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國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 第七屆理事候選人名單 

編號 中文姓名 個人照片 性別 區別 現任本職 備註 對本會之願景 

1 高治中 

 

男 中區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第三、四屆監事 

第五、六屆副理事長 

第六屆台中支會會長 

成為在專案管理專業領域中全球最大、貢獻最

卓著、影響力最深遠、及具有領導者地位的非

營利性且國際性的專案管理社團組織。 

2 王雍鈞 

 

男 北區 
資誠(PwC)企業管理 

顧問(股)公司協理 

第四~六屆副理事長 

第六屆台北支會會長 

第六屆活動委員會主委 

第六屆志工發展委員會委員 

1.讓學會成為專案管理相關知識經驗的交流平

台 

2.持續專案管理從業人士人脈關係相互交流 

3.提升專案管理專業能力在市場上的價值 

3 胡瑞賢 

 

男 南區 
資育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新創部經理 

第四、五屆理事 

第六屆常務理事 

第六屆高雄支會會長 

第六屆志工發展委員會主委 

第六屆教育委員會委員 

成為國內專案管理專業團體唯一權威，並和所

有夥伴共同持續成長。 

4 李友平 

 

男 中區 
經濟部水利署 

第四河川局局長 

第五、六屆理事 

第六屆標準委員會委員 

期望學會能成為國內企業專案管理的指導，並

協助企業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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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楊朝仲 

 

男 中區 
逢甲大學專案管理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主任 

第五、六屆理事 

第六屆教育委員會副主委 

希望成為台灣具有舉足輕重之社會影響力組

織。 

6 林明毅 

 

男 南區 
優比特專案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 總經理 

第五屆監事 

第六屆理事 

第六屆活動委員會委員 

第六屆標準委員會委員 

建立台灣Waterfall與Agile專案管理的相關社

群的連結與合作 

增設『企業合作委員會』~ 成立【企業諮詢管

理顧問團】 

促進專案管理實務與世界接軌，讓台灣亮貣

來！ 

7 黃憲隆 

 

男 北區 大同大學助理教授 
第五、六屆理事 

第六屆標準委員會主委 

1. 我們相信，每一個組織都需要專案管理能力

提升競爭力。 

2. 推動專案管理標準，提升專案管理技能。 

3. 推廣專案管理活動，提升專案管理知識。 

4. 發展校園專案管理教育，培養專案管理人

才。 

8 劉道鈞 

 

男 北區 
台灣富士軟片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專案經理 

第六屆理事 

第六屆活動委員會副主委 

第六屆志工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第六屆標準委員會委員 

與時俱進，萃取出關鍵因素，帶領 PM 站穩專案經

濟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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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劉聖達 

 

男 南區 

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

基金會知識管理服務中

心副主任 

第六屆監事 

第六屆標準委員會委員 

第六屆志工發展委員會委員 

PMI Taiwan Chapter 自 1999年以社團法人國

際專案管理學會台灣分會成立至今，在歷屆理

事長帶領下，持續推動國家標準建置、專業論

壇、產業實務推廣、國際交流與經營志工社群

等各面相蓬勃發展，獲得相當優異的成效。作

為 PMI在台灣的唯一官方分會，未來希望能

貢獻一己之力，協助推動學會任務，如專案管

理國家標準/ANSI推廣、志工社群經營、專案

管理職能發展，為會員及所屬產業提供與國際

接軌的在地化服務。 

此外，針對全球趨勢與台灣地區的環境，推動

產業所需的專案管理服務與敏捷方法進行知

識面與實務面的推廣，結合勞動部專案管理相

關職能基準與 PMCDF的專案經理職能架構，

促進學會與產業的深度合作，扮演企業管理創

新的推手，藉此開拓新的學會價值。 

10 林尚億 

 

男 北區 華碩電腦副理 

第六屆理事 

第六屆活動委員會副主委 

第六屆志工發展委員會委員 

為台灣企業專案管理掌舵, 迎向日新月異的新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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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李岱穎 

 

男 北區 國際專案技術顧問 第三~六屆理事 

推廣 Project Management於國內各型企業以及

政府機構。 

提供工作機會平台(國內企業/國外企業) 給會

員參考。 

12 蔡忠明 

 

男 南區 
坤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106年度志工隊副大隊長    

兼高雄分隊隊長 

第六屆理事 

透過 PMI TW 的推廣展現所有 PMP 的專業能

力，並能夠活用於企業與生活之中。 

13 林家瑋 

 

男 北區 
Mirai Network Co., Ltd. 

執行長 

106年度優良志工 

第六屆候補監事 

第六屆獎項委員會主委 

第六屆活動委員會副主委 

專案管理與 PMP 在台灣已行之有年，但在台

灣還是有蠻多企業並不重視專案管理這件

事，要如何提升 PMP在企業與實務上應用的

價值，除了仰賴各位 PM 的專業與績效之外，

更需要將專案管理與新科技(AI、Big Data、

Cloud)結合，以迸出新穎的火花。 

但專案管理方法與思維要落實到普羅大眾，還

是需要像 PMI-TW 這樣的社團法人來大力推

廣專案管理與 PMP 的價值，希望我的加入，

能協助 PMI-TW 在推廣專案管理方面有所幫

助。 

總的來說，就是要讓企業重視專案管理與

PMP，以提升 PM 在產業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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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蔡勝男 

 

男 中區 

逢甲大學助理教授兼建

設規劃及營運管理辦公

室執行長 

無 

本人雖初加入本會，但因為歷任多年中華創業

育成協會理、監事業務，亦曾擔任該會之副理

事長，本人亦有籌組協會之經驗，亦擔任過協

會之理事長，所以對於會務的搭配與推動作業

仍屬熟悉。 

本人此次投入本會，冀希能在本身人脈資源對

於會務工作有些許貢獻，亦希望能有此機會與

共好夥伴互動，協助本會在「知識」、「學習」、

「交流」及「服務」四大核心架構下，持續推

廣國內專案管理專業知識體與實務運用發

展，以服務產、官、學及各領域專業經理人，

並推廣企業運用專案管理提升競爭力。 

15 白弘杰 

 

男 中區 魔方數位有限公司協理 

2011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國際專案管理標竿企業獎 

(專案成員) 

當前專案管理知識已成為政府或企業專案執

行上的顯學，但在國內組織專案管理知識的培

養上卻仰賴組織內部知識傳承或在線上進行

片段知識的自主學習，造成此現象的因素蠻多

的，但以個人經驗而言，現行學會所要求的考

試資格及考試內容對於一般上班族有一定的

門檻，這樣的要求是好的，但也就只有通過考

試的人才能體會，因此對於台灣分會的願景希

望著重在會員的廣度(目標客群的擴張)，期望

與分會先進學習及合作推廣會務，讓還沒有通

過考試或還沒有入會的人員可以更加接受與

認同國際專案管理師的認證。此外，擔任巨鷗

科技協理以來皆致力於協助政府在智慧城市

與數位轉型的專案，希望將專案管理與敏捷管

理等知識在專案執行過程中，潛移默化地影響

智慧政府轉型為更敏捷的組織並更加重視國

際專案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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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廖佳意 

 

女 中區 
跨界策略顧問(股)公司 

部門總監 
101年度優良志工 

本會目前已成為國內專案管理專業領域發展

上貢獻卓著、具影響力及領導者地位的交流平

台，本人除將持續協助本會及台中支會會務運

作，貢獻所長不定期 分享專案管理相關知識

予產官學各界，同時亦持續規劃提供會員交流

學習課程、持續推動專案管理知識至產、官、

學界，協助總會推廣專案管理相關獎項申請與

國際專案管理師(PMP)等相關專業認證推廣等

服務，俾利本會會務持續發展，培育更多元專

業經理人。 

17 陳王莉 

 

女 北區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部經理 
無 

推廣專案管理在企業中落實執行。 

推廣 PMI的精神，證照考取，彰顯 PMI訓練

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協助學會發展。 

18 柯勇全 

 

男 中區 海洋保育署專門委員 

2014 國際專案管理「標竿組

織獎」及「最佳實務競賽優

選」雙項獎 

2016「專案管理標竿企業獎

(EPBA)」暨「十大傑出專案

經理人獎(TOPM)」優選獎 

2017「專案管理標竿企業獎

(EPBA)」及「十大傑出專案

經理人獎(TOPM)」雙料獎 

協助學會推動政府機關專案管理導入，提升我

國公務人員專案管理職能，並推廣專案管理知

識、觀念及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