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領域傑出校友名錄 

111.08 更新 

類別 職稱 
當選 

年度 
姓名 畢業系所 現(曾)任職 

研究

領域 

院士 92 管中閔 經濟系 

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校長 

國立臺灣大學講座教授 

2014 當選世界科學院院士 

2002 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曾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曾任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 

曾任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 

院士 100 葉安恭 化工系造紙組 杜邦研究院士 

 

 

 

 

 

 

 

 

 

 

 

 

 

 

 

 

 

教 

育 

界 

 

 

 

校長 68 林品章 美術系 

現任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商設計系教授 

現任中華民國基礎造形學會理事長 

現任中華民國室內空間設計學會常務理事 

曾任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校長 

校長 68 李  銓 英文系 曾任銘傳大學校長 

校長 70 李天任 
印刷系 

政碩研 

現任華梵大學佛教藝術學系特聘教授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資傳系兼任特約講座教授 

曾任華梵大學校長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校長 72 邱坤良 史學所碩士 

現任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專任教授 

現任風傳媒專欄作家 

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校長 

曾任行政院文建會主任委員 

曾任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董事長 

校長 75 何秋蘭 法律系 曾任台北市永安國小校長 

校長 76 林顯輝 
地學所碩士 

地學系氣象組 

曾任美和科技大學校長 

曾任屏東師範學院校長 

校長 77 陳光憲 中文博 

現任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曾任德明商專校長 

第五屆立法委員 

校長 83 唐彥博 

機械系 

陸研所碩士 

現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 

曾任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校長 

曾任育達科技大學校長 



 

 

 

 

 

 

 

 

 

教 

育 

界 

三研所博士 曾任崇右技術學院校長 

校長 88 丁永慶 音樂系國樂組 現任台北市私立華岡藝術學校校長 

校長 90 吳連賞 地學所博士 現任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校長 

校長 90 蔡忠雄 地學系 
曾任長榮大學董事 

曾任長榮高級中學校長 

校長 91 任立中 企管系 現任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長 

校長 92 鄧國雄 
地學所碩士 

地學所博士 

曾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校長 

校長 93 林淑珍 國企所博士 曾任台北市私立稻江商職校長 

校長 95 陳富都 植物系 

曾任華夏科技大學校長 

曾任中臺科技大學校長 

曾任德霖技術學院 

校長 96 高柏園 
哲學系 

哲學所碩士、博

士 

現任淡江大學中文系專任教授 

曾任華梵大學校長 

曾任淡江大學副校長 

校長 96 詹卓穎 韓文系 曾任國立台東專科學校校長 

校長 96 蘇文仁 體育系 曾任國立臺灣體育學院校長 

校長 97 邱瑞吉 體育系 曾任台北市私立大誠高級中學校長 

校長 98  尚世昌 
史學系 

史學所史學博士 
曾任致理科技大學校長 

校長 101 高俊雄 企管所碩士 

現任國立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教授 

現任民進黨智庫、新境界文教基金會董事 

曾任教育部體育署長 

曾任國立體育大學校長 

校長 110 潘子瑜 新聞系 
Superintendent/President Rio Hondo 

College, Whitter, California, U. S. A. 

校長 110 郭淑蕙 生應所碩士 
現任臺北市私立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

校長 

校長 111 陳建佑 地理系 台北市私立泰北高中校長 

教授 110 陳小紅 市政系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名譽教授 

教授 110 韓仁熙 三研所博士 現任中國哈爾濱師範大學客座教授 

教授 110 吳威志 

法律系財經組 

三研所碩士 

中山所博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大法官 68 林國賢 
法律所碩士 

曾任第六屆大法官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董事 



 

 

 

 

 

 

 

法 

治 

界 

 

 

 

 

 

 

 

 

 

 

 

 

 

 

 

 

 

 

法 

治 

界 

三研所博士 曾任司法院秘書長 

大法官 72 楊仁壽 法律所碩士 

曾任最高法院院長 

曾任第七屆司法院大法官 

曾任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 

大法官 95 蔡清遊 
法律所碩士 

中山所博士 

2007-2015 年大法官 

曾任司法院刑事廳長 

法官 83 劉福來 法律所碩士 曾任最高法院法官兼庭長退 

法官 98 鄭小康 法律系研究所 
現任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兼審判長兼本院審判

發言人 

庭長 70 花滿堂 法律所碩士 曾任最高法院法官兼庭長 

庭長 72 呂潮澤 法律所碩士 曾任最高法院前法官兼庭長 

庭長 75 王立杰 法律系(財經組) 曾任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庭長 

行政庭長 100 陳晴教 法律系碩士班 
曾任臺灣高等法院行政庭長 

現任世新大學兼任講師 

監察委員 68 李復甸 法律系 

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教授 

現任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理事長 

第四屆監察委員 

監察委員 68 尤清 法律所碩士 
第一屆監察委員 

曾任台北縣縣長 

監察委員 68 許新枝 政研所碩士 
第二屆監察委員 

曾任桃園縣長 

監察委員 69 李伸一 
法律所碩士 

三研所博士 

現任現代財經基金會副董事長 

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第二、三屆監察委員 

監察委員 70 仉桂美 政治系 現任(第五屆)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 68 耿雲卿 法律所博士 
第七、八屆考試委員 

曾任教授、司法官 

考試委員 72 蔡良文 行管系 曾任考試委員 

署長 80 曾瑞慶 法律系 曾任法務部行政執行署高雄分署分署長 

署長 101 周志榮 法律系 

現任最高檢察署檢察官 

曾任法務部廉政署署長 

曾任新北地檢署檢察長 

法律顧問 96 林信和 法律系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信義公益基金會董事長 

曾任董氏基金會法律顧問 

檢察官 99 李海龍 
法學系 最高法院檢察署特偵組檢察官借調至司法官



法律碩 學院擔任主任秘書 

 

 

 

 

 

 

 

 

 

 

駐外

代表 

大使 67 詹秀穎 俄文系 曾任駐索羅門群島大使 

大使 85 王豫元 
政治系 

政研所碩士 
曾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大使 

代表處組長 68  陳景濤 法文系 曾任駐義大利代表處服務組組長 

代表處代表 73 姜書益 俄文系 曾任台灣駐白俄羅斯代表處代表 

代表處處長 75  粘信士 日文系 

曾任外交部東部辦事處長 

曾任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橫濱分處處長 

曾任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那霸分 

處處長 

代表處代表 93 陳正治 德文系 曾任駐斯洛伐克共和國代表處代表 

代表處代表 99 鄭  欣 法文系 曾任駐義大利代表處代表 

代表處代表 101 王樂生 
中美關係研究所

碩士班 

曾任中華民國駐葡萄牙大使 

曾任中華民國駐菲律賓代表處代表 

辦事處處長 99  高振群 法律系 

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曾任外交部政務次長 

曾任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辦事處處長 111  黃敏境 

海洋系航海組 

海洋研究所航運

組碩士 

外交部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顧問 111  柯文煥 觀光系 
中華民國僑務顧問 

馬來西亞留台聯合總會顧問 

 

 

 

縣 

市 

長 

市長 68 許添財 經研所碩士 
現任商業發展研究院董事長 

曾任台南市長 

市長 76 許麗音 中文系 曾任馬公市第 6 屆市長 

市長 93 陳宗仁 政治系 曾任桃園市長 

市長 101 許明財 觀光系 曾任新竹市市長 

市長 111 林右昌 造園系 基隆市市長 

縣長 68 許文志 政治系 

環球科技大學創辦人 

曾任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廳長 

雲林縣第九、十屆縣長 

縣長 69 彭百顯 
經濟系 

實研所碩士 

第二屆立法委員 

曾任南投縣長 

縣長 75 歐堅壯 三研所博士 曾任澎湖縣縣長 

縣長 101 曹啟鴻 
東方語文學系俄

文組 

曾任農委會主委 

曾任屏東縣縣長 



第 4-5 屆立法委員 

縣長 111 楊文科 土資系 新竹縣縣長 

縣長 111 徐榛蔚 音樂系 國樂組 花蓮縣縣長 

 

民意

代表 

 

國大代表 89 張明致 政治所 

曾任不分區國大代表 

崇德文教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臺北市士林社區大學校長  

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秘書長 

立法委員 68 江義雄 政治系 

第 6~7 屆立法委員第 2 屆國民大會代表 

英國華威大學法學院訪問教授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院院長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教務長 

立法委員 69 廖福本 家研所碩士 

第 2~4 屆立法委員兼預算委員會召集委員

八會期 

台南縣教育局長 

台灣省政府教育廳視察、民政廳科長中國國

民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 

中國國民黨立法院政黨協調工作會主 

任、中央政策會副執行長 

立法委員 69 洪玉欽 法律系 

現任國策顧問 

第 2-4、6 屆立法委員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主任 

曾任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執行長 

立法委員 72 周  荃 新聞系 

第 1-3 屆立法委員 

正聲廣播公司記者 

中視新聞記者、製作人 

立法委員 75 許武勝 
政治系 

日文所碩士 

曾任台灣超級馬拉松協會理事長 

第 1 屆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77 馮定國 經濟系 

第 3-5 屆立法委員 

曾任臺北市議員 

曾任國大代表兼主席團主席曾任文大資訊系

主任 

立法委員 81 洪秀柱 法律系 

曾任中國國民黨主席 

曾任立法院副院長 第 1-5 屆立法委員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董事 

立法委員 82 王天競 建築系 第 1-4 屆立法委員 



民意

代表 

 

立法委員 85 謝欽宗 建築系 
謝欽宗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第三屆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86 陳銀河 
建築系 

實業所碩士 

第六屆立法委員 

建築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立法委員 92 鍾紹和 氣象系 
第 4-7 屆立法委員 

台灣省議會議員 

立法委員 93 沈智慧 新聞系 第 1-6 、9 屆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94 趙良燕 
新聞系 

政研所碩士 

第 5 、6 屆立法委員 

第 10 屆臺灣省議會議員 

第 2 屆國大代表 

立法委員 99 李源泉 實業計劃所博士 
第 2 屆立法委員 

曾任臺灣省諮議會諮議長 

嘉義、成功、台大等校兼任教授 

立法委員 101 黃志雄 運教所碩士 
第 6-8 屆立法委員 

奧運人協會理事長 

議員 81 邱錦添 法律所碩士 

台北市第 5-6 屆議員 

曾任台北市兩岸商務法學會理事長 

台北教育大學、淡江大學、台北大學等兼任

教授 

議員 81 陳金德 市政系 

臺北縣第 7 屆議員 

宜蘭縣政府民政局局長 

第 2-3 屆國大代表 

議員 88 陳永德 法律系 
台北市第 7-13 屆市議會議員 

曾任台北市國民黨黨團書記長 

議員 89 楊敏郎 地質系 
曾任高雄市議員 

高雄市校友分會會長 

政 

務 

官 

政務次長 98 蕭宗煌 美術系 中華民國文化部政務次長 

學務司司長 97 鄭乃文 
三研碩 

中山博 

曾任教育部學務司司長 

曾任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館長 

曾任國立國父紀念館館長 

署長 111 蕭煥章 地學所博士 
內政部消防署署長 

曾任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局長 

副署長 111 洪志昌 體育系 教育部體育屬副署長 

館長 68 朱重聖 
史學所碩士 

史學所博士 

曾任國史館副館長 

館長 68 高崇雲 韓文系 
現任財團法人中華學術文教基金會 



館 

長 

曾任國父國父紀念館館長 

館長 69 丁崑健 史學所博士 
曾任國立交通大學圖書館館長(1988- 

1995) 

館長 93 黃才郎 
美術系 

藝研所碩士 

前國立台灣美術館館長 

曾任國立台灣美術館館長 

館長 94 張臨生 藝研所碩士 
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曾任震旦藝術博物館館長 

館長 101 李瑞騰 

中國文學系文學

組 

中研所碩士 

中研所博士 

曾任國立臺灣文史館館長(2010-2014) 

副院長 72 林柏亭 藝研逤碩士 曾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文藝

體育

人士 

 

 

 

 

 

 

 

 

 

 

 

 

 

 

 

 

 

 

傑出青年 68 郭小莊 國劇系 

雅音小集創辦人 

曾獲頒十大傑出女青年國家文藝獎特別貢獻

獎 

總監 68 林秀偉 舞蹈科 
太古踏舞團團長兼藝術總監 

當代傳奇劇場行政總監 

作曲家 68 錢南章 音樂系 

榮獲第八、第九、第十三、第十六屆金曲獎

最佳作曲人獎 

2005 年榮獲第九屆音樂類國家文藝獎 

知名作曲家 

2021 年榮獲第 42 屆吳三連獎 藝術獎 

導演 68 王小棣 戲劇系 

2014 獲第 18 屆國家文藝獎 

多次獲電視金鐘獎及金馬獎各獎項 

知名導演 

導演 101 林育賢 戲劇系影劇組 翻滾吧男孩電影有限公司負責人/影像導演 

作家 

教授 
69 施淑端 哲學系 

筆名:李昂 

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組教書。 

畫家 

詩人 

作家 

75 蔣勳 
史學系 

藝術研所碩士 

知名畫家、詩人與作家 

知名藝術評論家 

曾任聯合文學社社長 

創辦人 87 古名伸 舞蹈系 

榮獲第 32 屆吳三連獎 

創辦古名伸舞團 

曾任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系主任、研究

所所長 

創辦人兼 
95 林麗珍 音樂舞蹈科 無垢舞蹈劇場創辦人兼藝術總監 



 

文藝

體育

人士 

 

 

藝術總監 

總監 97 余能盛 體育系舞蹈組 

現任台南文化中心藝術總監 

《福爾摩沙芭蕾舞團》藝術總監 

奧地利格拉茲市歌劇院芭蕾舞蹈團副藝術總

監 

創辦人兼 

藝術總監 
98 劉若瑀 中國戲劇系 

2008 榮獲第 12 屆國家文藝獎 

2008 榮獲第 12 屆台北文化獎 

2012 榮獲金鼎獎創辦優人神鼓 

董事長 N/A 劉克襄 新聞系 
現任中央通訊社董事長 

知名作家 

秘書長 101 楊炤濃 
藝術研究所碩士

班 

（作家：楊渡）現為自由作家 

曾任中華文化總會秘書長 

早期創辦《春風》詩刊曾任中國時報副總主

筆曾任中時晚報總主筆 

藝術總監 110 李哲藝 音樂系西樂組 灣聲樂團藝術總監兼常任指揮 

理事長 111 陳碧涵 體育系舞蹈組 

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 

臺北市表演藝術中心監事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

主持人 

藝人 111 任賢齊 體育系 影視歌三棲藝人 

 

 

 

 

 

 

 

企業

人士 

 

 

 

 

 

 

總裁 73 陳金龍 陸研所碩士 慶堂集團總裁 

總裁 91 鍾維君 戲劇系 

全球保險經紀公司總裁 

中國國民黨組發會海外部副主任國民黨駐美

總支部常委 

總裁 98 尹衍樑 史學系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董事長 

唐獎基金會創辦人 

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潤泰集團總裁 

俄羅斯國家工程院院士 

永豐信用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董事 

董事長 68 梁開明 美術系 曾任華得廣告董事長 

董事長 82 張金明 觀光系 曾任鳳凰旅行社董事長 

董事長 84 海英倫 觀光系 行家旅行社董事長 

董事長 86 凌  瓏 觀光所 
曾任雄獅旅行社董事長 



 

 

 

 

 

 

 

 

 

 

 

 

 

 

 

 

 

 

 

 

企業

人士 

 

 

 

 

 

 

 

 

 

 

 

 

 

 

國際領隊協會世界名譽主席 

董事長 87 沈呂百 法律系 曾任智得溝通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 87 郭金能 史學系 曾任斐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 89 鍾榮昌 

土資系 

交通大學管理科

學研究所 

華固建設公司董事長  

土資系友會名譽理事長 

董事長 90 林來順 機械系 

育冠企業(生活工場)董事長 

曾任育冠企業(生活工場)總經理 

廣九物流董事長 

機械系友會理事長 

董事長 90 王弘垚 建築系 
樂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舜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 90 陳勤仁 國貿系 

曾任勤緯股份有公司董事長 

曾任勤匯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曾任國貿系友會會長 

董事長 91 林清華 市政系 
宇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曾任吉星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長 91 欒桐華 家政系營養組 
休斯頓地球旅行社董事長 

美國休斯頓校友會長 

董事長 93 潘登昌 應化所碩士 曾任財團法人高雄佛教堂董事長 

董事長 93 蔡國信 日文組 
運星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山富友製衣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 93 周俊吉 法律系 
信義房屋創辦人 

曾任信義房屋董事長 

董事長 94 陶傳正 英文系 

曾任奇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國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灣舞台劇、電視劇演員 

董事長 94 徐紹欽 戲劇系 

總統亞太裔顧問委員會主席 

曾任美國共和黨競選總部佛州分會副會長佛

州西北部地方發展會主任委員 

曾任美商製造科技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 96 孫樂瑜 戲劇系 

西雅圖僑務諮詢委員 

中國海景集團連鎖店董事長 

美國聯邦中小企業國家委員 

董事長 97 彭子猷 電機工程系 

矽晶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愛麗絲寶貝寫真館(股)公司董事長  



 

 

 

 

 

 

 

 

 

 

 

 

 

 

 

 

 

 

 

 

 

 

 

 

 

 

 

 

 

 

 

 

企業

人士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深耕會創會會長 

董事長 97 蔡慶蒼 園藝系 曾任慶農種苗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 98 魏朝宗 市政系 美國加州宗宗珠寶集團董事長 

董事長 100 許東隆 市政系 展悅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 100 王  珏 建築系 夏威夷 DGH 設計顧問公司董事長及總建

築師 

董事長 100 鄭誠閔 舞蹈音樂專修科 璟鋒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台北扶輪社助理總監 

董事長 101 廖永源 企業管理學系 重威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董事長 110 黃良華 市政系 冠華教育集團董事長 

董事長 110 歐陽禹 園藝系 安口食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 110 曾崧柱 物理系 美利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長 110 蔡明富 國貿系  優合益集團董事長 

董事長 111 郭釧溥 
法律系法學組 

三研所碩士 

瑞興銀行董事長 

董事長 111 陳建成 法律系法學組 新光行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70 焦仁和 法律系 

律師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董事曾任海基會副董事長 

曾任陸委會副主委 

曾任僑委會委員長 

董事 71 李少彬 法律系 
曾任新竹市伯爵飯店執行董事、 

曾任文化大學法研所教授、國際機場特檢官 

董事 72 黃明徹 史學系 
曾任環球科大董事  

曾任行政院政務顧問 

董事 89 陳莉蓮 體育系 

現任裕隆集團董事長兼執行長 

曾任中華職籃首位女性董事長 

台元紡織公司董事 

台元女子籃球隊領隊 

董事 94 陳清港 應數系 普萊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董事 100 譚元凱 造園暨景觀系 
月眉國際開發(股)公司董事 

三迪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110 梁益嘉 
日文系 

日研碩 

台灣無印良品董事總經理暨日本良品計畫執

行董事兼海外事業部台灣、菲律賓、印尼擔

當部長 

執行董事 86 劉木蘭 觀光系 
香港南和旅行社執行董事 

香港校友會會長 



總經理 110 劉安立 新聞系 彥星‧喬商廣告傳播事業群總經理 

理事長 110 蔡相煇 

史學系 

史學碩 

史學博 

雲林縣北港媽祖文化協會理事長 

執行長 

總經理 
98 蔡秋安 英文系 

曾任福斯國際電視網台灣區暨中國區董事總

經理 

現任國際影音串流平台 Taiwan+執行長 

執行長 110 謝宏明 氣象系 曾任五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執行長 110 白淑芬 舞蹈系 小橘子功夫舞蹈教育推廣中心執行長 

執行長 111 陳十美 中文系 南加華人文史保存基金會執行長 

執行長 111 黃至堯 哲學系 財團法人影響力教育基金會 

社長 111 翁得元 新聞系 經濟日報副社長兼主筆 

社長 111 梁元錫 史學系 RH Korea 社長、代表理事 

建築師 111 廖晏瑋 
建築及都市設計

系 

廖晏瑋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顧問 111 馬詠睿 大傳系 
東森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浪 Live 顧問 

監察人 111 李阿利 勞工系 中美兄弟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發行人 111 王  丰 中山博士 中國時報發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