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 榮譽名稱 獲獎年度 獲獎人 備註 

 

科技部 

2020未來科技

獎 
109 

  劉千義教授(太遙中心) 

  蘇清源教授(機械系) 

  黃貞翰助理教授(生醫系) 

  曹恆光教授(化材系) 

  林能暉教授/林唐煌教授(大

氣系/太遙中心) 

  劉正彥教授(太空系) 

https://bit.ly/3gCDw

QN 

2019未來科技

突破獎 
108 

  馬國鳳教授(地科系) 

  陳建志教授(地科系) 

  樋口亞紺教授(化材系) 

  林唐煌教授(太遙中心) 

  趙吉光副教授(太空所) 

  陳彥宏教授(光電系) 

  辛裕明教授(電機系) 

  黃貞翰助理教授(生醫系) 

https://www.futuret

ech.org.tw/futuretec

h/index.php?action=

winner_list&web_lan

g=zh-tw 

台法科技獎 103 許樹坤教授(環境中心) 
2014年台法科技獎揭

曉! 

傑出研究獎 

109 
  陳建志教授(地科系) 

  蕭述三教授(機械系) 
 

108 
  劉說安教授(太遙中心) 

  曹恆光教授(化材系) 
 

107 

  張木彬教授(環工所) 

  陳文逸教授(化材系) 

  陳建隆教授(數學系) 

  楊接期教授(網學所) 

    為期三年 

106 

吳春桂教授(太陽能中心) 

徐國鎧教授(電機系) 

楊鎮華教授(資工系) 

董家鈞教授(應地所) 

劉晨鐘教授(網學所) 

為期三年 

http://www.voila.tw/sciences/2014/11/14/2014%E5%B9%B4%E5%8F%B0%E6%B3%95%E7%A7%91%E6%8A%80%E7%8D%8E%E6%8F%AD%E6%9B%89-%EF%BC%81/
http://www.voila.tw/sciences/2014/11/14/2014%E5%B9%B4%E5%8F%B0%E6%B3%95%E7%A7%91%E6%8A%80%E7%8D%8E%E6%8F%AD%E6%9B%89-%EF%BC%81/


蕭述三教授(機械系) 

105 

阮啟弘教授（認知所） 

陳文屏教授（天文所） 

陳攸華教授（網學所） 

為期三年 

104 李錫堤教授(應地所) 為期三年 

103 
孫慶成教授(光電系) 

劉正彥教授(太空所) 
為期三年 

102 

張元翰教授(物理系) 

阮啟弘教授(認知所) 

林法正教授(電機系) 

綦振瀛教授(電機系) 

為期三年 

101 

司徒尉教授(英文系) 

劉子鍵教授(學習所) 

陳建隆教授(數學系) 

王存國教授(資管系) 

陳建志教授(地科系) 

為期三年 

100 

徐國鎧教授(電機系) 

陳錕山教授(太遙中心) 

劉晨鐘副教授(網學所) 

為期三年 

99 

阮啟弘副教授(認知所) 

林法正教授(電機系) 

郝玲妮教授(太空所) 

傅承德教授(統研所) 

楊鎮華教授(資工系) 

劉正彥教授(太空所) 

為期三年 

98 

王存國教授(資管系) 

孫慶成教授(光電系) 

馬國鳳教授(地科系) 

陳彥良教授(資管系) 

綦振瀛教授(電機系) 

顏上堯教授(土木系) 

為期三年 

97 
李正中教授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為期三年 

96 徐子民教授(物理系) 為期三年 

95 劉正彥教授(太空所) 為期三年 

93 
曹恒光教授(化材系) 

陳志臣教授(機械系) 
為期三年 



王金龍教授(數學系) 

林法正教授(電機系) 

92 

顏上堯教授(土木系) 

王文俊教授(電機系) 

陳彥良教授(資管系) 

朱延祥教授(太空所) 

李光華教授(化學系) 

蔡武廷教授(水文所) 

為期三年 

91 

綦振瀛教授(電機系) 

陳國棟教授(資工系) 

范國清教授(資工系) 

李清庭教授(光電所) 

張森林教授(財金所) 

顏娟英教授(藝研所) 

為期三年 

89 

范國清教授(資工系) 

黎璧賢教授(物理系) 

王文俊教授(電機系) 

馬國鳳教授(地科系) 

李弘謙教授(物理系) 

陳國棟教授(資工系) 

王金龍教授(數學系) 

為期二年 

88 

王存國教授(資管系) 

顏上堯教授(土木系) 

李清庭教授(光電所) 

胡紀如教授(化學系) 

為期二年 

87 

陳德懷教授(資工系) 

范國清教授(資工系) 

郝玲妮教授(太空所) 

王文俊教授(電機系) 

許順吉教授(數學系) 

為期二年 

86 

許健平教授(資工系) 

俞明德教授(財金系) 

黃清勇教授(大氣系) 

為期二年 

85 
陳德懷教授(資工系) 

伊林教授(物理系) 
為期二年 

84 
許健平教授(資工系) 

闕志鴻教授(天文所) 
為期二年 



胡紀如教授(化學系) 

83 

張憶壽教授(數學系) 

趙寄昆教授(太空所) 

陳德懷教授(資工系) 

伊林教授(物理系) 

王國雄教授(機械系) 

為期二年 

82 
許健平教授(資工系) 

郭富雄教授(太空所) 
為期二年 

81 

楊潔豪教授(應地所) 

陳景森教授(大氣系) 

王國雄教授(機械系) 

張進福教授(電機系) 

歐陽嶠暉教授(環工所) 

王丕承教授(工管所) 

胡紀如教授(化學系) 

為期二年 

80 陳台琦教授(大氣系) 為期二年 

79 

伊林教授(物理系) 

王乾盈教授(地科系) 

王國雄教授(機械系) 

陳景森教授(地科系) 

王丕承教授(工管所) 

為期二年 

78 郭富雄教授(太空所) 為期二年 

77 

李亞君教授 

薛琦教授 

許順吉教授(數學系) 

為期二年 

76 
羅俊雄教授 

鄭光甫教授 
為期二年 

75 許順吉教授(數學系) 為期二年 

特約研究人員

獎 

104 
顏上堯教授(土木系) 

王存國教授(資管系) 

為期三年 

(可連續兩次) 

101 顏上堯教授(土木系) 

96 許順吉教授(數學系) 

95 
李光華教授(化學系) 

王文俊教授(電機系) 

94 范國清教授(資工系) 

90 陳德懷教授(資工系) 



胡紀如教授(化學系) 

89 許健平教授(資工系) 

88 伊林教授(物理系) 

86 王國雄教授(機械系) 

傑出特約研究

員獎 

110 林法正教授(電機系)  

110 王存國教授(資管系)  

107 顏上堯教授(土木系)  

102 王文俊教授(電機系)  

100 范國清教授(資工系)   

96 陳德懷教授(資工系)   

94 許健平教授(資工系)   

93 伊林教授(物理系)   

92 黃興燦教授(資工系)   

91 王國雄教授(機械系)   

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 

110 胡偉帆副教授 (數學系)   

110 黃世豪助理教授(數學系)  

110 彭淑卿助理教授(財金系)  

109 吳育仁副教授 (機械系)  

109 林建廷副教授(英文系)  

109 張明中助理教授(統研所)  

109 郭力維副教授(地科系)  

109 劉振良副教授(化材系)  

107 魏福村(數學系)  

106 江村剛志副教授(統研所)  

105 郭陳澔教授(地科系)   

104 
郭家銘副教授(物理系) 

張起維副教授(太空所) 
  

103 

黃道明副教授(英文系) 

余欣珊副教授(物理系) 

孫亞賢副教授(化材系) 

陳正一助理教授(電機系) 

  

102 張鴻壄副教授(電機系)   

101 楊舒芝教授(大氣系)   

99 許晉瑋副教授(電機系)   



98 楊接期副教授(網學所)   

96 

李柏磊副教授(電機系) 

許正雄副教授(數學系) 

陳建志副教授(地科系) 

  

95 
陳啟昌副教授(光電所) 

劉晨鐘助理教授(網學所) 
  

94 
邱兆民副教授(資管系) 

黃武元助理教授(網學所) 
  

91 
張森林教授(財金系) 

王金龍教授(數學系) 
  

中華教育文化

獎學術獎 
91 陳德懷教授(資工系)   

績優技術獎 98 李正中教授(光電系)   

傑出技術移轉

貢獻獎 

105 劉正毓教授   

103 曾清秀教授   

102 陳志臣教授   

101 
綦振瀛教授 

吳春桂教授 
  

99 孫慶成教授   

98 李正中教授(光電系)   

績優技轉中心

獎 

102 國立中央大學   

101 國立中央大學   

100 國立中央大學   

99 國立中央大學   

98 國立中央大學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

中心(NCTS) 

年輕理論學者

獎 

104 
沈俊嚴助理教授(數學系) 

彭勇寧助理教授(數學系) 
  

97 李明憶教授(數學系)   

95 許正雄教授(數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