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第 23屆理事候選名單   (依姓名筆劃排序) 

序號 姓名 會編 單位 職稱 

1 王中允 永 0456 國防管理學院運籌管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2 王君惠 0840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綜合規劃處 處長 

3 朱致遠 永 0810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4 吳健生 永 0786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教授 

5 吳國濟 0745 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6 吳繼虹 永 0790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 副教授 

7 李昆振 0511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處長 

8 李俊賢 永 0419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9 李政安 永 0837 新北市捷運工程局 局長 

10 李博文 永 0055 大都會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11 李婷娜 永 0809 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特助 

12 林月琴 0671 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執行長 

13 林幸加 永 0392 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14 林麗玉 永 0086 臺北市政府 前參事 

15 林麗珠 永 0501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副局長 

16 林繼國 永 0466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所長 

17 邱裕鈞 永 0578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教授兼副院長 

18 邱顯明 永 0590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副教授 

19 孫以濬 永 0287 智運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0 桑國忠 永 0806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運輸科學系 教授兼副國際長 

21 高錫鉦 0628 易緯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董事長 

22 常華珍 永 0500 臺北市政府公共運輸處 處長 

23 張學孔 永 0030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24 許聿廷 永 0781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副教授 

25 許添本 永 0011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 

26 許超澤 永 0801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27 陳明志 0836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 分局長 

28 陳銘政 0468 嘉德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29 陳學台 0088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局長 

30 曾平毅 永 0143 中央警察大學交通學系 教授 

31 黃清信 永 0838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32 黃惠如 0722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專門委員 

33 賈凱傑 永 0807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副教授 

34 蒲鶴章 永 0808 桃園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35 謝銘鴻 永 0403 交通部參事兼道安委員會 執行秘書 

36 鍾易詩 永 0785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副教授 

37 鍾智林 永 0764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副教授 

38 鍾鳴時 永 0457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局長 

39 顏邦傑 永 0467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前總經理 

40 嚴世傑 團 0005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台北市交通安全促進會第 23屆監事候選名單   (依姓名筆劃排序) 

序號 姓名 會編 單位 職稱 

1 王 偉 0069 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主任秘書 

2 朱建全 0656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主任秘書 

3 沈淑賢 永 0410 交通部航港局航安組 組長 

4 許凱翔 0811 統聯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5 陳菀蕙 永 0597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教授 

6 黃台生 永 0007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 副教授 

7 劉信宏 永 0795 美華工程科技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8 劉建邦 永 0272 交通部科技顧問室 科長 

9 劉國慶 永 0600 台灣世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運輸土木部 資深協理 

10 鄭佳良 0040 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前副局長 

11 鄭俊明 永 0426 淡江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 

12 賴淑芳 永 0603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物流管理系 副教授 

13 鍾志成 永 0825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土木水利及軌道運輸研究中心 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