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機系系友曾任產官學研高階職位者無數，舉例如下：

姓   名 級   別 職      稱

吳添壽 40級

成大電機系教授暨系主任

成功大學電算中心主任

國科會工程中心主任

成大電機研究所所長

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張火山 40級
東元電機公司總經理

東訊通訊公司董事長

林榮渠 40級 三聯公司董事長

林   英 42級 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總經理

梁志堅 44級 台灣汽電共生公司董事長

劉炯朗 45級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

中央研究院院士

成功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席時濟 46級 台灣電力公司董事長

邱登欣 46級 台芝電子公司總經理

劉銘燦 46級
美國俄亥俄大學教授

IEEE Computer Society Special Presidential Award

吳德銓 47級 立隆電子公司董事長

莊炎山 48級

南亞科技公司總經理

台達電董事長特助

奇達公司總經理

張福煙 48級 台達電子集團副總經理

陳夢熊 48級 台達電子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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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級   別 職      稱

林耕華 48級

工研院光電所所長

資深顧問

中央研究院院士

鄭崇華 48級 台達電子集團董事長

張俊彥 49級

國立交通大學校長

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鍾濬 50級 美國紐約科技大學校長

鄭明郎 50級 日立電視公司副總經理

彭聖英 50級 神光天線公司董事長

李雄武 50級
美國依利諾香檳分校講座教授

中央研究院院士

黃廣志 51級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校長

陳義揚 54級 國立空中大學校長

熊慎幹 54級 中原大學校長

林蒼生 55級 統一企業集團總裁

曾繁城 55級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副董事長

葉勝年 55級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教務長

李肇嚴 55級 長庚大學工學院院長

楊濬中 56級

逢甲大學校長

朝陽科技大學校長

工研院電通所所長

僑光技術學院院長

80NC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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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敏雄 56級 亞太優勢公司董事長

歐正明 56級 環隆科技公司董事長

陳盛堅 56級 西富電機工程公司董事長

張崇德 57級 聯華電子公司副董事長

倪國煙 57級 漢光電子公司董事長

宣建生 57級
愛德蒙海外公司總裁

冠捷電子董事長

劉瑞復 57級 凌群電腦腦集團董事長

熊克平 57級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授

李澤元 57級

美國維亞尼亞里工暨州立大學電機系教授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工程研究中心

電力電子系統中心主任

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黃愷胥 58級 奇裕企業總經理

盧克修 58級
美國TI資深副總裁

Diodes公司董事長

傅勝利 58級 義守大學校長

吳敏求 59級 旺宏電子公司董事長

陳思乾 59級 美商以敦公司總經理

陳連春 59級 上寶半導體公司總經理

王國肇 59級 太欣半導體公司董事長

宋英銓 60級 古嘉科技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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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文昌 60級 普訊創投公司董事長

陳標春 60級 實密科技公司總經理

陳瑞聰 60級

仁寶電子公司總經理

統寶光電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飛信電子董事長

華寶公司董事長

蘇炎坤 60級 崑山科技大學校長

謝文雄 61級
中山大學副校長

樹德科大副校長

胡正大 62級
工研院電子所所長

台積電前瞻技術發展副總經理

戴盛強 62級 美國CTT公司總裁

陳朝益 62級 研華科技美國區總經理

李昆銘 63級 佳世達科技(原明碁)副總經理兼技術長

何國源 63級 加拿大ATI公司總裁

劉明龍 66級 台龍電子公司總經理

洪中耀 66級 明碁電腦公司副總經理

黃邦洲 67級 三粹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江博文 67級 宏碁科技總經理

李錫華 67級 明碁電腦公司總經理

陳善南 68級碩 茂達董事長

翁佳祥 68級 迅杰科技董事長

80NC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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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良基 68級
工研院電子所所長

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

徐  祥 68級 微星科技總裁

林一峰 68級 力捷科技公司副總經理

吳炳昇 69級
奇美電子副董事長

奇景光電董事長

郭重松 70級碩 圓剛科技公司董事長

林意忠 70級 前太克科技公司大中國區總經理

詹益仁 71級
工研院電光所所長

中央大學電機系教授

陳其宏 74級
明碁電通副總經理

達方電子董事長

蔡清霖 71級 瑞鼎總經理

陳志強 71級 新章電機公司總經理

鄭世杰 71級 南茂科技公司董事長

蔡進耀 71級 益通光能總經理

毛穎文 72級 矽創公司董事長

申義龍 74級 安捷倫董事長

錢一匡 72級 驊訊技術長

呂茂田 74級碩 思源科技總經理 

林大毅 74級 環隆電氣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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