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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ience makes people grow, harmony makes people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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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評語

長期致力於智慧型交流馬達伺服驅動控制系統，及智慧

電網與再生能源智慧型控制技術發展，對臺灣智慧電網

技術研發及產業發展之推動，貢獻卓著。

Professor Faa-Jeng Lin's career is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C servo drive systems,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iques for smart grid and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He has a good 

reputation in this research field both in th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grid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es in 

Taiwan are well recognised.

學 歷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研究所　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

現 任

國家實驗研究院　　　　　　院長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台灣電力公司　　　　　　　常務董事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曾 任
國立中央大學資電學院　院長

行政院科技會報　科技政策諮詢委員 

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第一、二期智慧電網主軸中心　召集人

國科會工程處電力學門　召集人

林 法 正 先 生
Faa-Jeng Lin．61 歲（1961 年 8 月）

得獎感言

很榮幸能夠獲得「東元獎」，感謝評審委員，也恭喜其他

的得獎人。能獲得「東元獎」真的不容易，除了要有傑出

的研究成果之外，產學合作的績效也必須是一流的，對任

何科研工作者而言，都是很大的挑戰。我從 29 歲在清華

大學念博士到現在，三十多年來，一直留在大學校園裡。

任教過中原、東華與中央三所大學，也擔任過系主任、研

發長、教務長以及學院院長，一路走來，其中最感謝就讀

於博士班時期的兩位恩師。一位是我的指導教授廖聰明老

師，他讓我體驗到忍耐與努力終能獲致很好的研究成果；

另外一位是我的師公潘晴財老師，他讓我學習到堅持與圓

融最後一定會有貴人扶持，進而開花結果。我從今年六月

一日開始借調到國家實驗研究院擔任院長，國研院任務願

景是配合政府推動科技發展，秉持「建構研發平臺、支援

學術研究、推動前瞻科技、培育科技人才」四大任務；雖

然暫時離開了校園的舒適圈，希望能繼續秉持兩位恩師老

師的教誨，將所學與所能，貢獻給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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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蜀漢名士法正的奇畫策算得以讓劉備直取益州，

堪為奠定三國鼎立基礎的首席謀士，中央大學資訊電機學

院講座教授林法正就是蔡英文總統能源政策的核心智囊。

2021 年四大公投引發全國關注，林法正兩度受邀到民進黨

中常會發表非核家園、能源轉型與淨零排放等議題的專題

演講。無論是藍綠執政，一年內兩度獲邀到執政黨中常會

專題演講，林法正很可能是前無古人的先例，更不怕被貼

標籤，因為他堅信科技就是要每個人都過好日子，所以，

對政府提出專業的建言，正是林教授認為學者專家服務社

會國家人民應該要有的精神與態度。

「關於我的名字，可能父親那時候剛好在迷《三國

志》，蜀國有個軍師也叫法正，雖然不像諸葛亮那麼有名，

但也是三國時代有名的軍師。」名字都取了，所以學術一

生，在臺灣能源嚴重不足的當下，也終究應該積極為國獻

策，0到 70% 的用電調度策略，展現了「法正」的決心。

2022 年六月從中央大學資訊電機學院院長轉任國家實驗研

究院院長，對於特殊的名字，還打趣地笑說：「我爸連我

的法號都取好了，隨時可以遁入空門。」

父親欲窮千里目的靈魂  型塑法正教鞭生涯

林法正父親是嘉義縣義竹鄉的「庄腳囝仔」，小時候曾

跟阿公到南投賣藥做生意，但曾祖父希望他們回義竹種田。

父親看到熱鬧繁華的南投開了竅，跟著阿公回到鄉下就堅持

要念書，考上嘉義中學初中部跟前臺南縣長陳唐山成為同窗。

畢業後同時錄取嘉義中學高中部跟臺南師範學校，原本計畫

念完高中再考大學，但阿公說「想要讀書就自己賺錢！」一

心想要讀書的父親只好選讀不用學費的臺南師範。

師範畢業後的父親分發到臺中教小學，單靠微薄薪水很

難養家糊口，便兼職開班補習。「但父親並未甘於只做個小

學老師，所以又到逢甲夜間部念大學，父親總有一身欲窮千

里目的靈魂，不斷地更上層樓。」林法正說，「初中同學陳

唐山出國留學，對父親的求學路應該也是一種刺激與影響吧，

所以父親在我十四歲 ( 國中二年級 ) 那一年，又到日本留學，

一去就是三年，學成後回來臺灣在臺中商專繼續教職生涯。

我會執教鞭，多少受到父親堅定的求學精神與歷程啟發。」

談起這段往事，林法正萬般感佩母親的艱忍持家。當年

弟弟十二歲，妹妹年僅六歲。「我爸爸有點 Crazy，到日本是

自費欸，把家裡的錢東拼西湊，就義無反顧的到日本留學。」

面對要獨自挑起撫養三個孩子的責任，母親的委屈可想而知，

「但媽媽知道如果不放手讓我爸爸去日本，他一定會鬱卒一

輩子。」

十四歲正是青春叛逆期，最需要父母的關懷引導，父親

為追求理想負笈他鄉，天性篤實的林法正不但沒有趁機作亂，

反而更自動自發用功讀書，半點都沒讓父母操心。林法正爽

朗笑說，「我的叛逆表現就是讓自己更獨立！」

科技預官學以致用  本土博士教職之路受挫

林法正求學過程順遂，高中是中部第一志願臺中一中，

大學錄取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我們班上很多很厲害很

聰明的人，我念大學的時候，成績勉強擠到全班前三分之一！

當時大家專業科目都搶選計算機和半導體，「我就跟我同學

王耀庭（現任台電總經理）講，算了！算了！不要跟他們擠，

我們還是念傳統的電力系統比較親切。」

林法正直攻成大電機研究所碩士後，到國防部中山科學

研究院服為期四年半的科技預官役，參與雄風飛彈與 IDF 經

國號研發工作，也因此結識同在中科院任職的人生伴侶，「中

科院很多留美的博士，在那個環境你也會想出國留學念個博

士。我就去考托福，結果考完發現太太懷孕了。」又驚又喜

的林法正想到當年媽媽的辛苦，左思右想就打消「拋家棄子」

的念頭，做了人生第一個重要的抉擇，到清華大學電機工程

研究所攻讀土博士。

「大學跟碩士讀電機工程都還懵懵懂懂的，到中科院之

後才開始開竅，看到自己學過的東西居然能夠這樣用的時候，

才知道書本上寫的東西真的沒有騙人，進而對整個控制系統

很有興趣。」林法正不只做過雄風二型飛彈，還參與第一代

IDF 經國號戰鬥機研發，被派到美國十個月支援計畫管理，

採訪撰稿 / 李宗祐挑戰0到70% 能源政策核心智囊 催生智慧電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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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他發現不管是飛彈還是飛機，要改變飛行體的滾角、仰角、

橫向角，都是由馬達負責打舵，也因此對如何設計控制系統

驅動馬達產生濃厚興趣，因此，博士班時期專攻馬達控制。

林法正深知，決定留在臺灣一定會很辛苦，因為本土博

士沒有光環。取得博士學位後，因國立大學教職缺額僧多粥

少，於是就近選擇在中原大學任教，方便照顧家庭。1999 年

從副教授順利升上教授，隨著私立大學研究經費銳減，加上

學生素質參差，林法正嘗試轉往國立大學發展，但接連申請

數間國立大學都碰壁，面臨人生最大挫折，最後是瞞著太太

坐火車到花蓮的國立東華大學面試，確定錄取後才敢告訴她。

治學嚴謹三十餘載  研讀史書鑑往知來

林法正在學術界素以治學嚴謹聞名，更重視學術研究傳

承。「每年大家還在過暑假，我是七月一日就集合研究所新

生，由我親自督導學長姊傳承交接，展開訓練。」林法正更

是拿出產學合作計畫，提供學生參考及選定碩士論文題目，

期勉每個學生的碩士論文都能夠投稿到國際期刊發表或者申

請專利，「我在三所大學任教收的研究生，都是別的教授『首

輪選秀』以後留下來的，因為嚴格是我的治學理念，所以我

到哪裡都是要求最嚴格的老師，因為經驗告訴我們，只要是

透過制度化且嚴謹的要求跟訓練，就會有很好的研究成果，

我三十幾年來帶學生始終如一。」

「做研究帶學生沒有撇步，就是全場緊迫盯人，一年傳

一年，一代傳一代。我升任教授已經二十幾年，從來沒有動

用過教授研究休假（服務滿七年以上即可申請休假從事學校

核准之學術研究工作，最長以一年為限。），就是要嚴格的

要求自己，同時充份的訓練學生，不然我們怎麼跟臺大比。」

林法正完全不擔心因為嚴格招不到研究生，甚至還會要求學

生「你是來學東西的，不要把學校當成夏令營。」林法正笑

說，「怕嚴格的不會來找我啦。曾有成績很好的學生跟我說，

他就是要找要求比較嚴格的老師，因為他過去真的沒有學到

什麼東西；還有學生因為我要求很嚴格，因此決定繼續在我

的指導下攻讀博士。」

「做研究是很寂寞的！」2017 年榮獲 IEEE 會士 (Fellow)

的林法正嘆口氣說，每篇論文都是熬過無數個寂寥夜晚的心

血結晶，他到目前光在 IEEE 期刊上發表的全文期刊論文 (Full 

Paper) 已經接近一百一十篇，做研究幾乎都是單打獨鬥，跟

學生或團隊互動，基本上都不牽涉到感情。可是人是感情的

動物，感情要有所渲洩，能夠讓林法正產生共鳴的就是歷史

書籍。「我最喜歡看歷史學家黃仁宇寫的《萬曆十五年》跟

《黃河青山》等以歷史為背景的好書。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讀著這些歷史相關書籍，跟作者還有裡面的人物對話，鑒往

知來，古今智慧盡在其中，而且非常紓壓。」

躋身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  能源國家型計畫初擔重任

林法正剛進學界的時候，做事情很有衝勁，一不小心就

得罪人。受到黃仁宇歷史作品啟發，讓他深深感觸人生在世，

再怎麼豐功偉業，都可能稍縱即逝。「做事情還是很

堅持原則，要求很嚴格但不會苛刻，就是因為已經心

裡有數，對任何人跟事都不能強求，這樣的改變對自

己做研究也有幫助。」

林法正以論文的原創性在學術界闖出名號，名列

美國史丹佛大學 2020 年發布的「全球前 2% 頂尖科學

家」榜單，並在全球電機電子工程學科超過十萬名專家

學者中排名四十一。近幾年更積極投入產學合作研究，

整合中央大學、中正大學、國防大學和中原大學組成

跨校團隊，建置臺灣最大的智慧型微電網之學術研究

場域。也因為長期致力於智慧電網與再生能源智慧型

控制技術發展，2016 年蔡英文當選第十四任總統後，

旋即被政務委員吳政忠邀請出任行政院科技會報科技

政策諮詢專家室首席評議專家；經濟部隔年也邀請他

兼任台電公司常務董事。

「教授不能只在校園裡把自己的研究做好而已，

還有社會責任。」2021 年四大公投正反意見沸沸揚揚，

林法正兩度受邀到民進黨中常會先後就「臺灣推動非核

家園與能源轉型之必要性―核安、減碳、綠電供應鏈」

與「台電燃氣複循環機組邁向淨零碳排之展望」發表專

案報告，蔡英文對其學術專業的信賴跟倚重不言而喻。

其實林法正開始參與公眾服務起緣於 2007 年及 2010 年

分別被延攬擔任國科會電力學門召集人跟能源國家型

科技計畫第一期智慧電網主軸計畫召集人。

伯樂引薦開拓研究視野  因緣際會助攻智慧電網

林法正透露，國家型計畫智慧電網第一任召集人

原本應該是他的師公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潘晴

財，「潘老師是個做大事的人，以前當過教育部電算中

心主任，智慧電網主軸計畫原已規畫妥善，老師後來

第二十九屆東元獎．科技類獎

機械 / 能源 / 環境科技
052 053



因個人因素請辭，推薦我接任召集人，很感謝他相信我，願

意把重擔交給我。臺灣發展智慧電網，我能夠躬逢其盛跟潘

老師有很大關係，當初沒有他的推薦，我沒有機會見識到這

麼多，而且開創我對智慧電網領域的研究瞭解，慢慢把研究

領域從電機控制拓展到智慧電網、微電網與再生能源併網。」

儘管國內各界對台電發展智慧電網，總是恨鐵不成鋼的

愛深責切。然而 2021 年新加坡電力集團以智慧電網發展指標

(Smart Grid Index, SGI) 評比全球八十六家電力公司，台電公

司名列世界第二，出人意外讓各國稱羨。林法正透露，能源

國家型計畫 2010 年開始推動智慧電網研究，就要求台電佈建

智慧電表，國內二萬四千家高壓電用戶其實已在三年前完成

系統建置，精準掌控全臺 70% 用電資訊；2021 年成立電力交

易平台靈活調度分散在民間的電力資源，全賴國家型計畫奠

定科研基礎，「智慧電網已經是台電天天都在做的事情。」

當學術界普遍認為台電從十幾年頑強抗拒智慧電網計

畫，到現在積極配合國家政策，決定在 2024 年進一步完成

三百萬家戶智慧電表佈建，林法正帶領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

團隊，親力親為鑽研突破相關技術瓶頸，再藉著台電常務董

事身分「全場緊迫盯人」，居功甚偉。林法正用歲月磨練出

的圓融謙稱，「我僅是因緣際會剛好參與整個發展過程，把

我們知道的跟政府講，學者只能出一張嘴，最重要的還是政

府有堅定的決心。」

對「東元獎」的期望

期望藉由「東元獎」舉辦之社會效益及產業效益擴散，

未來臺灣能成為世界級的伺服馬達驅動系統、再生能源及

智慧電網技術之產業重鎮，以綠能技術引領臺灣產業再創

經濟佳績。

成就歷程

( 取材自國科會「科技大觀園網站」－「人物專訪」意志力戰勝一切

2018/11/15)

林教授自 1993 年擔任教職以來，致力於先進電動機驅

動與控制、控制理論應用、電力電子及再生能源方面之研究，

獲致了多項世界水準之研究成果。2017 年榮獲 IEEE Fellow，

亦曾三度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並擁有多項專利，更致力

推動多項產、學、研合作，多次擔任大型研究計畫的總計畫

主持人。在研究、教學與服務間游刃有餘的他，擁有超人的

意志，林教授笑稱，這輩子影響自己最深的，就是他的父親。

「我父親出生於嘉義縣義竹鄉，是當年烏腳病最嚴重的地

方。」林法正的父親幼時要種田、放牛，故立志要脫貧、脫困，

力爭上游，因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父親當年考上臺南師

範學院，畢業後，分發到臺中的篤行國小任教。民國四十九

年結婚，我就在隔年出生。」但是，小學老師的身份並沒有

讓他父親有成就感，於是就展開白天教書、晚上去逢甲大學

念夜間部的奔波人生。取得大學學歷後，轉往國中教書。「父

親還是沒有因此滿足，在我十四歲那年，他又獨自去日本攻

讀碩士，過著一邊打工、一邊念書的生活。學成歸國後，任

教於臺中商專，一路從講師、副教授，升到教授，做到退休。」

父親的奮鬥歷程，林法正從小就看在眼裡，也意識到脫

貧、脫困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然而，父親堅強的意志、努力

不懈的奮鬥精神，也深深烙印在他的心裡，成為他面對這個

世界的原則與態度。至於什麼是有價值、有意義的研究？林

教授說：「在臺灣，有價值的研究要有三個條件，第一，這

研究必須能解決產業或臺灣整體發展的需求。譬如我長期從

事馬達控制、電力電子系統，我就可以幫臺灣解決再生能源

於電網應用上的一些技術問題，或是提高馬達運轉的效率。

第二，研究必須要持續才會有意義。」。「臺灣沒什麼研究

員的制度。我們的碩士班通常兩年就畢業，流動率是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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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博士班平均四年畢業，流動率也幾乎是百分之百。如果

學校是公司，早就倒閉了。我這邊講的『持續』，就是要讓

碩士班一屆、一屆都能銜接下去。畢竟任何一個題目，沒有

三年，不可能有成果，有的甚至要五年才會開花結果。研究

人員的流動率這麼高，怎麼能讓研究持續？所以我嚴格執行

碩士班的交接程序，來解決人力流動的問題。最後一點，是

一定要堅持，才能做出有價值的研究。」林教授不諱言，現

在的學生，無論在程度和敬業精神，都不能與三十年前的學

生相比，但是，他不會因為大環境的改變，就降低對學生的

要求，因為，如果不堅持品質，就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何

況他們要做的是最新的技術，一定會面臨很多的挑戰與磨難，

唯有堅持，才能讓研究持續、做出好成績。

具體貢獻事蹟

在學術研究方面，林教授從事教職三十年來致力於智慧

型交流馬達伺服驅動控制系統，及智慧電網與再生能源智慧

型控制技術發展，獲致多項具創新性之研究成果。由於近年

來在先進電動機驅動、微電網、再生能源與控制領域學理之

創新與應用技術之創建上成果輝煌，並可大幅提高伺服馬達

之控制精度技術、再生能源系統之供電穩定度與再生能源之

滲透率。另一方面，林教授過去五年 (2017-2021) 主持科技

部研究與推動計畫共 13 項 ( 含兩期特約研究計畫 )，累計計

畫經費達 5,370 萬元。依據 IEEE Xplore 及 Thomson Reuters 

ISI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顯示，林教授是國際上第一位將模

糊類神經網路 (Fuzzy Neural Network) 之即時控制與交流伺

服馬達驅動技術結合的學者專家，亦是首先提出以模糊類神

經網路為基礎之智慧型控制器以實現併網型太陽光電系統的

控制。由史丹佛大學根據 Scopus 的論文影響力數據發布之

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 中， 在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次領域全球超過十萬名專家學者中排名是 41，實

為國際上該學科高被引用學者。

在工程技術實務方面，模糊類神經網路馬達驅動技術已

分別技轉六俊電機公司及台達電子公司，主要利用智慧型控

制器即時調整馬達伺服驅動器之參數。亦技轉中興電工機械

股份有限公司主動式濾波器演算法，及技轉健格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智慧型變頻器技術之發明專利，以因應未來大量的太

陽光電發電系統併聯於配電系統所需之電力品質提升及智慧

型變頻器 (smart inverter) 技術，並技轉太陽光發電與儲能之

能源管理系統至聯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擔任科技部－

智慧型多層微電網電力調節研究與場域建置總計畫主持人，

該計畫執行期限共兩年 (2021 年 ~ 2022 年 )，研究經費約合

2,600 萬及企業配合款計 600 萬 ( 含先期技轉金 )。未來台泥

資訊公司將應用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於台泥集團之儲能系統

上，參加台灣電力公司電力交易平臺上之調頻備轉輔助服務

(Ancillary Service)，聯齊科技公司亦將應用本計畫之成果於電

力交易平臺之用戶群代表 (Aggregator) 之技術上，以進行需

量反應 (Demand Response)。

林教授亦非常樂意從事學術服務工作，近年來擔任能

源國家型科技計畫智慧電網主軸中心召集人與臺灣智慧型電

網產業協會理事長，積極提倡發展自動需量反應技術，並結

合智慧家庭 ( 大樓、工廠 ) 電能管理與智慧家電以達到節電

之目的。亦積極提倡微電網、先進配電自動化與再生能源併

網技術之發展，使臺灣未來再生能源滲透率大幅提升，以達

成淨零碳排之目的。規劃與主導之智慧電網主軸第二期計畫

(2014~2018 年 )，產業共有 197 家次投入先期技轉金 1.97 億

元於智慧電網主軸下各計畫。其致力於智慧型交流馬達伺服

驅動控制系統、智慧電網與再生能源智慧型控制技術之具創

新性之研究成果顯現於：

一、獲得海內外之學術獎勵與榮譽包含

2004, 2010 及 2013 年分別獲得三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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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mpton Premium Best Paper Award, IEE, 2002

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 2005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 2016 

IEEE Fellow, 2017

2021 年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

二、獲得國內與國際學術界肯定並在該領域提升臺灣影響力，

曾擔任

Chair of IEEE IE/PELS Taipei Chapter

Chair of IEEE CIS Taipei Chapter

President of Taiwan Smart Grid Industry Association

Chair, Task Force on Fuzzy Systems on Renewable Energy, 

Fuzzy Systems Technical Committee,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ociety

Technical Committee Member, Fuzzy Systems Technical 

Committee,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ociety

Regional  Editor-Asia Pacif ic ,  IET Electr ic  Power 

Applications

Associate Editor of IEEE Trans. Fuzzy Systems

Associate Editor of IEEE Trans. Power Electronic

研究展望

由於缺電將是臺灣未來所要面臨的最大問題，加上發電

廠、變電站及輸電線之建設不易，未來唯有仰賴各式節電技

術與大幅度的提高再生能源的滲透率，方能解決限電危機。

未來智慧家電可以結合電能管理系統，利用自動需量反應以

及時間電價，達到節電與抑制尖峰負載之目的。在發展再生

能源之同時，持續發展智慧變流器與智慧電網控制技術，使

其具有實、虛功調度之功能及高、低電壓穿透之能力，將可

使大量再生能源順利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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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It is hoped that with the spread of social and industrial 

benefits of the TECO Awards, Taiwan will become a world-class 

industrial hub for servo motor drive systems, renewable energy 

and smart grid technologies in the future, and lead Taiwan's 

industries to achieve economic success with green energy 

technologies.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ssor Lin is currently Chair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NCU), 

Taiwan. He is also President, National Applied Research 

Laboratories, Taiwan, and Executive Director, Taiwan Power 

Company. For the past 30 years, he has published nearly 225 SCI 

journal papers including 108 IEEE Trans. Papers, 142 conference 

papers and 17 patents in the areas of intelligent control, nonlinear 

control, motor drives, renewable energy and smart grid. Moreover, 

his work has been widely cited. Several of these papers have 

helped to establish research areas such as fuzzy neural network 

control of motor drives and motion control systems, and intelligent 

control of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He has been elevated to 

Fellow by the IEEE in 2017.

Professor Lin's contributions are well recognized by the 

intelligent control and renewable energies communities; he is a 

pioneering researcher in his discipline. According to the databases 

of IEEE Xplore and Thomson Reuters ISI Web of Science, he is 

the pioneer to apply fuzzy neural network on real-time control 

of the servo motor drive and of PV power plant and microgrid. 

It can be increasing the control precision of the motor servo 

drives. Moreover, he has very 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ologies of microgrid and 

smart grids and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which can increase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His H-index of 

47 in Web of Science Researcher reflects over 7167 citations (K-

4243-2012/Faa-Jeng Lin); his H-index of 60 in Google Scholar 

reflects more than 11648 citations. In addition, in the "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 which was released by Stanford University 

recently by using Scopus publication impact scores ranking in the 

subfield of Electrical & Electronic Engineering is 41 among all 

105,029 scholars globally. In addition, the total research budget 

of him from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is 

more than $2 million USD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2017-2021).

He is also served as a consultant for industries in Taiwan and 

has transferred many technologies to several companies in Taiwan. 

For instance, PV and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NextDrive Inc., Taiwan, for 

microgrid in 2019; intelligent parameters identification and gain 

autotuning technologies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Racing Elec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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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 Inc., Taiwan, and Delta Electronics Inc. for new 

type of servo motor drive in 2018 and 2021, respectively; active 

filter algorithm for microgrid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Chung-

Hsin Electric Machinery Mfg. Inc. in 2017; low voltage ride 

through technology for the grid connected PV power plant has 

been transferred to Controlnet International Inc. also in 2017.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project "Research of Power Regulation 

and Field Implementation for Smart Multi-level Microgrid" of 

MOST in 2021, the technologies of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of microgrid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NextDrive Inc. and Taiwan 

Cement Company. These two companies will develop their 

technologies and products, such as aggregator and grid-connected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to join the ancillary service of 

Taiwan Power Company. The scale of the business has been 

estimated to be few billion NTD per year. In addition, the total 

payment from the private companies for technologies transferring 

is more than $0.2 million USD for the past five years (2017-2021).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Professor Faa-Jeng Lin has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C servo drive systems, intelligent 

control techniques for smart grid and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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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utation in the related field.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grid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es in Taiwan 

are well known. Some achievements are illustrated as follows:

中央大學微電網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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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ecognitions:

Outstanding Research Award, NSC, 2004, 2010 and 2013

Crompton Premium Best Paper Award, IEE, 2002

Outstandi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Professor Award, 2005

Outstanding Professor of Engineering Award, 2016

IEEE Fellow, 2017

Outstanding Research Fellow Award, MOST, 2021

2. More relevant impact to the reputation promotion of Taiwan 

includes serving as:

Chair of IEEE IE/PELS Taipei Chapter

Chair of IEEE CIS Taipei Chapter

President of Taiwan Smart Grid Industry Association

Chair, Task Force on Fuzzy Systems on Renewable Energy, Fuzzy 

Systems Technical Committee,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ociety

Technical Committee Member, Fuzzy Systems Technical 

Committee, IEEE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Society

Regional Editor-Asia Pacific, IET Electric Power Applications

Associate Editor of IEEE Trans. Fuzzy Systems

Associate Editor of IEEE Trans. Power Electronic

Future Prospects of Research

Since the lack of electricity will be the biggest problem 

that Taiwan will face in the fu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plants, substations and transmission lines is not easy. Only relying 

on various energy-saving technologies and greatly improving the 

penetration rate of renewable energy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electricity rationing crisis. In the future, smart home appliances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electrical power management system, 

using automatic demand response and time price of electricity,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saving power and suppressing peak loads. 

While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resources,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velop smart inverters and smart grid control technologies 

with the functions of active and reactive power dispatching and 

the ability low voltage ride through. Therefore, a large amount of 

renewable energy can be smoothly connected to the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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