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講座名稱 姓名 學院 講座名稱 姓名 學院

俞國華榮譽講座 楊振忠 生科院 喜瑪拉雅榮譽講座 王秋桂 人社院

俞國華榮譽講座 李亦園 人社院 立青榮譽講座 劉兆玄 理學院

聯電榮譽講座 沈君山 理學院 俞國華榮譽講座 彭汪嘉康 原科院

曾繁城榮譽講座 張聖容 理學院 曾繁城榮譽講座 沈元壤 理學院

曾繁城榮譽講座 何丙郁 人社院 國聯光電榮譽講座 張立綱 工學院

國聯光電榮譽講座 張永山 工學院 國聯光電榮譽講座 何志明 工學院

新思科技榮譽講座 陳國慈 科管院 翁肇喜榮譽講座 蒲慕明 生科院

梅貽琦榮譽講座 余英時 人社院 孫運璿榮譽講座 李澤元 電資院

孫運璿榮譽講座 華雲生 電資院 孫運璿榮譽講座 葛守仁 電資院

梅貽琦榮譽講座 蕭啟慶 人社院 梅貽琦榮譽講座 劉炯朗 電資院

新竹國際商銀

榮譽講座
陳啟雲 人社院 徐賢修講座 朱國瑞 理學院

孫運璿榮譽講座 舒維都 電資院 沈巨塵榮譽講座 黃秉乾 生科院

台積電傑出講座 郭瑞年 理學院 台積電傑出講座 洪銘輝 工學院

動力機械榮譽講座 李進修 工學院 蒙民偉榮譽講座 劉炯朗 電資院

Bill Benter榮譽講座 張韻詩 電資院 清華榮譽講座 陳長謙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袁  旂 理學院 晶元光電榮譽講座 沈元壤 工學院

Morris Chang

傑出講座
史欽泰 科管院 孫運璿講座 沈君山 理學院

孫運璿榮譽講座 倪明選 電資院 國聯光電榮譽講座 郭  位 工學院

正文榮譽講座 沈元壤 理學院 晶元光電榮譽講座 廖俊智 工學院

徐賢修講座 龍應台 共教會 孫運璿榮譽講座 徐遐生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崔章琪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丘成桐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教授 錢嘉陵 理學院 旺宏電子講座 劉容生 電資院

清華榮譽講座 李天岩 理學院 晶元光電榮譽講座 程正迪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姚期智 電資院 力晶半導體講座 白田里一郎 電資院



孫運璿講座 趙光安 理學院 梅貽琦榮譽特聘講座 楊振寧 理學院

清華長青講座 彭汪嘉康 原科院 李國鼎講座 徐爵民 電資院

孫運璿榮譽講座 陳信雄 理學院 工學院榮譽講座 郭  位 工學院

清華榮譽特聘講座 江崎 玲於奈 電資院 工學院榮譽講座 杜經寧 工學院

工學院榮譽講座 張立綱 工學院 晶元光電榮譽講座 王中林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李碩彥 電資院 清華榮譽講座 Arthur J. Carty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吳建福
理學院

工學院
工學院榮譽講座 何志明 工學院

工學院榮譽講座 李述湯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鄭天佐 理學院

先進光源科技榮譽講座 江台章 理學院 清華講座教授 吳茂昆

清華「特聘講座教授」 翁啟惠 清華講座教授 賀端華

清華講座教授 伍焜玉 清華講座教授 李太楓

清華講座教授 龔行健 清華講座教授 李遠川

清華講座教授 李文雄 清華榮譽特聘講座 余英時 人社院

清華榮譽特聘講座 張忠謀 科管院 鈺寶科技榮譽講座 李家同 電資院

工學院榮譽講座 Satya N. Atluri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陳品山 科管院

清華榮譽講座 黃正德 人社院 Next Power菁英講座
夏幼南

Prof.Younan Xia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Pierre H. Dixneuf 理學院 孫運璿講座 吳成文 生科院

晶元光電榮譽講座
陳超群

Dr.Chau-Chyun Chen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張懋中 電資院

清華榮譽特聘教授 張有德 工學院 梅貽琦榮譽講座 劉兆玄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楊祖保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李文卿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張聖容 理學院 工學院榮譽講座 Richard S. Muller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朱經武 理學院 清華合聘講座教授 李靈峰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孔祥重 電資院 清華榮譽特聘講座教授 James D.Watson 生科院

清華榮譽講座教授 李壬癸 人社院 Next Power菁英講座 Brian A. Korgel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Sangtae Kim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劉國平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陳壽安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蔡石山 人社院

清華榮譽講座教
Clayton

Christensen
科管院 Next Power菁英講座

楊培東

Peidong Yang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朱國瑞 理學院 清華榮譽特聘講座
Dr. Noam

Chomsky
人社院

清華榮譽講座 陳守信 原科院 清華榮譽講座 蒲慕明 生科院

清華榮譽講座 黃秉乾 生科院 侯金堆講座 鄭克勇 電資院

梅貽琦講座 蕭啟慶 人社院 清華榮譽講座 王中林 工學院

侯金堆講座 謝光前 電資院 張忠謀講座 史欽泰 科管院

清華榮譽講座 張永山 工學院 孫運璿講座 馮達旋 理學院

侯金堆資深講座 陳壽安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橋本竹治 工學院

孫運璿講座 沈君山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彭森明
清華學

院

生命科學院榮譽講座 彭筱明 生科院 清華榮譽講座
邁可布洛威

Dr. Michael Buraway
人社院

清華榮譽講座 劉鴻文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鄭文韜(愁予) 人社院

清華榮譽講座 厲鼎毅 電資院 清華榮譽講座 張石麟 理學院

電資院榮譽講座 Dr. C. K. Toh 電資院 清華榮譽講座 李家同 電資院

清華「合聘講座教授」 趙  午 理學院 Next Power榮譽講座
Prof. Darrin

Pochan
工學院

侯金堆講座 馮達旋 理學院 孫運璿榮譽講座 李家同 電資院

孫運璿講座 陳文村 電資院 侯金堆講座 李文卿 理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錢致榕 共教會 清華榮譽講座
Dr.Irwin

M.jacobs
電資院

侯金堆講座 伍焜玉 生科院 清華榮譽講座
韋潛光

James Wei
工學院

蒙民偉榮譽講座 張韻詩 電資院 Next Power菁英講座 Yi Cui 工學院

工學院榮譽講座 錢  煦 工學院 清華榮譽講座 郭  位 工學院

清華榮譽獎座
黎念之

Norman N.Li
工學院 君山講座 楊振寧院士 物理系

清華榮譽講座
南施·卡特萊特

Dr. Nancy Cartwright
人社院 清華榮譽講座 李歐梵 中文系

孫運璿榮譽講座 中川明夫 電資院 Next Power菁英講座 John P.Fisher 化工系

清華榮譽講座 廖俊智 化工系 侯金堆講座 蕭  政 科管院



侯金堆講座 李家維 生科院 侯金堆講座 黃樹民 人社院

侯金堆講座 林本堅 電資院 清華榮譽講座 杜經寧 原科院

清華榮譽講座 Dr. Peter K. Liaw 工學院 榮譽訪問教授
Dr. Tian-Lih

Teng
工學院

力旺電子學術講座 黃能富 電資院 Next Power菁英講座 齊磊 化工系

侯金堆講座 臧振華 人社院 侯金堆講座 陳力俊 工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