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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Call for papers 

Aim and Scope 

2013 Workshop on Information Security intends to provide a forum for researchers, 

educators, and professionals to exchange their discoveries and practices. The 

workshop also explores future trends and applications in these areas and other related 

areas. Your Participation at the workshop would be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you to 

meet other researchers and to discuss the technology advancements. The 2013 

National Computer Symposium (NCS 2013) will be held from December 13-143, 

2013 at Asia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Topic of Interest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topics: 

 Public-key cryptosystems 

 Digital Signatures 

 Key Management and key agreement 

 Authentic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secret sharing schemes 

 cryptanalysis 

 Oblivious Transfer and Zero knowledge 

 Multiparty computation 

 Curve Based Cryptography 

 Network security 

 Security of mobile ad hoc networks 

 Watermarking and Information Hiding 

 Compu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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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Dates 

論文截稿日期: 2013 年 09 月 13 日 

通知接受日期: 2013 年 10 月 27 日 

完稿截稿日期: 2013 年 11 月 08 日 

大會舉辦日期: 2013 年 12 月 13-14  日 

 

Workshop Organizing Committee 

Chairs: 

楊中皇 高雄師範大學資訊教育研究所 chung47@gmail.com 

 

Co-Chairs: 

范俊逸 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cifan@cse.nsysu.edu.tw 

詹啟祥 亞洲大學 資訊多媒體應用學系 CSChan@asia.edu.tw 

 

Technical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s (按中文姓名筆劃順序) 

王智弘 嘉義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wangch@mail.ncyu.edu.tw 

左瑞麟 政治大學 資訊科學系 raylin@cs.nccu.edu.tw 

李忠憲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jsli@mail.ncku.edu.tw 

李南逸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nylee@mail.stust.edu.tw 

李榮三 逢甲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leejs@fcu.edu.tw 

官大智 中興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guan@nchu.edu.tw 

林柏青 中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pclin@cs.ccu.edu.tw 

林詠章 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iclin@nchu.edu.tw 

林輝堂 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htlin@mail.ncku.edu.tw 

郭文中 雲林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simonkuo@yuntech.edu.tw 

黃仁俊 淡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junhwang@ms35.hinet.net 

莊文勝 高雄笫一科大  資訊管理學系 wsjuang@nkfust.edu.tw 

陳以德 高雄醫學大學 務管理暨醫療

資訊學系 

itchen@km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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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俊穎 海洋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chuang@ntou.edu.tw 

曹偉駿 大葉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wjtsaur@mail.dyu.edu.tw  

許富皓 中央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hsufh@csie.ncu.edu.tw 

陳嘉玫 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cchen@mail.nsysu.edu.tw 

楊明豪 中原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mhyang@cycu.edu.tw 

簡宏宇 暨南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hychien@ncnu.edu.tw 

羅乃維 台灣科技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nwlo@cs.ntust.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