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獎勵項目 獎勵人員 職稱 系所

1 傑出講座 梁定澎 教授 資管系

2 傑出講座 謝曉星 教授 機電系

3 中山講座 翁金輅 教授 電機系

4 中山講座 陳鎮東 教授 海地化所

5 西灣講座 吳致寧 教授 經濟所

6 西灣講座 沈博彥 教授 材光系

7 西灣講座 林煥祥 教授 通識中心

8 西灣講座 洪文俊 教授 生醫所

9 西灣講座 徐洪坤 教授 應數系

10 西灣講座 陳永睿 教授 光電系

11 西灣講座 黃志青 教授 材光系

12 西灣講座 鄭木海 教授 光電系

13 西灣講座 黎景輝 教授 應數系

14 西灣講座 魏蓬生 教授 機電系

15 特聘教授(學術研究類) 林慶勳 教授 中文系

16 特聘教授(學術研究類) 高志明 教授 環工所

17 特聘教授(學術研究類) 陳年興 教授 資管系

18 特聘教授(學術研究類) 陳英忠 教授 電機系

19 特聘教授(學術研究類) 楊弘敦 教授 物理系

20 特聘教授(學術研究類) 盧展南 教授 電機系

21 特聘教授(學術研究類) 謝建台 教授 化學系

22 特聘教授(產學研究類) 王朝欽 教授 電機系

23 特聘教授(產學研究類) 張鼎張 教授 物理系

24 特聘教授(產學研究類) 黃英哲 教授 資工系

25 特聘年輕學者 Robert Rieger 副教授 電機系

26 特聘年輕學者 朱訓鵬 教授 機電系

27 特聘年輕學者 吳基逞 副教授 企管系

28 特聘年輕學者 林哲信 教授 機電系

29 特聘年輕學者 邱文彬 教授 教育所

30 特聘年輕學者 莊豐權 副教授 物理系

31 特聘年輕學者 郭紹偉 副教授 材光系

國立中山大學彈性薪資獲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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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各類講座及特聘類教授之獎勵期程依原核定之任期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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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獎勵項目 獎勵人員 系所 職稱

1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李明逵 電機系 教授

2 績優教師（產學研究類） 李錫智 電機系 教授

3 績優教師（產學研究類） 林根煌 電機系 教授

4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林惠民 電機系 教授

5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洪子聖 電機系 教授

6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莫清賢 電機系 教授

7 績優教師（產學研究類） 陳遵立 電機系 教授

8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劉承宗 電機系 教授

9 績優教師（產學研究類） 黃義佑 電機系 副教授

10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葉家宏 電機系 助理教授

11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光灼華 機電系 教授

12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李榮宗 機電系 教授

13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邱源成 機電系 教授

14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黃永茂 機電系 教授

15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潘正堂 機電系 教授

16 績優教師（產學研究類） 蔡得民 機電系 教授

17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錢志回 機電系 教授

18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李宗南 資工系 教授

19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楊昌彪 資工系 教授

20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賴威光 資工系 教授

21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范俊逸 資工系 副教授

22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張雲南 資工系 副教授

23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謝克昌 材光系 教授

24 績優教師（產學研究類） 周明奇 材光系 副教授

25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蘇威宏 材光系 副教授

26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多賀秀德 光電系 教授

27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張弘文 光電系 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彈性薪資獲獎名單 (工學院)
(99年教學研究獎勵獲獎名單，新法稱「績優教師」)



編號 獎勵項目 獎勵人員 系所 職稱

28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賴聰賢 光電系 教授

29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林宗賢 光電系 副教授

30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張美濙 光電所 副教授

31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黃文堯 光電系 副教授

32 績優教師（產學研究類） 周明顯 環工所 教授

33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袁中新 環工所 教授

34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陳康興 環工所 教授

35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楊金鐘 環工所 教授

36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樓基中 環工所 教授

37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李志鵬 通訊所 教授

38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郭志文 通訊所 教授

39 績優教師（教學研究獎勵） 王藏億 通訊所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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