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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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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得華 講座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學院機械工程系 機械固力 

2 王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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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晉良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電信 

4 王啟川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所) 能源 

5 古博文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運動健康研究所 教育(含體育) 

6 司黛蕊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人類 

7 朱瑾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材料 

8 江茂雄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海工 

9 艾沃克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數學 

10 何明修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 社會(含傳播) 

11 吳建瑋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所) 工業工程 

12 吳嘉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化工 

13 吳毅成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智慧計算 

14 呂俊毅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 

15 李永春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 機械固力 

16 李位仁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化學系(所) 化學 

17 李昇憲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自動化 

18 李美璇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肝膽胃腸 

19 李景輝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物理 

20 沈延盛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消化外科 

21 沈聖峰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生物多樣性 

22 阮麗蓉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 

23 周瑞生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 土木 

24 岳修平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暨研究所 科技、社會與傳播 

25 林財富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所) 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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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林頌然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系 醫工、骨科、幹細胞 

27 祁忠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電信 

28 邱信程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醫工、骨科、幹細胞 

29 邱博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 物理 

30 侯明宏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基因體暨生物資訊學研究所 化學 

31 段興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所) 化工 

32 洪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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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 

33 韋保羅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 

34 孫之元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 資訊教育 

35 徐茉莉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服務科學研究所 管理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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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祝平一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 

38 張孟凡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微電子 

39 張明熙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化學科暨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

學研究所 
醫學生化及分子生物 

40 張原豪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資訊工程 

41 張基成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所) 
應用科學教育 

42 戚樹誠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管理一 

43 莊家峰 特聘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控制 

44 許雅儒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地科 

45 郭呈欽 研究員 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細胞及系統醫學研究所 醫學生化及分子生物 

46 陳岳男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所) 物理 

47 陳亮嘉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自動化 

48 陳保中 特聘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環境與職業健康科學

研究所 
公衛及環境醫學 

49 陳冠能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微電子 

50 陳建中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暨研究所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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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陳建志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 地科 

52 陳瑞麟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哲學 

53 陳樂昱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經濟 

54 陳學禮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材料 

55 曾于恒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大氣 

56 黃國勝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控制 

57 楊明德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空間 

58 楊鎧鍵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學科暨研究所 心臟血管內科 

59 葉玉珠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資訊教育 

60 詹益慈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 化學 

61 詹迺立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科暨

研究所 
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 

62 廖仲麒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物理 

63 廖珮真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會計學系暨研究所 財會 

64 劉柏村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所) 光電 

65 劉紀蕙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文學二 

66 劉康慧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暨研究所 政治 

67 劉貴生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 高分子與纖維 

68 蔡忠潤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暨研究所 數學 

69 蔡維天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語言 

70 冀宏源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 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 

71 盧廷昌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所) 光電 

72 蕭述三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航太暨熱流 

73 賴惠玲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語言 

74 賴瑞陽 教授 長庚大學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醫工、骨科、幹細胞 

75 謝志昇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暨研究所 經濟 

76 謝淑蘭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學系 心理 



4 
 

序號 姓名 職稱 服務機構 學門專長 

77 謝森永 主治醫師 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胃腸肝膽科 肝膽胃腸 

78 羅傅倫 特聘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微生物免疫 

79 鐘楷閔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資訊工程 

80 顧正崙 副教授 長庚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微生物免疫 

註：以上名單依姓氏筆畫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