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交通大學名譽博士名錄

學年度
通過
日期

名  譽  博  士 學年度
通過
日期

名  譽  博  士

六十三 64.6.29 凌鴻勛 七十二 71.6.19 方賢齊

七十三 74.5.15 鄭鈞 七十四 75.4.30 林同棪

七十五 76.2.19 趙曾玨 七十六 77.5.11 孫運璿、王安

七十七 78.3.15 李國鼎、方復 七十八 19.3.14 高錕

七十九 80.2.27 殷之浩、厲鼎毅 八十 81.3.11 施振榮

八十一 82.3.17 吳大猷、潘文淵 八十三 84.5.24 鮑亦興、韓光渭

八十四 85.3.20 楊振寧 八十五 86.6.11 李遠哲、丘成桐

八十六 86.12.24 張忠謀、沈元壤 八十七 88.6 葛守仁、曹興誠

八十八 89.05.22 胡定華 八十九
89.05.30 
90.03.13 

張榮發
申學庸、宣明智

九十
91.01.04 
91.05.27 

徐旭東、苗豐強、曾繁城
證嚴法師、高行健、丁肇中

九十一
92.02.27 
92.05.12 

林懷民
辜振甫、Dan Maydan 

九十二
92.12.31 
93.05.21 

史欽泰、白文正、安藤忠雄
薩支唐

九十三 93.12.14 田家炳

九十四 95.1.3 
沈呂九、宋恭源、
Martin Gutzwiller 九十五 96.5.25 蔡明介

九十六 97.5.20 林義守 九十七 98.4.27 錢煦

九十八 98.12.31 Ahmed Zewail、余英時 九十九 100.3.2 翁啟惠、嚴凱泰 

一○○
101.1.4 

101.3.19 
胡正明、張懋中
尹衍樑、林百里

一○一
102.1.2 

102.4.22 
盧志遠、鍾肇政
劉文泰

一○二
102.11.28 

103.4.23 

林文伯、邱再興、姚鴻澤、
鄭崇華
黃馨祥、趙錫成、趙小蘭

一○四

104.9.24 

104.11.24 
105.5.3 

翁山蘇姬、馬佐平、梁次
震、趙安吉 
盧明光 
Asad M. Madni 

一○五
105.11.30 
106.4.7 

Henry Samueli 
黃仁勳

一○六 106.11.27 Alim-Louis Benabid、楊育民 

一○七
107.12.11 
108.4.24 

林行憲、蔡力行 
蘇姿豐 



國立交通大學傑出校友名錄 

學年度  通過 
日期 傑  出  校  友 學年度 通過 

日期 傑  出  校  友 

七十六  77.4.6 趙曾玨、殷之浩、郭南宏  七十七  78.3.15 黃輝、王適、施振榮  

七十八  79.3.14 淩宏璋、楊裕球  七十九  80.2.27 孔金甌、孔毅  

八十  81.3.11 王章清  八十一  82.3.17 胡定華 

八十二  83.3.16 簡明仁、曹興誠  八十三  84.3.22 宣明智、林榮生、盧志遠  

八十四  85.3.20 
陳豫、曾繁城、葉宏清、  
蔡南雄、黃炎松、林憲銘、  
黃河明、孫燕生、邱再興、  
周敢、石中光 

八十五  86.3.19 劉英達、張懋中、林建昌、
黃少華  

八十六  86.12.24 
陳榮祥、朱順一、黃顯雄、  
盧超群、蔡吉春、邱羅火、  
高次軒 

八十七  88.3.17 
盧宏鎰、黃廣志、杜書伍、
邰中和、李進洋、林元闓、
黃洲杰、唐揆 

八十八  
89.02.03 

 
 

89.05.30 

李廣益、林坤禧、林寶樹、 
許金榮、黃民奇、黃欽明、 
黃鋕銘、蔣澤蔭  
楊德昌、吳錦城 

八十九 90.03.13 
王伯群、甘信國、周良華、
林家和、張石麟、張若玫、
張紹堯、溫清章 

九十 91.01.04 
葉茂林、林洽民、易芝玲、
林行憲、林錫銘、宋學仁、
徐善可 

九十一 92.02.27 
成建中、林文伯、陳澧、陳
錦溏、張真誠、焦佑鈞、楊
育民、蕭瑞洋 

九十二 92.12.31 
王崇智、王遵義、林銘瑤、
姜長安、蔡義泰、鍾祥鳳、
羅達賢 

九十三 93.12.14 石靜雲、吳清源、卓志哲、
林紹胤、陳炘鈞 

九十四 95.1.3 

吳文燦、李炎松、李鴻裕、
施振強、施崇棠、陳永正、
陳炫彬、程天縱、葉儀晧、
劉文泰、潘健成 

九十五 95.12.29 余瑞礎、何慶延、柯志昇、
陳玉龍、陳陽闓 

九十六 
96.12.31 

 
97.2.27 

呂茂田、吳壽山、胡秋江、
劉克振、蔡豐賜、鮑益勤 
王德勝 

九十七 98.1.8 
杜家濱、汪秉龍、苟嘉章、
陳世煌、陳國源、劉佳明、
鄭光遠 

九十八 98.12.31 戈正銘、尹啟銘、邱英雄、
張威儀 九十九 100.3.2 陳榮華、管國霖 

一○○ 101.1.4 王啟尚、李志恩、李祖添、
郝挺、鍾子平 一○一 102.1.2 

招允佳、胡鈞陽、馬鴻方、
郭思平、楊立昌、廖婉君、
趙修平、魏勵志 

一○二 102.11.28 
王威、何泰舜、林志民、柯
子興、洪豐玉、黃重球、蘇
亮 

一○三 103.11.28 
王震華、何寶中、林志明、
范植谷、彭仲康、劉安之、
蔡福讚 

一○四 104.11.24 
吳盟分、林仁山、祁幼銘、
段鍾潭、徐炎廷、梁國屏、
郭艷光、蔡進發 

一○五 105.11.30 
王國材、古錦安、余孝先、
果尚志、梁華哲、陳立武、
馮展華、楊明道、劉人仰 

一○六 106.11.27 

李金忠、林盈熙、祁文中、
柯富仁、陳尚仁、陳家湘、
黃忠河、黃培城、黃嘉麟、
蔡啟庚 

一○七 107.12.11 
李西川、李明哲、林高洲、
陳益世、黃種智、劉恆、謝
繼茂、魏健宏、魏啟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