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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職稱 服務機構 學門專長 

1 于富雲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 資訊教育 

2 牛道明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小兒醫學 

3 王朝諺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化學 

4 王道一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暨研究所 經濟學 

5 江彥生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 

6 何美泠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生理學科 
醫工、骨科、幹

細胞 

7 吳文偉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材料工程 

8 吳宗信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航太熱流 

9 吳明蒼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 公衛及環境醫學 

10 李三良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光電工程 

11 李正達 主治醫師 臺北榮民總醫院精神病部 精神醫學 

12 李永凌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研究所 
公衛及環境醫學 

13 李永銘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二 

14 周玉山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醫學生化及分子

生物 

15 林子平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 土木水利 

16 林先和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研究所 
公衛及環境醫學 

17 林宗賢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光電工程 

18 林郁真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環境工程 

19 林博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管理一 

20 林遠澤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哲學 

21 邱仲麟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學 

22 侯拓宏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微電子工程 

23 侯庭鏞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系 中醫藥學 

24 洪子聖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電信工程 

25 洪建中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 
醫學生化及分子

生物 

26 洪煌堯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 資訊教育 

27 洪樂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電信工程 

28 孫天心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語言學 

29 徐啟銘 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所） 大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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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徐嘉慧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語言學 

31 徐澔德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所) 大地科 

32 逄愛君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研究所 資訊工程 

33 張文豪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所) 物理 

34 張木彬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環境工程 

35 張育愷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所） 教育學(體育) 

36 張國浩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所) 工業工程 

37 張斐章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所) 大地科 

38 張禎元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固力 

39 曹譽鐘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工業工程 

40 梅津敬一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所 物理 

41 郭宗枋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化學 

42 郭維裕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財金及會計學 

43 陳文逸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 

44 陳全木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所） 
畜牧、獸醫及實

驗動物 

45 陳秀熙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與預防醫學

研究所 
公衛及環境醫學 

46 陳俊瑋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學系 物理 

47 陳則銘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所) 物理 

48 陳建隆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數統 

49 陳科宏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微電子工程 

50 陳淑惠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心理學 

51 陳維新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所） 能源 

52 陳聰富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暨研究所 法律 

53 游一龍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心理學 

54 童國倫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化學工程 

55 黃立民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 小兒醫學 

56 黃信誠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數統 

57 楊接期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資訊教育 

58 雷松亞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 管理學二 

59 趙昌博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自動化 

60 劉志銘 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內科 肝膽胃腸 

61 劉英麟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高分子 

62 劉校生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微生物學科（所） 微生物免疫 

63 劉祖乾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科學系 大地科 

64 劉福清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 基礎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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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歐昱辰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土木水利 

66 潘敏雄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 食品科學 

67 蔡少正 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生理 

68 蔡易州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所） 化學 

69 蔡清池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控制工程 

70 鄭兆珉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醫學工程 

71 鄭博泰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電力工程 

72 蕭顯勝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應用科學教育 

73 謝續平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資訊工程 

74 鍾國亮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智慧計算 

75 簡旭伸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區域學 

76 藍佩嘉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 社會學 

77 闕郁倫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材料工程 

78 魏福村 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 數統 

79 羅裕龍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固力 

80 蘇冠賓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神經科學與認知科學研究所 營養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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