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世界是一面鏡子，你笑它就笑。
The world is a mirror, you laugh it laugh.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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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and Technology

Mechanical Engineering / Energy /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科技部計劃案成果：高頻寬 SiC-Based 伺服驅動器

賴炎生

評審評語

得獎感言

致力於節能應用之高效率能源轉換器及高性能伺服驅動

感謝「東元獎」評審委員的肯定！尤其是在家父往生沒多

器研究逾三十年，藉由技術諮詢、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

久之後，得到獲獎通知，對家母及我家人的安慰與鼓舞，

協助國內外企業解決實務問題，學術成就享譽國際，貢

尤甚任何獎項！古云：「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與

獻卓著。

「得之於人者多，出之於己者少。」。在此，感謝教導我

Professor Yen-Shin Lai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的老師與指導教授，從他們身上受到啟蒙與學到「實事求

博士

development of inverter for energy saving, high efficient

是、與時俱進」的精神。

碩士

power converters and high performance servo drives

我總認為教書是一份很棒的職業，因為有人付錢讓教授來

畢業

for more than 30 years. He is with good national and

追求知識與創造知識。因此，此項榮譽更屬於與我一起從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the related ﬁeld. His contributions

事研究的歷屆學生們；顯然，你們並沒有認同我的觀點，

to problem solving oriented research and value-added

因為你們沒有任何一個人從事教職，或許你們看到我長年

先生

Yen-Shin Lai．57 歲（1962 年 6 月）
學歷
英國英格蘭 BRISTOL 大學
國立臺灣工業技術學院
國立臺北工專

電機電子工程系

電子工程組

電機工程科五年制

現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講座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

impact to the industry are revealed by serving as consultant,

不符合勞基法的工作時數，然而，你們的貢獻的確成就了

群光北科研發中心

主任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and

這份獎項與榮譽！ 謝謝你們！

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

理事長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我喜歡哼哼唱唱，沉浸於優美弦律之外，歌詞意境往往訴
說著內心未能盡說之情境！最後，如「浪子回頭」歌詞所

曾任

說：「有一天，咱都老，帶某子逗陣」，謹將此份喜悅與

科技部電力學門

召集人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

特聘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

系主任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

教授、副教授及講師

我的媽媽、內人和三個兒女分享，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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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聚焦於解決問題—執著自信的黑手教授
「馬達驅動世界，但馬達驅動器驅動馬達」（Motor

採訪撰稿 / 李宗祐

教授。

營區，民國六○年代是出了名「打得很兇、高升學率」的私

drives the world, but motor drives drive the

在嘉義縣水上鄉長大的賴炎生，有個歡樂且無拘無束的

立學校，「念那裡的學生皮要很厚，因為家長都會準備整把

motor）。如果要描述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講座教授賴炎生

童年。老家後面就是嘉南大圳，賴炎生經常跑到圳底抓魚摸

藤條給老師，並請拜託說盡量打沒關係！畢業後有次遇見昔

研究的重要性，這句話應該是最佳的註解，他的研究是驅

蝦，邊抓邊想課本上說偉人都是在童年看到魚逆流而上，因

日國中老師，我還是打心底覺得害怕。」

動動能起源的馬達驅動器。畢生投入馬達驅動器、節能變

而得到啟發奮鬥向上，「可是我看見圳底魚時，只想捕捉來

國中畢業，賴炎生同時考上台南一中和臺北工專（現為

頻器及電源轉換器等技術研發，熱愛教學與解決問題的賴

吃！」賴炎生打趣說，「就是因為這樣，我才會經常在放學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但他全心想著畢業後趕緊工作賺錢、

炎生，透過產學合作和業界共同解決機電產業面臨的問

後就跑去打棒球，冒著回家可能被媽媽『竹筍炒肉絲』（挨

分擔家計，決定「棄文從武」選擇被大家認為畢業就要當「黑

題，也讓消費者有更安靜節能的變頻家電可以使用。出身

揍）的風險。」父母親並不是傳統家庭的「嚴父慈母」，而

手」的臺北工專。「選擇電機科也沒什麼特別的原因，我不

技職體系養成的務實嚴謹個性，讓他的研究不只是放在架

是「慈父嚴母」。爸爸對他的功課要求比較順其自然；反而

曉得自己對這個領域有沒有興趣。」儘管英雄不怕出身低，

上的論文，更轉化為五十餘項馬達驅動與電源轉換器控制

是媽媽管教嚴格，她身材雖然嬌小，打起人來力氣卻實足。

但賴炎生解釋在臺北工專會這麼拚，因為前三名可以拿到減

相關發明專利，提供更高效與更環保的能源轉換，為我國

或許是生長在重男輕女的家庭，母親沒念過書也不識字、一

免學雜費的獎學金。「其實早期會念臺北工專的人，都是家

產業升級加值作出卓越貢獻。

輩子種田，因此，特別注重孩子的教育。

境比較清寒的學生。我們班有一個同學是『非庶民』，我聽
廣播學英語的收音機，還是他慷慨借給我的，我們也因此變

非典型教授 種田養豬樣樣行

嚴師出高徒 棄文從武扛家計

「你知道嗎？曾經有學生寫謝卡跟我說，『你是我碰過

「小學一、二年級，我不算是會念書的小孩，三、四年

最認真的老師。』但我從頭到尾都不敢告訴他，『我教你的

級功課才開始比較好。」兒時家裡窮，爸媽種甘蔗、稻米養

這門課，連我自己當年都沒修過！』」別看他平常不說話的

家，也養豬補貼家用。賴炎生除了課餘幫忙種田，每天還要

時候，總是滿臉嚴肅、讓人好想敬而遠之；沒想到他開口講

負責幫忙洗豬舍，不過家人還是期待他好好讀書，將來找個

話，卻是妙語如珠、幽默感十足，用很認真的表情讓大家笑

好工作，不要再辛苦種田，看天吃飯。「爸爸很少跟我講話，

聲連連，這就是賴炎生。除了認真嚴肅與幽默樂觀並存，還

我都是從別人那裡聽說：『你老爸足器重你，麥乎伊漏氣！』

可以在他身上同時看到「開放彈性的人本主義」跟「嚴謹堅

從來沒親口跟我說過他對我的期待。」賴炎生回憶，「國中

持的高自我要求」兩種看似矛盾的特質，即使已過天命之年，

二年級，爸媽用種甘蔗一年的收成，讓我轉學到興國中學，

卻有著年輕熱情的心志與朝氣蓬勃的臉龐，完全是「非典型」

因為我是家裡面最會唸書的小孩。」興國中學位於台南市新

成莫逆之交。直到我領了獎學金，才自己花錢買台收音機，
到現在都還留著。」
• 技轉案例之馬達驅動器

049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050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轉換跑道再進修 不捧鐵飯碗

便跟他說：「沒關係，你可以邊念書邊在這邊兼職。」不過

滿腦子想著畢業就要工作賺錢的賴炎生，專科四年級就

賴炎生最後仍選擇辭職、專心當學生，「因為我覺得如果不

通過電子工程類普考，畢業當年又順利取得電機工程類高考，

趁著年輕讀書，可能以後就沒機會了，但工作機會一輩子可

但他真正開始對電機產生興趣想認真鑽研，其實是在出社會

以有很多！」但當年五專畢業，沒有大學學位，用同等學力

工作之後。預官退伍後，被分發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再轉

考研究所難上加難，更何況賴炎生還從電機轉到電子領域，

調經濟部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捧著人人羨慕的鐵飯碗，

在報考台灣工業技術學院（現為臺灣科技大學）口試階段，

但賴炎生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公家機關，因為「太安穩了，年

歷經整整二十分鐘的「拷問」才過關。也因自己的親身經歷，

輕人不該如此，這也不是我的風格。」開始在下班後到大學

賴炎生對於有意轉換領域的年輕人都鼓勵他們應該勇於嘗

旁聽，漸漸萌生念研究所的念頭。

試，把握任何可以讓自己更拓展視野的機會，避免自我縮限。

當時的主管對賴炎生相當照顧，知道他想再進修念書，
• 田園與親子之樂：一生辛勞的媽媽與我

• 閱讀與沉思之樂：逾四十年前，以獎學金購得的收音機長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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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家赴英攻博士 被諷像逃難
取得碩士學位後，賴炎生再度挑戰職場，到中央研究院
應徵並順利錄取，但剛報到時就碰到熟識的老師告訴他：「細

航空公司的人開玩笑說：哇，你讓我想到我爸媽當年從大陸
撤退來台的狀況！」賴炎生談起這段往事忍不住調侃自己當
年的景況有點狼狽。

姨（小老婆）打不過大某（大老婆）生的」，勸他再考慮、
考慮，暗示中研院以台清交成等頂尖大學為主流，技職體系

治學嚴謹 一輩子專注一個領域

在台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很難嶄露頭角。賴炎生心想有道理，

被問到當年多數留學生都選擇到美國深造，他為何前

就回母校臺北工專擔任講師，沒想到又被笑說：「連國語都

往英國？賴炎生說自己是被英國人務實又嚴謹的特質給「煞

講不好怎麼教書？」回想有一次上課，「我雖然很認真備課，

到」！「英國 1864 年在布里斯托建造的懸吊鐵橋克利夫頓吊

還是覺得準備尚未充分、不敢上台，只好跟同事調課，請他

橋，經過百餘年還是可以通車；但在台灣，可能蓋超過三十

換到早上的課，讓我多準備一點，下午再去上課。」

年就叫做危橋了。我的指導教授 Sidney R. Bowes（席德尼．

然而當他逐漸駕輕就熟，在課堂上侃侃而談，又發現碩

鮑斯），治學嚴謹。人家發表一篇 IEEE（電機電子工程師學

士學歷已經不夠用。「學歷是會貶值的，曾幾何時，新進的

會）期刊論文，他竟然回了七頁的文章，點出該論文錯誤之

同仁個個都是博士，我知道自己應該再出去讀書。」賴炎生

處！我覺得這樣的教授，我一輩子至少要跟一次。」對賴炎

更佩服那些博士同事，見識很好、講話頭頭是道，決定再一

生而言，學到英國人務實的做事態度，是他在英國唸書最大

次跳脫舒適圈出國留學。考上教育部公費留學資格後，三十

的收穫，「我們即使是寫博士論文也講究實作，就像他們大

歲已婚、有兩個小孩，經濟尚不穩定的賴炎生，毅然決然帶

學裡面的研究人員真的會動手修理儀器設備。你一定不相信，

著一家五口（太太肚子裡還懷了一個）到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電機系的實驗室竟然會有機械系的車床！」

（Bristol University）攻讀博士。「還記得當時在搭機時，被

博士論文完成後，指導教授沒有要求他馬上發表，卻告
訴他可以畢業了。賴炎生不解地追問為什麼？教授反問他，
為何剛有新發現就急著發表，而不是自己把學問挖到底、做
到融會貫通後再發表？「如果沒有把問題研究透徹，很可能
今天寫的，明天就被自己推翻了。」務實的價值觀影響賴炎
生至深，也讓他回台教書和研究後，堅守一輩子專注一個領
域，要成為「講到這個領域就會想到我」的專家，拒絕三心
二意盲目跟隨潮流或一窩蜂搶進跨領域研究；更堅持做研究
是為了解決實際的問題，而不只是為了發表論文、拚點數。
這也是他為何不熱衷申請政府科研計畫，幾乎全心專注跟業

• 闔家旅居英國剪影

界合作研究的原因。

• 產學合作案例：無風扇高效率電源轉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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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問題挑戰 持續超越自我

方案，才是有用的研究。」

「我不喜歡拿政府的錢。跟政府申請研究計畫，提的是

對於技職體系總是被認為「做黑手的」，賴炎生不亢不

學者看到的問題，卻不見得全然是業界的需要。」賴炎生表

卑的說，「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我不會特別在意

示，「但業界給我們的題目，肯定是真正存在的問題，你會

大家怎麼說，別人的看法是別人的，自己心裡要有定見。」

從業界給你的互動回應中看到實務問題所在，並讓自己的經

他常告訴學生，技職體系學生的確必須比別人更努力才能出

驗跟資源與時俱進，我喜歡這種挑戰。」就如同投入馬達變

頭，但不要抱怨、也不要認為自己比別人差。只要興趣跟熱

頻器的改良研究，也是因為常聽到有人抱怨「變頻器很吵」，

忱，明白自己特色、找出自己的亮點，盡情發揮，就可以被

讓他決定探究破解變頻器為什麼會這麼吵？結果發現馬達要

看見。就如同被問到做研究碰到最大的困難和瓶頸是什麼？

變頻、變速度，就要用到聲音很大的 PWM（脈波寬度調變），

賴炎生很自信的說：「只有一個，就是如何持續不斷地超越

「要怎麼樣不會吵，又可達到原來的功能？就是我們要解決

自己！」

的問題。做研究一定要了解問題背後真正的原因，找出解決

• 共同成長的研究團隊

• 教學相長之樂：電源轉換器量測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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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元獎」的期望
期望「東元獎」對科技研發有特殊貢獻者的肯定之外，
更希望藉由「東元獎」， 發掘與肯定更多創新與實用科

礙於家庭與經濟，無法成行。最後，考取公費留學獎學金，
民國八十一年全家遠赴英國，於英格蘭西南方 Avon 河畔的
Bristol 大學攻讀博士。

技，對國內包含東元電機在內之產業的產品與技術提升，

選擇布里斯托大學的原因，是令我十分崇拜的教授在此

尤其是喚起社會各界重視科技創新與實作應用創新之於社

任教，因為他曾指出在 IEEE 電力電子領域頂尖期刊所發表論

會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以建立本土自主核心技術，創造產

文的錯誤之處，並且提出指正結果。我的指導教授治學十分

業加值，致力環境永續發展。

嚴謹，力求理論與實務相符。個人深受其實事求是，不全然
為發表期刊論文而做研究的精神影響，因此，所做出的研究

成就歷程

成果大都是可以實際應用，用以解決產業實務問題，而非無

( 取材自中技社通訊與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T98.htm)

病呻吟。民國八十四年如期完成博士學位，本著實事求是的

小時候父母忙於繁重的農事與生計，家境並不是很好，

態度，畢業後發表的博士學位相關論文，獲得英國期刊 IEE

國中畢業後，雖然考上臺南一中，卻仍然選擇國立臺北工專

年度最佳論文獎－約翰霍普金森獎的殊榮。

五專部（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科，期望畢業即就業。

民國八十四年返回國立臺北工專任教，隔年畢業證書寄

以當時時空背景與十五歲左右的年紀，對於自己是否對電機

達後，升等副教授；三年後再升等為教授。期間主要研究人

領域有興趣，其實並不明確，但是本著及早就業的目標，仍

力為大學部專題學生，著實相當辛苦與努力。個人深黯社會

然全力以赴。

主流價值觀框架下，技職教育體系的定位與限制；發揚既有

就讀國立臺北工專電機科四年級時，我已考上電子工程

傳統以動手實作解決實務問題為主，並且建立和產業界的合

類普考，畢業時又順利取得電機工程類高考。畢業後擔任空

作關係，藉此走出在電源、節能應用之變頻器及高性能伺服

軍電子官，展開軍旅生活，由於同袍大多來自非技職體系等

驅動器等領域的特色。

名校的高材生，它山之石可以攻錯，進而購買書籍研讀並向
同袍請益，藉此累積知識，提升自己。

其次，團隊合作與集思廣益，往往能激發出不一樣的火
花，做研究需要放開心胸，不吝與他人討論分享，始能激發

退伍後，即擔任公職人員，在工作一年後，以同等學力

更多想法，以致得以攻錯。因此，逾二十年來，每年均參加

報考並逕讀研究所。民國七十六年，取得國立臺灣工業技術

相關領域重要年會，以文會友，並聆聽其他團隊的研究成果，

學院（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碩士學位後，

參與討論並發掘問題，作為研究參考。

就回母校臺北工專擔任講師，開啟教學與研究的服務生涯。
教書五年期間，從陸續到任之具備博士學位的老師身
上，感受到自己的不足，於是興起出國深造的念頭，不過

• 產學合作案例：On-Line 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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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貢獻事蹟
致力節能應用之變頻器、高效率轉換器及高性能伺服驅

Prize Paper Award, IEEE Journal of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in Power Electronics, 2018

動器研究逾三十年，享譽國際；藉由諮詢顧問、技轉與產學

2、獲證逾五十項台、美、日、中發明專利，馬達驅動控制相

合作，協助國內外公司解決實務問題，加值產業，貢獻卓著。

關技術移轉相關產業；完成美國、日本、新加坡及臺灣等

具體貢獻事蹟列舉如下：

公司八十餘案的產學合作計畫案。藉由擔任技術顧問、技

個人從事高效能電力能源轉換、節能應用之變頻器及產
業自動化、工具機、機器人產業等應用的高性能伺服馬達驅

術移轉與產學合作計畫案，加值本土產業效益顯著。
3、相關實務技術研發及創新，獲得國內與國際學術界肯定，

動器技術等研究逾三十年，重要研究或創作成果，包含諮詢

在該領域提升台灣影響力包含擔任：

顧問、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計畫案等，加值本土高效能電力

IEEE IES Fellow Committee Vice Chair

能源轉換及變頻與伺服馬達驅動器技術產業經濟效益列舉效

IEEE IES IAS Fellow Committee Member

益逾數億元，發展提升電力能源轉換技術，藉此減少碳排量

IEEE IES AdCom Member

與致力環境永續發展；尤其是在解決產業自動化、工具機、

Editors, IEEE JSTPE (IEEE PELS)

機器人產業等產業核心的高性能伺服馬達驅動控制實務問

Associate Editor,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題，並且提出應用於雲端伺服器電源以達到 80 Plus 之鈦金等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級最高效率規範的數位電源技術，致力環境永續發展。技術
創新成果顯現於：

研究展望

1、獲得海內外之學術獎勵與榮譽包含：

求學過程中，深受優秀老師們所啟發，在往後的教學生

IEEE Fellow, 2014

涯中，都會時時提醒自己：「莫道是他人子弟，應當看作自

科技部 106 年度傑出研究獎學術類

己兒孫」，期許自己的教學內容能夠啟發學生，創造新的世

國科會 101 年度傑出研究獎學術類

代。

John Hopkinson Premium for the session 1995-1996 from the
IEE, U.K.,
Technical Committee Prize Paper Award from the IEEE IAS
Industrial Drives Committee for 2002,
The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ICRERA, Japan, 2012,
The Best Paper Award, IEEE PEDS, Kitakyushu, Japan, 2013,
The Best Paper Award, ACEPT, Singapore, 2017,

研究方面，期待在電源、節能應用之變頻器及高性能伺
服驅動器等領域，朝更高效率與更高性能等方面研究。

• 我寫故我在：務實思考與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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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 TECO Award "

learn more new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t is expected more innovative and practical technologies

I joined the National Taiw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85

can be revealed and highlighted via the review process of TECO

after one year of public servant work. After grating my master

Award, apart from well recognizing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degree in electronics engineering, I become a lecture at Taipei

scholars. Moreover, more impact to the product and technology

Tech to start my academia work in 1987. I did ﬁnd further study

improvement, including TECO Co. Ltd., can be brought by

of higher degree is needed from my new colleagues who got PhD

this award. More attention can be drawn, especially, focusing

degree, after my ﬁve years of working experience.

on th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s to the

Thanks to the scholarship provided by the Ministry of

development to establish our own technology for value-added

Education, I went to Bristol University (QS ranking top 50 in

industr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9), England, UK for my PhD degree. The dominant factor for
my decision is my supervisor. As I read his paper to comment on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an IEEE Transactions paper while pointing out the correct results,

( 取材自中技社通訊與 https://scitechvista.nat.gov.tw/c/sT98.htm)

I decided to work with him.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I learned

I was born in a middle-class family and how to share part

from him about to decide the research topic. The problem-solving

of the load from my parents was one of the top concerns as I

oriented research with practical conﬁrmation becomes one of my

selected my further study after Secondary school. Based upon

important guidelines for my academic work thereafter. My paper

this consideration, I joined 5-year vocational school, National

related to my PhD work published in IEE thereby being granted

Taip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1977, although I got the entrance

the best paper award, John Hopkinson Premium.

permission from one of the best senior high schools, Tainan First

After coming back Taipei Tech after receiving my PhD in

Junior High School. To be honest, I did not really know whether

1995, I got promotion a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rofessor in

Ise area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s a teenager at that time.

1996 and 999, respectively. During that period, the major research

However, I did my best to achieve the mentioned concern in my

manpower is under graduate students, working hard and smart are

mind.

indeed needed.

I passed diﬀerent level qualiﬁcation examinations for public

I do fully appreciate the SWOT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ant in 1981 and 1982, respectively. I join the military service

university and how to fully utilize such advantages to highlight

as a second lieutenant in air force, in 1982. Some of my colleagues

the special feature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Focusing on the

are superb and graduated from famous universities. With their

practical work to solve real problems from the industry is one

kind sharing of textbooks and knowledge, I studied by my own to

of the guidelines for my work in the areas of high performance

• 窗內窗外：務求實務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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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servo motor drives, inverters for energy saving and high eﬃciency

converters and high performance servo drives for more than 30

incudes serving as:

power converter.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my research model is

years. He is with goo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in

IEEE IES Fellow Committee Vice Chair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related industry and/or co-work with them

the related field. His contributions to problem solving oriented

IEEE IES IAS Fellow Committee Member

teacher, I always remind myself: Should regard the students as my

to provide conﬁrmed solutions.

research and value-added impact to the industry are revealed by

IEEE IES AdCom Member

own kids. And do expect my teaching can bring inspiration to the

serving as consultant,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ollaboration with

Editors, IEEE JSTPE (IEEE PELS)

new generation.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Associate Editor, IEEE Trans. on Industrial Informatics, IEEE

Moreover, personally, team work and experience sharing
are also essential. Therefore, I have joined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and enjoying
sharing and being inspired.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fessor Yen-Shin Lai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verter for energy saving, high efficient power
• 綵衣娛親：與母親及太太共遊士林官邸花園

Some achievements ar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Tra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1. Recognitions:
IEEE Fellow, 2014
Eminent Research Award, MOST, 2018
Eminent Research Award, NSC, 2013
John Hopkinson Premium for the session 1995-1996 from the
IEE, U.K.,
Technical Committee Prize Paper Award from the IEEE IAS
Industrial Drives Committee for 2002,
The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ICRERA, Japan, 2012,
The Best Paper Award, IEEE PEDS, Kitakyushu, Japan, 2013,
The Best Paper Award, ACEPT, Singapore, 2017,
Prize Paper Award, IEEE Journal of Emerging and Selected
Topics in Power Electronics, 2018
2. He has received more than 50 patents from Taiwan, Japan, USA
and China. Some of them have been licensed to companies. He
also received more than 80 industry sponsored projects from
Japan, USA and Taiwan, recently. By serving as a technical
consultant to the industry, collaboration projects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impact to the motor drives and power industry is
signiﬁcant.
3. More relevant impact to the reputation promotion of Taiwan

To sustain the high quality education he had been given, as a

Moreover, in the area of research, keep working to increase
the eﬃciency and performance of power converter, inverters for
energy saving and servo drives.

• 知己知彼：驅動伺服馬達需要了解伺服馬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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