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獲獎統計（111.09更新）

除院士外，其餘獎項人數均為本系專任教師獲獎統計數

歷
年
累
計

中央研究院院士（含教師及系友獲獎選） 32 臺灣大學講座(人次) 17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7 臺灣大學特聘講座 8

中央研究院國家菁英講座主講人 1 臺灣大學特聘教授(人次) 14+16

教育部國家講座 7 臺灣大學傑出/優良教師 18+103

教育部學術獎 12 臺大理學院獎項 16+2

中國化學會學術獎章 18 臺大研究獎/傅斯年獎 3+2

中國化學會服務獎章 5 傑出人才基金會獎/金玉
學者獎

16+1

中國化學會青年化學獎章 13 中山學術獎 10

中國化學會會誌論文獎得獎(人次) 29 侯金堆榮譽獎 7

國科會特約研究員 9 有庠科技獎 9

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獎 9 斐陶斐榮譽會員 3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人次) 49 其他國內獎項 69

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6 國際獎項（含教師系友講座） 34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潘 貫
1958年 第 2 屆

錢思亮
1964年 第 5 屆

張傳烱
1976年 第11屆

李遠哲
1980年 第13屆

林聖賢
1984年 第15屆

羅銅壁
1986年 第16屆

陳長謙
1988年 第17屆

王正中
1992年 第19屆

王光燦
1994年 第20屆

翁啟惠
1994年 第20屆

陳良博
1996年 第21屆

何英剛
1996年 第21屆

彭旭明
1998年 第22屆

林秋榮
1998年 第22屆

龔行健
1998年 第22屆

劉 昉
2000年 第23屆

王惠鈞
2000年 第23屆

沈哲鯤
2000年 第23屆

洪明奇
2002年 第24屆

王 寬
2004年 第25屆

劉國平
2004年 第25屆

朱時宜
2006年 第26屆

李遠鵬
2008年 第27屆

王 瑜
2010年 第28屆

陳仲瑄
2010年 第28屆

美國國家
工程學院院士

陳超群
2005年

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彭旭明
2004年

陳長謙
2004年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李遠哲

翁啟惠

美國人文與
科學院院士

陳長謙
2010年

共
32
人

1986年諾貝爾化學獎 李遠哲

高德輝
2013年 第30屆

牟中原
2016年 第31屆

鍾邦柱
2017年 第32屆

劉扶東
2012年 第29屆

謝道時
2012年 第29屆

蔡明道
2012年 第29屆

鄭淑珍
2012年 第29屆



中央研究院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1)中研院院士 ★本系教師14：
1.(系友)李遠哲、彭旭明、林聖賢、羅銅壁、
王光燦、潘 貫、王 瑜、謝道時、陳仲瑄、
牟中原

2.(非系友)錢思亮、翁啟惠、劉國平、陳長謙
★畢業系友18：
張傳炯、王正中、何英剛、陳良博、林秋榮、
龔行健、王惠鈞、沈哲鯤、劉 昉、洪明奇、
王 寬、朱時宜、李遠鵬、劉扶東、蔡明道、
鄭淑珍、高德輝、鍾邦柱

(2)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陳昭岑2004、汪根欉2004、陸駿逸2003、楊吉水2003、
邱勝賢2007、陳振中2008、陳浩銘2018

(3)中研院國家研究菁英講
座會主講人

陸天堯87



教育部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1)教育部國家講座 彭旭明86-第1屆、陸天堯88-第3屆、牟中原89-第4屆、

王 瑜94-第9屆、周必泰97-第12屆、方俊民106-第21屆

、林金全108-第23屆、邱勝賢110-第25屆

(2)教育部學術獎 林耀堂60-第16屆、陳發清63-第19屆、劉廣定77-第32屆、

王光燦82-第37屆、彭旭明85-第40屆、王瑜87-第42屆、

陸天堯87-第42屆、周必泰91-第46屆、方俊民98-第53屆、

林金全103-第58屆、邱勝賢106-第61屆、劉如熹109-第64屆



中國化學會獎項獲獎名單
http://www.ccs.sinica.edu.tw/award.asp

獎項 獲獎名單
(1)學術獎章 林耀堂70、劉盛烈71、陳發清72、王光燦79、羅銅壁80、

彭旭明81、劉廣定83、方俊民86、郭悅雄87、黃良平89、
牟中原91、王 瑜93、林金全98、陸天堯101、周必泰102、
張煥宗104、邱勝賢106、劉如熹109

(2)服務獎章 楊寶旺85、王 瑜99、陳竹亭102、楊美惠108、彭旭明109

(3)傑出青年化學獎
章

劉如熹87、梁文傑88、張煥宗89、汪根欉91、楊吉水94、

陳振中95、邱勝賢96、陳 平99、邱靜雯103、陳浩銘106、

詹益慈107、徐丞志109、江建文110



國科會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1)國科會特約研

究員
第一屆：彭旭明、黃良平、蘇志明(84.8-90.7)85年度

第二屆：林金全、陸天堯(85.8-91.7)86年度

第三屆：王瑜、方俊民(86.8-92.7)87年度

第四屆：牟中原(87.8-93.7)88年度

第七屆：周必泰(91-96)91年度

(2)國科會傑出特
約研究員獎

91年：彭旭明、黃良平、蘇志明、林金全、陸天堯

92年：王瑜、方俊民

93年：牟中原

97年：周必泰



國科會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3)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

彭旭明75/77/79/82、黃良平76/78/80/82、蘇志明77/79/81、
林金全79/81/83、陸天堯78/81/83、王瑜76/79/84、

方俊民76/78/80/82/84、牟中原75/83/85、周必泰85/87/89、

郭悅雄78、陳竹亭81/83、林英智83、劉緒宗87、

張煥宗96、陳俊顯97/104、邱勝賢97/103、汪根欉99、

楊吉水100、劉如熹101/106、陳浩銘108、詹益慈109、

李弘文110

(4)國科會吳大猷先
生紀念獎

汪根欉95、邱勝賢96、邱靜雯104)、陳浩銘106、

詹益慈107、戴桓青108



台灣大學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1)臺灣大學講座 周必泰90-93，100.8.1-103.7.31，103.8.1-106.7.31，106.8.1-109.7.31，109.8.1-112.7.31

陸天堯95.6.2-98.6.1，98.8.1-101.7.31，101.6.2-104.7.31，104.8.1-105.7.31

彭旭明95.8.1-98.7.31，98.8.1-101.7.31，103.3.1-105.7.31，105.8.1-108.7.1

牟中原95.8.1-98.7.31，98.8.1-101.7.31，103.3.3-105.7.31、105.8.1-108.7.1

王 瑜97.8.1-100.7.31

(2)臺灣大學特約
/特聘講座

翁啟惠特聘研究講座，陳長謙特聘研究講座，王瑜特聘研究講座，
張啟光特聘講座教授，楊士成特聘講座教授，陸天堯特聘講座教授，
彭旭明特聘研究講座，牟中原特聘研究講座

(3)臺灣大學

特聘教授

1.彭旭明、王瑜、陸天堯、牟中原、周必泰、黃良平、蘇志明、林
金全、方俊民、林英智、劉緒宗、邱勝賢、陳俊顯、劉如熹

2.三年期特聘教授：
林英智(95.8.1-98.7.31，98.8.1-101.7.31)、劉緒宗(95.8.1-98.7.31，98.8.1-101.7.31)

張煥宗(97.8.1-100.7.31，100.8.1-103.7.31，106.8.1-109.7.31)

陳俊顯(99.8.1-102.7.31，105.8.1-108.7.31)

邱勝賢(99.8.1-102.7.31，102.8.1-105.7.31)、汪根欉(100.8.1-103.7.31)

楊吉水(102.8.1-105.7.31，106.8.1-109.7.31)、陳竹亭(103.8.1-106.7.31)、

劉如熹(105.8.1-108.7.31)、陳浩銘、李弘文、詹益慈(111.8.1-114.7.31)



台灣大學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4)臺大教學
傑出教師

方俊民87、陳逸聰89 林英智90 梁文傑91、周必泰92、金必耀93、汪根欉
94、劉緒宗95、陳振中96、蔡蘊明98、李弘文101、邱勝賢103、鄭原忠104、
詹益慈105、佘瑞琳108、鄭原忠109(全英)、王宗興110、許良彥110(兼任)

(5)臺大教學
優良教師

彭旭明87/陳竹亭、陳逸聰88/陳昭岑、汪根欉、梁文傑89/
劉春櫻、梁文傑90/劉春櫻、金必耀91/金必耀、佘瑞琳、陳昭岑92/
汪根欉、陳昭岑、羅禮強93/陳昭岑、邱勝賢94/
彭旭明、林英智、陳昭岑、邱勝賢、陳振中、佘瑞琳95/
陳竹亭、邱勝賢、陳昭岑、梁文傑、楊吉水、陸駿逸96/
邱勝賢、梁文傑、陳昭岑、陸駿逸、楊吉水、陳俊顯97/
李弘文、邱勝賢、張哲政、陸駿逸、陳俊顯98/李弘文、陳平、陸駿
逸、張哲政、楊吉水99/李弘文、佘瑞琳、陳俊顯、陸駿逸、鄭原忠、
羅禮強100/鄭原忠、邱勝賢、陳平、楊吉水、陳俊顯101/
鄭原忠、邱勝賢、佘瑞琳、陸駿逸、陳平、邱靜雯102/
陳平、陳俊顯、鄭原忠、張哲政、陸駿逸103/詹益慈、佘瑞琳、張哲
政、陸駿逸、王宗興104/梁文傑、邱靜雯、廖尉斯、王宗興105/
廖尉斯、陳振中、佘瑞琳、徐丞志、陳浩銘106/張哲政、陸駿逸、陳
俊顯、梁文傑、陳振中、戴桓青(全英)

107/李弘文、汪根欉、陳平、徐
丞志、江建文(全英)

108/徐丞志、楊吉水、王宗興、邱靜雯、邱勝賢109/
楊吉水、徐丞志、陳俊顯、陳平、邱靜雯110



台灣大學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5)臺大理學院教學優
良教師

★臺大理學院教學優良教師：

蔡蘊明、劉緒宗87/梁文傑、林萬寅、劉如熹88/

林金全、張煥宗89/金必耀、劉緒宗90/汪根欉92/ 

邱勝賢93/陳振中94/林英智、佘瑞琳96/佘瑞琳97/

佘瑞琳98

★臺大理學院青年學人獎：梁文傑88/張煥宗89

(6)臺大研究成就獎/研
究貢獻/傅斯年獎

臺大研究成就獎：陳昭岑、汪根欉93

臺大研究貢獻獎：劉如熹93-團隊

臺大傅斯年獎：劉春櫻、張煥宗94

(7)臺大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佘瑞琳及楊美惠102

教育實習合作團體獎：佘瑞琳106

(8)臺大教師服務獎 教師社會服務傑出獎：陳竹亭103



其他國內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1)傑出人才基金會 ★傑出人才講座：
羅銅壁84、陸天堯84、牟中原86、黃良平86、方俊民87、
王瑜90、陳俊顯105、汪根欉110

★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
李弘文96、陳平97、鄭原忠98、徐丞志104、Woo-Jin Yoo109

★年輕學者創新獎
邱靜雯104 、陳浩銘107、詹益慈108

(2)中山學術獎 劉盛烈60、黃良平78、王 瑜79、彭旭明80、方俊民81、劉廣定84、
林英智90、劉緒宗94、楊吉水105、劉如熹106

(3)侯金堆榮譽獎 黃良平83、彭旭明85、陸天堯87、牟中原88、周必泰95、
汪根欉104、劉如熹107

(4)有庠科技獎 有庠奈米科技講座：彭旭明2006-第四屆、牟中原2008-第六屆、
周必泰2012-第十屆、劉如熹2019-第十七屆

有庠奈米科技論文獎：張煥宗2008-第六屆、邱勝賢2009-第七屆、
陳俊顯2010-第八屆、劉如熹2011-第九屆、
汪根欉2017-第十五屆

(5)斐陶斐榮譽學會傑
出成就獎

羅銅壁88-第四屆、彭旭明94-第十屆、王瑜98-第十四屆



其他國內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6)其他獎
項

★國科會台法科技獎：彭旭明2008

★科技部總統科學獎：彭旭明2013、陳長謙2021

★臺灣傑出女科學家獎：王瑜2009第二屆

★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郭悅雄第三屆、方俊民第四屆

★傑出年輕金玉學者獎：邱靜雯2010

★台灣生技醫藥發展基金會TBF生技講座：方俊民2013.1

★教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佘瑞琳101年典範獎

★吳健雄學術基金會2015年第八屆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邱靜雯2015.3

★衛生福利部104年衛生福利專業獎章：何國榮2015.7

★陸天堯：莊守耕公益基金科學獎1993、 行政院傑出科學與技術人員獎83、
張昭鼎講座91、菁英講座92

★郭悅雄：王民寧獎94-第十五屆、杜聰明學術獎83、中國農化學會學術獎78、
中華林學會學術獎93

★李長榮福聚教育基金會傑出教授獎：邱勝賢106.1

★2017年台灣質譜學會獎章：何國榮106.6

★106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同心獎：佘瑞琳106.11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化工/材料科技)：劉如熹108.11



其他國內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6)其他獎
項(續)

★2020年台灣質譜學會青年學者研究獎：徐丞志109.6

★第二十六屆東元獎(科技類：化工/材料科技)：劉如熹108.11

★2020年台灣質譜學會青年學者研究獎：徐丞志109.6

★科技部 2021未來科技獎：劉如熹110.8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2021年光環論文獎：陳浩銘110.11



國際獎項獲獎名單
(含合聘教授講座及系友)

獎項 獲獎名單
(1)諾貝爾化學獎 ★李遠哲1986

(2)Tetrahedron Prize ★翁啟惠2022

(3)化學先驅獎 ★翁啟惠2022

(4)威爾許化學獎 ★翁啟惠2021

(5)沃爾夫化學獎 ★翁啟惠2014

(6)國際院士 ★第三世界科學院士:
彭旭明2004

陳長謙2004

劉國平2005(合聘教授)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李遠哲1979、翁啟惠2002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陳超群2005(系友)

★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陳長謙2010



國際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7)其他國
際獎項

★MIT下世紀國際有潛能之化學家：汪根欉88

★湯姆森卓越研究獎：汪根欉95

★IUPAC國際化學聯盟fellow：牟中原88

★第三世界科學院化學獎：彭旭明91

★2013年世界科學院化學獎：牟中原102

★Journal Awardees“ in 2007, the Synlett and Synthesis：邱勝賢、
陳昭岑

★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會長：李遠哲2008

★英國皇家化學會會士 (Fellow of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彭
旭明2009、周必泰2009、張煥宗2013

★日本學術振興會(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JSPS Fellow, FY2009：陸天堯
★2005亞洲光化學學會年輕學者獎：楊吉水
★2009亞洲化學聯盟傑出青年化學家獎：邱勝賢
★The Mr. and Mrs. Sun Chan Award in Organic Chemistry for 

2010：汪根欉



國際獎項獲獎名單
獎項 獲獎名單

(5)其他國際獎
項(續)

★亞洲暨大洋洲光化學學會學術成就獎：周必泰2012

★2013國際波動力學應用研發中心(CMOA)潛力科學家獎：鄭原忠
103.1

★意大利國家科學院「路易吉塔圖法利」化學獎：彭旭明103.6

★2015年世界科學院化學獎：周必泰104.11

★日本光化學協會2019 JPA Lectureship Award：陳浩銘108.9

★日本2021 (6th) Yoshida Prize (第六屆吉田賞)：汪根欉110.11

★2022 APACS - Outstanding Researcher Award (亞太催化傑出研究
學者獎)：陳浩銘1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