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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功率半導體元件與設計準則 (Power Semiconductor Devices and Design Criteria) 

舉辦日期：民國 2009 年 08  月 10 日 至 民國 2009 年 08  月 14 日 

主辦機構：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系 

                    先進電源科技中心                
舉辦地點：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 資電館105教室 

舉辦支會：PELS/IES 與 EDS 

合辦 

支會主席：林法正教授/莊紹

勳教授 
TEL：03-5742438 

1. 原預估出席人數：IEEE會員   人，非會員   人。 

2. 會議當天實際出席人數：IEEE會員 43 人（產業界 1 人，研究機構  0  人，行政

（政府）單位 0 人，學術界（教師 2 人，學生 40 人）），非會員 51 人。 

會議重要成果：（請確實填寫，作為下屆補助經費參考） 

請列舉本會議重要成果（含對IEEE之重要貢獻） 

1. 國內功率半導體元件的研究及產業規模較小， 本次訓練課程的授課教授  Dr. Leo Lorenz 

具有豐富的實務經驗，且學術基礎扎實，對有志於功率半導體元件的學界及業界人士奠

定良好的基礎。 

2. 本次課程由 PELS/IES 支會與EDS支會共同合作，清大與交大的相關教授也積極協助辦理

本次課程，參與的學員接近一半是 IEEE 會員，顯示這次活動為本地的會員提供質量均

優的專業資訊。 

3. 授課教授 Dr. Leo Lorenz 為電力電子及功率半導體的專家，為 IEEE Fellow，並擔任 IEEE 

Distinguished Lecturer。藉本次來訪與國內學者專家交流，為後續的合作奠定開端。 

 

 

 

 

 

需繳交資料： 

1. 活動文章（約500字，MS-Word格式，中英文版各乙篇） 

2. 照片2-4張（JPEG檔/300dpi） 

※ 上述資料請自行登錄於分會網頁，並將電子檔e-mail至翁如屛  

      (jessicaweng@cc.nctu.edu.tw)信箱。 



Dr. Leo Lorenz (Infineon Technology, CHINA), an IEEE Distinguished Lecturer and an IEEE 

Fellow, is invited by Professor Chih-Fang Huang and Professor Po-Tai Cheng of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Power Technologies (CAPT),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NTHU), 

TAIWAN to hold a workshop entitled “Power 

Semiconductor Devices and Design Criteria” 

during August 10-14, 2009 in Hsinchu, 

TAIWAN. This workshop drew nearly 100 

participants, 60 from the nearby Hsinchu Science 

Industry Park (HSIP), a semiconductor industry 

power house of Taiwan, and  40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power electronics or semiconductor 

devices. This 15-hour workshop covers 

fundamental semiconductor physics, operating 

principles of main power devices such as power 

diodes, MOSFETs, and IGBTs, limiting factors, 

driving and protection of power devices. This workshop offer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industry/academic of power electronics and power semiconductor devices to share experiences, 

and to develop better mutual understandings for  future cooper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workshop, Professor Chih-

Fang Huang, presented a plaque to show our 

appreciation. The plaque reads “Presented to Dr. 

Leo Lorenz for the inspring lectures and 

persistent dedications”, and “啟迪新智 ” in 

Chinese. 

 

 

This event is co-sponsored by PELS/IES joint chapter, EDS chapter, and Taiwan Power 

Electronics Association co-organize this workshop with CAPT-NTHU.   

 



 

本次短期課程很榮幸的能夠邀請到英飛凌(Infineon)中國分公司的 Dr. Leo 

Lorenz 擔任講師。他是 IEEE Fellow 同時為 IEEE EDS 的 Distinguished Lecturer，

發表超過 200 篇期刊及研討會論文，是國際上在功率半導體元件領域非常知名的一位

專家。課程由清華大學電機系先進電源科技中心的黃智方及鄭博泰兩位教授規劃，課

程的主題為”功率半導體元件與設計準則“，日期從九十八年八月十日開始至十四日

止，地點在清華大學資電館。本次課程吸引了近一百名參加，六十位左右從新竹科學

園區來的業界專家，以及四十位左右從各個學校(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元智大學)來

的教授和學生，主要是電力電子和半導體元件領域。這個十五小時的課程內容涵蓋了

基本的半導體原理及主要的功率元件操作原則，包括二極體、MOSFETs 和 IGBTs 的介

紹，以及功率元件操作的限制條件、損害機制、和驅動及保護電路的設計等等。這個

課程同時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可以讓來自業界及學界的專家，以及電力電子和半導體元

件等不同領域的人才進行經驗的交流，並為未來可能的合作打開一扇大門。 

在課程的最後一天，清華大學電機系黃智方教授代表致贈了一面紀念牌給 Dr. 

Lorenz 以感謝他遠道而來及這些天的辛勞。牌上寫著”啟迪新智”及”Presented to 

Dr. Leo Lorenz for the inspiring lectures and persistent dedications”。 

這個課程為 IEEE Taipei section 所贊助的暑期課程之一，並由 IEEE PELS/IES 

chapter、IEEE EDS chapter、中華民國電力電子協會和清華大學先進電源科技中心等

單位共同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