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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職稱 服務機構 學門專長 

1 刁維光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化學 

2 王炳豐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資訊工程 

3 王振男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 數統 

4 王啟川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能源 

5 王署君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 神經內科 

6 王蒞君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電信工程 

7 成佳憲 
教授且兼任放射腫

瘤科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腫瘤醫學研究所 放射核醫 

8 朱英豪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物理 

9 牟中瑜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學系（所） 物理 

10 吳孟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 

11 吳春桂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新世代太陽能研究中心 化學 

12 吳嘉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化學工程 

13 呂妙芬 教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歷史 

14 李永春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機械固力 

15 李玉郎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所） 化學工程 

16 李景輝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物理 

17 卓夙航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新藥開發研究所 神經內科 

18 周泰立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 心理 

19 周瑞生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土木水利 

20 林光輝 教授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 
醫學生化及

分子生物 

21 林建宏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所） 大地科 

22 林財富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所） 環境工程 

23 林淑宜 副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 化學 

24 邱兆民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管理二 

25 邱麗珠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腦與心智科學研究所 藥學 

26 洪聰敏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教育 

27 徐國鎧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控制工程 

28 徐善慧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醫學工程 

29 翁詠祿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電信工程 

30 張介玉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 數統 

31 張玉明 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 物理 

32 張孟凡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微電子工程 

33 許育進 教授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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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許博翔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系內科學科 肝膽胃腸 

35 郭伯臣 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資訊與測驗統計研究所 數學教育 

36 郭泰豪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微電子工程 

37 郭紘志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醫工、骨科、

幹細胞 

38 郭紹偉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高分子 

39 陳立宗 特聘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 腫瘤 

40 陳信希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智慧計算 

41 陳冠能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微電子工程 

42 陳智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材料工程 

43 陳琪芳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海洋工程 

44 陳達仁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機械固力 

45 陳寶蓮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管理一 

46 黃玲惠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醫工、骨科、

幹細胞 

47 楊芳瑩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科學教育 

48 楊鎮華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系 資訊教育 

49 葉國楨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基礎生物 

50 董家鈞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 大地科 

51 詹森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大地科 

52 廖咸浩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外文 

53 趙煦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光電工程 

54 劉子鍵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資訊教育 

55 劉全璞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所） 材料工程 

56 劉如熹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 化學 

57 劉志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電力工程 

58 劉浩澧 教授 長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醫學工程 

59 劉晨鐘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資訊教育 

60 潘俊良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分子醫學研究所 
醫學生化及

分子生物 

61 潘建興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數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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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蔡佳良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教育 

63 蔡坤志 副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肝膽胃腸 

64 蔡瑜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中文 

65 鄧述諄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科暨研究所 
生物化學及

分子生物 

66 鄭添祿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 
醫學生化及

分子生物 

67 蕭述三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航太熱流 

68 蕭高彥 教授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政治 

69 賴至慧 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社會 

70 賴炎生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所） 電力工程 

71 賴爾珉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基礎生物 

72 謝國雄 教授 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 社會 

73 謝森永 主治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胃腸肝膽科 肝膽胃腸 

74 謝興邦 研究員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藥物研究所 藥學 

75 瞿志行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所） 工業工程 

76 羅傅倫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微生物免疫 

77 蘇慧貞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衛生科暨環境醫學研究所 大地科 

78 覺文郁 教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自動化工程系 自動化 

以上名單依姓氏筆劃順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