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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團體會員名冊 
109年12月01日 

會員編號 公司 序號 會員代表 職  稱 

TR001G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代表 1 李貴琪 所長 

代表 2 邱勝福 協理 

代表 3 林峰標 協理 

TR002G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 代表 1 蔡元清 理事長 

代表 2 黃啟賢 常務理事 

代表 3 邱茂村 常務監事 

代表 4 黃義閎 監事 

TR006G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代表 1 黃華德 名譽理事長 

代表 2 蔡昭倫 名譽理事長 

代表 3 吳重行 常務監事 

代表 4 駱春梅 秘書長 

TR007G 台灣區毛紡織工業同業公會 代表 1 簡茂男 理事長 

代表 2 陳朝銘 常務理事 

代表 3 陳植英 常務理事 

代表 4 承毓秀 秘書長 

TR008G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 代表 1 莊燿銘 理事長 

代表 2 戴宏怡 名譽理事長 

代表 3 林文仲 名譽理事長 

代表 4 葉乙昌 秘書長 

TR010G 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 代表 1 林瑞岳 副董事長 

代表 2 黃偉基 秘書長 

代表 3 郭韻琴 處長 

TR011G 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代表 1 雲有財 理事長 

代表 2 陳光前 常務理事 

代表 3 林全欽 常務理事 

代表 4 林仁豪 秘書長 

TR014G 興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陳國欽 董事長 

代表 2 黃松筠 總經理 

代表 3 吳燕昇 副總經理 

代表 4 劉昱輝 協理 

TR015G 佰龍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王堅倉 董事長 

代表 2 藍國巍 協理 

代表 3 高國榮 經理 

TR024G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林瑞岳 董事長 

代表 2 楊維漢 總經理 

代表 3 劉介正 副總經理 

代表 4 林宗頤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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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031G 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 代表 1 施雅玲 系主任 

代表 2 許鳳玉 教授 

代表 3 章以慶 教授 

代表 4 王思豪 講師 

TR033G 工業技術研究院 代表 1 劉文雄 院長 

代表 2 唐靜雯 組長 

代表 3 陳中屏 特助 

TR047G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戴榮吉 董事長 

代表 2 戴秀玲 總經理 

代表 3 郭仁淳 總經理室經理 

TR048G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 代表 1 蘇百煌 理事長 

代表 2 俞玲華 秘書長 

代表 3 顧裕珍 秘書 

代表 4 温素珍 組長 

TR050G 福盈科技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莊才晉 董事長 

代表 2 翁聰哲 副董事長 

代表 3 陳仲葆 副總經理 

代表 4 何淑華 經理 

TR064G 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卓欽銘 董事長 

代表 2 卓欽倫 副總經理 

TR067G 君翊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陳香雲 總經理 

代表 2 陳錦慧 行銷經理 

TR068G 纖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謝振安 總經理 

代表 2 張俊毅 經理 

TR072G 渤揚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楊昭福 董事長 

代表 2 朱杏棉 部長 

代表 3 楊惠婷 經理 

代表 4 洪淑芬 高專 

TR074G 威制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 1 陳嘉權 總經理 

代表 2 陳品任 經理 

代表 3 潘怡君 業務副理 

TR075G 銘朗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 1 黃意忠 董事長 

TR076G 源甡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張永盛 董事長 

代表 2 高銘燦 業務 

代表 3 陳 昕 專員 

TR077G 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鄭森煤 董事長 

代表 2 曾煥東 協理 

代表 3 王育文 經理 

代表 4 黃翎瑋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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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078G 奇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黃鴻源 董事長 

代表 2 張素美 經理 

代表 3 黃聖豪 業務 

TR079G 造南興業有限公司 代表 1 徐鴻奐 董事長 

代表 2 李郁驊 總經理特助 

代表 3 李家樺 副總經理 

代表 4 陳韋廷 專員 

TR082G 德式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黃華德 董事長 

代表 2 張容維 特別助理 

代表 3 吳微華 副總經理 

TR083G 荒野休閒有限公司 代表 1 侯素貞 設計總監 

代表 2 謝宛吟 行銷 

代表 3 謝毓萱 設計 

TR084G 旅狐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陳正宏 總經理 

代表 2 陳秀春 特助 

代表 3 郭志仁 經理 

代表 4 游志宏 經理 

TR085G 橋登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蔡焱昇 董事長 

代表 2 石鳯嬌 總經理 

代表 3 薛國泰 經理 

TR089G 歐都納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程鯤 董事長 

代表 2 張國進 總經理 

代表 3 林盈恩 服裝企劃總監 

代表 4 陳淑姿 總經理室特專 

TR090G 台灣今品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游明婉 董事長 

代表 2 連建平 總經理 

代表 3 彭紹欽 協理 

TR092G 才易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 1 陳昱達 總經理 

TR093G 彪琥鞋業有限公司 代表 1 薛永昌 總經理 

代表 2 薛博海 經理 

代表 3 薛博祥 特助 

代表 4 張家禎 行銷專員 

TR094G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黃全億 協理 

代表 2 林碧煌 資深經理 

代表 3 謝兆青 經理 

代表 4 劉慧貞 襄理 

TR095G 衣力美實業有限公司 代表 1 沈惠松 總經理 

代表 2 吳佩玲 業務助理 

TR096G 品甫有限公司 代表 1 闕詔璋 總經理 

代表 2 賴誌霜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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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099G 城市綠洲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黃宗仁 總經理 

代表 2 盧美華 財務長 

代表 3 邱鈺倫 設計師 

代表 4 謝巧筠 生管 

TR102G 三洋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黃俊銘 董事長 

代表 2 林依錦 業務 

TR103G 德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謝明德 董事長 

代表 2 莊堯勳 課長 

代表 3 沈明育 營業專員 

TR106G 財團法人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 代表 1 吳道昌 董事長 

TR108G 永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沈金柱 董事長 

代表 2 葉淑麗 總經理 

代表 3 羅翠蜜 經理 

TR110G 金鴻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魏敏聰 總經理 

代表 2 黃淑惠 設計師 

代表 3 黨富薇 財務長 

代表 4 吳雪芬 國外部經理 

TR111G 正翃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 1 吳昕洧 董事長 

代表 2 賴畇蓁 總經理 

代表 3 吳鎮楠 經理 

代表 4 吳婉霖 專員 

TR112G 銘旺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陳盈璇 董事長 

代表 2 陳盈良 經理 

代表 3 陳衍利 專員 

TR113G 亞東技術學院(材料與纖維系) 代表 1 林尚明 系主任 

代表 2 周啟雄 副教授 

代表 3 徐秋宜 副教授 

代表 4 賴文魁 助理教授 

TR115G 宏遠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高錦雀 副總經理 

代表 2 林煌山 資深經理 

代表 3 張書維 經理 

代表 4 黃靖雅 課長 

TR116G 聚紡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 1 蔡秋雄 董事長 

代表 2 莊宏儒 副總經理 

代表 3 李義仁 副總經理 

代表 4 鍾道榮 副總經理 

TR117G 光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陳建宇 總監 

TR120G 展昭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林茂廷 總經理 

代表2 姚晤毅 副總經理 

代表3 吳育賢 副理 

代表4 諶佳欣 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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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122G 寬達聯合貿易有限公司 代表1 程淑芬 總經理 

代表2 張永煇 經理 

代表3 吳昱任 專員 

代表4 林容嶠 專員 

TR124G 泰勝行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1 陳秀卿 經理 

代表2 吳芸 行銷 

TR126G 鈞得興業有限公司 代表1 簡誌良 負責人 

TR127G 大愛感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黃華德 董事長 

代表2 李鼎銘 總經理 

TR128G 德春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林水清 董事長 

代表2 林泰立 總經理 

代表3 陳見忠 經理 

TR129G 展邑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1 岳朝忠 董事長 

代表2 賴美霖 業務經理 

代表3 黃富亮 業務經理 

TR130G 宏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黃啟文 總經理 

代表2 溫祐章 副總經理 

代表3 黃品智 特別助理 

代表4 謝智麟 副課長 

TR131G 美立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張信崑 董事長 

代表2 張偉玲 董事長特助 

TR132G 日禕紡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莊士弘 副總經理 

代表2 莊馥睿 業務副理 

TR133G 台灣博迪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叢鋼滋 董事長 

TR134G 三締服飾有限公司 代表1 游紫彤 總經理 

代表2 曾昭雄  

TR135G 富順纖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黃志豪 經理 

代表2 陳伯商 協理 

TR136G 偉全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陳建柱 董事長 

代表2 陳俊舟 資深特助 

TR137G 瑩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1 徐坤源 總經理 

代表2 邱文庭 經理 

TR138G 我寧時尚國際有限公司 代表1 張亞琪 總經理 

代表2 黃虹瑋 設計師 

TR139G 渡簬企業有限公司 代表1 蔡秋鴻 董事長 

  代表2 蔡志杰 特別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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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紡織品研發國際交流協會 個人會員名冊 
  109年12月01日 

會員編號 公司 會員代表 職  稱 

TR011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林紀宏 代理副主任 

TR025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方國華 組長 

TR028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周國村 協理 

TR032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陳宏恩 協理 

TR033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虞達 主任 

TR048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潘憶花 小姐 

TR051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黃阿芬 主任 

TR054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陳淑芬 小姐 

TR057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鄭凱方 副主任 

TR058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尹承達 主任 

TR060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張日騰 組長 

TR061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安大中 主任 

TR090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林珊如 組長 

TR094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林俊宏 主任 

TR095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曾淑芬 小姐 

TR097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王曼紅 小姐 

TR098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黃慶堂 主任 

TR101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竇麗娟 副主任 

TR114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林政助 主任 

TR117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蔡淑珠 小姐 

TR118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黃博雄 主任 

TR119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詹素妹 小姐 

TR120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徐秀芳 小姐 

TR121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鄭筱雯 小姐 

TR122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陳玲瑩 代理副主任 

TR123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林永坦 副主任 

TR124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賴偉仁 組長 

TR125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梁乃允 組長 

TR126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林維朋 組長 

TR127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柯達 先生 

TR128S 福星製衣廠股份有限公司 蔡昭倫 董事長 

TR129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尚曼華 副組長 

TR130S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 邱聯華 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