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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獎項  

恭賀翁金輅獲國家講座 洪慶章、張鼎張、劉承

宗奪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本處於 5月 18日辦理慶祝茶會，恭賀電機系翁金輅教

授獲教育部第 20屆國家講座殊榮，及物理系張鼎張教

授、電機系劉承宗教授、海科系洪慶章教授獲得科技部

105年度傑出研究獎。(more) 

獲獎人 系所 獎項 獎助期間 

翁金輅教授 電機系 
教育部第 20屆「國家講座」中山大學傑出講座 

自 106年 2月起 

盧展南教授 電機系 中山講座 自 106年 2月起 

李祁芳副教授 外文系 

特聘年輕學者 

自 106年 2月起 

陳健群助理教授 物理系 自 106年 8月起 

蔡維哲副教授 財管系 自 106年 8月起 

洪慶章教授 海科系 

科技部 105 年度「傑出研究獎」中山大學特聘教授(學術研

究類) 

自 106年 8月起 

張鼎張教授 物理系 自 106年 8月起 

劉承宗教授 電機系 自 106年 8月起 

陳陽益教授 海工系 

特聘教授(學術研究類) 

自 106年 2月起 

李宗霖教授 海工系 自 106年 8月起 

郭紹偉教授 材光系 自 106年 8月起 

曾韋龍教授 化學系 自 106年 8月起 

林宗賢教授 光電系 自 106年 8月起 

謝建台教授 化學系 

中山-高醫 105年合作研究優秀獎 

 

吳仁和教授 資管系  

朱訓鵬教授 機電系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4-1342-168729,r2910-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4-1342-168729,r2910-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4-1342-168729,r2910-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4-1342-168729,r2910-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4-1342-168729,r2910-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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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效  

2017 年全校論文相關資訊如下(至 2017/6/8查詢數據)： 

項目 2016年同期 2017年(1/1-6/8) 成長率 

SCI/SSCI論文數量 378 篇 379 篇  

國際合作論文數 111 篇 122 篇 占總體論文 32.19% 

近十年論文被引用次數(2007-2017) 93,076 次 108,469 次 16.53% 

近十年 H指數(2007-2017) 78 87 11.53％ 

    

臺綜大系統聯席會共商合作發展大計 

「105年臺灣綜合大學系統執行委員暨行政單

位工作圈聯席會議」於 2016年 12月 12日，

假本校國研大樓錫俊廳及華立廳辦理成功。本

校物理系陳健群、化學系詹揚翔、醫科所楊閎

蔚 3位教師獲得 105年度年輕學者創新選拔佳

作獎。(more) 

 

 

山海論壇廣州論述兩岸學術交流熱絡 

由高雄中山大學、廣州中山大學與廈門大學共

同發起的「第六屆山海論壇」學術研討會 11月

23 日至 25 日於廣州舉行，本校學術副校長陳

英忠率團共 40 人共襄盛會，就十大學術領域

參與交流，論壇齊聚 200位專家學者，討論熱

絡。(more) 

國內策略聯盟 

國內策略聯盟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1412-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1412-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1412-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1412-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1412-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1412-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1412-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0549-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0549-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054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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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0549-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0549-1.php?Lang=zh-tw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3-1342-160549-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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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高醫合作成果發表 互補雙贏成果吸睛 

中山-高醫大兩校 105 年合作計畫成果研討會

於 106年 3月 10日(五)，假本校國研大樓華立

廳辦理，會中頒發 105 年合作研究優秀獎，本

校得獎人為資管系吳仁和教授、化學系謝建台

教授及機電系朱訓鵬教授。(more) 

 

高屏 4校跨域研討智慧農業再生能源議題 

本校與高雄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

學 105年合作計畫聯合成果研討會，於 106年 4月

7日在國研大樓舉辦，4校師生近百位參加，互動

熱絡。(more) 

 

 

 

中山空大簽訂合作協議 情誼永固 

本處辦理本校與高雄市立空中大學兩校策略聯盟

簽約儀式，於 10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三)在本校行

政大樓 7007會議室隆重簽立。 

(more) 

 

國內策略聯盟 

國內策略聯盟 

國內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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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科學院攜手中山 探測海洋能源 

本校與俄羅斯科學院希爾紹夫（P.P. Shirshov）

海洋研究所 3 月 15 日簽訂合作協議，雙方未

來將針對水下潛航器研發製造，及深海底床物

搜尋與撈取等相關工程技術合作研究。(more) 

 

NSYSU雙邊交流研討會首度移師 UCSD 

陳陽益副校長率行政團隊及相關學術領域的師

生計 42名，前往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參加兩校合辦之第三屆雙邊研討會，順利圓滿。

(more) 

 

 

校務發展諮詢 請益求變再創新 

本處於 3 月 7 日假國際研究大樓辦理「106 年

校務發展諮詢會議」，邀請 12 位學術、產業、

跨領域的學者專家蒞臨指導，今年的委員背景

學界與業界各占一半，其中有 5 位是中山大學

的校友，在產業界有傑出成就。會議進行跨界對

話，多元視角的交會激盪嶄新思維，增添校務發

展的能量。(more) 

 

 

國際策略聯盟 

國際策略聯盟 

國際策略聯盟 

http://news.nsysu.edu.tw/files/14-1342-165389,r2910-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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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推動與執行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一)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HE)於2017年4月5日公布全球年輕大學排名，國內共

入圍8所大學，本校全球排名第130名，全國第2名(台科、中山、陽明、長庚、

逢甲、中正、元智、亞洲)。 

(二) 2017年邁向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選送博士生赴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一年研修案，

最終審查結果公布，本校獲推薦學生名單如下： 

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 

姓名 系所/職稱 申請去訪系所 訪問期間 

王妙如 
人管所/博士班 

四年級 
Haas School of Business 

2017/08/01- 

2018/07/31 

(三) 2017年邁向頂尖大學策略聯盟選送優秀人才赴國外頂尖大學訪問、進修及參與研究

申請案，最終聯盟審查結果公布，本校獲推薦教師名單如下： 

美國哈佛大學 

姓名 系所/職稱 申請去訪系所 訪問期間 

唐文慧 
通識教育中心/社會

學系/教授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2017/08/01- 

2018/07/31 

           科技部計畫 

(一) 106年度科技部計畫大批申請案申請總計389件： 

           類型 

 年度 
專題研究計畫 

優秀年輕學者

研究計畫 

特約研究 

計畫 

學術性專書 

寫作計畫 
總計 

106年度 

申請件數 
348 37 1 3 389 

(二) 科技部修正「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部分規定，並自106年

4月10日生效，本處已函轉各相關單位知照，修正重點如下： 

1. 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違反學術倫理之案件，如認定違反學術倫理行為證據

確切時，原得按情節輕重對當事人追回部分或全部補助費用、獎勵(費)，修

正後亦得撤銷所獲相關獎項，並追回其獎金或獎勵金。 

2. 當事人所屬學校對於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未積極配合調查、有重大管理疏失

或其他不當之處理行為，經學術倫理審議會建議，原僅得追回或減撥計畫

管理費，修正後得追回或減撥計畫本身之部分或全部補助費。 

計畫推動與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