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澤元教授，Fred C. Lee，1946年生。

1968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獲得電機工程學

士學位，1972年和1974年在美國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分別獲得電機工程碩士和博士學

位。現任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州立大學（Virginia 

Tech）講座教授，並在2011年獲得美國國家工

程院士。

李教授研究重點，涵蓋高頻電能轉換、分散

式電力系統、航太裝備之電力系統、功因校正技

術、電子構裝技術、高頻磁性元件暨功率元件模

組化技術及電能轉換器之控制與模擬等各領域，

都有極為傑出的研究成果。

李教授在八十年代初期，採用諧振式電路技

術於電能轉換的應用，除了發明如準諧振轉換及

多諧振轉換等各種電能轉換電路，並進而成功研

發出柔性切換技術，使半導體功率元件操作在零

電壓切換及/或零電流切換的工作條件下，大大

地減少因工作於高頻所造成可觀的切換損失，成

功地達成高效率，高功率密度電能轉換的規格需

求。此一柔性切換技術已被廣泛應用於現今許多

電能轉換器及電力電子設備中。

此外，李教授所領導之研發團隊更積極地

整合半導體技術、柔性切換技術及元件製告技

術，開發新一代電能轉換器的技術，期能更進一

步改善電能轉換器的效率，縮小產品的體積及提

昇相關產品之競爭能力。

1.學長，您在本系就學時期，有甚

麼趣事是令您感到難忘的嗎？以及

成大求學生涯對學長人生的影響。

高中時代在台中一中渡過，台中一中的教

育我是蠻喜歡的。學校有很多壓力，但學生有很

多的時間自己去平衡，去管理自己的時間。當

然，在台中一中念書其實也不輕鬆。到了成大之

後，也許我那屆特別，第一個感覺成大真是人才

濟濟。我記得我們那年 至少有五、六個人是高

雄中學保送，還有不少人是台南一中保送，而我

是台中一中保送進成大的。成大有幾個老師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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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是很大：吳添壽老師教電工材料，周肇西

老師教電力系統，周達如老師教電磁場。周達如

老師採德國教學方式非常嚴謹 ，動不動就當掉

學生。夏少非老師人很和藹，考起試來打分數卻

都非常嚴格，班上同學被當1/3是算少的。夏少

非老師的電路課學起來我覺得蠻有意思的。這個

電路上的東西千奇萬變，他的課不簡單。學到很

多東西，沒想到竟然跟我之後的研究息息相關。

王載老師教電機的，我對他印象很深刻，黑板上

畫起電機、馬達的圖、三相的電流電壓的圖都畫

的好漂亮。可惜我那時對電機機械這學門沒有特

別的興趣。雖然如此，電機機械也成為電力電子

中另一重要的馬達驅動領域。到了大四來了一位

日本留學回來的黃乙卯老師，開了一門嶄新的課

程：電晶體（半導體物理與元件）。那時候全班

聽他教學，他的教學很不一樣。他說明天我要講

第二章，你們回家念一念，然後到課堂上我們要

討論。他的教學內容及方式，都令我們這些學生

感到特別的有興致。在我們57年畢業班，分為

工程組跟科學組，工程組基本的學生都不準備去

出國，科學組的學生都準備出國。所以應該是講

出國組與不出國組，科學組的人受黃乙卯老師影

響還滿大的，好多人出國攻讀半導體。

高中時代的我，只有期中考和期末考，所

以念起來考試還算滿輕鬆的。到了成大，每個禮

拜都考試，從開學一直考到學期結束，對我來講

是很挑戰的。我這個人是很愛玩，在這樣一個滿

大的考試壓力下，如何管理時間是很大的挑戰. 

剛開始的大一大二很吃力。直到學校畢業以後，

進入研究所，才慢慢學會如何管理我的時間。

還有幾個在成大同班同學對我的影響很大

的，我們班上很多用功的人。用功程度最讓我敬

佩的是張崇德，聯電的副董事長。他這個人每天

早上一早就到圖書館，到圖書館關門才走。他那

時給我的壓力也滿大的。我是偶爾去圖書館。常

常我會在課餘去附近打彈子台打彈子。另外一個

對我來講是一個生活很好的經驗，我跟我們班上

的第一名周中平，宿舍同房住了兩年，他畢業的

時候不只是班上第一名也是全工學院的第一名。

他很會玩又會念書，他念書的時候非常專心，玩

的時候很盡興，我們班的班寶，那個任旭江是他

的女朋友 (之後成為夫妻)。他們兩個又會念書又

會玩，我玩也玩不過他，念也念不過他。這對我

是個滿好的人生經驗。這給我的經驗是什麼？他

有他的做事方法，你要把他變成你的模式，你要

按照他的方式去經營你的生活是不可能。在大四

那一年，我領悟到：我不能學他。我要用我自己

方式做事。這對我的人生是一個很大的改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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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來沒跟他講過這些話，他也不知道他對我有一

個這樣的改革，剛開始是個負影響，後來對我人

生正面的影響滿大的。

2.擁有豐富教育經驗的您，對國內教

育的未來以及兩岸教育的走向與趨

勢有何看法？我們又該如何因應？

我在研究所時，已經能以自己的方式做好

自己的事情。我不談快，但我會盡我所能把事情

做好。我有一個非常好的指導教授，他給我很大

的研究空間。他有一次給我一個題目，我認為很

簡單，只花兩個禮拜，就自己覺得已經把這個研

究題目做好了。我就去找老師報告我的研究成

果，他跟我談了差不多兩、三個鐘頭。我出來一

身冷汗，我發現我對這個題目其實是一點都不

懂，結果它成為我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之後就

花了四年的時間做好。我畢業的時候，我的指導

教授跟我說，〝我想你在這個題目上，比世界上

其他人更了解〞。他讓我明白，什麼才是能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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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基本標準。那一時刻，也就成為我人生的轉

捩點。我是很幸運有如此好的指導教授。事後我

才知道，像這樣的教授不多。他不但對做研究態

度上他是很嚴謹的，對做人做事也很嚴謹。他給

我一個很高的標準，讓我知道要達到這個標準是

要花相當的時間與努力。記憶中另外有一件小

事，我有一次寫一篇文章，請他批閱，我坐在他

的辦公桌前面看他編修我只花了二十分鐘就寫出

來的35字的摘要。他自己拿個筆，拿個擦子，

寫啊，擦掉，寫了，擦掉，35字竟然花了他兩

個鐘頭。我在那個時候才領悟到，一個事情要做

的好，要花多少心力去做才能做的好。他把35

字摘要發揮的淋漓盡致。

我從我指導教授那學到如何做最好的技術

簡報。在我第一次國際論文研討會的論文發表簡

報，我想是因為太過緊張而沒有做好。第二次做

國際論文研討會的論文發表簡報，我花了兩個禮

拜，我將自己的演講錄了一百次音，改了一百

次。第二年我做報告我竟然得到報告最佳獎。我

從他那學到是，要把一件事做好，要全心投入才

能做好，我這個經驗常常跟學生分享。

另外一個人生上的轉捩點是念完博士後我

有三個來自IBM、GE和TRW工作的機會。IBM和

GE給我兩個禮拜的時間考慮再答覆。TRW公司

每天打電話給我問我：你決定了沒有啊？我就有

個錯覺，這個公司那麼重視我，我去發展一定有

前途。半年後我發現，我沒有做最佳的決擇，此

工作缺乏挑戰性，給我的東西一天中我大概兩三

個鐘頭就可以做完了，因為我的分析能力好，常

常找我去做故障分析，是個救火的工作，我是非

常善於處理此類工作，但我總覺得報告的不好。

如果我不克服這個問題，我在美國沒有成長的空

間。我需要一個會強迫我每天作報告的工作，我

就想到教書。那時候我對教書也不能說有興趣，

但也沒有信心。再我教書的前幾年，在教室我仍

然會緊張。到了四、五年後，我上台才覺得自

在。自己的弱點是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去克服。

3. 隨著中國大陸與世界脈動越來

越緊密，你覺得台灣還具有哪些優

勢？我們的學生該如何去面對世界

競爭的壓力？又該如何培養自我實

力呢？

台灣這個環境，我覺得是一個能階很高的

地方， 我常用能階來形容這個區堿發展的情

況。維吉尼亞理工這個學校座落於東海岸一個小

的大學城，而當我從東部跑到加州，都可以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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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加州的能階要比東海岸高，大家都在創新。我

從加州跑到台灣，我覺得能階更高，這是一個滿

好的現象。我覺得全世界最敬業的人是台灣人。

大部分我這個年紀的台灣人都有創業的經驗，

譬如在1968畢業的同學中，一半的學生留學，

一半的學生在台灣。在1998年的時候，我們30

年的大學同學有一次聚會。台灣一半的同學就笑

美國一半的同學，你們現在才想創業我們都想退

休了。那時候美國的學生在業界做了二十多年的

事了，都是在大公司替人家做職員，替人家做事

的。有一批人就開始覺得不甘心，就開始創業

了。在90年代，留在台灣的差不多都創業成功

了，都有一番局面出來。如劉瑞復代理容錯式電

腦正是時候，銀行、股票的電腦他全都代理，他

除了代理以外，他自己也寫了很多軟體，做的很

成功。

在那90年代，開始有一批從美國訓練的人

回台灣。譬如說，張崇德是那時候回去的，他在

聯電做廠長，總經理，最後做副董事長。那已經

做到最高的位子了。另外一個是 宣建生過去在

GE工作，現在經營全世界最大的面板公司。我

覺得現在這些年來，台灣出國的人很少，有很多

原因，我也不用多講。台灣現在這個業界太注重

業績，沒有比較長期的投資。如果當年台灣沒有

一批人留學生，從外面吸收這些知識，回來貢獻

給台灣的業界，今日的台灣將是很大的不同。這

個現象目前看不出來有扭轉的趨勢，因為台灣的

業界真的需要人才，工作環境也很挑戰。大部分

的大學畢業生缺乏動力去國外獲取更高的學位。

還有一點是，台灣的業界在過去20-30年得

天獨厚的機運。講天時、地利、人和，台灣都

有。打從20年前開始， 台灣的業界開始在中國

大陸建廠作產品的量產。現在不只是大陸生產，

還是用大陸的工程師及大量地人力資源，在未

來，台灣應該要更積極的運用大陸資源，補足台

灣的不足。綜觀今日，大陸將來發展的情況就像

台灣在80年代、90年代發展的情況。其未來的

發展是無可限量，而台灣要懂得怎麼去利用這些

資源。台灣在大陸的工作模式也跟外國企業在大

陸工作的模式不太一樣。現今台灣出國的人不

多，未來回來的人也不會很多。大陸有很多人出

去，未來也越來越多人回來，怎樣去吸收這個資

源去開發將來台灣工業界的發展，是要用心去思

考這個問題。台灣的企業在大陸人的心中不是最

好的選擇；國企是大陸人的心中最好的選擇，再

來是國際企業，再來是國內企業,再來是台企。

假如我們要改變台企的形象，勢必要改變和他們

的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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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我們，除了

要有地球村的觀念之外，我們又該

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去教導我們的學

生？該如何去建立學生的世界觀？

這個問題其實跟我剛剛講的問題有些關係，

可以從幾方面去看這個問題，第一個是台商要具

有長期投資及宏觀的視野。台商目前來講都是有

選擇性的，講的不好聽是一窩蜂，幾種企業大家

一窩蜂進去。一窩蜂有好處，他的資源比較能夠

運用，也能集中在一些領域上，短期做的非常

好，比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好。我最先講的就是台

灣的工程師最敬業，又努力又很用心，這是一個

非常獨特的一個現象，能階很高。但我覺得缺乏

長期對基本的研究的投入，其實危機也滿多的。

現在來講，大陸人沒有台灣這麼敬業，但是他們

的人才太多太多了。所以我們的競爭優勢，還要

自己創出一個新的局面出來。從學校的教育環境

來講，應該多重視多方面的發展，不要太專業的

發展，學校做研究工作應該也是多元性的發展及

團隊努力，注重多元性的研究，要一個團隊，不

同的人力，不同的專業，在一起共事，去尋求系

統的解決方案。我們不僅是一個元件提供者，我

們是一個系統解決方案的提供者，台灣應該往這

個方向去發展。 學校應該在既有的學術系所基

礎上，建構跨領域科研團隊。美國這二十年都在

重視共事研究，將相關的專業結合在一起。

我覺得台灣在這個方面，需要做一些國際

合作，多做一些國際的交流，要去建立這樣的文

化。從大環境去看，地球變成平的，大家都在一

個平面上較勁。從學校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大學的教育應該更全面吧，不要做的太

專業化，因為你畢業的時候大概22歲吧，你可

以做40年的事，你第一個職業和最後一個職業

可能一點關係都沒有。40年有多大的變化沒有

人可以告訴你。你怎麼可能為未知的命運做好必

要的準備，所以我覺得大學的教育應該比較一般

的教育，而不要太專業，我不一定事事都要懂，

但我們應該要建立學習及應變的能力。很多人變

不過來，你能變過來才能夠生存，變不過來就被

淘汰掉。我常常講的一句話是說。你要走出你自

在的區塊，要做一些你不自在的事，所以你要不

斷的對自己挑戰。一個很紅很熱門的學科可能不

出十年成為冷門，越紅的東西冷的越快。所以你

要在一個環境裡面要不斷走出你自在的區塊，去

挑戰自己陌生的東西。你必須要有很好的訓練、

背景，你的學習方式不只在學校，是永遠，要一

直去學習新的東西。但在學校的大學教育應該是

通材，不要專業. 甚至博士專業的人他的專業都

會變。那你說博士到底學到什麼東西，其實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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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博士最重要的是能獨立的去做一件事情，從不

懂變成懂，從懂變到專家，這是博士最重要的訓

練。所以在這個新的環境裡面，要維持競爭的能

力，其實不是你想像的那麼難，我常跟我的學生

說，你只要有一次能把一件事竭盡你的能力做到

最好，你就知道第二件事情怎麼做到最好。當你

沒有這個最好的標準概念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是最

好的。你要把這個能力建立起來，你就有信心

了。

5. 對於電機系的發展有何期許？

或具體建議？

我覺得比較直接的講這個問題，這個問題

在大陸最嚴重。中國大陸，大多數做的事情我覺

得都不是研究。他們是做產品開發的，這個跟國

情有關係。有很多企業家很有錢，沒技術，那就

藉由學校，去從學校那裡尋找技術， 他要的並

不是技術，他要的是產品。他用大量的錢去收買

學校的教授、學生，去叫學生去做產品的開發，

過去十年都是如此，長期來講是一個很不好的現

象。講到台灣，多多少少受到這個影響。基本

上，美國也是這樣子。但在美國的情況比較好，

美國工業界不靠學校做產品，美國工業界希望學

校給他開發新技術，還有相當的程度的基礎研究

在裡面。美國政府給的經費一般來講也是基礎研

究為主，產品開發為輔的計畫。產品開發為主，

基礎研究為輔的計畫是給業界不給學校的。中國

這個環境最壞了，政府給的經費也是以產品開發

為主。工業界給的錢也是以產品開發為主，所以

學校老師跟學生出去外面，他不做他不善長的事

情。台灣情況比較好一點，但是台灣業界我也是

覺得做的不夠，沒有長期的企圖心。對學術界的

支持及人材的培養也不夠，要的都是現成的技

術、產品。所以就在這種大環境下反而政府的經

費現在比較多了，你們有600億是吧？5年500億

這是個讓人很振奮的計劃。這要靠學校的老師怎

麼去把持住，保持一個平衡，希望學校能以執行

基礎研究為主，產品開發為輔的計畫。

我覺得將來在長期發展最重要的還是教育

制度，用什麼方法訓練下一代，給他什麼環境讓

他學習，將來才有更好的發展機會。所以學校應

該組織一個團隊，把有相關的技術組織在一起。

像麻省理工學院有個制度我覺得不錯，它的教學

是教學。系裡面只管教學，研究室不歸系裡管，

是歸學校管，系裡的經費只是教學，實驗室的經

費是研究經費。在麻省理工學院的系統，這個實

驗室是由相關的專業成立一個實驗室。教授有自

由的權力去選那個實驗室，甚至一個教授可以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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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實驗室。這個實驗室裡的研究基本經費回到

這個實驗室。這個實驗室裡面，興趣相同的教授

在一起，彼此能夠互相刺激，互相合作。在美

國，其實只有很少學校願意這麼做，因為他們

需要以研究經費來支援管理及教學需要的經常

開支，我覺得那個對發展是有限制的。喬治亞

理工學院最近幾年發展的滿快，也是有組織的將

相關研究活動整合在同一大樓而不是依據他們各

自隸屬的學術科系。另外一個問題是學校考績的

問題。拿美國的例子來講，美國的教授需要在各

自獨立的研究下，展示他的研究能力，這個跟團

隊研究的立意有矛盾的地方。在團隊研究，每個

人的貢獻很難被量化。所以寫文章的是好幾個作

者，在考績上是個問題。真正一個好的大學他不

這麼看，所以在學校的制度上，教授在這個觀念

上也要改，你要做相當程度的調節. 我在這方面

還滿有體會的。因為我們成立的一個自我自給的

研究中心，大家一起在共事，往往資淺的教授進

來的時候很恐慌，他不知道如何在一團隊的環境

下量化他的貢獻，很有可能影響他的升等及獲得

終身教授的機會。

我覺得你們是處於一個非常獨特的世代，

無論是在台灣或者中國大陸。我們拿中國發展來

講，國家在快速轉型，這個機會，以後有沒有我

不知道。以前是沒有的。台灣這個環境也是一

樣，從90年代之後的20年表現是非常突出的。

這個世上變化實在是很快，所以要把握住這個機

會，找出一條成功的路，堅持的走下去。再過十

年，情況又將會有很大的變化，那我還是說台灣

和中國要連在一起。台灣有很多比中國強的地

方，台灣要跟中國連在一起的話，你們的發展空

間是很大的。想想該怎麼去做，才不會錯過了唯

有你們才有的機會。

校 

友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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