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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會員代表候選人名單與簡歷冊 
 

一、北區候選人名冊 

編號 姓名 現職 經歷 

1 游張松  1.台灣大學商研所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四屆常務理事。 

1. 台灣大學商研所教授，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第十三屆理事長。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

屆理事長，4.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5.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屆理事，6.台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2 翁頌舜 1.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教授兼管理

學院院長，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

理事長。  

1.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運籌管理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十二屆、十三

屆常務理事，3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屆祕書

長，4.中華資料採礦協會第一、二、三屆理事，5.輔

仁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6.台灣資訊系統研

究學會第1、2、3屆理事。 

3 楊銘賢  1.輔仁大學資管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四屆常務理事。 

1.輔仁大學商研所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2. 中華民

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十三屆常務理事。3.中

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十一屆理事長，4. 輔仁

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5.輔仁大學資訊管

理系教授，6. 輔仁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4 張銀益 1.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第十四屆常務監事。 

1.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三屆監事，2.中華民

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秘書長，2.輔仁大學電子

商務學程召集人，3.輔仁大學資訊管理系系主任，4.

輔仁大學電子商務學程召集人，.5.統一東京汽車租

賃公司顧問，6.台北市政府網路組顧問。 

5 羅濟群 1.交通大學資訊管理所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四屆候補理事。 

1.交通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暨管理

學院副院長，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十

二、十三屆理事，3.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4.國立中央大學資訊管理所副教授，5.

美國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電腦科學系助

理教授，6.美國Bell Labs 與 Bellcore 研究員。 

6 黃明達 1.淡江大學資管系教授兼資訊處資訊長，2.中華

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常務理事。 

1. 淡江大學資管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第十一、十二屆、十三屆常務理事，3.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第八屆及第九屆理事長，4.中華民國大專

校院資訊服務協會理事長，5.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

會理事長，6. 淡江大學資管系所主任兼所長，7.全

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委員會主任委

員。 

7 陳振東 1.聯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第十四屆理事。 

1.國立聯合大學管理學院院長，2. 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三屆理事 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

十二屆候補理事。4.國立聯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系

主任，5.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代理院長，6.國

立聯合大學資訊與社會研究所所長。  

8 楊欣哲 1.東吳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四屆常務理事。 

1.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常務理事，2.中

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屆理事，3.東吳大學資

訊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4.東吳大學資訊科學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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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副教授，5.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所兼任教授，

6.東吳大學推廣部班主任。 

9 陳彥良 1.中央大學資管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四屆理事。 

1.中央大學資管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2.資訊管理學

報主編，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十二、十

三屆理事，4.中央大學資管系系主任，5.電子商務學

報主編。. 

10 林文修 1.輔仁大學資管系助理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四屆理事。 

1.輔仁大學資管系助理教授，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第十二、十三屆理事，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一屆祕書長，4.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

屆副祕書長，5.輔仁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6.輔仁

大學商業自動化中心主任。 

11 汪志堅  1.台北大學資管所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四屆理事。 

1.台北大學資管所教授兼所長，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第十一、十二、十三屆理事，3.電子商務研究總

編輯，4.行銷評論執行編輯。 

12 楊亨利 1.政治大學資管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四屆理事。 

1.政治大學資管系教授兼電算中心主任 2.中華民國

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十二、十三屆理事，3.政治大

學資管系教授，4.政治大學資管系系主任，5.台灣科

技大學資管系副教授。 

13 林宜隆  1.元培醫事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2.中華民

國電腦稽核協會理事長，3.中華健康產業發展

協會(CAHID)副理事長,4.台灣數位鑑識發展協

會(ACFD)籌備會主任委員,5.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四屆常務理事兼資通安全管理委員

會主任委員 。 

 

1.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理事，2.中央警

察大學資管系教授兼網路犯罪問題研究室總召集

人、資通安全鑑識與犯罪研究室總召集人，3.中華

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屆常務理事兼資通安全

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4.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副

理事長兼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5.中央警察大學

資管系所主任、所長，6.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

協調中心 (TWCERT/CC) 執行長。 

14 陳鴻基 1.台灣大學資訊管理系暨研究所教授，2.台灣大

學工商管理學系特聘教授，3.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四屆理事，  

1.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十三屆常務理

事，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屆理事，3.台灣

大學管理學院EMBA執行長，4.清華大學科技管理

學院院長，5.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EMBA 執行

長，6.中正大學管理學院代院長，7.中正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教授兼主任。 

15 余強生 1.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所)教授兼博

雅學部主任，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

屆監事，3.台灣知識協會理事長，4.國際學者聯

盟秘書長。 

1.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十二、十三屆監

事，2.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3.實

踐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4.實踐大學電算中心

主任，5.台灣資訊系統研究學會秘書長，5.中華民國

資訊經理人協會理事。 

16 梁定澎 1.國立政治大學與中山大學資管系講座教授，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理事。 

1.國立政治大學與中山大學資管系講座教授，2. 中

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十三屆理事，3.中華

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屆常務理事，4..國立中山

大學代理副校長，5.國立中山大學教務長，6.國立中

山大學管理學院長，7.國立中山大學資管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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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楊建民 1.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兼服科推動辦公室主持人

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監事，

3. ..EMBA商管聯盟召集人。 

1.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兼研發長 2.國立政治大學教

授兼EMBA執行長，3.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監事，

4.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十三屆常務監

事，5.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兼主任、所長，

6.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兼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18 蕭瑞祥 1.淡江大學資管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四屆理事。 

1. 淡江大學資管系教授兼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1. 中

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十三屆理事，2.中華

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屆常務理事，3.淡江大學

資管系系主任，4.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八、九

屆秘書長，5.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

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 朱惠中  1.華梵大學資管系副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第十四屆理事。 

1.華梵大學資管系副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第十一、十二、十三屆理事，3.華梵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所)副教授兼系主任，4.大華技術學院資訊管理學

系副教授兼系主任，5.國防管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6.宏碁公司電子化資訊管理中心

(eDC)顧問，7.香港商漢德技術監督服務亞太有限公

司(RWTUV)特約顧問，8.中華民國電腦學會監事。 

20 周宣光 1.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榮譽理事，  1.政治大學資管系教授，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第十三屆榮譽理事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六、

七屆理事長, 4. 金橋科技公司總經理 

21 張緯良 1.世新大學資管系副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第十四屆監事，3.中華民國企業資源規劃

學會監事。 

1.世新大學資管系副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第十二、十三屆監事，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

十一屆常務監事。 

22 范錚強 1.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榮譽理事，

2. 中央大學資管系教授 

1.中央大學資管系教授兼系主任、所長，2.中華民國

資訊管理學會第三、四屆理事長3.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三屆榮譽理事 

23 李有仁 1.政治大學資管系講座教授兼「產業網絡與科

技化服務研究中心」主任，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第十四屆常務理事，3.資訊管理學報總編

輯。 

1. 政治大學資管系講座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三屆監事，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

十二屆理事，4.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5..

元智大學資訊學院教授兼院長。 

24 李慶長 1.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商學研究所副教授。 1.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總務長，3.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研發組長，4.台北商業技術學院註冊組長，5.台北商

業技術學院庶務組長，6.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

十二屆副秘書長。 

25 宋鎧 1.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榮譽理事，

2. 中央大學資管系教授 

1. 中央大學資管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第一、二屆理事長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三

屆榮譽理事。 

26 林淑瓊 1.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副教授。 1.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助理教授 2.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二屆副秘書長，3.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27 陳煇煌 1.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四屆候補理事。 

1.大同大學經營學院教授兼院長，2.大同大學設計學

院教授兼院長，3.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所教授兼系

所主任，4.大同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系主任，5.大同大

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6.大同公司經營資訊處顧問，

7.大同公司經營資訊處處長，8.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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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十三屆候補理事。 

28 林至中 1.銘傳大學資管系教授兼系主任，2.中華民國資

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候補理事。 

1銘傳大學資管系副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第十三屆候補理事。3.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系

副主任，4.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5.美國

德州大學阿靈頓分校電腦科學與工程系助理教授。  

29 翁崇雄 1.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1.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30 廖鴻圖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產學中心主任 1. 世新大學資管系教授，2. 世新大學電算中心主

任。 

31 王貞淑 1.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副教授, 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秘書長。 

1.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副教授, 2.中華

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授,3. 4. 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三屆會員代表。 

32 傅國彰 1.前程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1.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三屆副秘書長，2.中華

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三屆候補理事。3.前程文化

公司總經理，4.中華民國多國籍企業研究學會理事，

5.台灣休閒與遊憩學會理事，6.台灣行銷科學學會交

流組組長。 

33 姜國輝 1.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兼商學雲

端運算中心與營運創新心中副主任 

1.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2. 中華民國

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十三屆候補理事，3.中華民

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屆理事，4.中華民國資訊應

用發展協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及常務監事，5.政治

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6..中研院計算中心顧問，

7.經濟部產業發展諮詢委員。 

34 陳宇佐 1. 國立聯合大學資管系助理教授兼進修廣部教

務組組長。  

1.工研院產業經濟與趨勢研究中心研究員，2. 工研

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工程師，3. 明新科技大學資訊

管理學系講師，4.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

會員代表。 

35 劉上嘉 1.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1.輔仁大學助理教授兼進修部企管系主任，2.輔仁大

學創新育成中心專案經理，3. 輔仁大學助理教授兼

任推廣部主任，4.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

會員代表。 

36 邱光輝 1. 台北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兼主任 1. 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 ，2. 國立臺

北大學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3. 國立中興大學法

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4. 國立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計算機中心主任。  

37 黃品叡 1.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1.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38 莊雅茹 1. 輔仁大學資管系教授 1. 輔仁大學資管系教授兼主任，2.. 輔仁大學教發

中心主任；3.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系副教授。 

39 陳慧玲 1. 輔仁大學總務處副總務長，2. 輔大企管系兼

任助理教授。 

1. 輔仁大學總務處營繕組組長，2. 輔仁大學總務處

採購組組長，3.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

員代表。 

40 尚榮安 1. 東吳大學企管系教授 1. 東吳大學企管系教授，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41 廖文華 1.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教授兼系主任，2. Editor-

in -Chie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etworking，3. 

1. 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教授，2.大同大學資訊經營

系副教授 ，3.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助理教授 ，4..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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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Int'1 J. of distributed Sensor Networks。4.中

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候補監事 。 

榮大學助理教授。 

42 顧添利 1. 實踐大學會計學副教授兼系主任。 1.  中華會計資學會副理事長，2.實踐大學會計學系

副教授， 3.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

代表。 

43 許芳誠 1. 真理大學資管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1. 真理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主任，2. 真理大學資管系

副教授兼系主任，3. 東吳大學企管系兼任副教授， 

4. 真理大學資管系副教授，5. 真理大學資管系講

師。 

44 黃雲龍 1. 體育大學休閒產業經營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體育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2. 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45 應鳴雄 1. 中華大學資管系副教授 1. 親民技術學院(已改名為亞大創意學院)助理教

授，2. 親民技術學院(已改名為亞大創意學院)講師。 

46 吳建文 1. 1.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副教

授兼系主任 

1.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 

47 白文章 1.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 

1.淡江資工系兼任講師，2. 美國堪薩斯大學訪問學

者，3.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4. 永豐餘造紙公司系統規劃師，5. 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48 洪大為 1.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

任 

1. 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副教授，2. 實踐大

學註冊組主任，3. 實踐大學網路教學組主任，4. 美

國國家紡織中心專案研究助理 

49 莊裕澤 1.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1.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50 古政元 

 

1. 國立交通大學資管所教授 1.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系所 教授兼系主任暨所

長，2.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系所 教授，3. 國立

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系所 副教授，4. 國立中正大學 

資訊管理系所 助理教授，5. 義守大學 資訊工程系

所 副教授。 

51 顧宜錚 

 

1. 輔仁大學企管系系副教授 1. 靜宜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52 黃興進 

 

1.交通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教授 

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理事 。 

1.交通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學系教授 

53 李瑞元 1.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教授 1.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2.實踐大學資訊

科技與管理學系教授 

54 蕭文龍 1.銘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1.銘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55 陳育亮 1.世新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1.世新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56 李坤清 1.世新大學資管系副教授 1.世新大學資管系副教授 

57 馬麗菁 1.國立聯合大學資管系教授 1.國立聯合大學資管系教授 

58 黃貞芬 1.國立聯合大學資管系副教授 1.國立聯合大學資管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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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區候選人名冊 

編號 姓名 現職 經歷 

1 洪新原 1.國立中正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兼院長 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理事

3.TWAIS指導委員。 

1.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2.國際資訊

系統學會(TWAIS)會長，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

十二，十三屆理事，4.國際華人資訊系統學會(ICISA)會長，

5.國立中正大學主任祕書，6..Communications of the ICISA

國際期刊主編。 

2 林東清 1.中山大學資管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第十四屆監事。 

1.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第十一、十二、十三屆監事，3..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系主任，4.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3 施東河 1. 雲林科大資管系教授，2. 中華民國資

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理事。 

1.雲林科大資管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一、

十二，十三屆理事，3.雲林科大資管系主任，4.雲林科大電

算中心主任，5台灣健康資訊管理學會理事。 

4 林豪鏘  1.國立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系教授兼

學務長，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

四屆理事，3.中華民國數位內容學會監

事。 

1.國立台南大學數位學習科技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一、十二，十三屆理事，3. 中華民國視覺藝術

協會理事，4. ISAC中華民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常務

理事，5.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資訊長．造形藝術所 (美術系) 、

所長，6..明新科技大學電算中心主任、資管所所長、資工

系主任,7.台灣科技藝術學會副秘書長,8.科技部科教

司資教學門 IDOLS SIG 召集人,9.中華民國數位內容學

會常務理事,10.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創新經營學院院

長,11.台灣科技藝術教育協會副理事長,12.台灣科技藝

術學會副秘書長  

5 廖則竣  1.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

屆常務理事 。 

1.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十一、十二、十三屆常務理事，3.中正大學管理學院副

院長，4.中正大學管理學院AACSB執行長，5中正大學

管理學院EMBA執行長。 

6 吳金山 1.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

屆候補理事 。 

1.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2.東海大

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3.吳鳳技術學院

電子商務系副教授兼系主任，4. 吳鳳技術學院電子

商務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5. 吳鳳技術學院電子商

務系助理教授。 

7 李慶章 1.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管

系教授兼 EMBA 所長，2.中華民

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候補

理事，3.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

會高雄分會理事。 

1.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研發長，2.國立高雄第一

科技大學產學總中心主任，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三屆理事 4.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

屆候補理事，5.教育部區域產學中心主任，6.高雄

市科技管理學會總幹事，7.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總務長，8樹德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 

 

8 鄭菲菲 1. 中興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教授兼推

廣教育組組長 

1.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amtion Mangement,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2.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amtion Mangement, Southern Taiwan University . 

9 陶蓓麗  1.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2.中

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監事。 

1.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第十一、十二、十三屆監事，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

會第十屆監事，4.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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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怡舜  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特聘

教授 

1.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2. 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第十二、十三屆候補理事，3.國科會應用科學教

育學門複審委員，4.中華系統動力學會常務監事，5.台灣

工程教育與管理學會第三屆監事。  

11 詹永寬 1.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1.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12 連俊瑋 1.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

授 

1.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授 

13 劉忠峰   1.嘉南藥理大學資管系副教授，2.中華民

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候補理事。  

1.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候補監事，2.中華民國

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三屆候補理事，3.台灣健康資訊管理學

會監事，4.台灣長期照護管理學會理事 ，5.高雄醫學大學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系兼任助理教授，6.財團法人奇美醫

院資訊室專員。 

14 黃士銘 1.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教

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1. 國立中正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15 李彥賢 1.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授 1.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授 

16 孫惠民 1. 長榮大學資管系教授兼教務長 1. 長榮大學資管系主任，2. 長榮大學資管系副教授，3.中

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17 廖奕雯 1. 嘉南藥理大學資管系助理教授 1.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資管系 博士後研究員，3. 南台科技

大學 兼任講師樹德科技大學 兼任講師，4. 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18 張碩毅 1. 國立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教

授兼系主任，2.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 Taiwan Chapter - President 

1. 勞委會職業訓練局訓練品質評核系統(TTQS)評核委

員，2. 經濟部商業司協助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審查委員，

3. 臺灣證券交易所上市審議委員會外部審議委員，4. 中

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常務理事暨編譯出版委員會主任委

員。 

19 王育民 1.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兼系主任 

1.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2.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助理

教授。 

20 謝盛文 1. 遠東科技大學副教授兼主任秘書，2. 

台灣消費者保護協會專門委員 

1. 遠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主任，2.遠東科技大學資管

科主任，3. 中民國資訊經理人協會第十六屆候補理事，4.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5. 崴南科技有

限公司資訊部工程師。 

21 徐淑如 1.國立嘉義大學資管系教授兼系主任 1.淡江大學資訊管理展望期刊執行編輯 ，2. 淡江大學資

訊中心辦公室自動化課程講師 ，3.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專任講師，4. 嘉創中心企業進駐審查委員。 

22 徐士傑 1.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1. 2013-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2. 2008-2013 

Assi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3. 2006-2007 Instructor,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23 林杏子 1.國立高雄大學資管系副教授 1.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兼教務處教學服

務組組長，2. 遠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講師。 

24 董和昇 1.國立嘉義大學資管系教授 1.國立嘉義大學資管系教授 

25 蘇致遠  1.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

屆監事，3.中華行動科技創新應用協會

監事。 

1.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2.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三屆候補監事，3.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

二屆候補理事，4.中華民國資訊經理人協會第十五屆候補

監事、十六屆監事，5.台灣健康資訊管理學會第四屆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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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7.國家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副研究員，8.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

會員代表。 

26 劉致中 1. 嘉南藥理大學資管系助理教授 

2.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四屆候補

理事 。 

1. 台灣積體電路副理，2. 世大積體電路資深工程師，3. 資

訊工業策進會專案經理，4.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

屆會員代表。 

27 周斯畏 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管系教授 1.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管理學院院長，2. 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資管系系主任，3.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管系推廣教育組

長，4. 交通部電信砳究所助理研究員，5. 中華民國資訊管

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28 莊淑惠 1.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副教授 1.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助理教授，2.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

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29 余泰魁 1. 國立金門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兼研究

發展處處長 

1.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2.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

企業系系主任，3.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4. 南

台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助理教授，5. 南台科技大學國際企

業系講師，6. 環球技術學院資訊管理系講師。 

30 駱榮問 1.台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兼

系主任 

1.台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1 王凱 1.國立高雄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銘傳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助理教授，2.資策會資訊市場情

報中心資深產業分析師兼研究經理。 

32 林哲宏 1.正修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1. 正修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數位內容科技管理學學程

主任，2. 高雄市電子商務協會第一、二屆理事、第三屆監

事，3.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高雄市分會第十三、十五、

十七、十八屆監事，4. 台灣運籌管理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

第二屆理事、第三屆監事。 

33 呂瑞麟  1. 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1. 國立中興大學計算機暨資訊網路中心主任，2. 朝陽科

技大學資訊管理系 教授 

34 尹邦嚴 1.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1.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發長，2.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資訊管

理系系主任。 

35 江啟惠 1. 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授 1. 嘉南藥理大學資管系講師，2.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傳播

系兼任講師，3. 台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兼任講師，4.中

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36 傅振瑞 1.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

教授兼系主任，2.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育

成中心主任。 

1. Consultant, CHIN LING STEEL CO,,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Reviewer，3.Consultant, Roma and United International Group 

37 吳純慧 1.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 

1.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38 陳昭宏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2. 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39 洪為璽 1.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2. 

國立中正大學 學務處畢僑組組長。 

1.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2.國立中正大學資訊

管理學系課程規劃委員，3.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博

士班委員，4.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執行長，。 

40 張善斌 1.嶺東科技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嶺東科技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兼系主任，2. 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41 陳嘉玫 1.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兼系主

任，2. 臺灣學術網路危機處理中心

(TACERT)計畫主持人,。 

1.國立中山大學圖書與資訊處副處長，2.國立中山大學網

路系統組組長，3國立中山大學系統發展組組長， 4.臺灣

電腦網路危機處理中心(TWCERT/CC)研究發展組組長，

5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6中華民國電腦稽

http://mercury.mis.nsysu.edu.tw/teachers/cfh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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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協會高雄分會副會長。 

42 陶幼慧 1. 國立高雄大學資管系教授兼管理學院

院長 

1. 國立高雄大學圖書館館長，2. 國立高雄大學推教中心

主任，3. 國立高雄大學研發處學術交流組組長，4. 國立屏

東科技大學 資管系副教授，5. 義守大學資管系副教授、

助理教授、推廣中心組組長。 

43 楊達立 1.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管系教授兼圖書

館館長 

1. 虎尾科技大學教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資管系

主任，2. 南開科技大學教務長、進修推廣部主任、工管系

主任，3.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44 莊承翃 1. 嘉南藥理大學資管系助理教授 1.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系統分析師，2. 遠綠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軟體工程師，3. 高苑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專任講

師，4.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系兼任講師，5. 大同技術學

院資訊管理系兼任講師，6.永生基督學院音樂系兼任講

師，7.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45 徐國鈞     1. 崑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2. 

崑山科技大學資管系、電子計算機中心

主任，3. 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理事，

4. 台灣開放課程聯盟理事。 

1.台灣開放課程聯盟第三屆理事，2.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

會第三屆理事，3.康地科技顧問公司經理，4. 中華民國資

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46 洪健文 1. 嘉南藥理大學資管系助理教授 1. 亞太創意技術學院工業管理系專任講師，2.中華民國資

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會員代表。 

47 王維聰 1.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

系暨資訊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1.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暨資訊管理研

究所副教授 

48 陸海林 1.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1.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2.嘉南藥理大學圖

書資訊館館長，3.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4.中華

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第十二屆監事 

49 何淑君 1.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

理系副教授 

1.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軟體工程與管理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