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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孔令傑 國立臺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2 王偉華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副教授

3 王孔政 台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特聘教授 3 王逸琦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4 王建智 明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4 吳欣潔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5 石裕川 國防大學管理學院運籌管理學系教授 5 吳信宏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院長

6 吳吉政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特聘教授兼任推廣部主任 6 林文燦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終身特聘教授

7 吳建瑋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7 林君維 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特聘教授兼院長

8 吳政鴻 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8 林國平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系教授兼系主任

9 李家岩 國立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9 邱創鈞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教授

10 杜隆欽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新人訓練中心主管 10 侯東旭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11 周永燦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11 翁紹仁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教授

12 周雍強 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12 康鶴耀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兼院長

13 周碩彥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特聘教授 13 許聰鑫 南開科技大學校長

14 周霞麗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14 陳坤盛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15 孟憲明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造事業群總經理 15 陳振東 國立聯合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16 林久翔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特聘教授 16 陳敏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17 林春成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特聘教授 17 陳鴻基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學系講座教授兼院長

18 林真如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18 曾懷恩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19 林義貴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講座教授 19 黃欽印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教授

20 邱垂昱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兼院長 20 黃開義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21 邱銘傳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21 楊達立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

22 侯建良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22 廖經芳 朝陽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兼助理副校長

23 洪一峯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23 劉仁傑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教授

24 洪一薰 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4 蕭堯仁 逢甲大學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系教授兼副校長

25 紀佳芬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特聘教授 25 駱景堯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特聘教授

26 范書愷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26 蘇純繒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特聘教授兼副校長

27 宮大川 長庚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教授兼管理學院院長

28 張永佳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教授

29 張永青 仁寶電腦董事長

30 張季明 欣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暨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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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1 王安祥 國立中正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兼院長

32 曹譽鐘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講座教授 2 王惠嘉 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33 梁韵嘉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系主任及所長 3 王貳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特聘教授

34 許嘉裕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副教授 4 王逸琳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35 郭人介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特聘教授 5 江育民 金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副教授

36 郭財吉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教授 6 吳文言 義守大學工業管理學系教授

37 陳一郎 明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特聘教授 7 吳政翰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38 陳天賜 日月光集團總經理(中壢廠、昆山廠) 8 呂執中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39 陳文智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教授 9 林煥章 義守大學工業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40 陳正剛 國立台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教授 10 翁慈宗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41 陳協慶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11 張秉宸 國立金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42 陳建良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12 莊寶鵰 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教授

43 陳啟光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教授 13 陳梁軒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特聘教授

44 陳穆臻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教授 14 傅新彬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特聘教授

45 喻奉天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教授 15 黃宇翔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特聘教授

46 曾國華 群光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16 黃祥熙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教授

47 楊朝龍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副教授 17 楊大和 國立成功大學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教授

48 葉瑞徽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特聘教授 18 葉子明 國立金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特聘教授兼院長

49 廖崇碩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19 謝中奇 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50 鄭春生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教授 20 蘇明鴻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教授

51 賴士葆 立法院立法委員 21 蘇國瑋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兼系主任兼所長

52 瞿志行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53 饒饒忻 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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