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獲獎人姓名 職稱 服務機構 學門專長

1 丁詩同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動物科學技術學系暨研究所
畜產、營養、分子生物、生物

技術

2 孔慶昌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原子分子物理

3 王署君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醫學系神經學科 神經內科、頭痛、失智症

4 王蒞君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電信

5 司徒惠康  教授  國防醫學院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 微生物及免疫學

6 吳明賢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一般醫學科
腸胃學、分子生物學、內視鏡

學、流行病學

7 吳金桃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藝術學

8 吳國瑞  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癌症研究、檢驗醫學、幹細胞

擴增、分子生物

9 吳逸民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地震學、地震前兆與預警、地

球物理

10 吳漢忠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腫瘤生物學、分子病理學、病

毒學、生物化學

11 李文智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所） 環工

12 李貞德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學

13 李奭學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文學一

14 李瑩英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暨研究所 幾何與拓樸

15 杜正恭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所） 材料

16 周    佳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陸氣海交互作用、雲輻射、氣

候變異與變遷、全球暖化

17 周至宏  教授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控制

18 周明奇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物理

19 林世明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光電生物醫學研究中心

奈米生物技術、光電生物技

術、PicoMedicine 皮米醫學、

PicoMechanics 皮米力學、生物

晶片與感測器

20 林志忠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物理研究所 奈米電子光電物理

21 林唯芳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高分子

22 林煥祥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科學教育

23 邱子珍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植物生理學、分子生物學、生

物科技

24 姜堯民  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 財金與會計

25 施金元  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內科
內科學、胸腔重症醫學、超音

波學、分子生物學、肺癌

26 洪世章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科技管理

27 洪哲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熱流

28 倪衍玄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小兒科 小兒科學、消化學、肝臟學

29 卿建業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土木

30 徐國鎧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控制

31 袁小琀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蛋白質晶體學、電腦模擬、結

構生物學、蛋白質化學

32 高志明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環工

33 張小虹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文學二

34 莊萬龍  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內科
內科學、肝膽胰內科、消化器

內視鏡、基礎醫學、臨床醫學

35 許昭萍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理論與計算化學

36 許泰文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所） 海工

37 許瑛玿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 科學教育

38 許鉅秉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 交通管理

39 郭大維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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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陳于高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穩定同位素地球化學、地震地

質學、第四紀古環境

41 陳永富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物理學系（所） 光電物理

42 陳年興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所） 資訊教育

43 陳宏銘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電信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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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統計學、預防醫學、流行

病學

45 陳俊維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光電物理

46 陳錕山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微波遙測與通訊

47 湯京平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政治學

48 程舜仁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代數數論

49 馮展華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固力

50 黃書禮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區域研究與地理學

51 黃舒芃  副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法律學

52 黃暄益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所） 無機材料化學

53 黃榮芳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航太

54 黃慕萱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暨研究所 教育學--圖資

55 楊台鴻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工程學研究所 醫工

56 楊吉水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 物理有機與計算有機化學

57 楊燿州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自動化

58 楊鏡堂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熱流

59 葉俊顯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經濟學

60 廖聰明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電力

61 劉承賢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機械固力

62 劉晨鐘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 資訊教育

63 劉進賢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土木

64 潘敏雄  教授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水產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技、化學癌瘤、保健食

65 蔡少正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基礎醫學、譯轉醫學、生物資

訊、生理學

66 蔡佳醍  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內科
心臟學、心導管、心律不整、

分子生物學、遺傳學

67 蔡明璋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社會學

68 鄧熙聖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所） 化工

69 鄭木海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光電

70 賴明治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所） 數值分析與計算數學

71 簡禎富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所） 工工

72 藍    亭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哲學

73 羅錦河  教授  義守大學營養學系 腸胃科、肝膽科、臨床醫學

74 蘇芳慶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 醫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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