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姓名 單位 編號 姓名 單位

1 丁慶榮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 王立志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2 王小璠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2 王偉華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3 王孔政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3 古東源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4 王明揚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4 余豐榮 大葉大學工業工程與科技管理學系

5 王茂駿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5 吳信宏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6 王國明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6 林文燦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7 江行全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7 林君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8 吳建瑋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所 8 林宏達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9 吳政鴻 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9 侯東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0 巫木誠 國立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0 康鶴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1 李永輝 鴻海IE總處現場人因工程中心 11 張炳騰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12 李榮貴 國立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2 陳坤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3 杜壯 中華亞太EMBA交流協會 13 陳敏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4 杜隆欽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 14 曾懷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5 沙永傑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系 15 黃志剛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6 周雍強 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16 黃欽印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17 周碩彥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17 黃開義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8 周霞麗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18 楊能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19 林久翔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19 廖經芳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0 林則孟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20 蔡禎騰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21 林義貴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21 鄭純媛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2 林榮泰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22 鄭博文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3 侯建良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23 鄭豐聰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系

24 洪一峯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24 蕭堯仁 逢甲大學

25 紀佳芬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25 駱景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6 范書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6 蘇純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27 宮大川 長庚大學工商管理學系

28 高辛陽 環球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

29 張百棧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30 張季明 欣銓科技 編號 姓名 單位

31 張國浩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1 王泰裕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32 張瑞芬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2 王貳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33 許棟樑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3 王逸琳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34 郭人介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4 余光華 林商行強化安全玻璃廠股份有限公司

35 郭財吉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5 呂執中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36 陳一郎 明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6 李再長 崑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37 陳正剛 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7 林聰明 南華大學

38 陳建良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8 高強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39 陳飛龍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全球製造精實製造 9 張樹安 中國鋼鐵公司

40 陳啟光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0 莊寶鵰 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41 陳穆臻 國立交通大學交通運輸研究所 11 陳梁軒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42 曾勝滄 國立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12 陳禎祥 台東專科學校

43 黃惠民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13 傅新彬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44 葉瑞徽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14 黃宇翔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45 廖慶榮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15 黃英忠 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46 蔡篤銘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6 黃祥熙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

47 鄭春生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17 楊大和 國立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48 瞿志行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18 蔡日新 中國鋼鐵公司

49 簡禎富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19 蔡憲唐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50 蘇玲慧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20 盧淵源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退休)

51 蘇朝墩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21 謝中奇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

52 蘇錦夥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53 饒忻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第19屆會員代表北區當選人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第19屆會員代表中區當選人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第19屆會員代表南區當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