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11 年 8 月 1 日 

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清華特聘講座」名單 

學院別 系所別       姓名 

理學院 物理學系 果尚志 

理學院 物理學系 張敬民 

理學院 化學系 胡紀如 

理學院 化學系 劉瑞雄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宋信文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陳信龍 

人文社會學院 歷史研究所 黃一農 

生命科學院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江安世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吳誠文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張正尚 

半導體研究學院  林本堅 

※ 依本校組織架構表院系所序、同系所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2 
111 年 8 月 1 日 

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清華講座」名單 

學院別 系所別 姓名 

理學院 數學系 蔡孟傑 

理學院 物理學系 牟中瑜 

理學院 物理學系 朱創新 

理學院 物理學系 余怡德 

理學院 化學系 余  靖 

理學院 化學系 黃暄益 

理學院 化學系 廖文峯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呂世源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何榮銘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胡育誠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胡啟章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陳信文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方維倫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江國寧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李國賓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賀陳弘 

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彭宗平 

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葉均蔚 

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賴志煌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葉維彰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簡禎富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蘇朝墩 

原子科學院 分析與環境科學研究所 董瑞安 

人文社會學院 哲學研究所 楊儒賓 

生命科學院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 吳文桂 

生命科學院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 孫玉珠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王炳豐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林永隆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許健平 



3 
111 年 8 月 1 日 

國立清華大學111學年度「清華講座」名單 

學院別 系所別 姓名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吳財福 

科技管理學院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鍾經樊 

科技管理學院 科技管理研究所 洪世章 

※ 依本校組織架構表院系所序、同系所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4 
111 年 8 月 1 日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特聘教授」名單 

學院別 系所別 姓名 

理學院 數學系 王偉成 

理學院 數學系 張介玉 

理學院 數學系 陳國璋 

理學院 數學系 程守慶 

理學院 數學系 鄭志豪 

理學院 數學系 顏東勇 

理學院 物理學系 林秀豪 

理學院 化學系 林俊成 

理學院 化學系 陳建添 

理學院 化學系 黃國柱 

理學院 化學系 蔡易州 

理學院 統計學研究所 銀慶剛 

理學院 天文研究所 江國興 

工學院 化學工程系 衛子健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王訓忠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白明憲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陳榮順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張禎元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葉廷仁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葉哲良 

工學院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蔡宏營 

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朱英豪 

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周卓煇 

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游萃蓉 

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廖建能 

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戴念華 

工學院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闕郁倫 

 



5 
111 年 8 月 1 日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特聘教授」名單 

學院別 系所別 姓名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林則孟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吳建瑋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桑慧敏 

工學院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張瑞芬 

原子科學院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李  敏 

原子科學院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巫勇賢 

原子科學院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黃嘉宏 

原子科學院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曾繁根 

原子科學院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葉秩光 

原子科學院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梁正宏 

人文社會學院 語言學研究所 蔡維天 

人文社會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黃應貴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王雯靜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藍忠昱 

生命科學院 醫學科學系 莊永仁 

生命科學院 分子醫學研究所 徐瑞洲 

生命科學院 分子醫學研究所 焦傳金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王俊堯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黃能富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黃婷婷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王晉良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邱博文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徐碩鴻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張孟凡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張彌彰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楊尚達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趙啟超 

電機資訊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劉奕汶 

 



6 
111 年 8 月 1 日 

 

國立清華大學 111 學年度「特聘教授」名單 

學院別 系所別 姓名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陳煥宗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韓永楷 

科技管理學院 科技法律研究所 彭心儀 

科技管理學院 服務科學研究所 
徐茉莉 

Galit Shmueli 

科技管理學院 服務科學研究所 雷松亞 

※ 依本校組織架構表院系所序、同系所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