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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獲獎人名單 

 

序號 姓名 職稱 服務機構 學門專長 

1 王文基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歷史 

2 王國禎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自動化 

3 朱明文 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 物理 

4 朱家齊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 

5 江昭皚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暨研

究所 

森林水保及生工

生機 

6 余正道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暨研究所 數統 

7 吳志明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所） 材料 

8 吳炳飛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控制 

9 吳致平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所） 土木、水利 

10 李志鵬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電信 

11 李佳穎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語言 

12 阮雪芬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醫學生化及分子

生物 

13 林日璇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 社會(含傳播) 

14 林志平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所） 大地科 

15 林秀豪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 物理 

16 林春成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工工 

17 林珊如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資訊教育 

18 林盈達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資訊工程 

19 林皓武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所) 光電 

20 林聖智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藝術 

21 林慶炫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所） 高分子 

22 施臥虎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農藝、園藝及農

化 

23 胡振國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微電子 

24 胡曉真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文 

25 倪衍玄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 小兒醫學 

26 唐德成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生理學研究所 腎臟 

27 徐偉成 主治醫師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神經部 神經內科 

28 徐進鈺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區域研究及地理 

29 張仍奎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材料 

30 張文恭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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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張典顯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 

32 張始偉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 海工 

33 張譯尹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管理一 

34 曹恆光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化工 

35 梁茂昌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大地科 

36 莊皓鈞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管理二 

37 許博炫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財金及會計 

38 郭昶甫 主治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風濕過敏科 風濕免疫 

39 郭浩中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所) 光電 

40 陳志強 助理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皮膚 

41 陳宗嶽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漁業、水產 

42 陳宜廷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經濟 

43 陳俊安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醫學生化及分子生物 

44 陳信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所） 化工 

45 陳音頤 特聘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外文 

46 陳浩銘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化學 

47 陳素芬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

所 
科學教育 

48 陳凱風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 物理 

49 彭心儀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法律 

50 曾新穆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智慧計算 

51 黃宏宇 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 心理 

52 黃俊儒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科技、社會與傳播 

53 黃彥棕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數統 

54 黃暄益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化學 

55 楊宗霖 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耳鼻喉科 耳鼻喉 

56 楊德清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數學教育 

57 葉才明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寄生蟲及醫技與實驗

診斷 

58 葉秩光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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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劉說安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大地科 

60 蔡文田 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研究所 環工 

61 蔡文軒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政治 

62 蔡宏營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系 機械固力 

63 蔡東和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所） 數統 

64 蔡金吾 副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腦科學研究所 神經內科 

65 盧宗成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土木、水利 

66 盧明俊 教授 嘉南藥理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 環工 

67 盧彥伸 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腫瘤醫

學部 
腫瘤 

68 賴信志 教授 長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暨檢驗學系 
寄生蟲及醫技與實驗

診斷 

69 謝志成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微電子 

70 謝志豪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大地科 

71 謝建台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 化學 

72 謝銘倫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數統 

73 魏宏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電信 

74 蘇怡璇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基礎生物 

75 蘇順豐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控制 

76 饒達仁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航太暨熱流 

＊以上名單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