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主持人 執行單位 計畫編號

何明華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18-005-

吳瑞北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2-172-MY3

周錫熙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10-2221-E-011-054-

孟慶宗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53-

林士程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194-015-

林坤佑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52-MY2

林坤佑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51-

張盛富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10-2221-E-194-014-MY3

張嘉展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194-013-MY2

陳晏笙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10-2636-E-027-003-

陳錡楓 教授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29-013-

黃瑞彬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20-

黃謀勤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21-

謝松年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10-2222-E-011-003-

瞿大雄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54-MY2

吳承崧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194-021-

李彥文 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260-010-

李端興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7-093-MY2

林寶樹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27-MY2

翁健家 教授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2-E-019-006-MY2

張致遠 教授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109-2222-E-027-009-MY2

張敏寬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10-2221-E-005-046-

溫志宏 教授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29-015-

劉宗憲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09-2221-E-194-032-MY2

蘇柏青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74-

蘇益生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10-2221-E-194-018-

蘇賜麟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110-2221-E-006-077-

李    冕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52-

胡家彰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10-2221-E-194-024-MY2

張文輝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50-

張軒庭 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所 109-2221-E-224-046-MY2

許文良 教授 中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033-018-

陳自強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194-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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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信賓 教授 國立聯合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110-2221-E-239-011-

楊家輝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110-2221-E-006-106-

劉奕汶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07-047-MY2

王志宇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108-2628-E-001-003-MY3

鄭欣明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108-2628-E-011-007-MY3

吳建民 教授 南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110-2221-E-343-002-

熊大為 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18-008-

吳宗霖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49-MY3

李杰穎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110-057-MY3

李杰穎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8-2221-E-110-006-MY3

林丁丙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10-2221-E-011-052-

林根煌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110-013-

章殷誠 教授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110-2222-E-492-001-

郭仁財 教授 長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110-2221-E-182-021-

陳淑娟 教授 國防大學電機電子工程學系 110-2221-E-606-008-

陳華明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學院光電工程所 110-2221-E-992-020-

陸瑞漢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海事學院電訊工程系 110-2221-E-992-019-

彭康峻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學院電腦與通訊系 110-2221-E-992-018-MY3

黃定彝 教授 逢甲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35-023-

黃建彰 教授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155-016-MY3

鄧卜華 教授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390-008-

馬自莊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110-2221-E-011-041-MY3

王奕翔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628-E-002-006-

王晉良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09-2221-E-007-087-MY2

王晉良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10-2221-E-007-030-MY3

吳峰蒼 教授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航空電子科 110-2222-E-344-001-

李志鵬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09-2221-E-110-050-MY3

李崇道 教授 義守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10-2221-E-214-010-

林茂昭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02-064-

胡偉文 教授 南臺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所 109-2221-E-218-024-MY2

陳彥銘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10-2221-E-110-019-

曾凡碩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10-2221-E-110-022-

 新可夫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信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10-2221-E-11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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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啟超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09-2221-E-007-089-MY2

蘇育德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9-107-MY2

吳仁銘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10-2221-E-007-039-

張傳育 教授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所 109-2221-E-224-045-MY3

張耀堂 教授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110-2221-E-244-002-

曾建誠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學院電腦與通訊系 110-2221-E-992-035-MY2

黃婉甄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10-2221-E-110-025-

葉家宏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03-005-MY3

劉耿豪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所 109-2221-E-110-047-MY2

錢膺仁 教授 國立宜蘭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197-022-

張志文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109-2221-E-006-176-MY2

陳震宇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電機工程系/所 109-2221-E-259-013-MY2

劉炳宏 教授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資學院電子工程系 110-2221-E-992-034-

鄭紹宏 教授 國防大學電機電子工程學系 110-2221-E-606-010-

王復康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110-056-MY3

王復康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110-012-MY3

李建育 教授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155-018-

周求致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2-E-008-006-

周錫增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56-

邱煥凱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09-2221-E-008-065-MY3

侯元昌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110-2222-E-011-023-

紀佩綾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3-E-A49-002-MY3

孫卓勳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10-2221-E-027-027-

郭岳芳 教授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155-063-

曾昭雄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10-2221-E-011-044-MY2

楊慶隆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6-189-MY3

廖文照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109-2221-E-011-135-MY2

歐陽良昱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008-032-MY2

蔡政翰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3-023-MY2

古孟霖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10-2221-E-008-037-

李佳翰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22-MY3

李明峻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2-E-A49-006-

林鈞陶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所 110-2221-E-027-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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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詠祿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7-092-MY2

翁詠祿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07-029-MY3

張玲華 教授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155-035-MY3

陳永芳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10-2221-E-008-038-

曾德峰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 110-2221-E-011-066-

黃家麒 教授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155-024-

賴以威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8-2221-E-003-002-MY3

闕志達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62-MY2

魏瑞益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10-2221-E-008-039-

方俊才 教授 銘傳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110-2221-E-130-004-

江振宇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09-2221-E-305-010-MY3

李光啟 教授 淡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032-023-

高立人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09-2221-E-027-086-MY2

郭天穎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所 110-2221-E-027-040-

曾柏軒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10-2221-E-027-039-

黃正光 教授 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155-030-

許裕彬 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10-2221-E-305-008-MY3

彭朋群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所 110-2221-E-027-035-MY2

黃崇明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108-2221-E-006-056-MY3

馮輝文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109-2221-E-011-118-MY2

黃志煒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09-2221-E-008-054-MY3

毛紹綱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02-055-

江簡富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09-2221-E-002-169-MY2

李俊興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53-MY2

沈昭元 教授 逢甲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35-021-

林大業 教授 國家實驗研究院台灣半導體研究中心 110-2222-E-492-002-

金國生 教授 長庚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110-2221-E-182-022-

洪子聖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8-2221-E-110-003-MY3

翁金輅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8-2221-E-110-005-MY3

翁金輅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110-059-MY3

莊明霖 教授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電信工程學系 110-2221-E-346-002-

湯敬文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通訊工程學系 110-2221-E-194-012-

楊清淵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05-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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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作敏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9-124-MY3

林祐生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008-031-MY2

王忠炫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40-

伍紹勳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9-103-MY3

吳文榕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48-MY2

林信標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110-2221-E-027-033-MY2

陳昭羽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電通所 109-2628-E-006-008-MY3

馮世邁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66-

黃昱智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信工程學系/所 110-2636-E-009-016-

溫朝凱 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08-2628-E-110-001-MY3

蔡育仁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10-2221-E-007-041-

蔡尚澕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110-2221-E-A49-026-

簡鳳村 教授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子研究所 110-2221-E-A49-035-

陳榮杰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06-218-MY2

祁忠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10-2221-E-007-031-

祁忠勇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10-2221-E-007-048-

丁建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08-2221-E-002-041-MY3

丁建均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92-MY3

林家祥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636-E-006-026-

劉俊麟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2-E-002-007-

盧奕璋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子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97-

林琲琪 教授 國立臺南大學應用數學系/所 110-2221-E-024-004-

高榮駿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7-084-MY3

張正尚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09-2221-E-007-091-MY2

張正尚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通訊工程研究所 108-2221-E-007-016-MY3

劉光浩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所 110-2221-E-007-129-

蔡明哲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所 109-2221-E-007-085-MY2

謝宏昀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 110-2221-E-002-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