰明 AI 呵護晶圓製造 恆溫又節能 

2018/06/24袁顥庭 

原文連結 :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20180624001117-260410 

半導體、面板廠因為要維持恆溫的製造環境，冰水主機耗電量佔整個廠務系統耗電大宗。為協助產業

智慧製造更有效提昇能源使用效益，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領導清華大學團隊

研發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即時預測晶圓廠冷卻需求變化，掌握高點與低點以精準地最佳配置冰

機，並分析冰機設備運轉大數據，預估各冰水主機的健康狀況和所能供應的冷凍噸，以優化開關冰機

配置組合的最佳決策使各冰機運作在最佳效率區間並滿足冷凍噸的需求，當設備有潛在運轉風險時提

早作預警，並產生精準調度建議給廠務人員要開啟或關閉哪一台冰機、哪幾台冰機需要提早檢視設備

狀況，滿足冷凍噸需求和優化運轉效益以達到節能並提高人力和設備效能，也避免人員經驗差異所造

成的決策不一致。 

 

旺宏電子在節能減碳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向不遺餘力，其先進十二吋晶圓五廠更曾榮獲 103 年與 105

年經濟部全國節能績優競賽優等獎。為進一步提昇節能效益，更率先採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該

廠於今年 2 月初開始導入冰機節能技術，廠務系統連結清大開發的 AI 演算法，每日早、晚各給出一

次開關機決策建議，截至五月底止，已經驗證具體執行成效顯著。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表示，透

過此技術可以在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 0.36%的效能，以目前月產能約兩萬片推估，一年可降低碳排

放量 385 噸，約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碳吸附量。 

 

簡禎富表示，清華大學決策分析研究室接受科技部人工智慧專案計畫補助深耕 AI 和大數據分析相關

技術，與旺宏電子產學合作所發展的解決方案能夠提供聰明生產的廠務環境，結合冰機設備健康參數

的大數據分析，能夠預先偵測潛在的設備問題，並在因應外在環境溫度和生產負載變化下，滿足恆溫

製造環境所需的冷凍噸需求且優化冰水主機調度，讓每台冰水主機在最佳效能區間內運轉以節能並提

昇設備效益，未來應能推廣至其他產業以協助節能。 



 

https://www.aims.org.tw/ 

10 

 

清大 AI 技術 助晶圓廠冰機節電 

2018年 06月 25日 徐養齡／竹市報導 

原文連結 :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80625000543-260107 

全台用電高峰期，竹科大廠耗電量更是驚人，為求降低成本，朝向學界尋求開發新技術，科技部人工

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帶領清大團隊與旺宏電子合作，以 AI 及大數據分析技術，發展出

能優化節電方法，年減 1 座大安森林公園碳吸附量。 

 

簡禎富表示，半導體及面板廠為了維持恆溫的製造環境，冰水主機耗電量成為整個廠務系統的耗電量

大宗。在響應節能減碳及電費逐年高漲的年代，產學界皆不斷尋求減碳節電的方式，維護生態永續也

為產業開銷瘦身。 

 

簡禎富帶領清大團隊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即時預測晶圓廠冷卻需求變化，掌握高點與低點，

以精準最佳配置冰機，並分析冰機設備運轉大數據，預估各冰水主機的健康狀況和所能供應的冷凍噸，

優化開關冰機配置組合。 

 

旺宏電子在此案扮演產學合作的重要角色，率先採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以提升節能效應，今年

2 月初導入冰機節能技術，廠務系統連結清大開發的 AI 演算法，固定於每天早、晚各給出開關機決

策建議，目前執行成效顯著。 

 

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統計，此技術使廠區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 0.36％的效能，若以目前約 2

萬片的月產能估算，每年可降低碳排放量達 385 噸，約相當於 1 座大安森林公園 1 年碳吸附量，是

科技業節能減碳的一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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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研發聰明 AI 呵護晶圓製造 恆溫又節能 旺宏採用

AI 大數據分析技術 優化晶圓廠冰機運轉節電效益 

2018-06-23  楊環／新竹報導 

原文連結 : http://tahcnews.com/?ptype=say_1&id=18773 

半導體、面板廠因為要維持恆溫的製造環境，冰水主機耗電量佔整個廠務系統耗電大宗。為協助產業

智慧製造更有效提昇能源使用效益，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領導清華大學團隊

研發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即時預測晶圓廠冷卻需求變化，掌握高點與低點以精準地最佳配置冰

機，並分析冰機設備運轉大數據，預估各冰水主機的健康狀況和所能供應的冷凍噸，以優化開關冰機

配置組合的最佳決策使各冰機運作在最佳效率區間並滿足冷凍噸的需求，當設備有潛在運轉風險時提

早作預警，並產生精準調度建議給廠務人員要開啟或關閉哪一台冰機、哪幾台冰機需要提早檢視設備

狀況，滿足冷凍噸需求和優化運轉效益以達到節能並提高人力和設備效能，也避免人員經驗差異所造

成的決策不一致。 

  

旺宏電子在節能減碳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一向不遺餘力，其先進十二吋晶圓五廠更曾榮獲 103 年與 105

年經濟部全國節能績優競賽優等獎。為進一步提昇節能效益，更率先採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該

廠於今年 2 月初開始導入冰機節能技術，廠務系統連結清大開發的 AI 演算法，每日早、晚各給出一

次開關機決策建議，截至五月底止，已經驗證具體執行成效顯著。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表示，透

過此技術可以在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 0.36%的效能，以目前月產能約兩萬片推估，一年可降低碳排

放量 385 噸，約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碳吸附量。 

  

簡禎富表示，清華大學決策分析研究室接受科技部人工智慧專案計畫補助深耕 AI 和大數據分析相關

技術，與旺宏電子產學合作所發展的解決方案能夠提供聰明生產的廠務環境，結合冰機設備健康參數

的大數據分析，能夠預先偵測潛在的設備問題，並在因應外在環境溫度和生產負載變化下，滿足恆溫

製造環境所需的冷凍噸需求且優化冰水主機調度，讓每台冰水主機在最佳效能區間內運轉以節能並提

昇設備效益，未來應能推廣至其他產業以協助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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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採用 AI 技術 助晶圓廠冰機節電 

2018/06/24  中央社記者魯鋼駿新竹市 24日電 

原文連結 :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624/2777121?utm_campaign=shareaholic&utm_medium=facebook&utm_source=socialnetwork 

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領導國立清華大學，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預估降溫用的冰

水主機何時該開啟或關閉，甚至提醒何時要檢測設備，以達節能效益。 

 

半導體、面板廠因為要維持恆溫的製造環境，冰水主機是重要設備，但耗電量佔整個廠務系統耗電大

宗。國立清華大學在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領導下，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

術即時預測晶圓廠冷卻需求變化，精準配置冰機運作。 

 

簡禎富說，這個技術能分析冰機設備運轉大數據，預估各冰水主機的健康狀況和所能供應的冷凍噸，

以優化開關冰機配置組合的最佳決策，使各冰機運作在最佳效率區間，滿足冷凍噸的需求。 

 

簡禎富指出，當設備有潛在運轉風險時，系統會提早預警，產生精準調度建議給廠務人員要開啟或關

閉哪一台冰機、哪幾台冰機需要提早檢視設備狀況，滿足冷凍噸需求和優化運轉效益，以達到節能，

提高人力和設備效能，避免人員經驗差異所造成的決策不一致。 

 

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表示，旺宏電子於今年 2 月導入冰機節能技術，廠務系統連結清大開發的

AI 演算法，每日早、晚各給出一次開關機決策建議，截至 5 月底止，已經驗證具體執行成效顯著。 

 

陳瑞坤表示，透過這項技術可在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 0.36%效能，以目前月產能約 2 萬片晶圓推

估，一年可降低碳排放量 385 噸，約相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 1 年碳吸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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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採用 AI 技術 助晶圓廠冰機節電 

2018/06/24中央社記者魯鋼駿新竹市 24日電 

原文連結 : http://www.cna.com.tw/news/ait/201806240119-1.aspx 

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領導國立清華大學，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預估降溫用的冰

水主機何時該開啟或關閉，甚至提醒何時要檢測設備，以達節能效益。 

 

半導體、面板廠因為要維持恆溫的製造環境，冰水主機是重要設備，但耗電量佔整個廠務系統耗電大

宗。國立清華大學在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領導下，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

術即時預測晶圓廠冷卻需求變化，精準配置冰機運作。 

 

簡禎富說，這個技術能分析冰機設備運轉大數據，預估各冰水主機的健康狀況和所能供應的冷凍噸，

以優化開關冰機配置組合的最佳決策，使各冰機運作在最佳效率區間，滿足冷凍噸的需求。 

 

簡禎富指出，當設備有潛在運轉風險時，系統會提早預警，產生精準調度建議給廠務人員要開啟或關

閉哪一台冰機、哪幾台冰機需要提早檢視設備狀況，滿足冷凍噸需求和優化運轉效益，以達到節能，

提高人力和設備效能，避免人員經驗差異所造成的決策不一致。 

 

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表示，旺宏電子於今年 2 月導入冰機節能技術，廠務系統連結清大開發的

AI 演算法，每日早、晚各給出一次開關機決策建議，截至 5 月底止，已經驗證具體執行成效顯著。 

 

陳瑞坤表示，透過這項技術可在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 0.36%效能，以目前月產能約 2 萬片晶圓推

估，一年可降低碳排放量 385 噸，約相當於一座大安森林公園 1 年碳吸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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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 AI 技術 助晶圓廠冰機節電 

2018年 6月 25日  中國時報【徐養齡╱竹市報導】 

原文連結 : 

https://tw.news.yahoo.com/%E6%B8%85%E5%A4%A7ai%E6%8A%80%E8%A1%93-%E5%8A%A9%E6%99%B

6%E5%9C%93%E5%BB%A0%E5%86%B0%E6%A9%9F%E7%AF%80%E9%9B%BB-215008281.html 

全台用電高峰期，竹科大廠耗電量更是驚人，為求降低成本，朝向學界尋求開發新技術，科技部人工

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簡禎富帶領清大團隊與旺宏電子合作，以 AI 及大數據分析技術，發展出

能優化節電方法，年減 1 座大安森林公園碳吸附量。 

 

簡禎富表示，半導體及面板廠為了維持恆溫的製造環境，冰水主機耗電量成為整個廠務系統的耗電量

大宗。在響應節能減碳及電費逐年高漲的年代，產學界皆不斷尋求減碳節電的方式，維護生態永續也

為產業開銷瘦身。 

 

簡禎富帶領清大團隊利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即時預測晶圓廠冷卻需求變化，掌握高點與低點，

以精準最佳配置冰機，並分析冰機設備運轉大數據，預估各冰水主機的健康狀況和所能供應的冷凍噸，

優化開關冰機配置組合。 

 

旺宏電子在此案扮演產學合作的重要角色，率先採用 AI 和大數據分析技術，以提升節能效應，今年

2 月初導入冰機節能技術，廠務系統連結清大開發的 AI 演算法，固定於每天早、晚各給出開關機決

策建議，目前執行成效顯著。 

 

旺宏電子副總經理陳瑞坤統計，此技術使廠區既有節電措施上，再提昇 0.36％的效能，若以目前約 2

萬片的月產能估算，每年可降低碳排放量達 385 噸，約相當於 1 座大安森林公園 1 年碳吸附量，是

科技業節能減碳的一大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