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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會簡介 

一、歷史沿革 
    本會源於美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該會於一九九二年四月在紐約成立，係由一群服
務於 IBM 華森研究中心、AT&T 貝爾實驗室、紐約州政府及大學的資訊專業華人所組
成。成立宗旨在加強研究單位、學術界及政府的資訊專業人士之間的知識與經驗交流，
並透過與社會各應用領域的溝通，一方面增進其社團成員對社會資訊應用需求的認知，
另一方面則拓展社會各應用領域對資訊科技及其應用與管理的知識。 
 
    為促進資訊專業人員與社會應用領域間的溝通，美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成立時特與
地區性社團結合，先由當時任教於紐約市復旦大學企管研究所的吳武明博士，在 IBM
總公司所在的紐約市北郊威郡創立，後來名聞大紐約各州的「威郡華人協會」，先以社
區文化關係結合各類專業人士，並每二個月出版發行量達三千份的「大紐約通訊」。在
「威郡華人協會」廣獲各界支持，並建立財務與通訊基礎後，該會即創立「美國資訊應
用發展協會」，由在紐約州政府服務的曾令寧博士擔任首屆會長，與威郡華人協會共同
透過大紐約通訊與活動推廣資訊科技的應用與研發理念。兩會除每月舉辦開放公眾免費
參加的小型研討會外，每年更在國科會、青輔會、教育部、僑委會、經濟部及外交部等
政府駐外單位的支持下，與其他專業社團合辦了二屆「北美華人資訊管理研討會」，成
功地促成國內、外資訊科技與管理知識交流。 
 
    上述兩會創始人吳武明博士在北美華人資訊管理研討會中，與當時任職考試院的洪
國興專門委員，討論到目前我國跨越產、政、學、研及社會各應用領域之間的知識交流
不足，有必要加強國內資訊科技的應用與研發理念的推廣。吳博士應行政院研考會之邀
回國服務後，即與當時服務於監察院的洪國興副處長及主任秘書共同籌組本會，並於八
十三年十二月召開成立大會，選舉出時任交通部常務次長毛治國博士為首任會長、原籌
備會主任委員吳武明博士為第二屆會長，並獲內政部八十四年二月廿一日台 84 內社字
第八四Ｏ四Ｏ三七號函核准立案。本會與一般公、協會最大的不同，在於本會非僅以資
訊產業為主要會員對象，而強調「應用面」與「管理面」的發展，積極推廣資訊應用與
管理觀念於非資訊產業及非資訊專長的專業人士，以加速資訊應用之推廣。 
 
  本會以包容產、政、學、研及社會大眾的開放性社團型態存在，以扮演社會各界間
的溝通連繫與知識經驗交流的橋樑，自成立以來曾舉辦各類資訊研討活動，包括國際資
訊應用研討會等，皆獲得熱烈的參與和支持。本會曾於民國 101 年組團赴廈門參訪，
並與廈門市信息化局、廈門市信息協會共同舉辦「兩岸無線城市發展高峰論壇」。民國
103 年組團赴上海、蘇州、杭州參訪，並參訪台達集團在大陸的中達電。本會自民國
102 年起承接研究專案，民國 102 年的訂定「政府資訊業務委外作業規範與參考指引」、
民國 103 年的「政府機關共通性資訊服務採購方式」之研究案等，並舉辦多場專家諮
詢會議，其研究規劃成果，提供政府制定電子化政策之參考。本會近年也加強與各公協
會的合作，先後於 103 年參與中華民國軟體協會的「優化政府資訊服務採購環境業界
座談會」，「2015 年資訊服務產業策略會議-共創台灣價值與競爭力的新起點」等，都獲得
熱烈的迴響。 
 
二、服務宗旨：以非營利方式結合資訊專業人士與社會各界，共同推廣資訊應用。 
 
三、任務 
1. 舉行資訊應用研討會，增進資訊專業知識經驗交流。 
2. 發行資訊應用刊物，推廣資訊應用。 
3. 舉辦演講及教育訓練，擴大社會資訊應用需求。 
4. 參與國際資訊應用交流，推動技術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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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輔導公私團體資訊應用，提高其生產力與服務品質。 
6. 增進資訊專業人員間連繫，擴大人才交流管道。 
7. 協助政府推動國家資訊基本建設，促進全民溝通與互動，實現資訊社會理想。 
 
四、發展方向 
    本會兼重資訊科技的應用及管理，並致力產、政、學、研及社會大眾的文化融合與
共識建立，以求共同推廣社會資訊應用的宗旨，目前已廣受各界認同。尤其本會幹部皆
本著義務服務的精神，以非營利的方式密集舉辦活動，已為資訊業建設未來資訊社會理
想注入一股動力。今後本會希望能更擴大結合有志之士，使本會的理念得以早日實現。 
 

本會除更積極舉辦活動(最高達每月八場次)及提供各項專業服務之外，更針對資訊
應用產業及與資訊應用相關的主管與業務人員，曾發行會訊一萬三千份，以便更廣泛嘉
惠社會各界，實現本會推廣資訊應用的宗旨。 

 
自本會成立以來，由於舉辦活動頻率與會訊發行量皆大幅增加，本會會員人數也在

加速成長中。由於會員對本會信心日益增加，加入成為永久會員的比例也日益提高，目
前已有二百五十三位永久會員，佔會員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四。 

 
    為實現本會結合各界推廣資訊應用的目標，本會會員入會並無資格限制。凡對資訊
應用有興趣而願意加入本會者，僅需填妥本刊所附的入會申請書，以傳真或郵寄本會，
並以支票、匯票或郵政劃撥逕行繳費。新加入會員除每年繳年費外，另應繳入會費五百
元。常年會費個人會員一千元，非營利團體會員一千元，營利團體會員五千元。凡一次
繳納六年會費，或前後合計繳納六年會費，即為永久會員。 
 
五、本會特色 

領導核心以政府機關為主 
成員遍布產、政、學、研各界 
政府機關成員遍布中央五院及地方機關 
成員專業水準高 
活動頻繁且多不收費 
組織運作民主 
資訊傳播遍及全省和社會各界 

 
歷屆理事長(會長) 
第一屆 毛治國 交通部常務次長 
第二屆 吳武明 行政院研考會研究員 
第三屆 洪國興 監察院研考室主任 
第四屆 江偉平 行政院研考會副主委 
第五屆 顧  敏 立法院秘書處處長 
第六屆 顧  敏 立法院秘書處處長 
第七屆 吳愛玲 國立政治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經理 
第八屆 季延平 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所教授 
第九屆 李炎松 中華電信公司副總經理 
第十屆 毛治國 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第十一屆 姜國輝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第十二屆 顧敏 國立國家圖書館館長 
第十三屆 洪國興 實踐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第十四屆 洪國興 實踐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 
*註：上述為當時任選會長之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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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與本會有合作關係的公協會組織 
本協會與國際資訊管理協會結盟的有： 

1. 國際資訊管理協會 SIM (Society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2. 中華民國電腦教育發展協會 The Chinese Computer Education Association 
3. 科技館際合作協會 Sci-Tech Interlibrary Corporation Association 
4. 中華民國開放系統協會 Chinese Open Systems Association, R.O.C. 
5. 中華民國資訊經理人協會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R.O.C. 
6.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協會 Chinese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7.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Taipei Computer Association 
8.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R.O.C. 
9. 中文電腦推廣基金會 Chinese Microcomputer Extended Foundation 
10. 電腦稽核協會 Information Systems Audit and Control Association 
 
七、服務組織 
 

項目 說明 
主管機關 內政部 
服務組織 理事長 1 人 

副理事長 2 人 
常務理事 4 人，理事 14 人 
常務監事 1 人，監事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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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類別統計表： 
類別 類別 人數 

個人 
年度 a 36 
永久 ap 209 

營利團體 
年度 c 2 
永久 cp 20 

非營利團體 
年度 g 0 
永久 gp 33 

合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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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會組織 

歷屆會長、理事長簡介 
 
第一屆會長：毛治國 

簡歷： 
  現任行政院院長。毛博士畢業於成功大學土木系，獲曼谷亞洲
理工學院系統工程碩士及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運輸管理博士，曾任行
政院副院長、交通部部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院長、行政院顧問、
中華電信公司董事長、交通部常務次長、民航局局長、高速鐵路工
程籌備處處長、觀光局局長、交通部主任秘書、交通大學經營管理
研究所教授、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運輸工程與管理
系副教授，並曾擔任內政部區域計劃委員會、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
會、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及行政院國家太空計劃指導小組委員、陽明
海運股份公司董事等職及本會第一屆會長、中華民國運輸學會理事

長、麻省理工學院在台校友會會長、中國工程師學會理事及中華民國道路協會理事等社
團工作。毛博士專長為決策原理與變革管理。 
 
第二屆會長：吳武明 

簡歷： 
  現任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兼任教授、財團法人中華電
腦中心技術商品化服務辦公室執行長。吳博士畢業於台大電機系，
獲美國德州三一大學電腦與企管雙碩士以及奧斯汀德州大學資訊管
理博士。曾任億通智慧科技公司總經理、年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電子商務部副總經理、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資訊管理處研
究員、美國聖班尼迪克醫療中心資訊部門主任、台大醫院資訊顧問、
紐約市復旦大學企管研究所資訊與溝通系統學系助理教授，並曾擔
任美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會長、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副會長、紐約
威郡華人協會會長及本會籌備會主任委員、執行副會長、第二屆會

長等社團工作。吳博士主要專長包括組織領導與溝通、創新管理與科技移轉、資訊管理、
資料庫設計與應用、以及網際網路與 IC 卡應用規劃，著有「資訊管理：邁向廿一世紀
的新管理觀念」一書（83 年 4 月，松崗圖書公司）。 
 
第三屆會長：洪國興 

簡歷： 
  現任實踐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畢業於淡江大學工商管理
系，獲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碩士及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博士，曾任監察
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處副處長、處長，監察院綜合規劃室主任、交
通委員會主任秘書、考試院專門委員兼資訊小組召集人、台北市政
府捷運工程局資訊中心技正兼課長、資訊中心主任，台北市監理處
資訊主任，卸任公職之後，服務於實踐大學資訊管學系，並曾兼任
會計主任。曾負責或參與之資訊系統專案：台灣區公路監理資訊系
統整體計畫案、台北捷運工程整體資訊系統規劃與建置案、考試院

整體資訊系統建置案、監察院政治獻金不得捐贈者平台建置案、政治獻金查核暨網路申
報建置案及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動態整合平台建置案等。洪博士專長是資訊系統整體
規劃與建置、資訊委外、資訊安全管理等。在社團方面，曾任資訊經理人協會副理事長、
常務理事，以及本會第三屆會長、副會長、執行副會長、本會第十三屆、第十四屆理事
長等，在其任內首次辦理本會大陸參訪與承接資訊規劃研究專案。著有「分散式資訊系
統之規劃設計與應用」（74 年 8 月，曉園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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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會長：江偉平 
簡歷： 
  現任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資深副總經理兼亞太商工總會執行長 
又兼亞洲銀行家協會執行秘書。江博士畢業於台大化工系，獲美國
西北大學企管碩士及美國華盛頓大學工程博士。曾任行政院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行政院資訊推動小組委員及行政院 NII
小組委員、美國亞美和化學公司高等研究師、北部石油化學公司經
理、QUANTUM 化學公司研發室主任及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副
教授、並曾擔任立法委員、立法院科學技術協進會執行長、美中國
學術聯誼會會長、芝加哥瑞柏華人協會會長、芝加哥區台大  校友
會會長及本會執行長、副會長等社團工作。 

 
第五、六屆會長 顧敏 

簡歷： 
  現任中央研究院 PNC 國家委員會委員。畢業於美國芝加哥洛沙
里學院，獲資訊科學碩士學位，曾任國家圖書館館長、立法院國會
圖書館館長、立法院秘書處處長兼立法院修憲委員會執行秘書、美
國資訊學會台北分會會長，創設立法院電腦中心與發展中文立法資
訊系統。目前擔任亞太地區國會圖書館協會會長以及世界新聞傳播
學院兼任副教授，講授及研究領域為電腦通訊在大眾傳播上的應
用。 
 

 
第七屆會長：吳愛玲 

簡歷： 
  吳女士獲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士及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曾
任政大育成中心經理、財團法人中華電腦中心系統設計部經理、業
務推廣部經理、資訊網路部經理、秘書處處長、總務室主任、專案
經理、系統分析師、程式設計師及國防部電訊發展室程式設計師、
系統分析師等職。吳女士專長為企業資訊化諮詢顧問、資訊系統規
劃分析、應用推廣、專案管理等。吳女士熱心資訊應用推廣工作，
協助稅務電腦化、中小企業電腦化輔導工作多年，民國 83 年榮膺經
濟部第一屆績優中小企業輔導服務人員及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協進會
決選為中華民國企業經理名人。曾任本會理事長、副理事長、副會

長、常務理事和常務監事，並先後擔任公關、活動、會員、司選等委員會召集人及財務
長等職。 
 
第八屆會長：季延平 

簡歷： 
  現任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教授。季教授畢業於交通大學工學院，
獲政大企管碩士及美國馬里蘭大學資訊系統管理博士。研究領域包
括企業再造、企業資源規劃等。曾任現任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
授、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系主任、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秘書長及本
會執行長，著有系統分析與設計、管理會計、管理資訊系統、決策
資源系統、資料庫系統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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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理事長：李炎松 
簡歷： 
  現任中華電信公司總經理。李先生畢業於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
程研究所博士班。曾任中華電信公司副總經理、數據分公司經理、
國際電信管理股長、電信研究所研究員、主任研究員及企劃室主任、
中華電信公司資訊處處長。 
 
 
 
 

 
第十一屆理事長： 姜國輝 

簡歷：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姜博士畢業於成功大學
工程科學系，獲德國阿亨大學國家工程科學博士學位，曾任德國阿
亨 ADITEC 中心研究員兼助教授、德國阿亨大學知識與品管講座研
究員、歐盟 ESPRIT 科專經理、德國 Benz 集團品質顧問、英國 Rover
公司品質專案顧問及工研院副研究員等職務。目前擔任北區中小企
業研訓中心專員、ICANN/ICC 委員、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國際事務委
員、中華資訊應用發展協會理事、中華知識經濟協會召委、中華六
標準差應用協會理事等職務，並兼任卜樂視國際媒體公司技術總監，

負責國內數位電視共通平台科專計劃。他曾獲提名為 ICANN 2000 年亞太區理事候選
人。 
 
第十屆理事長：毛治國 
簡歷：見第一屆會長簡歷。 
 
第十二屆理事長：顧敏 
簡歷：見第五、六屆會長簡歷。 
 
第十三、十四屆理事長：洪國興 
簡歷：見第三屆會長簡歷。 
 
第十四屆理事簡歷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第十四屆理事簡歷 

 協會職務 姓名 現任職單位 職稱 經      歷 
1 理事長 洪國興 實踐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監 察 院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處
處長 
台 北 市 政 府 捷
運 工 程 局 資 訊
中心主任  

2 副理事長 張家生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 北 市 市 政 府
資訊局局長 

3 副理事長 江偉平 偉柏國際顧問公司 
東吳大學 

董事長 
教授 

中 國 信 託 商 業
銀行資深副總 
行 政 院 研 考 會
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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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 
4 常務理事 李炎松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 華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5 常務理事 馬宏燦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銷
處 

副總經理  

6 常務理事 丁立邁 捷運工程局技術發展處 處長  
7 常務理事 劉錦龍 科技部 參事 國科會參事、科

資中心主任 
8 理事 范玉琳 交通部資訊管理中心 副主任  
9 理事 黃明達 淡江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10 理事 季延平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系 教授  
11 理事 陳泉錫 法務部資訊處 處長  
12 理事 郭俊男 金緻網路資訊服務股份有限

公司 
總經理  

13 理事 胡文華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網路行銷中心 

專門委員  

14 理事 游文仁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中華區 

總經理  

15 理事 辛志鵬 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16 理事 陳明仕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

通信分公司 
副總經理  

17 理事 張孟元 國立師範大學 教授 金 融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資 訊 管
理處處長 

18 理事 張培鏞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19 理事 姜國輝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20 理事 林貞   行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資 訊 中 心
主任 

21 理事 鄧素貞 國立政治大學理學院 秘書  
 
第十四屆監事簡歷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第十四屆監事簡歷 

1 常務監事 黃英裕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數據
通信分公司首長室 

特別助理 中 華 系 統 整 合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海 外 事 業 處 處
長 

2 監事 謝松枝   監 察 院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處
處長 

3 監事 王淑慎 資訊工業策進會 顧問 經 濟 部 資 訊 中
心副主任 

4 監事 楊振杰 米客國際事業公司 總經理  
5 監事 李筱瑜   行 政 院 國 科 會

資訊中心主任 
6 監事 吳瑞琦 經濟部工業局資訊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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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監事 王美瑜 睿恩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董事長 外 貿 協 會 研 究
員 

 
第十四屆服務組織成員簡歷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第十四屆服務組織成員簡歷 

 協會職務 姓名 現任職單位 職稱 經      歷 
1 理事長 洪國興 實踐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監察院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處處長 
臺北市政府捷運
工程局資訊中心
主任 

2 副理事長 張家生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臺北市市政府資
訊局長 

3 副理事長 江偉平 偉柏國際顧問公司 
東吳大學 

董事長 
教授 

中國信託商業銀
行資深副總 
行政院研考會副
主委 
立法委員 

4 會員委員
會 

馬宏燦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行銷
處 

副總經理  

5 財務長 胡文華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網路行銷中心 

專門委員  

6 秘書長 
數 位 出 版
委員會 

辛志鵬 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7 副秘書長 羅欣然 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8 副秘書長 黃金福   勞動部資訊處科

長 
9 公協會委

員會 
游文人 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中華區 
總經理  

10 兩岸交流
委員會 

楊乾中 中美通電腦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長  

11 學術委員
會 

邱顯貴 景文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  

12 資訊長 宋麗惠 交通部資訊中心 組長  
13 活動委員

會 
韓長澤 國家教育研究院資訊化推動

小組 
副召集人 台北市政府教育

局資訊室主任 
14 網際網路

委員會 
楊振杰 米客國際事業公司 總經理  

15 ICT 產業
委員會 

林榮賜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
處 

副總經理  

16 政府資訊
推動委員
會 

潘城武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處長  

 
新進會員報導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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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職稱 類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會員 a 邱 瑞枝 監察院資訊室 主任 
會員 ap 林 兆任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資訊室 主任(退休) 
會員 a 余 君健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會員 a 江 雅慧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會員 a 吳 宗禮 實踐大學 副教授 
會員 ap 王 敏姿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會員 a 潘 國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訊中心 主任 
會員 a 汪 其芬 經濟部 專門委員 
會員 cp 張 永慶 美商甲骨文有限公司 總經理 
會員 ap 蔡 安順 教資訊/導 ERP/企業輔導顧

問 
老師/顧問 

會員 ap 韓 長澤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國家教育
研究院資訊化推動小組 

聘任督學/副召集人 

會員 a 林 美華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會員 a 黃 端祥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會員 a 白 啓昌 商奇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CEO 
 
103 年 
會務職稱 類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會員 ap 潘 城武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處長 

會員 a 王 揮雄 文化部資訊處 主任 

會員 a 趙 嘉成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資科所 助理教授 

會員 a 李 水滄 經濟部資訊中心 副主任 

會員 ap 唐 日新 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副教授 

會員 a 潘 瓊如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 主秘 

會員 a 趙 培因 行政院資訊處 處長 

會員 a 簡 宏偉 國家發展委員會 處長 
會員 a 張 忠吉 台中市政府資訊中心 主任 
會員 a 尹 慧珍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副處長 
會員 a 吳 欣宜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科長 
會員 a 林 鈴玉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高級分析師 
會員 a 莊 雄鈞 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 高級分析師 
會員 a 蔡 芝玉 監察院資訊室 主任 
會員 a 珐济 伊斯

坦大 
原住民族委員會 教育文化
處 

  

會員 ap 劉 惠娟 德欣寰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104 年 
會務職稱 類別 姓 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會員 ap 蔡 立耑 廈門大學王亞南經濟研究院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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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 a 蔡 福隆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資訊服
務處 

處長 

會員 a 王 超群 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會員 a 李 坤清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副教授兼資訊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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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會員最新動態 

李炎松常務理事 榮任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本本會副理事長李炎松博士，於民國 85 年加入本會永久會
員，曾任本會活動委員會召集人、常務理事，並擔任本協會第九
屆理事長為期四年，對本協會貢獻卓著。 

  李炎松博士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學士、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研
究所碩士、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博士，具有電信與資訊之專
長。他在中華電信先後擔任總公司資訊處處長、中華電信副總經
理兼任數據分公司經理、電信研究所所長、中華電信副總經理兼
任企業客戶分公司經理、中華電信業務執行副總經理、中華電信
總經理及董事長等職務。 

  李董事長在電信界服務逾 40 年，個性積極、工作勤奮，戮力開拓及推動各項資通
信業務之發展，在技術、業務、資訊領域歷練完整豐富。曾獲得多項殊榮，於民國 79
年當選「中華民國傑出資訊人才」，民國 92 年當選中華電信公司「十大傑出從業人員」，
民國 95 年榮獲國立交通大學傑出校友，民國 96 年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電機工程
獎章」，民國 102 年榮獲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第 14 屆「院士」。 

  民國 103 年 7 月受邀擔任國內網通龍頭智邦科技董事長。藉由李董事長過去在電
信及資通信產業的豐富經驗，推動智邦持續成長的動能，以更前瞻的思維，追求突破與
創新，提供客戶最高價值，強化與夥伴和通路的合作，進一步拓展智邦在網通、雲端運
算、智慧家庭、物聯網等領域之業務。 

 
黃國裕先生 榮升勞動部資訊處副處長 

 
學歷：中央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 
 
經歷：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資訊室主任 
勞委會職訓局資訊室主任 
文建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綜規組高級分析師 
金管會資訊管理處科長 
空軍軍官學校理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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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活動報導 

優化政府資訊服務採購環境業界座談會 
  為推動政府資通訊優質採購，促進產業發展，資策會與中華軟協特辦理業界座談會，
期於本次座談會中收集資服產業建言以供政府後續推動相關政策參考，提升台灣資服產
業競爭力。 
會議時間：103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中華軟體協會會議室(台北市承德路二段 239 號 6 樓) 
會議流程： 

 
內外政府軟體採購作法及建議的報告中提出的結語 
1. 政府機關資訊處理職系人員佔全國公務人員的 0.92%，遠低於韓國的 1.6%。 
2. 102~104 年度政府資訊預算分別為：241 億元、227 億元、224 億元，呈下降趨勢。 
3.全球平均而言，資訊軟體服務支出的變動每增加 1%，GDP 的變動則增加 0.245%。 
  (台綜院研究) 
4. 台灣不管在 IT 支出的成長率(5.89%)，還是在 IT 支出佔 GDP 的比例上都遜於全球 
   (5.91%)以及亞太地區(8.57%)的平均表現，台灣與其他國家相較之下，IT 軟體服務 
   投入比重偏低，恐怕不利我國之經濟發展。(台綜院研究) 
5. 韓國政府建立政府整合式資料中心(Government Integrated Data Center， 
   GIDC)、發展政府雲端計畫，統一資源採購、維護、開發及資訊安全管理，避免資 
   源浪費。 
6. 韓國政府以企業架構整合 47 個中央政府機關、1033 個系統；資源整合與共享，節 
   省 30%的營運成本，於 2010、2012 年獲聯合國電子化政府評比第一名。 
7. 全國戶役政資訊系統係分散架構，最近的研究也將逐步演進至集中架構。(凌群電腦) 
8. 集中採購、統一開發、集中架構是大勢所趨，勢不可擋。 
9. 雲端運算方興未艾，放任發展的後果，將會付出更大的代價來收拾殘局。 
10. 如何力挽狂瀾？看看韓國，想想我們，有為者亦若是。 
 
「政府資訊業務委外作業規範與參考指引」研究計畫 
一、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一)會議籌備 
開會時間：102 年 10 月 17 日(週四) 14:30~18:00 
開會地點：中華電信總公司 3 樓 301 室(台北市信義路一段 21 之 3 號) 
邀請出席人員：陳泉錫(法務部資訊處處長) 、王揮雄(文化部資訊處處長)、馬正維(經濟
部資訊中心主任)、李筱瑜(行政院國科會資訊中心主任)、吳瑞琦(經濟部工業局資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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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黃國裕(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資訊室主任)、巫建緯(行政院工程會專門委員)、馬
宏燦(中華電信公司副總經理)、張培鏞(叡陽資訊公司執行長)、張國鴻(中華軟協秘書長，
由副秘書長詹麗淑代)、曾淑峰(政治大學資管系教授)、許秀影(國防大學資管系教授)  
指導單位：行政院科技會報：鄭研究員進練 
委辦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吳仁傑、孫百佑、王淑慎、林祖馨 
列席人員：本會相關人員：江偉平、張孟元、韓長澤、黃金福 
主 持 人：理事長洪國興 
會議議程： 
一、「政府資訊業務委外作業規範與參考指引」研究計畫簡報 
二、專家諮詢意見 
三、討論與建議  
(二)會議執行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於 102 年 10 月 17 日(週四) 14:30 召開，會議地點於中華電信總
公司 3 樓 301 室 (台北市信義路一段 21 之 3 號)邀請人員有 2 位臨時無法出席，有 1

位臨時變更行程加入，出席諮詢專家共 12 人。會議於 18 時結束，歷時 3.5 小時。 
圖 102 年度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與會人員合照 
 
二、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 
(一)會議籌備 
開會時間：102 年 11 月 21 日(週四) 14:00~17:30 
開會地點：中華電信數據大樓 1511 會議室 (台北市信義路一段 21 號) 
邀請出席人員：趙培因(行政院資訊處處長)、何全德(行政院研考會資管處處長，徐高分
嘉臨代)、潘城武(行政院主計總處資訊處處長)、范玉琳(交通部資訊中心副主任)、林礎
端(行政院勞委會勞工保險局資訊室主任)、陳明仕 (中華電信公司副總經理)、辛志鵬(宜
誠資訊公司總經理)、李瑞元(實踐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徐敏珠(德明科大資訊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指導單位：行政院科技會報：鄭研究員進練 
委辦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吳仁傑、孫百佑、王淑慎、林祖馨 
列席人員：本會相關人員：江偉平、張孟元、韓長澤、黃金福 
主 持 人：理事長洪國興 
會議內容： 
一、「政府資訊業務委外作業規範與參考指引」研究計畫簡報 
二、專家諮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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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討論與建議  
(二)會議執行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於 102 年 11 月 21 日(週四) 14:00 召開，會議地點於中華電信數
據大樓 1511 會議室 (台北市信義路一段 21 號)邀請人員有 4 位臨時無法出席，出席諮
詢專家共 9 人。會議於 16 時 30 分結束，歷時 2.5 小時。 

圖 102 年度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現場討論狀況 
 
「政府機關共通性資服採購模式之研究」專案 
  本會受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之委託，承接政府資訊委外與專案管理精進計畫之
「政府機關共通性資服採購模式之研究」案，已於 103 年 12 月如期交付研究成果，已
通過審查完成驗收。 
  政府機關標準化的套裝軟體可透過「共同供應契約」採購，而訂製型的軟體係由使
用機關自行採購，但無論共同性行政資訊系統，或專業性資訊系統均可以統一開發採購，
除可促使政府資訊經費的更有效運用外，也使資訊整合與資訊分享可以畢其功於一役。
雲端運算是必然的趨勢，其雲端服務的採購更是政府機關資服採購極為重要的一環，大
宗採購與整合建置將是最佳的解決方案。綜上，套裝軟體以政府整體需求的採購模式，
訂製型軟體的統一開發，雲端服務的整合建置等，將是政府機關資服採購極佳的創新模
式，但都有賴於健全的中央資訊主管機關才能有效的執行，而法制面的基礎建設更是基
礎中的基礎。 
  本研究成果期望可提供政府機關未來規劃共通性資服採購之參考，使我國「共同供
應契約」採購制度順利推動，滿足各機關的資服採購需求；並透過創新採購模式，以規
模性採購節省成本，縮短作業流程，節省作業時間，提升行政效能，同時促進資服業者
朝大型化、專業化、國際化發展。 
 
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 
開會時間：103 年 7 月 17 日(週四) 14:30~18:00 
開會地點：中華電信數據大樓 708 會議室(臺北市信義路一段 21 號) 
指導單位： 
行政院科技會報-鄭進練 副研究員 
經濟部工業局-謝戎峰 科長 
委辦單位：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吳仁傑、孫百佑、唐孝明 
邀請出席人員： 
陳露生(立法院資訊處處長)、何全德(國發會參事)、許秀影(國防大學資管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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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金祥(內政部資訊中心主任)、潘城武(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處長) 
黃國裕(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資訊室主任)、張培鏞(叡陽資訊公司執行長) 
李瑞元(實踐大學資訊科技與管理學系教授)、曾淑峰(政治大學資管系教授) 
林來福(中華電信公司數據分公司副處長)、王揮雄(文化部資訊處處長) 
列席人員： 
本會相關人員：韓長澤、黃金福、唐日新、徐敏珠 
主 持 人：理事長洪國興 
會議議程： 
一、「政府機關共通性資服採購模式之研究」計畫期中簡報 
二、專家諮詢意見 
三、討論與建議 

圖 103 年度第一次專家諮詢會議與會人員合照 
 
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 
開會時間：103 年 9 月 22 日(週一) 09:30~12:00 
開會地點：中華電信數據大樓 708 會議室 (臺北市信義路一段 21 號) 
指導單位： 
行政院科技會報-鄭進練 副研究員 
經濟部工業局-謝戎峰 科長、王世智 
委辦單位：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吳仁傑、孫百佑、唐孝明 
邀請出席人員： 
劉勝東(前行政院主計處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主任) 
沈金祥(內政部資訊中心主任)、范玉琳(交通部資訊中心副主任) 
張忠吉(臺中市政府資訊中心主任)、許秀影(國防大學資管系教授) 
辛志鵬(宜誠資訊公司總經理)  
列席人員：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吳仁傑、孫百佑、唐孝明 
主 持 人：理事長洪國興 
會議議程： 
1、「政府機關共通性資服採購模式之研究」計畫期末簡報 
2、專家諮詢意見 
3、討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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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3 年度第二次專家諮詢會議與會人員合照 
 
上海、蘇州、杭州四日遊 
時間：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6 月 29 日 
行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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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本協會於上海參訪 

圖 本協會於蘇州參訪 

圖 本協會於杭州參訪 

  
19 

 



 

協辦 2015 年資訊服務產業策略會議-共創台灣價值與競爭力的新起點 

資訊服務產業的發展，攸關所有產業的轉型升級，是帶動台灣服務經濟發展的引
擎，也是促進資訊化社會發展與國家競爭力的動能。在資訊技術不斷進步下，物聯網、
巨量資料、智慧城市之概念，已從技術探討落實到各項應用，資訊服務業要如何掌握產
業趨勢及機會，是應該要集眾人智慧討論，以突破現有障礙，加速發展。 

而將資訊軟體產業視為國家發展策略性重點產業，以軟實力創造台灣在國際競爭
優勢，是應從環境面探討改善的，從國際狀況檢視國內對資訊軟體業的投資，以及政府
採購制度的設計原則，是否足以營造政府與產業雙贏，創造競爭力，也是此次策略會議
探討重點。 

本次會議除由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主辦，並將邀請各相關公協會協辦，期望透
過民間自發的聚集討論，提供政府政策規劃之參考，謹請各界共襄盛舉，共同探討資訊
軟體產業之關鍵發展議題。 

時間：104 年 3 月 4 日(三) 09:30-17:50 
地點：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401 會議廳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開放系統協會、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
公會、台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展協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資訊工
業策進會(依單位筆劃排序) 
邀請對象：資訊服務產、官、學、研代表 200 位 
議程： 
時間 內容 主持/主講人規劃 
09:30~09:35 開幕致詞 中華軟協邱月香理事長 
09:35~09:45 
(10 分) 

貴賓致詞 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 

09:45~10:15 
(30 分) 

專題演講：美國政府如何透過 IT 採購模
式，促進科技與競爭力 

美國財政部李式平主任 

10:15~10:55 
(40 分) 

議題一 
資訊服務應用在政府與國家競爭力之價
值及對策 

台灣綜合研究院蘇漢邦所長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洪國興理事長 

10:55~11:10 休息 
11:10~12:20 
(70 分) 

議題一論壇 
主持人：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鐘嘉德執行秘書 
與談人： 
1. 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何全德處長 
2. 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李蔡彥司長 
3. 和沛科技翟本喬總經理 
4. 中華軟協張培鏞常務監事 

12:20~13:10 午餐 
13:10~13:30 
(20 分) 

議題二 
健全採購環境，鼓勵創新、營造政府與產
業雙贏 

理律法律事務所蘇宜君合夥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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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4:40 
(70 分) 

議題二論壇 
主持人：台灣省諮議會李雪津秘書長(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
組副執行秘書) 
與談人： 
1. 經濟部工業局羅達生組長 
2. 大學教授/考選部前部長林嘉誠教授 
3. 前悠遊卡公司張家生董事長 
4. 中華軟協施立成常務理事 

14:40~14:55 休息 
14:55~15:35 
(40 分) 

議題三 
產業趨勢與台灣資服業機會及建議作
法：物聯網與巨量資料、智慧商務與資訊
安全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經濟與
趨勢研究中心 蘇孟宗主任 
資訊工業策進會產業情報研
究所詹文男所長 

15:35~15:50 休息，依主題分二場討論 
15:50~17:00 
(70 分) 

論壇一、物聯網與巨量資料 
主持人：經濟部工業局吳明機局長 
與談人： 
1.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 
簡宏偉處長 
2. 英業達公司叢毓麟副總經理 
3. 台北市電腦公會王超群理事 
4. 之初創投詹益鑑合夥人 
5. 中華軟協李員常務理事 

論壇二、智慧商務與資訊安全 
主持人：經濟部商業司江文若
司長 
與談人： 
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林美雪
副處長 
2. 行政院資通安全辦公室吳
啟文副主任 
3.udn 買東西莫家驊副總經
理 
4. 美商阿碼證點黃耀文執行
長 
5. 中國科技大學資訊學院陳
振楠院長 

17:00~17:20 
(20 分) 
  

會議結論 中華軟協張培鏞常務監事 
中華軟協施立成常務理事 
中華軟協李員常務理事 
中國科技大學陳振楠院長 

17:20~17:50 閉幕致詞 中華軟協邱月香理事長 
(30 分) 行政院張善政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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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104 年度年終聚餐 

過去的一年我們合作的都很愉快，跟你一起共事我成長不少! 謝謝您的支持，也感激你
的包容，誠心祝您全家歡樂，心想事成！ 

理事長 洪國興 
會員年終聚餐的相聚時刻： 
時間：2 月 9 日 晚上 06:30 ~ 08:30 
地點：三軍軍官俱樂部(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42 號)二樓明德廳 
參加人員：共 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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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會務報導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第 14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 年 04 月 10 日(星期三)18：30 
二、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48 巷 7 號 3 樓 
三、主席：洪理事長國興         紀錄：胡文華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本日應出席理事人數 21 人，監事 7 人，實際出席理事人數 13 人，監事 4
人，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主席宣布會議正式開始。 
(二)報告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理、監事選舉結果(理事及監事當選人名單，如附件 1)，
並於本日(4/10)辦理常務理、監事及正副理事長選舉。 
六、依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組織章程，辦理第 14 屆常務理、監事及第 14 屆理
事長、副理事長選舉事項。 
(一)選務工作人員： 
    監票：姜國輝監事、楊振杰監事、丁立邁理事 
    發票：黃英裕監事、唱票：王美瑜監事 
    計票：胡文華理事、鄧素貞理事 
(二)選舉常務理事，候選人 21 人(應選 7 人)，總票數 13 票，有效票 13 票。 
1.第 14 屆常務理事當選人: 
張家生理事(13 票)、洪國興理事(12 票)、李炎松理事(12 票)、丁立邁理事(11 票)、江
偉平理事(6 票)、馬宏燦理事(4 票)、劉錦龍理事(3 票)等 7 人。 
2.常務理事選舉投票結果，其中范玉琳理事、胡文華理事、季延平理事、劉錦龍理事、
張培鏞理事、姜國輝理事共 6 人得票數同為 3 票，第一次抽籤胡文華理事放棄，再抽
籤由劉錦龍理事擔任常務理事。 
(三)選舉常務監事，候選人 7 人(應選 1 人)，總票數 4 票，有效票 4 票。 
  第 14 屆常務監事當選人:黃英裕監事(3 票)1 人。 
(四)選舉理事長，候選人 7 人(應選 1 人)，總票數 11 票，有效票 11 票。 
  第 14 屆理事長當選人:洪國興理事(7 票) 
(五)選舉副理事長，候選人:7 人(應選 2 人)，共 11 票、有效票 11 票。 
  第 14 屆副理事長當選人:張家生副理事長(9 票)、江偉平副理事長(4 票)。 
七、臨時動議 
(一)案由：有關逾繳費日期或近繳費日期 1 個月內之會員建議主動通知繳費案。 
  決議：請會員委員會主動通知相關會員踴躍辦理繳費，並請通知各位理、監事協助
聯絡會員能繼續參加會務。 
(二)案由：有關變更本協會會址、聯絡信箱地點以方便本協會對外聯絡事宜案。 
  決議：本協會會址請辛志鵬理事協助覓妥適宜地點，提報理事會決議通過後函內政
部報備另變更信箱號碼地點案，請新任秘書長協調財務長以方便收取信件為優先考量，
覓妥適宜信箱地點。 
(三)案由：原訂於五月份參訪中國上海市吸取該市有關資通訊科技應用在市政建設之經
驗案。 
  決議：因上海市現正面臨 H7N9 疫情，建議暫緩出訪，但仍請楊乾中理事及游文
人理事繼續注意後續發展並協助辦理參訪事宜。 
(四)財務長提報本季(102.01.01-102.03.31)財務收支，收入共計 240,000 元；支出共計
111,38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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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理事名單及會員大會選舉得票數統計 

 
第 14 屆理事選舉：共推選理事候選人 35 人，應選 21 位，每位會員最多圈選 12 名。 
1. 領票：113 票、有效票：91 票、廢票：22 票。 
2. 當選人： 
洪國興(75)、張家生(67)、丁立邁(64)、李炎松(61)、范玉琳(49)、馬宏燦(47)、黃明達
(40)、胡文華(39)、季延平(37)、陳泉錫(29)、江偉平(28)、郭俊男(24)、劉錦龍(23)、
陳明仕(22)、辛志鵬(22)、張孟元(20)、張培鏞(19)、姜國輝(19)、林 貞(19)、游文人
(18)、鄧素貞(18)等共 21 位。 
3. 候補理事：黃國裕(18)、楊乾中(16)、邱顯貴(16)、曾淑峰(16)等共 4 位。 
 
監事名單及會員大會選舉得票數統計 

 
第 14 屆監事：共推選監事候選人 11 人，每位會員最多圈選 4 名，應選 7 位。 
1. 領票：113 票、有效票：91 票、廢票：22 票。 
2. 當選人： 
黃英裕(50)、謝松枝(40)、王淑慎(35)、楊振杰(31)、李筱瑜(26)、王美瑜(23)、吳瑞琦
(22)等共 7 位。 
候補監事：張曼莉(19)共 1 位。 

  

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 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
1 黃英裕 50 7 張曼莉 19
2 謝松枝 40 8 李筱瑜 26
3 楊振杰 31 9 王美瑜 23
4 姜國輝 40 10 吳瑞琦 22
5 王淑慎 35 11 陳正旻 13
6 祝國忠 11

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 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 編號 候選人 得票數
1 洪國興 75 13 鄧素貞 18 25 劉錦龍 23
2 范玉琳 49 14 郭俊男 24 26 方壯勵 11
3 張家生 67 15 唐大鈿 10 27 顧  敏 11
4 馬宏燦 47 16 姜國輝 19 28 張培鏞 19
5 江偉平 28 17 吳正民 9 29 許明溪 11
6 丁立邁 64 18 陳泉錫 29 30 張保隆 9
7 黃明達 40 19 吳武明 7 31 張孟元 20
8 李炎松 61 20 林  貞 19 32 黃國裕 18
9 胡文華 39 21 游文人 18 33 楊乾中 16

10 季延平 37 22 郭展盛 9 34 薛義誠 7
11 陳明仕 22 23 辛志鵬 22 35 謝浩明 3
12 曾淑峰 16 24 邱顯貴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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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第 14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 年 06 月 13 日(星期四)18：30 
二、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09 號 7 樓 
三、主席：洪理事長國興      紀錄：陳清宇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一)主席宣布本日應出席理事人數 21 人，監事 7 人，實際出席理事人數 9 人，監事 1
人，各委員主任委員 1 人，已達法定出席人數，主席宣布會議正式開始。 
(二)會務報告 
1.前次理監事會議紀錄宣讀。其中原訂於五月份參訪中國上海市吸取該市有關資通訊科
技應用在市政建設之經驗案，本次決議請楊乾中理事重新估算價格(上次價格理監事反
應偏高)，規劃具體行程之後，再擬意願表詢問各理監事等出訪意願。 
2. 財務長提報本季(102.01.01-102.03.31)財務收支，收入共計 240,000 元；支出共計
111,389 元。 
六、討論事項： 
(一)案由：會員費是否可用捐贈名義開收據。 
  決議：依目前協會規章決議，會員費不可用捐贈名義開立收據。 
(二)案由：協會名片印製與樣式討論。 
 決議：以舊有的樣式延續使用，提供單面與雙面(背面印個人服務機構)供各理監事選
擇。 
(三)案由：前次理監事會議待決事項~協會會址及信箱號碼地點設在辛秘書長公司。  
 決議：決議通過。 
(四)案由：新入會會員尚未提理監事會者名單審查。 (附件 1) 
 決議：決議通過。 
(五)案由：各委員會主任委員名單審查。(附件 2) 
 決議：決議通過。 
七、各委員會提案報告： 
(一)陳 ICT 產業委員會主委明仕報告下半年活動規劃預計有雲端體驗中心、ICT 發展資
訊安全研討會，預定與政府官員一同參訪，活動安排時間暫定在 7、8 月有活動參訪。 
(二)韓活動委員會主委長澤報告 2013 年下半年活動，詳情請見附件 3。 
(三) 
1. 洪理事長國興補充說明，協助資策會研擬政府資訊業務委外作業規範及參考指引，
廣泛邀請產業界、學術界、政府機關等舉辦諮詢座談會，讓我們的會員也能一同參與。 
2. 希望本協會與資訊經理人協會、資訊科技教育協會，三方形成策略聯盟，舉辦活動
時能彼此互相參與交流。 
 (四)馬會員委員會主委宏燦暫定 9 月初舉辦知性活動，兩天一夜的行程。 
八、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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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新增入會名單 

 
附件 2 

 
附件 3 
2013 年下半年活動委員會報告事項 
一、本年度下半年活動主題演講以下列主題為主，活動安排以半天為原則； 
 甲、雲端運算之應用； 
i.  政府雲(含電信營運商) 
ii.  私有雲(企業、消費者) 
 乙、虛擬化之應用 
 丙、個人資料保護法 
i.  對單位及企業的影響與作法/政府政策 
ii.  對個人及消費者的影響與保障/法律面 
二、舉辦政府資訊業務委外作業規範及參考指引相關活動 
 甲、協助資策會研擬「政府資訊業務委外作業規範及參考指引」 
 乙、廣邀產官學研各方專家及本協會會員，辦理兩場諮詢座談會。 
 丙、於研擬之規範定案後，舉辦南、北兩場說明會。 
三、與中華資訊與科技教育學會合作辦理下列活動 
 甲、辦理台北市中小學校園自由軟體發展研討會(提供支援 Speaker) 
 乙、自由軟體推廣經驗縣市交流研討會(協辦活動) 
 丙、2013 台北全球華人資訊教育創新論壇(102/12 協辦活動) 
四、與產業界合作辦理多場技術研討會，主題：智慧生活 - 雲端篇 
五、促進並辦理兩岸資訊技術及應用之交流活動。 

  

編號 會員類別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1 個人永久會員 王敏姿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助理教授

2 個人年度會員(二年期) 潘國才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訊中心 主任

3 個人年度會員(二年期) 汪其芬 經濟部 專門委員

4 營利團體永久會員 張登隆 美商甲骨文有限公司 總監

5 個人永久會員 蔡安順 教資訊/導ERP/企業輔導顧問 老師/顧問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聘任督學

國家教育研究院資訊化推動小組 副召集人

7 個人年度會員(一年期) 林美華 神通電腦 顧問

8 個人年度會員(二年期) 黃端祥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6 個人永久會員 韓長澤

委員會名稱 會員委員會 活動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 ICT產業委員會 秘書長

主委姓名 馬宏燦 韓長澤 邱顯貴 陳明仕 辛志鵬

委員會名稱 兩岸交流委員會 數位出版委員會 網際網路委員會 公協會合作委員會 副秘書長

主委姓名 楊乾中 辛志鵬 楊振杰 游文人 陳清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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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第 14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 年 9 月 4 日(星期三)18：30 
二、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369 號 3 樓 
三、主席：洪理事長國興    紀錄：陳清宇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一)主宣讀上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宣讀本會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紀錄函報主管機關之覆函(如附件)。 
  決定：洽悉。 
(三)本會承攬資策會政府資訊委外專案說明，本案之計畫主持人由江副理事長偉平擔任
乙案，報請鑒察。 
  決定：確定。 
(四)本會 2013 年訊郵寄進度報告：已寄出 150-160 份。 
  決定：原有本會公文封如不足，請洽黃常務監事瞭解是否尚有本會公文封，若仍不
足則以宜誠公司信封套替代，務必於 9 月中旬完成所有會員寄發。 
六、討論事項： 
(一)案由：劉常務理事錦龍提議：興訊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本會合作，由本會具名
邀請泉州檔案協會來台交流，所有費用由該公司負責(葉放宏總經理代表該公司說明)，
提請討論案。 
  決議：同意本會與興訊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合作。 
(二)案由：本會上海行程案，提請討論。 
  決議：1. 姜理事建議行程可找可樂旅遊，取得更優惠方案。 
        2. 時間暫定在十月中～十一月中，請楊乾中與游文人兩位理事再行研議規
劃。 
(三)案由：本會承攬資策會政府資訊委外專案舉辦專家諮詢會議案，提請討論。 
  決議：優先邀請本會會員參與專家諮詢會議。 
七、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會員委員會馬主委報告：將協助促成下次理監事會議在中華電信招待所舉辦，並規
劃適當議題。 
八、臨時動議： 
(一)案由：本會員叡陽公司將舉辦研討會，希望協會能擔任協辦單位，提請討論。 
  決議：與會理監事一致通過。 
(二)案由：財務長提議協會要多辦活動。 
  決議：每 3～４位理監事，認養承辦協會活動。 
(三)案由：財務長提議協助貿協到金門辦活動。 
  決議：若有需要可請秘書長協助取得金門的資源。 
九、散會。2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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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第 14 屆第 4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2 年 12 月 25 日(星期三)18：30 
二、地點：金緻網路資訊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三、主席：洪理事長國興        紀錄：郭致呈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一)宣讀上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二)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於 102 年 12 月至 103 年 2 月間，舉辦「台灣世界級資訊應
用獎」活動，ITMA 可當推薦人。 
  決定：通函全體會員踴躍參加。 
(三)本會承攬資策會政府資訊委外專案舉辦專家諮詢會議案，預定於 12 月 27 日星期五
召開驗收會議。  
(四)年度聚餐日期約為春節前 10 天左右舉辦，地點另行討論。 
六、提案討論： 
(一)案由：舉辦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決議：於 3 月中下旬舉行會員大會， 舉行地點可於金喜(請秘書長聯繫)、立法院
餐廳(請理事長聯繫)等地方舉辦，並可以以研討會之形式舉辦，並邀請貴賓演講。研討
會主題如：悠遊卡公司、pchome、淘寶網、個資法等，期望能藉由舉辦研討會獲得與
各界合作機會。 
七、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會員委員會馬主委報告：預定於三月份舉辦會員大會,地點將以能同時供應午餐為優
先。 
(二)網際網路委員會楊主委報告：請大家提供訊息，可放置網站上，以供各會員上網瀏
覽。請辛秘書長提供理監事、幹部資料，以更新網站資料。 
(三)洪理事長提議，請辛秘書長召開電子報編輯會議，討論電子報製作內容。 
(四)財務長報告： 
1. 大會結餘為 12 萬餘元。 
2. 今年增加三個會員由 2 年期變為永久會員，其他有新增 13 位個人會員，也增加會員
之會費收入。 
八、臨時動議： 
(一)案由：理事長提議年終尾牙是否邀請中華電信李炎松董事長出席，致贈榮退紀念
品。  
  決議：與會理監事一致通過。 
(二)案由：主計總處潘處長從去年開始，組織一非正式聯誼會，邀請資訊主管參與，期
望能有更多交流，潘處長希望能與大會合作。 
  決議：請潘處長先加入 ITMA，再由理事長與潘處長聯名邀請非會員之資訊主管加
入本會，期待可參加年終餐聚。 
(三)案由：本會上海行程案。 
  決議：可於適當時機舉辦，並另行提議討論。 
九、散會。21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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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第 14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03 月 13 日(星期四)18：30 
二、地點：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大會議室) 
三、主席：洪理事長國興         紀錄：羅欣然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1. 案由：會員大會前須先開理監事會議，理監事會議完成後須辦理實體公文報內政部，
通報召開會員大會之時間、地點及議程內容。理監事會議討論內容為： 
             (1) 102 年度理監事報告，請秘書長先向各委員會詢問去年度工作內容。 
             (2) 103 年度工作計畫，請秘書長向各委員會詢問今年度工作計畫內容。 
             (3) 102 年度結算報告，請財務長整理提供。 
             (4) 103 年度預算書，請財務長整理提供。 
  決議：理監事會議時間訂於 3/27 晚間，請秘書長提前整理理監事會議資料。 
2. 案由：今年度會訊以數位版為主，請出版委員會參照去年度基本資料，並加入今年
度活動資料及大會議程編排。 
  決議：交由出版委員會編製發送及網路委員會同步刊登。 
3. 案由：網站內容資料更新。 
  決議：第 14 屆理監事及幹部名單、102 年度會訊、102 年度四期電子報，去年度
會員大會報告資料內容，會員大會專題演講投影片及三場專題報告投影片內容。去年度
會員大會活動剪影、摸彩活動照片等。交由網路委員會更新網站資料。 (以上資料請辛
秘書長提供，其中理監事及幹部清冊請案證書資料彙整後先送理事長閱後上網) 
六、討論事項： 
1. 案由：請討論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時間。 
  決議：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預訂於 4/19。 
2. 案由：請討論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地點，建議可於開完研討會後順便用餐的場地。 
  決議：提議餐廳有立法院康園（每桌 6000 含服務費）、國軍英雄館、台大立德餐
廳(自助餐約每人 400~450)、台北市議會地下室金囍餐廳(需考量研討會場地)、兄弟飯
店(未洽談)，以上提議經洽談費用後於下次會議決議。 
3. 案由：請討論第 1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通知方式，需經提案變更章程案，包括： 
 (1)會員大會通知方式建議改為紙本或電子通知，擬修正本會章程第 24 條。決議：於
本次召開理監事會議時，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提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後報請內政部核
准修改本會章程。  
4. 案由：專題報告邀請對象，預計三場 
  決議：提議中華電信、悠遊卡公司(智慧城市)、叡揚資訊、台達電及微軟（併購雅
虎後之廣告趨勢），以上提議經洽談邀請對象後於下次會議決議。 
5. 案由：專題演講邀請對象。 
  決議：提議專題演講可由去年的一場 90 分鐘，改為兩場個 40 分鐘。演講對象提
議為張家生（悠遊卡）、江偉平、李炎松、李學景（談 4G 應用）、GOOGLE、LINE、
宋餘俠（現任國發會主委，談電子發展），以上提議經洽談邀請對象後於下次會議決議。 
6. 案由：此次大會是否要發放報到禮或辦理摸彩活動。 
  決議：建請廠商贊助提供環保袋、報到禮，或請悠遊卡公司提供摸彩禮、中華電信
提供口袋碟（數量足夠即為報到禮、量少質優則為摸彩禮）。 
七、散會。2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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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第 14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06 月 24 日(星期二)19：00 
二、地點：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大會議室) 
三、主席：洪理事長國興         紀錄：王秋茹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1. 本屆第二次會員大會召開情形報告。 
   (1)於 103 年 4 月 19 日上午在立法院康園舉行，中午餐會。 
   (2)安排有專題報告及研討會。 
   (3)將修正本會章程第 24 條，有關召開會員大會之通知方式 
2. 上海行行前說明會。 
   (1)行程說明。 
    (2)請參與人員注意攜帶現金上限之規定。 
六、討論事項： 
1. 案由：本會擬成立政府資訊推動委員會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2. 案由：理事長提議聘請行政院主計總處主計資訊處潘城武處長為本會政府資訊推動
委員會主任委員案，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 
七、散會。20 時 00 分。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第 14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四)19：00 
二、地點：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大會議室) 
三、主席：洪理事長國興         紀錄：羅欣然 
四、出席人員：詳簽到單 
五、報告事項： 
1. 上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決定：確定。 
2. 案由：上海、蘇州、杭州參訪行報請鑒察。 
  決定：洽悉。 
3. 案由：本會承接「政府機關共通性資服採購模式之研究」案執行情形報請鑒察。 
  決定：洽悉。 
4. 案由：本會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函報內政部備查，內政部函覆處理情形
報請鑒察。 
  決定：洽悉。 
六、討論事項： 
1. 案由：照往例於春節前舉辦會員年終聚餐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照往例辦理，在春節前 10 天舉行。 
2. 案由：為本會召開第 15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之籌備事項，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由秘書長、常務監事、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等成員組成。 
3. 案由：為舉辦「政府機關共通性資服採購模式研討會」，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由政府資訊推動委員會與活動委員會籌辦。 
4. 案由：為舉辦「行動校園研討會」，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由活動委員會與郭俊男理事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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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散會。20 時 30 分。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 
第 14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04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18：30 
二、地點：宜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大會議室) 
三、主席：洪理事長國興         紀錄：羅欣然 
四、出席人員： 
五、報告事項： 
1. 上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報請鑒察。 
  決定：確定。 
2. 案由：本會承接「政府機關共通性資服採購模式之研究」案執行情形報請鑒察。 
  說明：已如期交付，並完成審查驗收。 
  決定：洽悉。 
六、討論事項： 
1. 案由：為依往例擬於春節前舉辦會員年終聚餐案，提請討論。 
  說明：預定於 104 年 2 月 9 日晚上舉行年終聚餐，地點：三軍軍官俱樂部。 
  決議：照案通過，依往例辦理。費用部分會員免費，非會員酌收費用。 
2. 案由：為本會召開第 15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之籌備事項，提請討論。 
  說明：已於 103 年 12 月 26 日召開籌備會議，會議記錄如附件。 
  決議： 
          （1）照案通過。 
          （2）有關理監事改選相關時程修正如下： 
               ●104 年 2 月 2 日開始推薦理監事候選人。 
               ●104 年 3 月 2 日截止。 
               ●104 年 3 月 5 日完成統計。 
               ●統計後再安排第二次理監事會議。 
               ●104 年 3 月 28 日（暫定）舉行會員大會，地點為立法院康園餐廳。 
               ●通知請用紙本寄出，再以 email 發送。 
          （3）電子報預定於 104 年 2 月 2 日出刊，請提素材（電子報內容如臨時動
議案由 1 決議）。 
          （4）會員之 email 帳號請再清查一遍。 
          （5）會員大會演講人員，再洽詢合適人員擔任。 
3. 案由：為本會召開第 15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之理監事候選人推荐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請司選委員會說明。 
    決議： 
                ●推荐事宜已併前案討論。 
                ●大會報告相關資料（如財務等）及提案（如修改章程等），請相關 
    人員先行預為準備。 
                ●修改章程內容(例如本會目的主管機關國科會是否要修改)，先發給 
    理監事，由理監事會議事先通過。 
七、臨時動議 
1. 案由：有關本次電子報內容，該涵蓋那些﹖提請討論。 
  決議：可報導如下議題： 
                 ●洪理事長參加軟協辦理之研討會的簡報內容。 
                 ●去年上海行之記事。 
                 ●本會會員之動態職務異動，例如黃國裕、李炎松等會員之機關職 
    務異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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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承接之專案研究。 
2. 案由：本會之立案證書及印信，經多次交接，目前不知交接至哪一位會員手上，提 
    請討論。 
  決議：請相關人員協助尋找，若仍追查不到，則要登報後向內政部申請補發。 
3. 案由：陳副秘書長已離職多時，請推薦遞補人選，以利會務推動，提請討論。 
  決議：由黃金福會員遞補，協助會務推動。 
八、散會。20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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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入會辦法與入會申請書 

入會辦法 
  本會兼重資訊科技的應用及管理，並致力產、政、學、研及社會大眾的文化融合與
共識建立，以求共同推廣社會資訊應用的宗旨，目前已廣受各界認同。尤其本會幹部皆
本著義務服務的精神，以非營利的方式密集舉辦活動，已為資訊業建設未來資訊社會理
想注入一股動力。今後本會希望能更擴大結合有志之士，使本會的理念得以早日實現。 
凡有興趣加入本會者，請填入會申請表 E-mail、傳真或郵寄本會丁立邁收 
 
E-mail：lmting@trts.dorts.gov.tw 
傳真：(02)2521-8369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十八巷七號 3 樓資訊中心 
電話：(02)25218434 
 
  並以郵政劃撥逕行繳費(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郵政劃撥帳號 18519949)。  
新加入會員除每年繳常年會費外，另應繳入會費五百元，惟一次繳納二年及以上常年會
費者免繳入會費。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每年一千元，非營利團體會員每年一千元，營利團
體會員每年五千元。 
  凡一次繳納六年的會費即成為永久會員，日後毋須再繳交會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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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會申請書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個人會員入會申請書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學歷          經歷          現職             
連絡地址  (O)            電話  (O)        

(H)                 (H)        
傳真  (O)                 電子郵箱  

E_Mail  
                    

(H)                 
會員類別  一年：一千五百元  

二年：二千元 
永久會員：六千元  

會員證號碼          

申請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中華民國資訊應用發展協會團體會員入會申請書 
團體名稱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郵箱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職稱  
會員代表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職稱  學歷  經歷  
電話 (H)               傳真 (H)     

會員類別            營利團體       非營利團體 
一年      □5500 元       □1500 元 
二年      □10000 元      □2000 元 
永久會員  □30000 元      □6000 元 

會員證編號  

         申請人︰     
                            負責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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