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類別 姓名
畢業年

(民國)
公司名稱/單位 職稱

學術界 顏O和 56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教授(退休)

學術界 潘O闊 56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副教授(退休、歿)

學術界 鄭O海 57 國立中興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講座教授

學術界 陳O二 58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副教授(退休)

學術界 劉O光 59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電子系 教授(退休)

學術界 盧O鴻 60 高雄醫學大學/ 口腔醫學院牙醫學系 教授(退休)

學術界 吳O昆 62 中央研究院 院士

學術界 梁O浩 62 龍潭中山科學院 研究員

學術界 林O良 6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科學教育研究所 兼任助理教授
學術界 許O烈 64 龍華科技大學/ 實訊網路工程系 副教授
學術界 楊O發 64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系 副教授
學術界 余O興 65 國立台北技術大學/ 電機工程系 教授(退休)

學術界 黃O中 65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退休)

學術界 廖O三 65 逢甲大學/ 通訊工程學系 教授

學術界 蕭O美 66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副教授

學術界 余O仲 66 中研研究院/ 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員

學術界 張O政 67 逢甲大學/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 教授

學術界 洪O芬 69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核能研究所  研究員

學術界 巫O明 69 國立清華大學/ 數理教育研究所 副教授

學術界 林O吟 70 國立臺灣大學/ 凝態中心 研究員

學術界 黃O鄉 70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研究員

學術界 劉O基 70碩 彰化師範大學/ 物理系 副教授

學術界 周O 雄 71 國立中山大學/ 物理系 教授

學術界 黃O浩 71 亞東技術學院/ 電子工程系 副教授

學術界 喻O陽 72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設施應用組助研究員

學術界 蔣O齡 73 中國文化大學/ 物理系 副教授

學術界 黃O榮 75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系 教授

學術界 陳O男 75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教授

學術界 杜O宏 76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教授

學術界 陳O周 76碩 中國醫藥大學/ 中西醫結合研究所 副教授

學術界 馬O榮 77 國立東華大學/ 物理系 教授

學術界 李O憲 77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副教授

學術界 劉O麟 77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物理系 教授

學術界 周O文 77 黎明技術學院 副教授(退休)

學術界 鄒O毅 78 中國文化大學/ 物理系 教授

學術界 吳O端 78 南台科技大學/ 光電工程系 副教授

學術界 薛O中 78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教授

學術界 林O明 78碩 國立清華大學/ 院務中心應用科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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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 江O明 79 逢甲大學/ 物理教學中心 副教授

學術界 江O忠 79 明新科技大學/ 光電系統工程系 教授

學術界 李O傑 79 真理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學術界 張O 79碩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教授

學術界 王O盛 79碩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機械系 副教授

學術界 顧O 80 上海交通大學/ 物理與天文學院 教授(國家千人計畫2013)

學術界 陳O夆 80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學術界 游O吉 80 明新科技大學/ 服務事業管理研究所 助理教授

學術界 楊O君 80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副教授

學術界 張O明 81 國立東華大學/ 物理系 副教授

學術界 唐O中 82 國立清華大學/ 物理系 教授

學術界 鄭O懋 82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助研究員

學術界 李O育 82 國立中央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學術界 劉O村 83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學系 教授

學術界 胡O穎 83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學術界 余O忠 83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物理系 副教授

學術界 董O禮 85 淡江大學/ 物理學系 助理教授

學術界 高O凱 86 中山科學研究院 研究員

學術界 詹O全 86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專案副研究員

學術界 陳O亮 86 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學術界 黃O衍 88 國立台灣大學/ 物理系 助理教授

學術界 陳O炬 88 國立台東大學/ 應用科學系 副教授

科技業 阮O有 59 安歆達集團 執行長

科技業 黃O隆 60 上儀(股)公司 負責人

科技業 李O貴 60 皕好國際(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邱O成 60 匹得有限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蔡O典 61 金詩科技(股)公司 負責人

科技業 鍾O強 61 唐榮鐵工廠公司 董事長(退休)

科技業 何O 61 景漢實業(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嵇O良 62 美樂達(股)公司 負責人 

科技業 周O良 62 鈦昇科技(股)公司 副董事長(退休)

科技業 郭O良 62 駿融企業 負責人 

科技業 洪O獻 63 新日光能源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暨營運長(退休)

科技業 蘇O宇 63 宏達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退休)

科技業 王O平 64 明訊公司 總經理(退休)

科技業 楊O祥 64 泰豐光電(股)公司 負責人

科技業 連O揚 65 凱穩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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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 林O熙 65 彬富有限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吳O輝 66 東貝光電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杜O哲 67 海天科學(股)公司 副總經理

科技業 王O章 67 光聯電子(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許O弘 67 燿華電子(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高O海 68 精剛精密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陳O新 69 漢民科技 副總經理

科技業 戴O乾 69 欣銓科技(股)公司 科技顧問

科技業 許O濱 70 立盈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蔡O芳 72 友眾企業(股)公司 負責人

科技業 張O 72 東貝光電(股)公司 副總經理

科技業 周O隆 73 鼎元光電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韓O生 73 艾維克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張O欽 73 振遠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章O祺 73 上奇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陳O樑 73 茂宣企業(股)公司 副總經理

科技業 林O儀 73 博連資訊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商O忠 73 磐旭智能公司 副總經理

科技業 許O棋 74 辛耘企業(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余O斌 75 宜特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連O超 76 佳利得科技(股)公司 負責人

科技業 王O政 76 向熙科技(股)公司 負責人

科技業 但O諤 76 高平磊晶科技(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周O杰 76 銳光科技(股)公司 副總經理

科技業 徐O文 76 優量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張O正 76 嘉強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柏O安 76 思科系統網絡技術公司(中國) 總經理

科技業 陳O振 76 創易資訊(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李O祐 76 祥力金屬工業(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許O文 76 帥群微電子(股)公司 副總經理

科技業 周O倫 77 奇果創新管理顧間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李O邦 78 戴爾電腦 資深顧問

科技業 呂O宗 78碩 迎輝光電 總經理

科技業 林O國 79 大智光纖通信設備有限公司(上海) 負責人

科技業 田O魁 79 佳世達科技(股)公司 副總裁

科技業 朱O棟 81 元海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

科技業 許O雄 81 日立先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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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業 黃O諤 82 醫華生技(股)公司 總經理

科技業 許O彬 83 崇得電子(股)公司 負責人

科技業 汪O金 83 技嘉科技(股)公司 業務處長

科技業 王O崑 84 廣達電腦股)公司 副總經理

科技業 李O邦 84 樂衛康公司 執行長

科技業 蔡O聰 85 啟雲科技(股)公司 董事長

科技業 王O豪 85 美商光坊科技 副總經理

其他 王O肇 62 行政院原子能委原會 副主委(退休)

其他 鄭O信 62 世和紙管有限公司 負責人 

其他 楊O達 62 中華航空/馬來西亞分公司 總經理

其他 李O卿 66 東亨建設 董事長

其他 韓O一 67 亞光拉丁美洲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