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4學年度「學術成就獎」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電機系 教授 王榮華   

食科系 教授 孫寶年   

河工系 教授 陳正宗   

海生所 教授 陳天任   

機械系 教授 劉進賢   

 

94學年度「青年學術研究獎」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人員 學術專長 備註 

電機系 教授 鄭慕德 Perinets、Embedded system  

光電所 教授 江海邦 應用光學、奈米光學、光電量測  

系工系 教授 葉為忠 計學力學、混凝土材料  

輪機系 教授 張文哲 電機、輪機、自動控制  

航管系 教授 李選士 智惠型決策、資料包絡分析、 

模糊理論 

 

 

94學年度「產學研究成就獎」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系工系 教授 柯永澤 船舶推進  

機械系 副教授 莊水旺 機械製造  



食科系 教授 陳榮輝 幾丁聚醣物化性質化妝品原料、 

載體生醫材料、皮膚敷料 

 

通識中心 副教授 曾子良 中國文學、民間文學、民俗學  

食科系 副教授 龔瑞林 細胞生物技術、腫瘤免疫學、 

免疫調節功能評估 

 

 

95學年度「學術成就獎」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生技所 教授 林棋財 生物科技  

食科系 教授 陳榮輝 幾丁聚醣等  

材料所 教授 朱瑾 薄膜材料等  

材料所 教授 李丕耀 材料科學  

環態所 教授 龔國慶 海洋科學  

 

95學年度「青年學術研究獎」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電機系 教授 羅文雄 微電、光電  

資工系 副教授 黃元欣 編譯器、平行處理  

系工系 教授 張建仁 計算力學、結構振動  

環資系 副教授 陳宏瑜 環境有機化學  

食科系 副教授 方翠筠 酵素學、蛋白質結構  



96學年度「學術成就獎」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輪機系 教授 林成原 燃燒、生質能源  

食科系 教授 李光敦 集水區水文學等  

材料所 教授 開物 材料科學  

材料所 教授 楊仲家 土木工程  

 

96學年度「青年學術研究獎」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食料系 副教授 吳彰哲 分子生物、生物技術  

資工系 副教授 程華淮 微分方程、演算法  

 

97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環資系 教授 何宗儒 海洋遙測、海洋物理  

應地所 教授 陳明德 海洋科學  

生技所 教授 林棋財 生物技術  

光電所 教授 江海邦 奈米光學  

機電系 教授 王星豪 金屬材料  

材料所 教授 蔡履文 材料科學、機械固力  

 



98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海生所 教授 黃將修 
浮游動物與珊瑚礁生物行為與生

態、雷射光學科技在海洋生物上之

應用、海洋生物攝食生態 

 

海生所 教授 張正 
浮游植物生態、細胞週期與族群生

長、分子生態 
 

環漁所 教授 蔣國平 海洋基礎生產學、浮游生物學  

材料所 教授 李丕耀 材料檢測、非晶質材料  

環態所 副教授 洪慶章 
海洋化學、海洋放射性化學、海洋

環境有機化學 
 

 

99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海生所 教授 劉秀美 
海洋微生物、海洋環境與污染、酵

素化學 
 

生技所 教授 林棋財 生物科技  

材料所 教授 開物 材料科學  

電機系 教授 羅文雄 微電、光電  

環資所 副教授 陳宏瑜 環境有機化學  

光電所 副教授 洪文誼 
有機光電半導體及元件、有機發光

元件、平面顯示器 
 

 

100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環態所 助理教授 周文臣 
 

 



生技所 教授 胡清華   

食科系 教授 吳彰哲   

環漁系 教授 李明安   

 

101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海洋系 教授 董東璟 海洋與海岸災害  

共教中心 教授 吳智雄 
中國古典海洋文學、臺灣現代海洋大

學、春秋學 
 

 

102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輪機系 副教授 王榮昌 
熱流實驗、3C電子熱傳技術 

 

海洋系 教授 梁興杰 水資訊學、空間資訊  

機械系 副教授 林資榕 半導體表面電漿子奈米雷射  

材料所 教授 梁元彰 電子材料與元件、光電能源材料  

光電所 教授 江海邦 應用光學、光電量測  

共教中心 副教授 顏智英 古典詩詞曲、章法學、海洋文學  

 

103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學術專長 備註 

環態所 副教授 蔡安益 海洋生態學、生態模式研究  



光電所 教授 林泰源 氮化鎵系列材料光電性質  

光電所 教授 洪文誼 物理學、有機光電半導體與元件  

海文所 副教授 應俊豪 近現代中外關係史、北洋外交史  

 

104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資工系 教授 謝君偉  

食科系 教授 吳彰哲  

 

106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語文教育組 教授 吳智雄  

航管系 教授 王文弘  

機械系 教授 林資榕  

 

 

 

 

 

 



107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海洋系 教授 何宗儒  

光電系 教授 林泰源  

航管系 教授 趙時樑  

光電系 教授 陳永逸  

應英所 教授 林綠芳  

光電系 副教授 梁興弛  

 

108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食科系 教授 龔瑞林  

海洋系 教授 魏志強  

光電系 教授 梁元彰  

海文所 教授 吳蕙芳  

 

109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師培中心 教授 王嘉陵  

環態所 副教授 識名信也  



110學年度「學術優良教師」獲獎人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備註 

運輸系 教授 湯慶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