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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榮譽教授 鄭清茂 男 92年6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92年5月21日91學年度第2學

期第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 榮譽教授 顏崑陽 男 93年6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
93年5月26日92學年度第2學

期第5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 榮譽教授
喬　健

(辭世)
男 94年6月 原住民民族學院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94年6月1日93學年度第2學期

第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 榮譽教授 鄭治明 男 94年6月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推薦
94年6月15日93學年度第2學

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5 榮譽教授
鄭文韜

(鄭愁予)
男 94年10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推薦

94年10月5日94學年度第1學

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6 榮譽教授 陳炘鈞 男 94年12月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推薦
94年11月30日94學年度第1學

期第5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7 榮譽教授 徐國士 男 95年4月 環境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原：自

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95年4月19日94學年度第2學

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8 榮譽教授 余序江 男 96年8月 管理學院 國際企業學系推薦
96年6月27日95學年度第2學

期第8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9 榮譽教授
王靖獻(楊牧)

(辭世)
男 96年10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校教評委員推薦

96年10月3日96學年度第1學

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0 榮譽教授 陳烜之 男 97年6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推薦
97年5月7日96學年度第2學期

第4次校教評會會審議通過

11 榮譽教授 刁錦寰 男 97年8月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推薦
97年6月4日96學年度第2學期

第6次校教評會會審議通過

12 榮譽教授
溫英幹

(辭世)
男 98年1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經濟學系推薦

97年12月31日97學年度第1學

期第7次校教評會會審議通過

13 榮譽教授 Carl R. Chen 男 98年1月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推薦
98年1月14日97學年度第1學

期第8次校教評會會審議通過

14 榮譽教授 張　力 男 98年1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校長及校教評委員推薦
98年1月14日97學年度第1學

期第8次校教評會會審議通過

15 榮譽教授 林基財 男 98年8月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推薦
98年6月17日97學年度第2學

期第6次校教評會會審議通過

16 榮譽教授
李永平

(辭世)
男 99年6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英美語文學系推薦

99年5月12日98學年度第2學

期第3次校教評會會審議通過

17 榮譽教授 李少如 男 100年2月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推薦
99年12月29日99學年度第1學

期第5次校教評會會審議通過

18 榮譽教授 吳中書 男 100年2月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推薦
100年1月12日99學年度第1學

期第6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19 榮譽教授
Louis P.White

(白路易)
男 100年8月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推薦

100年3月16日99學年度第2學

期第1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0 榮譽教授
Kaoru Tone

(刀根薰)
男 101年2月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推薦

100年12月28日100學年度第1

學期第7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1 榮譽教授 胡勝正 男 101年8月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推薦
100年6月13日100學年度第2

學期第7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2 榮譽教授 趙　寧 男 102年8月 海洋科學學院
海洋生物研究所（原:海洋生

物多樣性及演化研究所）推薦

101年6月26日101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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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榮譽教授 吳家瑩 男 103年2月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推薦
103年1月08日102學年度第1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4 榮譽教授
黃得瑞

(辭世)
男 103年2月 理工學院 校長推薦

103年3月12日102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5 榮譽教授 黃文樞 男 104年5月 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推薦
104年5月27日103學年度第2

學期第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6 榮譽教授 林志彪 男 104年5月 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推薦
104年5月27日103學年度第2

學期第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7 榮譽教授 楊維邦 男 104年6月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推薦
104年6月24日103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8 榮譽教授 夏禹九 男 104年6月 環境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推薦
104年6月24日103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29 榮譽教授 張仲儒 男 104年6月 電機工程學系推薦
104年6月24日103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0 榮譽教授 王文進 男 104年6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推薦
104年6月24日103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1 榮譽教授 許學仁 男 104年6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推薦
104年6月24日103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2 榮譽教授 賴芳伶 女 105年4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語文學系推薦
105年4月27日104學年度第2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3 榮譽教授
陳伯璋

(辭世)
男 105年08月 校教評委員推薦

105年06月22日104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4 榮譽教授 張真誠 男 105年11月 理工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推薦
105年11月16日105學年度第1

學期第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5 榮譽教授 童春發 男 106年02月 原住民民族學院 原住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推薦
106年01月04日105學年度第1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6 榮譽教授 高　長 男 107年2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公共行政學系推薦
106年11月8日106學年度第1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7 榮譽教授 張系國 男 107年5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華文文學系推薦
107年5月23日106學年度第2

學期第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8 榮譽教授 邱英雄 男 107年5月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推薦
107年5月23日106學年度第2

學期第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39 榮譽教授 高田敏文 男 107年6月 管理學院 會計學系推薦
107年6月20日106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0 榮譽教授 虞戡平 男 107年10月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推薦
107年10月31日107學年度第1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1 榮譽教授 陳紫娥 女 108年4月 環境學院 環境學院推薦
108年04月10日107學年度第2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2 榮譽教授 孫宗瀛 男 108年8月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推薦
108年04月10日107學年度第2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3 榮譽教授 蘇仲鵬 男 108年6月 理工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推薦
108年06月05日107學年度第2

學期第4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4
榮譽講座

教授
張顯達 男 109年11月 特殊教育學系推薦

109年10月28日109學年度第1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5 榮譽教授 林昭亮 男 110年3月 校教評委員推薦
110年3月17日109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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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榮譽教授 方銘健 男 110年3月 校長推薦
110年3月17日109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7 榮譽教授 潘小雪 女 110年4月 原住民民族學院 藝術學院院長推薦
110年4月28日109學年度第2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8 榮譽教授 高傳正 男 110年12月 花師教育學院 幼兒教育學系推薦
110年11月24日110學年度第1

學期第3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9 榮譽教授 翁明壽 男 111年4月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推薦
111年3月24日110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50 榮譽教授 浦忠成 男 111年5月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推薦
111年4月27日110學年度第2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51
榮譽講座

教授
龔鵬程 男 111年5月 共教會主委推薦

111年4月27日110學年度第2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52
榮譽講座

教授
林安梧 男 111年5月 共教會主委推薦

111年4月27日110學年度第2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53 榮譽教授 羅文增 男 111年5月 海洋生物研究所推薦
111年4月27日110學年度第2

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