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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學門召集人名冊及學門代碼清單 

*職稱略 

機關 系所科別 
召集人 

姓名 
司處 學門中文名 學門代碼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胡曉真 人文司 文學一 H01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林若望 人文司 語言學 H04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 呂妙芬 人文司 歷史學 H06 

中央研究院 歐美研究所 蔡政宏 人文司 哲學 H08 

中央研究院 法律學研究所 李建良 人文司 法律學 H13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曾國祥 人文司 政治學 H14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程毅豪 自然司 統計 M01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馬偕紀念醫院 

內科 葉宏一 生科司 心臟醫學 B10K0 

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花蓮慈濟醫院 
小兒科 鄭敬楓 生科司 婦幼醫學 B10P0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

長庚科技大學 
健康產業科技研究所 黃聰龍 生科司 藥學及中醫藥學 B10D0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內科 莊萬龍 生科司 消化醫學 B10H0 

國立中山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 洪子聖 工程司 電信工程 E12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郭紹偉 工程司 高分子 E20 

國立中央大學 學習科技研究中心 劉晨鐘 人文司 資訊教育 HSS03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楊肅煜 自然司 數學 M02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學系 羅夢凡 自然司 物理 M03 

國立中央大學 大氣科學學系 余嘉裕 自然司 大氣 M06 

國立中央大學 水文與海洋科學研究所 李明旭 自然司 永續 M20 

國立中正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陳國榮 人文司 文學二 H05 

國立中興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所） 魏銘彥 工程司 環境工程 E11 

國立交通大學 人文社會系 簡美玲 人文司 人類學及族群研究 H09 

國立交通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所） 陳三元 工程司 材料工程 E06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 吳炳飛 工程司 控制工程 E61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所） 陳慶耀 工程司 
航太技術 、熱傳學及

流體力學 
E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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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所） 廖奕翰 自然司 化學 M04 

國立成功大學 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游一龍 人文司 心理學 H12 

國立成功大學 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林大惠 工程司 能源 E10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所） 鄭憲宗 工程司 資訊工程 E40 

國立成功大學 
微生物學科暨微生物及免

疫學研究所 
林以行 生科司 微免及檢驗醫學 B10C0 

國立成功大學 地球科學系（所） 饒瑞鈞 自然司 地科 M05 

國立成功大學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所） 羅偉誠 自然司 防災 M17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譚丹琪 人文司 管理一 H41 

國立政治大學 公共行政學系 杜文苓 人文司 科技、社會與傳播 HSS07 

國立清華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林文源 人文司 社會學 H17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蔡宏營 工程司 機械固力 E01 

國立清華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所） 胡育誠 工程司 化學工程 E02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所） 張孟凡 工程司 微電子工程 E14 

國立清華大學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葉秩光 工程司 醫學工程 E17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所） 
簡禎富 工程司 工業工程與管理 E50 

國立清華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李瑞光 自然司 物理 M03 

國立陽明大學 生理學研究所 李怡萱 生科司 形態及生理醫學 B10A0 

國立陽明大學 生理學研究所 李怡萱 生科司 生化及藥理醫學 B10B0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設計學研究所 李傳房 人文司 藝術學 H23 

國立嘉義大學 數理教育研究所 姚如芬 人文司 數學教育 HSS0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王怡舜 人文司 應用科教 HSS0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盧玉玲 人文司 科教實作 HSSB1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暨研究所 蔡崇聖 人文司 經濟學 H15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暨研究

所 
徐進鈺 人文司 區域研究及地理學 H23 

國立臺灣大學 會計學系暨研究所 王泰昌 人文司 財金及會計 H40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暨研究所 魏志平 人文司 管理二 H42 

國立臺灣大學 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孫啟光 工程司 光電工程 E15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劉志文 工程司 電力工程 E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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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莊永裕 工程司 智慧計算 E41 

國立臺灣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暨研究所 蔡孟勳 工程司 自動化 E60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暨研究所 
邱逢琛 工程司 海洋及造船工程 E80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內科 施金元 生科司 胸腔醫學 B10M0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內科 陳宜君 生科司 
血液、腫瘤、免疫及

感染醫學 
B10Q0 

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

物學科暨研究所 
詹迺立 生科司 生物科學 B20A0 

國立臺灣大學 農業化學系暨研究所 許正一 生科司 生農環境與多樣性 B30A0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暨研究所 王淑珍 生科司 農產資源科學 B30B0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暨研究所 李瑩英 自然司 數學 M02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系暨研究所 陳昭岑 自然司 化學 M04 

國立臺灣大學 地質科學系暨研究所 林立虹 自然司 地科 M05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暨研究

所 
蔡博文 自然司 空間 M2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劉惠美 人文司 教育學 H1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蔡今中 人文司 科學教育 HSS0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蔡今中 人文司 多元族群的科學教育 HSS0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陳正宗 工程司 土木水利工程 E09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蔣國平 自然司 海洋 M07 

國防醫學院 腎臟內科 林石化 生科司 
腎臟、泌尿及內分泌

醫學 
B10R0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醫院 

放射腫瘤科 林進清 生科司 工程醫學 B10G0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彰化基督教

醫院 

耳鼻喉科 陳穆寬 生科司 感官系統醫學 B10S0 

臺北榮民總醫院 神經醫學中心周邊神經科 李宜中 生科司 神經醫學 B10N0 

臺北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陳怡樺 生科司 社會醫學 B10F0 

輔仁大學 醫學系 葉炳強 人文司 醫學教育 HSS05 

靜宜大學 食品營養學系 張永和 生科司 食品與營養保健 B10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