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歷屆傑出成就獎得主名單 

 

姓名 職稱 專長 經歷 

第一屆 

蔣彥士 先生   農業 教育部長 
總統府秘書長 
中華斐陶斐榮譽學會會長 

第二屆 
馬哲儒 先生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 化工 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主任、所長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第三屆 
余光中 先生 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

授 
文學 臺師大、政大、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研究所所長  

施  敏 先生 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電子工程 美國貝爾研究室研究員 
超大型積體電路研究室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 

第四屆 
羅銅壁 先生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

試中心主任 
化學 國立臺灣大學教授、所長、院長、教務長、名譽教授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所長、副院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國加州大學客座研究員   

徐佳士 先生 雲門舞集基金會董事
長 

傳播理論與
政策 

中央日報副總編輯駐東北特派員 
國立政治大學系主任、院長 
考試院考試委員   

第五屆 
勞思光 教授 華梵大學哲學系教授 哲學 九十年行政院文化獎得獎人 

第六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教育部第四十六屆學術獎得獎人 
中央研究院院士 

第六屆 
胡  佛 先生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臺灣研究推
動委員會委員 
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
研究員 

政治學 中華民國政治學會政治行為委員 
會主席 
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 

吳  京 先生 國立成功大學水利及海
洋工程學系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水資源研
究中心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公共事務
研究中心主任 
中央研究院院士 
美國工程研究院院士 

水利及海洋
工程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教育部部長 



 

 

第七屆 

孫  震 先生 元智大學遠東經濟
講座教授 
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中央研究院評議員 

經濟學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講師、副教授、教授 
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國防部長 
行政院政務委員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 
中國經濟學會理事長 
傅爾布萊特學友會理事長 

第八屆 
曾志朗 先生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認知心理

學 
神經語言
學 
記憶、閱
讀歷程及
注意 

教育部部長 
陽明大學校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第九屆 
李家同 先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教

授 
資訊工程 美國聯邦衛生總署高級研究員 

美國海軍研究所研究員 
清華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所長 
清華大學計算機管理決策研究所所長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系主任 
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 
清華大學教務長兼代校長 
靜宜大學校長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長 

劉炯朗 先生 清華大學榮譽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
授 

資訊工程 麻省理工學院、伊利諾大學、清華大學、香港科技大
學等校教授 
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助理副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財團法人思源科技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理事長 
美國電子電機工程師學會院士 

第十屆 
彭旭明 先生 國立台灣大學教授 無機化

學、結晶
學 

美國西北大學，博士後研究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教授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化學所代理所長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系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副校長 

第十一屆 
葉嘉瑩 女士 中國南開大學中華古典

文化研究所所長 
中國古典詩
詞 

台灣大學教授 
輔仁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耶魯大學特別講座教授 
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 
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 

朱國瑞 先生 清華物理系徐賢修講座 離子物理 中央研究院院士 
總統科學獎 
教育部第一屆國家講座 



 

 

張文昌 先生 成功大學生科學院院長 生物醫學及
藥理學 

中央研究院院士 
成功大學講座教授 
教育部國家講座 
吳三連醫學獎 

第十二屆 
史欽泰 先生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

理學院院長 
資訊、半導
體、科技管
理 

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國際傑出講座學者  
史丹佛大學亞太研究中心傑出訪問學者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副院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工業研究所所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電子工業研究所工程師、中心主
任、副所長  
美國 Burroughs 公司資深工程師  
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清華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經濟部頒授一等經濟獎章  
 經濟部一等獎章  
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獎章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 Fellow  
國際電子電機工程學會（IEEE）Fellow 
美洲中國工程師學會成就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優秀青年工程師 

第十三屆 
王榮文 先生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 
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 

文化領域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智慧藏學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臺灣文創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俊彥 先生 國家講座教授 半導體元
件、半導體
物理及
ULSI 技術 

美國國家工程院海外院士 
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會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教育部國家講座 
潘文淵研究傑出獎 
IEEE 第三千禧獎章 
2006 年獲第三世界科學院工程科學獎 
日經亞洲科技獎  

詹世弘 先生 元智大學校聘教授  
遠東能源講座教授 

  元智大學校務顧問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工學及應用科學學院之
院長 
美國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卓越講座教授 
美國工業界支持的金屬燃燒財團法人主持人 
中華民國經建會顧問 
元智大學講座教授 
元智工學院能源中心主任 
系主任、正教授－先後於美國三所公私立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n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執教 
美國國立阿岡研究院研究員及美國國立阿岡研究
院顧問 
美國（G.E. , Tohnson Control Tnc. , ; Eclipse , 
Modine）等公司顧問 
美國機械工程學會太空及航空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際燃燒學會會議總主席及總主持人 
多次應美國及其他國家大學邀請，前往科技演講
主持美國太空署、國防部、國科會、國家研究院
及工業界等極多的研究計劃 
太平洋熱流工程中心董事 



 

 

數值流體力學及熱傳導年鑑雜誌編輯 
入選世界名人錄、美國名人錄、工程名人錄、科
技名人錄及美國科學名人錄 

第十四屆 
王  瑜 女士 臺灣大學教授  電子密度分

布與化學鍵 
金屬離子之
電子結構研
究 

紐約州立大學化學系博士後研究 
加拿大國科會化學所助理研究員 
臺灣結晶學會會長  
國科會自然科學發展處處長  
臺灣大學理學院院長  
亞洲結晶學會會長  
國際結晶學會電荷自旋動量密度學術委員會會長 
中國化學會誌主編  

許士軍 先生 元智大學教授 
臺灣評鑑協會理事長 

企業管理領
域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理事長 
臺灣產業管理評論總編輯 
中華亞太經濟與管理學會常務監事  
中國石油公司董事、常務董事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  
臺灣電力公司董事  
長庚醫工學院教授兼管理研究所長 
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兼院長 
新加坡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兼主任 
詹姆斯梅迪生大學客座教授 
政治大學企管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魏福全 先生 長庚大學醫學院院
長、整形外科教授 

醫學領域 長庚體系研發會主席  
中華民國整形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外科醫學會理事長  
國際顯微手術學會理事長 
世界重建顯微手術學會理事長 
國際顯微手術雜誌主編 

第十五屆 
司徒達賢 先生 政大企管系專任教授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
究院董事長 

企業管理領
域 

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副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公務人員教育中心副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系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策略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政治大學副校長 

林文月 女士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榮譽教授 

文學領域 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加州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捷克查理斯大學等校客座教授  
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  
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員  
第 14 屆國家文藝獎散文類獎  
第 19 屆國家文藝獎翻譯成就獎  
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紀念賞  
第 3 屆臺北文學獎 

廖一久 先生 第三世界科學院（現
改稱發展中世界科學
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科
學院動物研究所兼任
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講
座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講
座教授 

生物領域 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水產養殖研究計畫研究員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東港分所研究員兼分所長  
台灣省水產試驗所所長  
中央研究院評議會評議員  
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常務委員  
亞洲水產學會台灣分會首任會長  
社團法人台灣農學會理事、常務理事  
亞洲水產學會會長 
台灣水產學會理事長 
財團法人中華農學會董事 



 

 

第十六屆 
王國明 先生 元智大學工程學院講

座教授  
教育領域 臺北市政府市政顧問 

元智大學董事 
元智大學校長 
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院長 
東海大學董事 
亞東技術學院董事 
等 

李遠鵬 先生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
學系講座教授  

化學領域 APA Award, Asian and Oceanian Photochemistry 
Association 
中央研究院第二十七屆院士 
教育部第一屆及第四屆國家講座 
美國物理學會會士 
等 

第十七屆 
王靖獻 先生 華盛頓大學榮譽教授 文學領域 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姚仁祿 先生 大小創意齋共同創辦
人兼創意長  
大小媒體股份有限公
司創辦人兼執行長 
姚仁祿創意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創辦人兼執
行長 

文化領域 1988 DuPont Antron Design Award 
2000 新聞局金視獎教育文化節目主持人獎 
2004 廣播電視金鐘獎 主持人入圍 
2005 東海大學第 6 屆傑出校友 
2005 廣播電視金鐘獎研究發展獎 
等 

第十八屆 

黃春明 先生 黃大魚兒童劇團總監 
百果樹紅磚屋負責人  

文學領域 1994 創立黃大魚兒童劇團 
1998 榮獲第二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 
1980 獲吳三連文藝獎 
2000 金鼎獎推薦優良圖書，第 23 屆時報文學獎
推薦 
2002 中國文藝協會榮譽文藝將章 
2006 獲第 13 屆「東元獎」人文類-社會服務；第
7 屆「葛瑪蘭獎」 
2010 獲第 29 屆行政院文化獎 

鄭文韜 先生 
（鄭愁予） 

國立金門大學講座教
授 
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
授 

文學領域 教國團青年文藝獎 
中華民國國家文藝獎新詩獎 
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 
時報文學獎 
等 

顏鴻森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機
械工程學系教授/兼副
校長 

機械領域 1980.10 Best Paper Award 
1986-1995 傑出研究獎（榮獲 5 次） 
1995-2000 傑出人才講座 
2006 李國鼎榮譽學者 
2007-2010 教育部國家講座 
等 

   



 

 

第十九屆 

吳文星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
史系名譽教授 

歷史學領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系主任、文學院院長  
教育部青年創作發明獎甲等獎、大專教師著作獎  
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日本大學、中京大學客座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傑出校友  
臺灣歷史史料研究會會長  
臺灣教育史研究會會長 
 

張美惠 教授 臺大醫學院小兒科教
授  
臺大醫學院小兒科特
聘教授  
臺大醫學院肝炎研究
中心主任 
臺大講座教授 

醫學領域 2013 世界科學院獎（TWAS Prize），醫學科學獎
項 
2010 臺灣傑出女科學家獎 
2006 教育部學術獎 
2005 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 
2002 國際肝臟學會（IASL）Sheila Sherlock 獎 
1997 哈佛大學 Marvin L. Dixon 訪問教授講座 
1990-1993 國科會傑出獎 
1986 十大傑出女青年 
等 

 

陳  敏 教授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
理系終身教授 

物理學領域 MIT 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終身教授 
1995 歐洲物理學會獎 
2010IEEE 最佳論文獎 
等 
 

第二十屆 

李建興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
會教育系名譽教授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
究基金會教育文化組
召集人 

教育領域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教授、系主任 
教育部政務次長、常務次長、主任秘書、中等教
育司長 
國立臺北大學首任校長 
台灣首府大學、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南榮科技大
學等講座教授 
遠見天下文化基金會、歐豪年文化基金會、華視
文教基金會等董事 
等 

莊立民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豐學院
專任特聘教授 
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
人 

醫學領域 國家講座主持人 
臺灣大學特聘教授 
哈佛醫學院研究員 
等 

鄭芳田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講座教授 

生產製程、
製造領域 

行政院 2011 年傑出科技貢獻獎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工程處自動化學門召集人 
國立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製造工程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中山科學研究院電子研究所簡聘技監研究員 
等 

   



 

 

第二十一屆 

高嘉宏 先生 第 19 屆教育部國家
講座主持人 
臺灣大學終身職特聘
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
醫學研究所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臨床醫學 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 
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所長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肝炎研究中心主任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內科部主治醫師 
台灣肝病醫療策進會(ACT-LD)理事長 
台灣消化系醫學會(GEST)常務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病毒學會理事 
亞太肝病學會指導委員會(Steering Committee)委員 
等 

楊秋忠 先生 教育部終身榮譽講座
主持人 
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
境科學系講座教授 
國際生物科學聯合會
(IUBS)中華民國委員
會委員 
國際環境科學委員會
(SCOPE) 中 華 民 國 委
員會委員  

農化土壤科
技 

國立中興大學:副校長、講座教授、校務諮詢委員會
執行長、系主任 
教育部:終身榮譽國家講座主持人 
國科會:農化、土壤及環保學門召集人;農業環境科
學學門召集人 
中華永續農業協會理事長 
中華土壤肥料學會理事長 
美 國 夏 威 夷 大 學 : 熱 帶 農 業 及 人 力 資 源 學 院
(CTAHR)首位特聘訪問學者 
中央研究院第 31 屆院士 
等 

蔡文祥 先生 交通大學終身講座教
授 
交通大學資訊科技前
瞻研究中心主任 
影像處理與圖形識別
學會諮議委員 
亞洲大學資傳系兼任
講座教授 
亞洲大學校務顧問  

資訊科技 亞洲大學校長 
交通大學資科/資工系副教授、教授、代所長、系
主任；人社院代院長；電資研究中心副主任 
交通大學總務長、教務長、副校長及各校級委員
會執行秘書 
教育部學術獎、教學特優獎、傑出公務人員 
國科會 4 次傑出研究獎、2 次特約研究人員獎、
傑出特約研究人員獎 
東元科技獎 
中華民國傑出資訊人才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資訊榮譽獎章 
第 3 屆國家產業創新獎年度科專楷模獎 
等 

第二十二屆 

吳清基 先生 台灣教育大學系統總
校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
譽教授 
私立淡江大學講座教
授 

教育發展 擔任中華民國第二十四任教育部部長 
臺北市副市長 
臺北市教育局局長 
國立教育研究院籌備處主任 
教育部政務次長 
教育部常務次長 
行政院參事 
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長、技術職業教育司司長 

尉天驄 先生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
學系名譽教授 

  

文學領域 曾任《筆匯》、《文學季刊》、《中國論壇》等刊物
主編 
/作品《民族與鄉土》於 1983 年獲巫永福評論獎 
/作品《荊棘中的探索:我的讀書雜記》榮獲第 39
屆金鼎獎「圖書類出版獎:文學圖獎」 

劉扶東 先生 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
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
員兼所長 
義守大學兼任特聘講
座教授 

  

生物醫學科
學 

中央研究院第 29 屆院士 
中央研究院錢思亮院長講座 
榮獲花剌子模國際科學獎 
榮獲臺灣皮膚科學會呂耀卿紀念獎 
榮獲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Joan Oettinger 紀念獎 
現任臺灣研究皮膚學會理事長 
現任多個單位重要職位，如美國皮膚醫學會評議
委員會委員、數個皮膚與過敏方面科學期刊的編
輯委員、美國臨床研究學會選任會員、國家衛生
研究院董事會董事等 



 

 

第二十三屆 

許炳堅 先生 長庚大學電子工程學
系與資訊管理學系合
聘之講座教授、台灣
半導體產業協會產學
校園大使、交通大學
等 7 間大學之榮譽講

座教授 

電機工程領
域 

美國南加州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副教
授、正教授 
美國新思科技公司研究與發展處長 
台積電公司研究與發展處長 
長庚大學電子工程系與資訊管理系合聘講座教授 
國科會晶片系統國家型科技計畫人才培育召集人 

曾俊元 先生 國立交通大學終身講
座教授 

電子陶瓷領
域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材料工程研究所研究員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所副教授、教授、電子
研究所所長、教育部國家講座教授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材資系教授、工程學院院長、
副校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工材所顧問、科技部微電子學門
召集人 
經濟部技審會及技術處技審委員、亞洲鐵電協會
會長 

潘犀靈 先生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
教授兼清華講座、國
立清華大學光電所合

聘教授 

光電工程領
域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化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分校物理系及電機系訪問學
者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兼所
長 
日本大阪大學雷射工程研究所客座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學系訪問教授 

第二十四屆 

吳誠文先生 國立成功大學副校長 
國立清華大學特聘講
座教授、電機工程學
系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積體電
路設計技術研發中心
主任 
國立清華大學運動科
技中心顧問組召集人 
工研院 ARAC/TAC
顧問 
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
究所特聘專家 
經濟部智慧城鄉生活
應用補助計畫專業審
查會總召集人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常
務理事 
新竹市台大校友會理
事長；台大校友總會
理事 
全國大專院校軟式棒
球推展協會顧問 

電機工程 清華大學計算機與通訊中心主任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主任 
臺灣 IC 設計學會(TICD)理事/監事 
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經濟部半導體產業推動辦公室主任 
工研院系統晶片科技中心主任 
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所長 
經濟部通訊產業推動辦公室主任 
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 
台灣精密工程學會理事 
清華大學副校長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理事 
經濟部 4G 智慧寬頻應用城市補助計畫專業審查會
總召集人 
教育部顧問 
行政院科技會報首席評議專家室主任 
清華大學計算機與通訊中心主任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主任 
臺灣 IC 設計學會(TICD)理事/監事 
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院長 

林一平先生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系
統副校長 
國立交通大學終身講
座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
程系教授 

資訊工程 貝爾通訊研究公司(Bellcore)應用研究群 S 研究科
學家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子資訊中心副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系主任 
中央研究院合聘研究員 
國立交通大學講座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研發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代理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學院院長 
國立交通大學終身講座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中心主任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立交通大學副校長 
國科會副主任委員 
科技部政務次長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系統副校長 

陳培哲先生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附設醫院主治醫師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特聘講
座教授 
衛生福利部暨國立臺
灣大學傳染病防治趼
究 
及教育中心主任 

健康醫療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客座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肝炎研究中心主任 
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執行祕書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趼究所所長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醫學所究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