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區不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第十四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紀錄 

  時間：108 年 8 月 2 日（五）16:30~20:00  (16:30~17:00 報到) 

  地點：花蓮永豐活海鮮餐廳 

  地址：花蓮市吉安鄉中原路一段 271 號  

   主席：陳世中理事長 

   出席人員：應到人數 190 位、 實到人數 104 位 

                     (親自出席 100 位、委託出席 4 位) 

  議程： 
 

零、 16：30～17：00    報到 

一、 17：00～17： 05 主席致詞 

二、 17：05～17：10 來賓致詞 

三、 17：10～17：30     報告事項 

  (一)理事會報告 

  (二)監事會報告 

  提案討論 

  (一)追認 107 年度歲入歲出決算 

  (二)追認 108 年度工作計劃書 

  (三)追認 108 年度經費預算書 

四、   17：30～17：40 臨時動議 

五、     17：40～17：50 自由發言 

六、 17：50～18：00 散會 

七、 18：00～20：00 大會晚宴 



壹、 大會開始 
 
 
 
 
 

貳、 主席陳世中 理事長 致詞 
略 

 
 
 
 
 

 
參、 來賓致詞 

 
(一) 邱正中 輔導理事長致詞 

略 
 
 
 

(二) 陳勝龍 前代理理事長 致詞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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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會務報告 

一、 理事會報告 

(一) 展覽拓銷活動(展覽組與活動組) 

民國 107 年 
參加 2018 年中國產業用紡織品暨非織造材料展覽會 CINTE-2018 

(0904~06) 

民國 107 年 參加 2018 年台北紡織展 TITAS-2018 (1016~18) 

民國 107 年 參加 2018 年亞洲過濾與分離工業展覽會 FiltrationAsia-2018 (12/8~07) 

民國 108 年 參加 2019 年美國世界不織布展 IDEA-2019) (3/25~28) 

民國 108 年 
參加 2019 年東南亞非織造材料及即棄衛生用品展 ANDTEX- 2019 

(5/15~17) 

民國 108 年 參加 2019 年德國科隆過濾展 FILTECH-2019(10/22~24) 

民國 108 年 參加 2019 年上海國際非織造布展覽會 SINCE-2019 (12/13~15) 

民國 109 年 參加 2020 年歐洲瑞士日內瓦不織布展覽會(INDEX) (4/2-5) 

 

1. 2018 年中國產業用紡織品暨非織造材料展 CINTE(9/4‐9/6)  

(1). 本展與產協共同主辦、由法蘭克福展覽公司與歐立利裝

潢公司策劃台灣館，參展廠商有啟華、麥世科、衛普、

正紡、日惟、永光、湯姆隆、富宇及產協公會共同展位

(15 友麗/立赫/德春)，共 11 家廠商總面積 171 平米。 

(2). 本展同時舉辦論壇，除將論壇簡報 PO 網分享會員之外，

同時執行抗病毒紡織品產業標準對接會議，由陳世中理

事長、黃稚評秘書長、紡織所胡明銓博士與中國產業用

紡織品協會針對 PM2.5 防霾口罩標準實施後廠商所遇

到的問題進行交流，成效斐然。 

 

2. 2018 年臺北紡織展 TITAS(10/16‐18)  

(1). 本展參展的有新麗 18 平米、易成 18 平米及新墊公司等

3 家公司。 

(2). 因參展家數不足，經調查後 2019 年暫不組團參展。 

 

-2-



3. 2018 年亞洲過濾與分離工業展覽會 FiltrationAsia‐2018 

(12/8~07) 

(1). 本展參展廠商家有友麗、長榮超音波、長宏等 3 家公司，

展出面積共 54 平方公尺，雖然展出家數減少，但不織

布在未來的過濾市場的應用面日趨廣泛，也使會員在相

關產品的展項上有更多選擇。 

(2). 本屆展覽與歐洲協會合辦 FILTREX� ASIA 國際過濾與分

離行業峰會是重大之舉，公會也與台灣過濾與分離學會

共同宣傳此峰會，兩會會員同享與會折扣。 

 

4. 2019 年美國邁阿密世界不織布展(IDEA) (3/25‐28) 

(3). 本展展出成果豐碩，參展廠商家有南六、衛普、勝宏、

啟華、全程、權和、華信、康那香、舜陽、長宏、麥世

科、新麗、垕信、公會(友麗/上登)等一共 15 家展商，

展出面積 3,475 平方英尺(約 313 平米)。 

(4). 本展同時籌組參展參觀團(3/24~4/2)，參訪北卡的杜克

大學與台灣之光、35 歲的徐柏均助理教授進行交流，

以及北卡州大的不織布研究中心，更在理事長協助安排

下到必得福美國工廠參觀與座談。 

 

5. 2019 年東南亞非織造材料及即棄衛生用品展(ANDTEX ) 

(5/15‐17)  

(1). 本展有南六、衛普、康那香、啟華、正紡、權和、兆

羿、仕宇、知勉、台灣康匠、公會共同攤位(友麗、順

易利、嘉谷)等一共 12 家展商，總面積 243 平米。 

(2). 本展籌組參展參觀團(5/14~17)，感謝理事進安公司蘇

志華董事長協助安排，期間於 5/14 與 5/16 前往芭達雅

參觀行程，受到泰國松蕊、松茂不織布公司以及華儀

上登公司泰國廠受到熱情接待，上登蕭進華董事長更

無私地分享 2010 年前往東南亞投資的心路歷程，展後

與參觀報告已分享於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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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9 年德國科隆過濾展(FILTECH) (10/22‐24) 

(1). 本展參展的有友麗、鼎榮、敏成、舜陽、歐可林、鴻維、

長榮超音波、恒大等 8 家公司，共計 119 平米。 

(2). 公會共同展位與台灣過濾與分離學會共同使用，供兩會

會員廠商共同展出。 

 
7. 2019 年上海國際非織造布展覽會(SINCE) (12/13‐15) 

(1). 本展參展的有全程、衛普、南六、正紡、日惟、啟華、

恒大、敏成、立赫、麥世科、友麗、常青、舜陽以及公

會共同攤位共 14 家 430 平米。 

(2). 預計籌組參展參觀團前往上海東華大學紡織學院與杭州

濕法無紡布設備公司。 

 
8. 2020 年歐洲瑞士日內瓦不織布展覽會(INDEX) (4/2‐5) 

(1). 本展目前參展的有全程、衛普、南六、勝宏、華信、正

紡、恒大、垕信、長宏、權和、友麗等公司共計 329 平

米，將申請明年國貿局補助。 

(2). 預計籌組參展參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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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際事務 

 

民國 107 年 參加 2018 年亞洲不織布協會 ANFA 總會高雄理事代表會(10/31~11/3) 

民國 108 年 參加 2019 年亞洲不織布協會 ANFA 總會邁阿密臨時理事代表會(3/26) 

民國 108 年 參加 2019 年美國邁阿密全球不織布高峰會議(3/26) 

民國 108 年 參加 2019 年中國國際非織造材料展覽會暨高端論壇(CINE) (6/3-5) 

民國 108 年 參加 2019 年從限塑令看無纺布行業的未来發展研討會 (9/25-27) 

民國 108 年 參加 2019 年 ANFA 印度不織布研討會 (11/6-8) 

1. 2018 年亞洲不織布協會 ANFA 高雄理事代表會(11/2)  

(1). 2018 理事代表會原訂於 11/1 由印尼不織布協會承辦，

因去年 10 月份印尼地震頻繁，為安全考量，印尼不織

布協會會長Mr. Billy Hijaja 建議，ANFA理事代表會易地

舉辦，在黃會長的決定下，去年理事代表會已在台灣高

雄福華大飯店辦理完畢。 

(2). 本次會議由陳世中理事長、戴秀玲理事(由富登公司陳

勝龍董事長代理)、梁宗德理事、林國明理事暨夫人、

南六公司徐念萱秘書、自由時報記者陳柔蓁、黃稚評秘

書長參與。 

(3). 會中改選 ANFA 會長，賀本會黃清山名譽理事長卸任成

為 ANFA 榮譽會長，本屆會長輪到日本，決議由 ANFA

與 ANNA 榮譽會長金井弘彰回鍋擔任。 

(4). 改選後因黃會長卸任本會可再提一位理事代表，2019

年本會 ANFA 代表經由第 14 屆第 8 次理監事會決議，

由邱正中輔導理事長遞補擔任，目前為陳世中理事長、

戴秀玲理事、梁宗德理事、林國明理事及邱正中輔導理

事長等五位。 

2. 亞洲不織布協會(ANFA)活動 

(1). 2019 年亞洲不織布協會 ANFA 總會邁阿密臨時理事代表

會(IDEA 展覽期間 3/26 上午 10:30)，本會出席的有 ANFA

黃清山榮譽會長、陳世中理事長、邱正中輔導理事長、

戴秀玲理事以及黃稚評秘書長。主要討論 2019 年 ANFA

研討會將於 11/6‐8 由印度協會辦理，希望各地區於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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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提出講師人選並組團與會。 

(2). 2019 年美國邁阿密全球不織布高峰會議(Global 

Nonwoven Summit, GNS)，3/26 下午 12:00~2:00 由 INDA

舉辦全球不織布高峰會議(Global Nonwoven Summit, 

GNS)，本會由 ANFA 黃清山榮譽會長與陳世中理事長受

邀參加；會中提到‐ 

i. 世界不織布展 

2020‐INDEX (4/2‐5, Genève)、 

2021‐ANEX (May, Shanghai)、 

2022‐IDEA (3/28‐31, Miami) 

ii. 環境中的塑料(如分享會中理事長簡報) 

iii. 以不織布宣言提高認可度和改善差別貿易待遇。 

3. 廣東無紡布協會活動 

(1). 公會應邀參加該會 4/10 在江門五邑大學舉辦之第 35 次

會員大會暨交流會，本會由理事單位‐協蕊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陳駿璿經理代表參加。 

(2). 會中分享當前經濟形勢和相關政策、產學研用緊密結合

作法、工業自動化行業趨勢及前景、生物質材料在無紡

布產業應用進展、水刺無紡布的發展趨勢與技術創新、

汽車空氣濾材的生產，公會已索取簡報檔分享會員。 

4. 中國產業用紡織品協會(CNITA)活動 

(1). 公會應邀參加 6/3‐5 中國國際非織造材料展覽會暨高端

論壇(CINE)，由陳世中理事長、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 論壇中表揚 2018/2019 中國非織造布行業 10 強企業與

優秀供應商，並共同探討交流不織布產業發展的重大

問題，相關簡報公會透過網站分享會員。 

(3). 期間陳世中理事長參加 CINE 開幕與 VIP 活動，公會也

透過中產協的協助，安排於 6/4 上午 10:00 邀約中國產

協李桂梅副會長、李昱昊副秘書長、黃景瑩秘書以及

紡織所檢驗部胡明銓組長共同交流以下議題： 

i. PM2.5 口罩標準實施成效與現況(成人+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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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醫療和汽車的過濾標準的制定(中國汽車標準合併美/德

/日/韓的作法) 

iii. 不織布試驗法的兩岸標準編修進度(等同或修改 ISO) 

iv. 中國不織布職能標準‐《行業職業評價規範 非織造布製

造工》的制訂分享 

v. 中國非織造布疵點術語、定義 

5. 全國非織造布技術協會 (CNTA)及上海長三角非織造布協會

(SYNIA)活動 

(1). 受邀參加 CNTA在 6/27~29 於中國江西省吉安市吉安賓

館（吉州區沿江路 99 號）舉辦之第十屆(2019)非織造材

料創新及產業應用發展論壇，已轉知會員廠參加。 

(2). 公會已索取簡報檔分享會員。 

6. 組團參加 2019 年從限塑令看無纺布行業的未来發展研討

會 (9/25‐27) 

(1). 香港無紡布協會邀請公會與廣東無紡布協會合辦「從限

塑令看無纺布行業的未来發展研討會」，行程安排 25

號中午之後到，將參觀香港理工大學， 26 日全天研討

會，27 日去參觀香港科技園(電池隔膜)、香港工業局等。 

(2). 公會將邀請遠東新世紀公司蘇冠樺博士與紡織所李若華

副組長前往演講。 

7. 組團參加 2019 年 ANFA 印度不織布研討會 (11/6‐8) 

(1). 時間：2019 年 11 月 6~8 日 

             2019 年 11 月 6 日(16:30 ANFA 理事代表會議) 

             2019 年 11 月 7 日研討會 

             2019 年 11 月 8~9 日預計前往泰姬瑪哈陵 

(2). 地點：印度新德里香格里拉飯店舉行 

(3). 公會將邀請兩位講師代表台灣前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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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發展(技術資訊組、活動組) 

 

民國 107 年 
辦理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7 年度「制定抗病毒紡織品產業標準與標準化推

動」計畫 

民國 107 年 

辦理經濟部工業局 107 年度「紡織產業優化發展推動計畫(1/4)  ─不織布

技術加值系列」人才培訓課程--「不織布創值管理暨產品開發培訓班」與

「不織布製程和紡織、造紙、皮革、塑料工程的製程原理、製程科技及產

業應用培訓班」 

民國 108 年 
辦理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108 年度「編擬 CNS 5610 非織物試驗法國家標準

草案建議稿(第一階段)」計畫 

民國 108 年 

辦理經濟部工業局 108 年度「紡織產業優化發展推動計畫(2/4)─不織布技

術加值系列」人才培訓課程--「不織布技術創新與應用課程(中南部場)與

(北部場)」 

1. 標準制定‐標準局計畫 

(1). 抗病毒紡織品產業標準與標準化推動計畫 

 本計畫以 ISO18184 抗病毒紡織品標準為依據，制訂

抗病毒紡織品產業標準，使優良抗病毒紡織產品(如

口罩)成為維護臺灣人民健康的最佳防護。 

 本標準的檢測項目與 ISO18184 大致相同，雖然目前

國內檢測能量不足，但未來仍可透過國際驗證單位

提供檢測報告，產品仍可有國內標章認證，因產業

標準多為業界自主性檢驗並非強制性標準，業界仍

期待國內能積極建立國際級實驗室，使本標準有成

為標準之可能，才能保障民眾消費權益與使用安全。 

 107/6/13(三)舉辦北部場標準化人才培訓課程； 

107/6/21(四) 舉辦中部場標準化人才培訓課程。 

(2). 配合標檢局『防霾(PM2.5)口罩之粒狀物防護效果』實

驗室能力比對試驗計劃，能力試驗比對計畫目的為透

過重複性與再現性評估分析計算實驗室間誤差值，以

對目前具檢測能量的紡織所(TTRI)及職安衛公司進行能

力比對，公會協助徵集標準樣品，檢測單位預計 6 月

底完成檢測，9 月底經標檢局完成數據分析與能力比對

評估後，由標檢局決定公告應施檢驗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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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階段非織物試驗法國家標準與標準化推動計畫 

 ISO9073 不織布試驗方法由以下 18 部組成，公會

分兩階段申請標檢局補助編修，108 年編修 1~10

部，109 年編修 11~18 部。 

 第 1 部：單位面積質量測定法 

 第 2 部：厚度測定法 

 第 3 部：抗拉強力與斷裂伸長率測定法(條式法) 

 第 4 部：抗撕裂強力測定法(梯形法) 

 第 5 部：抗機械穿破測定法(鋼球破裂法) 

 第 6 部：吸收性測定法 

 第 7 部：彎曲長度測定法 

 第 8 部：液體穿透時間測定法(模擬尿液) 

 第 9 部：懸垂性與懸垂係數測定法 

 第 10 部：乾式耐磨擦測定法 

 第 11 部：溢流量測定法 

 第 12 部：受壓吸收性測定法 

 第 13 部：液體反覆滲透時間測定法 

 第 14 部：覆蓋物回潮率測定法 

 第 15 部：透氣性測定法 

 第 16 部：防水滲透性測定法(靜水壓法) 

 第 17 部：水滲透性測定法(噴淋衝擊法) 

 第 18 部：抗拉強力與斷裂伸長率測定法(抓式法) 

 本計畫對接工作‐已於 108/6/4 與中產協會議中有

共識，未來中產協將提供與 ISO 同步之最新修改

標準給公會，相關標準之大型會議可開放廠商參

加，小型會議可以電子紀錄互相交流，公會也將

提供台灣標準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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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局人才培訓計劃案，講義已放在網站上供會員下載。 

(1). 2018 年 6/28、7/6、7/13、7/20、7/27 辦理『紡織產業

優化發展推動計畫(1/4)─不織布技術加值系列課程』，

共計 24 小時。 

 1 班‐不織布創值管理暨產品開發培訓班計 24 位報名。 

 2 班‐不織布製程和紡織、造紙、皮革、塑膠工程的

製程原理、製程科技及產業應用培訓班計 48 位報名。 

(2). 2019 年 7/9、7/10、7/11、7/12 辦理「紡織產業優化發

展推動計畫(2/4) ─不織布技術加值系列課程」，共計

24 小時。 

 中南部場‐『不織布技術創新與應用課程 』24 位。 

 北部場‐『不織布技術創新與應用課程』38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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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務服務 

 

民國 107 年 辦理四十週年慶與不織布技術論壇(08/16~17) 

民國 107 年 編印創會 40 週年特刊計畫 

民國 108 年 2019 上年度不織布產業相關展覽分享會(6/27) 

民國 108 年 7/9 南部場二代聯誼餐敘、7/11 北部場二代聯誼餐敘 

民國 108 年 辦理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花蓮觀訪旅遊 (08/02~03) 

 

1. 107 年 8 月 16~17 日辦理四十週年慶不織布技術論壇與會

員萬華文化之旅，本活動由故 陳理事長弘坤先生發起，因

有感於第十三、十四屆任內執行會務績效斐然，服務會員

廠不遺餘力，廠商業績蒸蒸日上，本公會會員陣容日益壯

大，正值今年創會四十週年，更獲頒內政部績效評鑑為甲

等，是會務服務最好的獎勵與動力。 

2. 編印創會四十週年特刊 供國內不織布產業作為歷史回顧。 

3. 辦理研討、分享會 (含合辦) 

(1). 107 年 10 月 17 日下午 2：00~4：00 配合原能會於紡織所

召開『負離子不織布之輻射安全與防護宣導』北部場，為

使全體會員皆能了解使用負離子粉原料之輻射安全，又再

追加南部場。 

(2). 107 年 11 月 29 日(四)下午 2：00~4：00 配合原能會與環發

會辦理『負離子不織布之輻射安全與防護宣導』暨『產業

用水回收率及單位產品用水量說明』會議，感謝衛普公司

提供場地，並帶環發會參觀水針不織布製程，作為未來水

利署制定耗水費開徵辦法之參考。 

(3). 107 年 12 月 5 日下午 1:00‐4:30 協助紡織所辦理『成衣回

收再利用‐以板材為例的應用情境探索座談會』，請到回收

業者、不織布業者與綠建材產業發展協會成員，以建築裝

潢用的板材應用為主題，讓大家討論探索回收板材的應用

情境並以此串聯上下游的產業鏈，活動中由綠建材協會分

享綠建材認証護照、首行公司王董、震灃公司蔡董與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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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針軋技術如何應用於回收材料增加産品可循環的生命

線。 

(4). 108 年 1 月 27 日協助南六公司邀請公會會員參加燕巢新廠

落成暨年終尾牙歲末聚餐。 

(5). 108 年 2 月 19 日與絲織等公會合辦「台塑企業節能減排循

環經濟介紹 暨智慧機械投資抵減政策說明會」，目的為協

助會員及紡織相關廠商了解如何進行企業內的節能減排及

相關原物料與廢棄物的循環利用，大幅降低生產成本，並

可創造經濟價值，特邀請台化公司洪副董事長福源及溫資

深工程師程雄蒞臨演講分享，另邀請工業局紡織科張科長

雲評進行「智慧機械投資抵減政策說明」，供業者做為擬

訂經營與投資策略的重要參考依據。 

(6). 108 年 3 月 14 日與絲織等公會合辦「台灣紡織業永續發展

的作法」演講會，為協助會員及紡織相關廠商了解台灣紡

織業永續發展的作法，供業者做為擬訂經營與投資策略的

重要參考依據，以利永續經營，特邀請經濟部工業局民生

化工組組長洪輝嵩博士蒞臨演講分享。洪組長為台灣科技

大學纖維及高分子博士，歷任工業局紡織科科長，民生化

工組副組長及組長，長期輔助紡織業者發展，研擬台灣紡

織業發展策略，對台灣紡織業如何永續發展有深入的見解。 

(7). 108 年 6 月 1 日協辦紡拓會自辦首屆「紡織產業徵才博覽

會」，公會有南六、康那香、三芳、敏成等公司參展，共

同展位有富雅樂、至成、友麗、衛普等公司參展。 

(8). 108 年 6 月 27 日於第 14 屆第九次理監事會前辦理 2019 年

上半年度不織布產業相關展覽分享會，邀請紡織所、塑膠

中心專家分享與討論，以因應未來不織布在面對可沖散、

限塑與循環永續的相關議題時，有更多資源可運用。 

(9). 108 年 7 月 9 日及 7 月 11 日利用人才培訓課程後時間召集

二代企業家餐敘晚宴(7/9 南部場餐敘、7/11 北部場餐敘)，

趁專家講師來台期間，同時提升一代與二代的技術傳承品

質。 

4. 不織布產業資訊網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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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會網站改版由翼王資訊社建置，改版已於 5 月份完成。 

(2). 會員管理與會員產量調查功能合併仍在測試中，預計於暑

假期間由實習生協助聯繫會員校對網站會員資料。 

(3). 原網頁兩側展覽與友好單位 LOGO 連結取消，改成會員或

新進會員 LOGO 於網站底端輪播，增加新進會員曝光度。 

(4). 結合 FB 公會粉絲頁進行活動與會員新訊推播，增加公會

活動與會員資訊曝光度。 

5. 108 年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花蓮觀訪旅遊 

(1). 規劃花蓮二日遊的會員自強活動，由凱程旅行社承辦。 

(2). 首次包下台鐵專列前往東部觀訪，並參觀中華紙漿(花蓮

廠)，為會員規劃走訪太魯閣此一世界級峽谷風光。 

6. 會員招募‐新會員介紹 

(1). 會員現況-截至目前為止，本會會員廠有製造廠 49 家、成

品廠 14 家、機械廠 24 家、相關廠 12 家共計 99 家，會員

代表總數 190 位及贊助會員 1 位，108 年度會員代表名冊

如附錄。 

(2). 新進會員共八家，介紹如下 

欣強工業有限公司 

公司：32056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路二段 309 巷 28 號 
工廠：33755 桃園市大園區五青路 150 巷 150 號 
電話：886-3-4531775  傳 真：886-3-4531856 
負責人：姜茂㯴董事長 
產品：不織布機械、整廠設備、相關機械．設計製造、維

修、買賣，可依客戶需求訂製任何規格、尺寸 
會員代表：姜凱文 機械工程師、姜凱雲 機械工程師 
入會日期：107.08.28 
介紹人：友麗公司 陳世中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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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工廠：23141 新北市新店區民權路 108-4 號 9 樓 
電 話：886-2-22195511  傳  真：886-2-22191038 
負責人：楊玉山 董事長 
產品：1) KanomaxFMT Model 9010 => 應用於超純水 
              (UPW)/CMP 研磨液(Slurry)中 10/15/20 奈米或以下 
              奈米微粒監測 
            2) KanomaxFMT Model 9310 =>應用於超純水 
               (UPW)/CMP 研磨液(Slurry)中 5-600 nm 快速粒徑 
               分佈分析 
            3) Molecular Analysis 相關符合 Semi ITRS 2015  
                Roadmap 中 AMC Method 的各種有關廠務與製程 
                排放暨 AMC 等各類酸鹼(MA/MB)、有機氣體 
                MC)、Dopant Gases 中重金屬(MD)的分析監測系 
                統,  
            4)標準流率校正系統與相關 ISO17025 質流量計校正 
                服務及工安環保相關設備。 
會員代表：楊玉山總經理、顏嘉良業務經理 
入會日期：107.08.30 
介紹人：台科大 吳昌謀教授 

 

台灣優紙企業有限公司 

公司/工廠：50544 彰化縣鹿港鎮工業東三路 7 號 
電話：886-4-7811076     傳真：886-4-7811080 
負責人：許嘉芬董事長 
會員代表：許嘉芬總經理、黃椎銘經理 
產品：口罩  
入會日期：108.01.01。 
介紹人：嘉谷公司 劉謹誠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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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10681 台北市敦化南路二段 57 號 19 樓 
工廠：26950 宜蘭縣冬山鄉東城路 86 號 
電話：886-2-2325-5066    傳真：886-2-2325-5073 
負責人：吳欣洋 董事長 
會員代表：吳欣洋董事長 、吳富源 總裁 、賴威秀 經理 
產品：穿戴衣物(手術帽,鞋套,口罩,手術衣物配件)&防護

衣物(防護衣,工作服,實驗室外套,刷手衣褲)&手術衣&手術

包等。 
入會日期：108.04.16 
介紹人：南六公司 黃俊評獨立董事 

 

鴻鈺有限公司（原達瑩） 

公司：33377 桃園市龜山區文化二路 114 號 
電話：886-3-3963333  傳真：886-3-3971463 
負責人：吳尚書董事長 
產品：1.  塗裝噴房專用濾網。2. 不織布初濾網。 
            3.中效率袋型濾網。4.HEPA 絕對濾網。 
            5.耐高溫特殊濾網。6.超細纖維無塵布。 
            7.各式金屬過濾網、框架。8.各式氣體過濾器(袋) 。 
            9.各式液體過濾器(袋)、過濾紙。 
            10.黏塵布、黏塵網、黏塵墊。 
            11.各式活性碳過濾器(網)。 
            12.各式塗裝過濾網(布)、濾心。 
會員代表：吳尚書 總經理 
入會日期：108.04.25 
介紹人：進安公司 蘇志華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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濾能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工廠：32665 桃園市楊梅區中山北路一段 199 巷 98 號 2 樓 

電  話：886-3-4856365  傳  真：886-3-4856567 
負責人：黃銘文董事長 
產  品：模組化平板型化學濾網、模組化 V 型化學濾網 
會員代表：黃銘文 總經理 、黃佳琳 採購    
入會日期：108.05.06 
介紹人：友麗公司 陳世中理事長 

 

唐大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10487 台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 2 段 3 巷 15 號 6 樓之 1 

電話：886-2-25098539   傳真：886-2-25098500 
負責人：曾瑞麒 總經理 
會員代表：曾品森 經理 
產品： 日本 KasenNozzle 台灣代理商 
入會日期：108.06.18 
介紹人：松勝公司 陳加霖(監事) 

 

奧迪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工廠：72042 台南市官田區工業路 22-1 號 
電話：886-6-6990296  傳真：886-6-6990298  
負責人：吳文賢 總經理 
會員代表：吳文賢 總經理、吳柏昌 經理 
產品：工業用不織布、清潔用布、過濾材、地工織物、 
            網球布、鞋材 
入會日期：108.06.19 
介紹人：科德寶寶翎公司 梁宗德總經理(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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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相關會議及活動列表 (107/06/17~108/06/15) 

 
日 期 地 點 會 議 名 稱成 果 效 益
107年 
6月 19日 

標檢局第 7
會議室 

召開紡織工業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107 年第 9 次及第 10 次

會議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6月 20日 標檢局簡報

室 
「應施檢驗『防霾（PM 2.5）
口罩』商品檢驗規定說明會」-
台北場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6月 21日 紡織所 大智

館 315 會議

室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團體推動標

準化活動補助專案｢制定抗病

毒紡織品產業標準與標準化推

動｣計畫【標準化人才培訓課

程】中部場 

1.由林錫鐘理事主持。2.共計 29 位參

加。3.由日本 BOKEN 台灣分公司 山
本弘雅所長主講-紡織品抗病毒測試

之起源暨日本抗病毒加工現況與紡織

所檢測驗證部張麗玫副工程師主講-
抗病毒紡織品產業標準介紹與參考依

據。" 
6月 21日 天成大飯店

(1 樓天悅廳)  
第 14 屆第 5 次理監事聯席會

暨四十週年慶第六次籌備會 
1.由陳勝龍代理理事長主持 

6月 28日 地點:紡織所 
大智館 A720
室 

不織布創值管理暨產品開發培

訓系列課程(01)  
 

陳書豪 老師/智榮基金會主講 
1、不織布創值的定義與目標/2、團隊

持續創造價值的理想架構 
3、企業內部持續上行下效迴圈/4、企

業持續創值迴圈 
5、領導企業順暢執行創值決策/6、持

續以消費使用者角度創值 
7、透視與強化企業持續創值的能力

/8、將企業創價順利傳到對的客戶手

中 
6 月 29 日 標檢局第 7

會議室 
召開工業安全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TC22/SC3 個人防護具分

組委員會)107 年第 29 次會議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7 月 6 日 
 

地點:紡織所 
大智館 A720
室 

不織布創值管理暨產品開發培

訓系列課程(01)  
 

彭兆群 老師/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博

士主講 
1、產品開發的概念/2、產品開發的原

理/3、產品開發的步驟 
4、智慧財產權的介紹/5、智慧財產權

的搜尋/6、智慧財產權的申請 
7、過濾不織布產品開發/8、醫療用不

織布產品開發/ 
9、服裝用不織布產品開發/10、鞋類

及皮革用不織布產品開發 
11、汽車用不織布產品開發/12、其他

不織布產品開發 
13、全球不織布市場現況/14、全球不

織布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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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3 日 地點:紡織所

雲林分部會

議室 

抗病毒紡織品產業標準審查會

議(四) 
標準草案討論 

7 月 13 日 地點:紡織所 
大智館 A722
室 

不織布製程和紡織、造紙、皮

革、塑料工程的製程原理、製

程科技及產業應用(02) 

朱政崑老師/文化大學紡織工程學系教

授主講 
1、不織布的定義與分類/2、不織布

的主要用途/ 
3、不織布用纖維原料介紹/4、不織

布用纖維原料選用原則 
5、短纖維成網前準備/6、梳棉製程

及原理/7、鋪網製程及原理 

7 月 20 日 

 

地點:紡織所 
大智館 A722
室 

不織布製程和紡織、造紙、皮

革、塑料工程的製程原理、製

程科技及產業應用(02) 

郭明智老師/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博士

及王水泉 首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主講 
8、氣流成網製程及原理 
9、濕法成網製程及原理 
11、水軋法加固製程原理及產品性能

10、針軋法加固製程原理及產品性能

 優質針軋不織布生產線的針軋機

條件 
 優質針軋不織布複合材料生產線

操作人員的條件 

07 月 27 日 地點:紡織所 
大智館 A722
室 

不織布製程和紡織、造紙、皮

革、塑料工程的製程原理、製

程科技及產業應用(02) 

余少龍老師/易成科技工業有限公司總

經理/ 
林欣棟老師/正紡興業有限公司總經理

柯靜達老師/長榮超音波(股)公司董事

長 
林甫駿老師/金佰世企業(股)公司副總

 
等主講 
12、熱軋法加固製程原理及產品性能

13、熱風法加固製程原理及產品性能

14、超音波法加固製程原理及產品性

能 
15、化學黏合法加固製程原理及產品

性能/16、紡黏不織布聚合物原料基

本性能/17、紡黏不織布製程原理及

產品性能/18、熔噴不織布聚合物原

料基本性能/19、熔噴不織布製程原

理及產品性能/20、不織布後整理加

工/21、不織布二次加工製程及原理

/22、不織布測試及評估 
8 月 6 日 標檢局第 7

會議室 
召開紡織工業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107 年第 15 次及第 16 次

會議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8/16~8/17 凱達大飯店· 四十週年慶暨不織布技術論 1.四十週年慶暨不織布技術論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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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 宴會 I
廳 

壇，結合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

代表大會活動 
宴會 Ι廳辦理 
2.結合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活動，於宴會Ⅱ廳辦理，同時進行第

十四屆理事補選 
8 月 22 日 台北世界貿

易中心聯誼

社宴會廳 

紡拓會第 15 屆第 5 次董事暨

第 12 屆第 6 次監察人聯席會 
1.陳世中理事長參加。 

8 月 23 日 地點:紡織所

大智館 A713
會議室 

抗病毒紡織品產業標準審查會

議(五) 
標準草案討論 

9 月 3~7 日 上海新國際

展覽中心

N1、N2、
N3 館 

上海中國國際產業用紡織品既

非織材料展覽會 
1.參展 
2.本會共計 5 家會員參展，總面積

123 平米，與產協合辦建館，麥世科

公司展位面積 36 平米劃給產協。 

9 月 4 日 地點:上海國

際展覽中心

N1 館 VIP 會

議室 
 

抗病毒紡織品產業標準 
兩岸對接討論會 
 

1.與會人員:陳世中理事長、黃稚評秘

書長、紡織所胡明銓博士、中國產協

趙工程師與李昱昊博士，目前草案已

初步完成，對接議題如下-- 
2.希望兩岸共同重視抗病毒紡織品產

業標準 
3.因台灣無檢測此標準之實驗室，送

日本檢測通過是否能在大陸銷售。 
4.在中國販售抗病毒紡織品有哪些規

定 
9 月 17 日 R-ONE 湖口

廠 
參訪義達創新科技公司湖口 R-
ONE 工廠 

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9 月 25 日 地點:公會會

議室 
討論「輻射防護宣導事宜」 1.行政院原能會委員會輻射防護處鄭

科長永富至公會拜訪。 
2.本次討論係因日前查知，部分床墊

因製作時使用負離子原料而導致輻射

超標，為避免不織布製作時使用到類

似的原料，故安排至公會討論拜訪業

者與溝通宣導事宜。 
9/26~9/27 台大醫院國

際會議中心

3 樓 301 室

（臺北市徐

州路 2 號） 

2018 年紡織科技國際論壇暨研

發成果展(TIFE2018)-智慧機能

與領航創新 

1.由陳世中理事長、黃稚評秘書長參

加 
1.簡報分享會員。 

9 月 27 日 紡織所 大智

館 A314 會

議室 

第 14 屆第 6 次理監事聯席會 1.由陳世中理事長主持。 
2.由阿裡巴巴 B2B 台灣分公司/楊孟

翰北區區域經理，專題演講: 互聯網

時代的新外貿。 
3.出席人員含理事、監事、列席人員

計 24 位。 
4.紀錄分享全體理監事。 
5.使用資訊管理系統報內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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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 內政部中央

聯合辦公大

樓南棟 18 樓

第 5 會議室

(臺北市中正

區徐州路 5
號) 

內政部「107 年度全國性及省

級工商業暨自由職業團體會務

研習」第 2 場 

1.由黃稚評秘書長、張秀雲秘書參

加。 
2.課程(一):職業團體會務實作，由內

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蘇佳善

科長主講。 
3.課程(二)：職業團體稅務實務，由

財政部北區國稅局審查一科徐特文審

核員主講。 
4.績優團體示範觀摩及經驗分享 

10 月 1 日 進出口公會

1 樓演講廳 
中華民國輸出入相關同業公會

聯誼會「第 11 屆第 1 次會員

大會」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專題演講-「國際經貿情勢及重要議

題」 
3.專題說明-108 年推廣貿易基金補助

申請及核銷作業注意事項 
10 月 1 日 本局第一會

議室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研商「防霾

（PM 2.5）口罩」商品檢測

「粒狀物防護效果」會議 

1.由陳世中理事長、黃稚評秘書長參

加。 
2.討論事項： 
議題一：「訂定『粒狀物防護效果』

測試標準作業程式（SOP）」。 
議題二：有關防霾(PM 2.5)口罩檢測

「粒狀物防護效果」之必要性。 
議題三：有關防霾(PM 2.5)口罩「列

檢時程」。 
10 月 11 日 臺北君悅酒

店 3 樓凱悅

一廳(臺北市

松壽路 2 號) 

「2018 年玉山論壇：亞洲進步

與創新對話，主題：共創區域

榮景」--創新產業場次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10 月 15 日 臺北國際會

議中心 1 樓

(地址：臺北

市信義路五

段 1 號 1 樓) 

「2018 臺灣越南產業合作論

壇」 
1.由邱輔導理事長參加。 
2.主論壇:簽署 MOU 暨嘉賓合影。 
3.產業分組論壇:(1)臺灣紡織產業鏈結

與合作機會(2)臺灣與越南輕工業基礎

技術移轉與合作契機(3)智慧照明與智

慧校園的新發展與機會。 
10/16-18 南港展覽館 臺北國際紡織展 TITAS1８ 1.第 22 屆臺北紡織展於 2018 年 10 月

16 - 18 日假臺北南港展覽館 1 館隆重

登場，有來自全球 400 家廠商參展，

展出規模將超過 760 個展位。 
2.計有個別攤位展商新麗、易成、新

墊共 3 家不織布相關之同業參加展

出。展出面積共 72 平方公尺。 
10 月 17 日 紡織所大智

館 3 樓 A314
會議室 

『負離子布料之輻射安全與防

護』宣導會議 
1.由陳世中理事長主持。 
2.由原能會鄭永富科長、林琦峰技

正，標檢局由皇甫建安、清華大學許

芳裕教授、紡織所與本會會員廠計 17
位出席。 
3.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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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 地點:紡織所

大智館 A713
會議室 

抗病毒紡織品產業標準審查會

議(六) 
標準草案討論 

10/21-10/23 四川省 成都

市 成都天府

陽光酒店 青
羊區 太升北

路 2 號 

第九屆(2018)非織造材料創新

及產業應用發展論壇(成都) 
1.由陳世中理事長、黃稚評秘書長參

加。 
2.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10 月 25 日 台經院 208
會議室(臺北

市德惠街 16-
8 號 2 樓) 

台灣產業競爭力促進協會「第

二屆第五次理監事會議暨交流

研討會」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11/1-11/3 高雄福華飯

店 
2018 年亞洲不織布協會 ANFA
總會高雄理事代表會 

1.由黃清山名譽理事長、陳世中理事

長、戴秀玲理事(由富登公司陳勝龍

董事長代理）、梁宗德理事、林國明

理事暨夫人、南六公司徐念萱秘書、

自由時報記者陳柔蓁(由南六公司招

待)、黃稚評秘書長 
11 月 6 日 國立臺北科

技大學(臺北

市忠孝東路

三段 1 號) 

107 年度工業局「計畫管理系

統-產業人才發展計畫管理」教

育訓練說明會 
產業人才發展計畫管理-平臺操

作說明會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 「計畫管理系統-產業人才發展計

畫管理」說明， 報告單位：國研院。

108 年度產業專業人才發展相關規定

說明 ，報告單位：工研院。 
11 月 9 日 圓山大飯店 工總「第 72 屆工業節慶祝大

會」 
1 由張秀雲秘書參加 

11 月 14 日 標檢局第一

會議室 
標檢局「第 2 次研商防霾

PM2.5 口罩商品檢測粒狀物防

護效果」會議 

1.由陳俊傑理事、黃稚評秘書長參

加。 
2.因六組提出之力壯防護效果能力比

對結果之重複性與再現性評估分析報

告缺乏口罩標準品，且測試樣品數量

太少，統計分析結果尚不具代表性，

不足以釐清 CNS15980 檢測粒狀物防

護效果等級穩定性的疑義，為求審

慎，將再次評估，擇日再議。 
11 月 14 日 臺北世界貿

易中心聯誼

社宴會廳 

紡拓會第 15 屆第 6 次董事暨

第 12 屆第 7 次監察人聯席會 
1.由陳世中理事長參加。 
2.明年紡拓會將舉辦『紡織業人才博

覽會』，請相關業者共同支持。 
11/15~11/17 廣州西湖苑

賓館 
廣東無紡布協會《未來功能纖

維與織物》研討會 
1.由陳世中理事長、黃稚評秘書長參

加。 
2.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3.因 10 多篇簡報檔無法皆提供，僅取

得- 
Composite fibers 複合纖維 （東華大學 龔靜華教授） 
Core-sheath Fibers from Silk Fibroin 絲素核鞘纖維（香港理工大學 費斌副教授） 
Directional Fluid Transport Fabrics, their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s 直接流體傳輸織物，製備及

其應用 （澳大利亞 Deakin 大學 林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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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l Applications of Superwettability for Aerosol Oil Mist Filtration 氣溶膠油霧過濾的超潤濕性

的新應用 （澳大利亞 Deakin 大學 林童教授） 
Application of bio-based material PHA in fiber and non-woven fabrics 生物基材料 PHA 在纖維及無

紡布方面的應用（廣東省化學纖維研究所 司徒衛博士） 
11 月 19 日 TFDA 忠孝辦公室 

C202 會議室 
「醫用面（口）罩 GMP
指引（草案）」專家座談

會 

1.由陳世中理事長參加。 

11 月 29 日 衛普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會議室(高雄

市楠梓區朝仁路

231 號) 

『負離子不織布之輻射安

全與防護宣導』暨『產業

用水回收率及單位產品用

水量說明』會議 

1.由邱正中輔導理事長主持。 
2.原能會由林琦峰技正、尤建偉技

士參加，環發會由徐秀鳳經理、李

傑穎副研究員參加、本會會員廠計

21 位出席。 
3.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12/4-~12/5 上海世紀皇冠假日

酒店，會議廳 
FILTRE ASIA 國際過濾與

分離工業峰會 
1.由陳世中理事長參加。 

12 月 5 日 紡織研究所大智館

A314 會議室 
成衣回收再利用-以板材

為例的應用情境探索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意見交流:(1).綠建材介紹與板材使

用情境、(2).不織布板材展示、(3).
交換彼此間的產業資訊與建議，讓

產業鏈的上下游廠商能夠互相瞭解

以及可以相互配合的模式。 
3.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12/5-12/7 中國/上海新國際博

覽中心 
2018 年亞洲過濾與分離工

業展覽會 
1.由陳世中理事長參加。 

12 月 11 日 工業局 2 樓會議室 
203 

107 年紡優計畫期末報告

期末審查會議 
1.由張秀雲秘書參加。 
2.攜帶驗收資料參加會議  

12/11~12/13 塑膠中心研發大樓

(台中工業區 38 路

193 號) 

塑膠中心 25 週年慶暨塑

膠技術系列研討會 
1.由黃稚評秘書參加。 
2.12/11 塑膠中心林漢福董事長提到

醫療器材和複合材料將是塑膠中心

未來發展主軸，今日也同時成立醫

材聯盟和複材者聯盟，複材聯盟成

員歡迎有特異功能的産品廠商踴躍

參與，有興趣可與塑膠中心聯繫。

下午同時也是中小企業綠色小巨人

輔導計畫的成果展，恭喜本會信織

公司獲獎並參展，該公司徐孟榆董

事長下午接受頒獎。 
3.12/12 信織公司由周光輝協理分享

如何與綠基會合作，針對廠內設

備、産品進行節能減碳診斷與輔

導，並建立産品碳足跡 ERP 系統的

過程，分析出信織公司 1 公斤 PET
針軋不織布産品碳足跡為

4.583kgCO2e，可提供相同製程的針

軋不織布同業參考。 
12 月 13 日 紡拓大樓 5 樓 MR.Varun Vaid  1.由黃稚評秘書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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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 Director 
Wazir Advisors Co.,Ltd.與
紡拓會市拓處王惠蘭處長

討論會 

2.該公司為印度一家協助海外投資

的顧問公司，交流後請他提供印度

當地不織布企業資料，以及 2025 年

趨勢年報。 
12 月 14 日 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蘇格拉底與亞歷山

大會議廳 

紡織所<先進功能纖維紡

織品-107 年度研發技術發

表會> 

1.由陳世中理事長、科德寶寶翎公

司等會員單位參加 
2.本次技術分享發表主題內容，包

括低溫熱熔纖維技術、無氟撥水纖

維技術、高牢度螢光色紗技術、數

位噴染紡織品技術、機能性不織布

技術、智慧彈壓運動服技術。針對

各先進功能纖維紡織品領域的創

新，提供專家業界的詳實見解。並

在現場安排產品靜態展，向各界先

進展現先進功能纖維紡織品科專計

畫內容，以協助國內紡織相關業者

掌握新產品技術發展與市場商機。 
12 月 17 日 紡拓大樓 4 樓 107 年紡優計畫期末報告

期末審查會議 
1.進行初驗，由黃稚評秘書長參

加。 
12 月 24 日 紡拓大樓 17 樓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行動

方案」政策宣導說明會 
1.會員廠有總勝公司蔡董、遠東新

世紀以及黃稚評秘書參加。 
2.因應美中貿易衝突，促成台商回

台投資，政府已研擬「歡迎台商回

台投資行動方案」，實施期程 3 年

(108 年 1 月 1 日至 110 年 12 月 31
日)，透過滿足用地需求、充裕產業

人力、協助快速融資、穩定供應水

電及提供稅務服務等 5 大策略，並

設立單一窗口，提供客製化服務，

加速台商落地生產。為強化台商對

申請流程與相關規定之瞭解，特舉

辦說明會。 
12 月 26 日 台北市和平東路二

段 106 號 2 樓第 11
會議室 (科技大樓) 

「政府研究資訊系統

(GRB)」操作訓練課程 
1.由黃稚評秘書參加。 
2.標準計畫作業系統操作課程 

108 年 
1 月 4 日 

工業局 4 樓 107 年度工業局人培計畫

驗收(帶驗收資料)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1/11~1/12 中華紙漿花蓮廠、

花蓮水資源中心 
產紡協會－會員交流參訪

活動(中華紙漿花蓮廠/花
蓮水資源中心)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今年會員

大會參照本行程規劃。 

1 月 18 日 標檢局第 6 會議室 召開紡織工業國家標準技

術委員會 108 年第 1 次會

議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1 月 18 日 紡織所土城場區大

智館 A210 演講廳 
108 年度經濟部工業局紡

織相關產業專案計畫說明

會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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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21 迪化永樂商圈 迪化永樂商圈「衣藝美學

設計工作坊體驗營」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感謝本會王水泉常務理事（首行

公司董事長）提供不織布複合布樣

品讓學員認識不織布。 
1 月 24 日 國賓飯店 2F 國際

廳 
紡拓會尾牙 1.由陳世中理事長、稚評秘書長與

張秀雲秘書參加。 
2.公會提供 5000 元摸彩金供紡織會

工人員摸彩助興。 
1 月 27 日 高雄市燕巢區四林

路 699 號<燕巢新

廠> 

南六公司燕巢新廠落成暨

年終尾牙歲末聚餐 
1.由陳世中理事長率領理監事會員

廠與會務人員 23 位參加，共襄盛

舉。 
 

2 月 19 日 紡拓大樓 4 樓紡推

辦公室會議室 
108 年度紡優計畫人培課

程審議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本會依委

員建議補各單元時數。 
2 月 19 日 紡拓大樓 17 樓第

一會議室 
台塑企業節能減排循環經

濟介紹暨智慧機械投資抵

減政策說明會 

1. 與絲織等六公會合辦「台塑企業

節能減排循環經濟介紹暨智慧機械

投資抵減政策」說明會，有科德宝

遠東、科德寶寶翎、新光合纎、得

萬利等會員廠參與，由台塑企業分

享集團內跨廠區跨企業總盤查，於

用水、用電、原料及各廠與制程在

鍋炉、壓縮、蒸氣機等的節能減排

作法，相當值得業界参考；另外，

工業局張雲評科長也分享智慧機械

投資抵減政策說明，預計今年將通

過立法院審查，即可使廠商参考運

用。 
2.以上簡報以分享於網站上。 

2 月 25 日 經濟部標檢局第 7
會議室(台北市濟

南路 1 段 4 號)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召開

紡織工業國家標準技術委

員會 108 年第 2 次及第 3
次會議」 

1. 有關 CNS 8164 (草-修 1061048)
「化學防護衣」等 3 種標準技術委

員審查會，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 月 26 日 公會會議室 「美中貿易戰下臺商中介

團體政策溝通之研究」訪

談 

1.陸委會計畫研究人員-甘宗鑫拜

訪，由陳世中理事長與黃稚評秘書

長受訪。 
3 月 7 日 台經院二樓 208 會

議室 
台灣產業競爭力促進協會

「第二屆第四次會員大會

暨交流研討會及第六次理

監事會議」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邀請國發會產業發展處詹方冠處

長主講，專題：當前產業發展課題

及政府產業創新計畫。 
3.會後於華國飯店用餐進行交流聯

誼。 
4.簡報分享會員。 

3 月 7 日 天成大飯店 1 樓天

美廳 
第十四屆第八次理監事聯

席會議 
1.由陳世中理事長主持。 
2.出席人員含理事、監事、列席人

員計 26 位。 
3.紀錄分享全體理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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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資訊管理系統報內政部主管

機關備查。 
3 月 14 日 紡拓大樓 17 樓第

一會議室 
「台灣紡織業永續發展的

作法」演講會 
1.與絲織等七公會合辦「台灣紡織

業永續發展的作法」，主講人:經濟

部工業局民生化工組洪輝嵩組長，

一場對紡織同業可否永續發展及擬

訂未來經營與投資策略，極為重要

的分享會。有首行、三芳、敏成、

新光合纖、遠東新世紀等會員廠參

加。 
2.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3 月 14 日 經濟部標檢局第 2
會議室 

第 3 次研商「防霾

(PM2.5)口罩」商品檢測

「粒狀物防護文效果」會

議 

1.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配合標檢局『防霾(PM2.5)口罩之

粒狀物防護效果』實驗室能力比對

試驗計劃。執行說明見會務報告。 
3 月 20 日 榮榮園(台北市信

義路 4 段 25 號 2
樓) 

工業團體會務工作協調推

行專業小組會議 
太陽光電系統建置說明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意見交流與餐敘。 

3/25-28 美國邁阿密會議中

心 
參加 2019 年美國世界不

織布展(IDEA19) 
1.本展有南六、勝宏、全程、啟

華、衛普、康那香、華信、權和、

舜陽、麥世科、垕信、長宏、新麗

及共同攤位友麗、上登共 15 家不織

布相關之同業參加展出。展出面

積：3475 平方英尺。 
2.參觀行程中公會分別致贈與北 d 卡

大學不織布研究中心以及必得福公

司感謝牌，團員獲益良多。 
3 月 27 日 國貿局大禮堂 經濟部國貿局「補助公協

會辦理貿易推廣活動」說

明會 

1.由張秀雲秘書參加。 
2.專案辦公室(管科會)簡介。 
3.「補助公協會辦理貿易推廣」申

請及核銷注意事項。 
4.企業誠信宣導:陽光法案新知與國

際廉政趨勢。 
5.簡備資料公會備查。 

3 月 28 日 紡織所 315 會議室 「工業局人才培訓計畫」

案分包計畫書及個資說明

表修正會議 

1.由張秀雲秘書參加。 
2.分包計畫書及個資說明表紡織所

建議修正事項說明，攜帶修正內容

完成校正，與蓋校正章。 
3.查驗確認後，進行簽約用印完

畢，並帶回計畫簽約相關資料正本

1 本、副本 2 本。 
4 月 9 日 台北福華文教會館

101 教室 
工總「2019 會務人員國際

經貿專班（第 18 期-1）」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4 月 12 日 紡織所大智館 7 樓 
A713 會議室 

『編擬 CNS 5610 非織物

試驗法國家標準草案建議

稿(第一階段)』委員會第

1.由陳世中理事長主持。 
2.出席委員：應出席 15 位、實際出

席 14 位。含列席人員計 18 位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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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會議 加。 
3.討論 CNS 不織布試驗法-第 1 部：

單位面積重量的檢測與第 2 部：厚

度的測定。 
4.紀錄公會存查及寄送各委員與標

檢局備查。 
4 月 16 日 台北福華文教會館

101 教室 
工總「2019 會務人員國際

經貿專班（第 18 期-2）」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4 月 16 日 台北國際會議中心

201 室 
工總「第十一屆第二次會

員代表大會」 
1.由陳坤展常務監事參加。 

4 月 23 日 台北福華文教會館

101 教室 
工總「2019 會務人員國際

經貿專班（第 18 期-3）」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4 月 30 日 台北福華文教會館

101 教室 
工總「2019 會務人員國際

經貿專班（第 18 期-4）」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5 月 6 日 國貿局大禮堂 國貿局「當前我國出口情

勢分析及拓銷作法說明

會」 

1.由黃稚評秘書長參加。 
2.簡報分享全體會員。 

5 月 10 日 紡織所大智館 7 樓 
A713 會議室 

『編擬 CNS 5610 非織物

試驗法國家標準草案建議

稿(第一階段)』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 

1.由陳世中理事長主持。 
2.出席委員：應出席 15 位、實際出

席 11 位。含列席人員計 16 位參

加。 
3.討論 CNS 不織布試驗法：抗拉強

度與斷裂伸長率測定法、第 4 部：

抗拉強度與斷裂伸長率測定法。 
5/15-17 泰國曼谷貿易展覽

中心 
參加 2019 年東南亞非織

造材料及即棄衛生用品展

(ANDTEX19) 

1.參與廠商家 12 家，展出面積：

243 平方公尺、現場攤位數 27 個

（以 9 M2 換算攤位數 27 個）。 
2.5/14~17 組團期間於 5/16 前往芭達

雅參觀泰國松茂不織布公司以及華

儀上登公司泰國廠，公會分別致贈

與松蕊公司、松茂公司以及華儀上

登公司感謝牌，團員獲益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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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事會報告 

 

1. 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33 條規定，監事會監察財務也監察一

般業務之執行。 

2. 在會務方面對尚未入會之廠家加強追蹤，促其加入公會以壯

本會之陣容。 

3. 在財務方面預算、決算及會計帳冊，公會皆依規定辦理，本

會無意見。 

 

常務監事: 陳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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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提案討論 
 
第一案、本會 107 年度歲出歲入決算表已結算完畢，提請審議： 

說明：一、依本會章程第 52 條規定，決算書已結算完畢經第 14
屆第 8 次理監事會通過，送請監事會審核，再提會員

大會追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107 年度歲入歲出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金出納表、

基金收支表及財產清冊如附件一~四，請審議： 

決議：通過 

 

 

 

第二案、本會 108 年度工作計畫書，請審議： 

說明：一、依本會章程第 51 條規定，已編具年度工作計畫書經

第 14 屆第 6 次理監事會通過，送請監事會審核，再

提請會員大會追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108 年度工作計畫書如附件五，請審議： 

決議：通過 

 

 

 

第三案、本會編擬 108 年度預算書，提請審議： 

說明：一、依本會章程第 51 條規定，已編具年度預算書經第 14
屆第 7 次理監事會通過，送請監事會審核，再提請會

員大會追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茲提附本會 108 年度預算書如附件六，請審議：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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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臨時動議 
 
 
 
 
 
 
 
 
 
柒、 自由發言 
 
 
 
 
 
 
 
 
 
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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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灣 區 不 織 布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1 0 8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書 

區 分 項 目 實 施 要 點 附 註 
會 一、按時間召開各種會議 依本會章程規定，切實按時召開會議-- 

1. 會員大會每年一次。 
2. 理、監事聯席會議各每三個月召開一次，臨

時理監事會議於必要時召開。 

預定 8/2~3 地點:花
蓮 
預計每三個月第三

個週四召開 

 二、擴增會員，以健全公

會之發展 
1. 依工業團體法規定，對未依法入會之不織布

工廠，再予通知、勸告等，期能加強本會會

員陣容。 
2. 過去多年來未入會之業者資料，重新整理，

分別追蹤管制。 
3. 對新成立之「新進工廠登記核准案」之同業

業者均儘速通知其處理入會手續，必要時分

別追蹤訪問之。 

持續追蹤同業入會

作法 1：透過商業司查

詢每年度產業分布並

進行入會追蹤，同時

檢視並更新各會員最

新訊息 
作法 2：理監事推薦

務 三、整理會籍、會員代表

資料以建全會務 
1. 對會員廠之資料，予以整理、歸檔及補充，

對會員代表之異動，則詳於登記查核，以強

化會籍管理。 
2. 加強蒐集會員資料並協助電子化，強化本會

中、英網站效能。 

2019 年配合網站改

版辦理 
 
 
 

業 
 
 

四、組團參展及參觀 
1. 2019 年美國世界不織

布展(IDEA'19)3/25-28 
2. 2019 年東南亞非織造

材料及即棄衛生用品

展(ANDPEX 2019) 
5/15-17 

3. 2019 年歐洲過濾展 
(FILTECH'19) 10/22-24 

4. 2019 年上海國際非織

造 布 展 覽 會 
(SINCE'19) 12/13-15 

為協助業者拓展貿易，提高國內不織布業者世界

地位以及促進外貿之機會，並吸收國外不織布之

新知，本會擬組團參展項目如下— 
1. 參加 2019 年美國世界不織布展

(IDEA'19)3/25-28 
2. 參加 2019 年東南亞非織造材料及即棄衛生

用品展(ANDPEX 2019) 5/15-17 
3. 參加 2019 年歐洲過濾展 (FILTECH'19) 

10/22-24 
4. 參加 2019 年上海國際非織造布展覽會 

(SINCE'19) 12/13-15 

申請貿推基金辦理

其中 
(1)TITAS'19 與

Techtextil'19 是 14-6
理監事會(9/25)通過

取消(2)CIDPEX2019
因家數不足，取消辦

理 

務 五、輔導及拓展國內外市

場 
1. 調查統計會員廠產銷能力及實況，蒐集各國

不織布類生產及消費狀況。 
2. 配合經濟部標檢局、紡織研究所、紡拓會及

相關認證單位，協助推動國內不織布在產業

用紡織品驗證標章。 
3. 聯繫並謀求主管機關內政部及經濟部相關部

會與研究單位，提供生產技術之改進輔導，

以提升業界產銷能力。同時將此資料彙編成

冊，免費寄送會員廠商參考。 
4. 籌組不織布市場拓銷團(地點越南時間未定) 

製作年度統計、進

出口年報及月報 
同十二項辦理 
 
 
酌機辦理 
 
 
 
申請貿推基金辦理

業 六、研究兩岸貨品貿易協

議及進口原料問題 
1. 研究大陸市場及其環境。 
2. 建議並呼籲速開放大陸化纖原料進口。 
3. 參加或與相關單位合辦相關研討會了解現

況。 
4. 訂定 CNS 不織布標準 

配合相關單位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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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世界不織布三大協會

(ANFA、INDA、EDANA)
相關會議 
(1)參加 GNS 會議 
(2)參加 ANFA19 印度理事

代表會 

1. 為增進亞洲不織布業界之友誼，ANFA 亞洲

不織布協會，每年輪流在各國開會互相交換

訊息。 
2. 世界不織布展時參加 ANFA 理事代表會議與

歐美亞三邊會議，並參加 ANFA 年會。 
3. 辦理或參與 ANFA 年會暨研討會以及理事代

表會議。 

常年辦理 
 
3 月美國邁阿密

IDEA19 展覽期間

GNS 不織布高峰會議

申請國貿局補助 11
月份 ANFA 理事代表

會 

 八、加強外貿服務 1. 轉達外貿機會及轉介國外客戶之需求來往。 
2. 配合外貿協會與紡拓會之活動，鼓勵會員廠

作國外考察。 

常年辦理 
 

 九、協調同業關係，增進

同業利益 
1. 加強對會員廠之服務，轉達及謀求會員廠之

合法權益。 
2. 加強會員廠間之聯繫、聯誼並對會員廠做不

定期之訪問和聚會。 

酌機辦理 
 
酌機辦理 

務 十､協助宣達政令 1. 協助政府推行經建政策及工業法令。 
2. 參與各種慶典活動及社會公益事業等。 

隨時辦理 
作法 1：公告政策通報

作法 2：會員公益報導

 十一､研究發展 
 

1. 舉辦各種技術講習會､研討會等，以提升同

業之技術水準。 
2. 譯介美、日不織布工業最新動態。 
3. 結合學術與研究機關進行不織布之研究。 
4. 協助業者申請工業局及經濟部技術處，協助

中小企業研究發展等輔導不織布業技術升級

之輔導研究專案。 
5. 加強大專院校有關不織布之推廣教育。 
6. 辦理不織布產業人才培訓課程。 

課程申請工業局補

助 

一 
般 
 

十二、會訊之編印網站

改版 
 

彙編、年刊、公會訊息等採電子化『資訊分享』

方式辦理。 
專案辦理 

會 
務 

十三、人事管理､文書檔

案及財務處理均加

強管制 
(1)提報內政部 107 年度工

作績效報告 

1. 依「工商團體會務工作人員管理辦法」及「工

商團體財務管理辦法」，並搭配本會『財務規

則』、『公文處理規則』、『理監事修訂條款』

切實辦理。 
2. 將歷年之檔案予以清理，並建立各必要之專

卷。 

依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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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章程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成立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一 O三年六月廿七日第十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工業團體法及其施行細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會訂名為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第三條 本會以協調同業關係，增進共同利益，並謀劃工業之改良推廣，

促進經濟發展為宗旨。 

第四條 本會為法人。 

第五條 本會以臺灣地區為組織區域。 

第六條 本會會址設於台北市。 

第七條 本會得經會員大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設立辦事處。 

 

 第二章  任    務 

第八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一、關於國內外工業之調查、統計、研究、改良及發展事項。 

二、關於原料來源之調查及協助調配事項。 

三、關於會員生產、運銷之調查、統計及推廣事項。 

四、關於技術合作之聯繫及推動事項。 

五、關於會員合法權益之維護事項。 

六、關於會員業務狀況之調查事項。 

七、關於會員產品之展覽事項。 

八、關於會員與會員代表基本資料之建立及動態調查、登記事

項。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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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關於會員證照之申請、變更、換領及會員資格之證明等服

務事項。 

十、關於同業糾紛之調處及勞資糾紛之協助調處事項。 

十一、關於勞動生產力之研究、促進與同業員工技能訓練及講

習之舉辦事項。 

十二、關於會員公益事業之舉辦事項。 

十三、關於接受機關、團體或會員之委託服務事項。 

十四、關於政府經濟政策與工業法令之協助進行及研究建議事

項。 

十五、關於各項社會運動之參加事項。 

十六、依其它法令規定應辦理之事項。 

 

 第三章  會員及會員代表 

第九條 凡在本會組織區域內，經依法取得工廠登記證照，且係從事以

各種纖維棉用機器及膠質黏合而成各種不織布之工業為限，除

國防軍事工廠外，均應於開業後一個月內，加入本會為會員。 

第十條 工廠加入本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連同會員會籍登記卡一

份、會員代表登記卡二份及工廠登記證照影本二份，送由本會

理事會審查通過後，准其入會，但應由本會將上開登記卡各二

份，證照影本一份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通知之。 

第十一條 本會會員非因廢業、遷出本會組織區域或永久停業處分不得退

會。 

第十二條 本會會員推派之會員代表人數如下： 

A 級：登記資本額為一億元（含）以上，推派三名代表。 

B 級：登記資本額為五千萬元至一億元（不含），推派三名代表。 

C 級：登記資本額為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不含），推派兩名代表。 

D 級：登記資本額為一千萬元（不含）以下，推派一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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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會員代表以工廠負責人、經理人或現任職員，年歲在二十歲以

上者為限。 

第十四條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會員代表： 

一、犯罪經判決確定，在執行中者。 

二、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三、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轍銷者。 

四、受破產之宣告，尚未復權者。 

會員代表發生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喪失其代表資格；原派之

會員，應另派代表補充之。 

第十五條 會員代表均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每一代表

為一票。 

第十六條 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代

表代理。但每一會員以代表一人為限，並不得超過親自出席人

數之半數。 

第十七條 每一會員及會員代表應由本會分別填發會員證及會員代表證，

并於召開會員大會改選理事、監事二個月前換發一次。 

第十八條 本會應於召開會員大會一個月前，通知各會員在召開大會二十

日前聲明其原派之會員代表是否續派或改派，不聲明者，視為

放棄續派或改派會員代表之權利。 

前項通知及聲明均應以書面為之。 

第十九條 本會會員指派或改派會員代表時，應填具會員代表登記卡二

份，以書面通知本會。 

第二十條 同業工廠於開業六個月後，不依法加入本會為會員者，應提經

理事會決議，報請主管機關通知其限期加入。 

同業工廠經通知逾一年仍未加入本會為會員者，得經理事會決

議，報請主管機關轉目的事業機關予以停業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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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本會組織 

第二十一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組織理事會。監事五人，組織監事會。另

置候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二人，由會員代表於會員大會用無

記名連記法互選之。 

前項理事監事遇有缺額時，分別由候補理事監事依次遞補，以

補足前任任期為限。 

第二十二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五人，由理事於理事會用無記名連記法互選

之。 

第二十三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會用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 

第二十四條 本會置理事長一人，由理事於理事會就常務理事中無記名單記

法選任之。 

第二十五條 本會理事長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

者。本會理事、監事及常務理事、常務監事應各有三分之二以

上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並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者。 

第二十六條 本會理事監事之任期為三年，其連選連任者，不得超過二分之

一，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七條 本會理事監事之任期，應自召開本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前項理事會應於會員大會閉幕之日起十五日內召開之，非報經

主管機關核准，不得延長。 

第二十八條 本會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 

第二十九條 本會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其缺額由候補理

事，候補監事分別依次遞補之。 

一、喪失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依工業團體法之規定解職、罷免或撤免者。 

四、其所代表之工廠，依工廠團體法之規定退會或經停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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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會籍者。 

第三十條 本會理事、監事出缺，應於一個月內由候補理事監事依序遞補。

無候補理事、候補監事遞補時，理事或監事人數超過全體理事

或監事名額三分之二以上者，不予補選。 

 

 第五章  本會職權 

第卅一條     本會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二、議決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之金額。 

三、議決會務、業務之年度計劃、報告及預、決算。 

 四、議決各種章則。 

五、議決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處分。 

六、議決理事、監事之解職。 

七、議決辦事處之設立、合併或裁撤。 

八、議決清算及選派清算人。 

九、議決財產之處分。 

十、議決其他有關會員權利義務事項。 

第卅二條   本會理事會之職責如左： 

一、審定會員及會員代表資格。 

二、召開會員大會並執行其決議。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四、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職。 

五、議決處分不繳納會費之會員。 

六、聘任或解聘會務工作人員。 

七、與監事會共同議決出席上級團體會員代表之選派、改派或

辭職。 

八、審定會務業務之年度計劃及預決算并追蹤及檢討其執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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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及成果。 

九、議決劃分召開預備會地區及應選出會員代表名額之實施計

劃。 

十、提報會員大會之決議事項。 

十一、其他依職責應辦事項。 

第卅三條  本會監事會之職責如左： 

一、監察理事會執行會員大會之決議錄。 

二、監察理事會會務及財務報告。 

三、審核年度預決算向理事會提出書面審核意見，并報大會通

過或追認。 

四、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五、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六、與理事會共同議決出席上級團體會員代表之選派、改派或

辭職。 

七、監察本會財務及財產。 

八、其他依職責應監察事項。 

第卅四條  理事長綜理會務，對外代表本會，如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應

指定常務理事一人代理之，不為指定時，由常務理事互推一人

代理之。 

第卅五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及會務工作人員若干名，承理事長之命辦

理會務，由理事長提報理事會通過任免之，并於通過之日起十

日內，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始准到職或離職。 

前項會務工作人員之名額、職稱、待遇及其服務規則，由本會

訂定，提經理事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 

第卅六條  本會理事、監事不得兼任本會會務工作人員。 

第卅七條  本會會員大會分左列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之： 

一、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其召開日期，由理事會決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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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

上之要求，或監事會函請 召開時召開之。 

第卅八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應於十五日前通知，但因緊急事故，召開臨

時會議時，經送達通知而能適時到會者，得不受此限制，並均

應報請主管機關派員指導或監選。 

第卅九條  會員大會以理事長為主席，或由理事監事就常務理事、常務監

事中共同推定三人至五人組織主席團，輪任主席。 

第四十條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代表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但左列各款事項之決議，應以會員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之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變更。 

二、會員及會員代表之處分。 

三、理事、監事之解職。 

四、清算之決議及清算人之選派。 

第四十一條 會員大會應出席之全體會員代表人數應扣除受停權處分會員所

派之會員代表計算之。 

第四十二條 理事會、監事會，應分別舉行會議，每三個月至少舉行一次，

候補理事、候補監事均得列席。 

第四十三條 理事會或常務監事無故不依前條規定召開理事會或監事會超過

二個會次者，應解除理事長或常務監事召集人職務，另行改選。 

第四十四條 理事會、監事會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過半數

之同意行之。但理事或監事之辭職，應以理事或監事過半數之

出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四十五條 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會議，不得委託他人

代理，除公假外，連續請假兩次，以缺席一次論，如連續缺席

滿二個會次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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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四十六條    本會經費收入如左： 

一、入會費：會員入會時，應繳納入會手續費新台幣伍仟元整。 

二、常年會費：分為四級方式收取，依照各廠資本額登記為： 

A 級：一億元（含）以上，每年四萬元。 

B 級：五千萬元至一億元（不含），每年三萬五千元。 

C 級：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不含），每年三萬元。 

D 級：一千萬元（不含）以下，每年二萬元。 

前款常年會費遇有購置會所、增加設備或舉辦展覽等工作時，

得經主管機關核准，由會員酌增繳納之。 

三、事業費：由會員大會決議籌集之。 

四、委託收益。 

五、基金及孳息。 

前項基金及其孳息，應專戶存備，非經理事會通過，報經主管

機關核准，不得動支。 

第四十七條 事業費之分擔，每一會員至少一份，至多不得超過五十份。必

要時，得經會員大會決議增加之。 

事業費總額及每份金額，應由會員決議，報請主管機關轉由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第四十八條 前例之事業費，會員退會時，不得請求退還。 

第四十九條  工廠於開業後一個月內不依法加入本會為會員者，於其加入

時，溯自開業之次月起，計算其應繳會費之總數，并為入會費

繳納之。 

第五十條 會員如不按照章程規定繳納會費者，應提經理事會決議依左列

程序處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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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勸告：欠繳會費滿三個月者。 

二、警告：欠繳會費滿六個月，經勸告而不履行者。 

三、停權：欠繳會費滿九個月，經警告仍不履行者，不得參加

各種會議並當選為理事、 監事及享受團體內一切

權益。 

前項第三款受停權處分之會員，其所派之會員代表已當選為理

事或監事者，應即解職，由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其缺

額。 

第五十一條 本會應於下年度開始前二個月內，編具下年度工作計劃及歲入

歲出預算書，提經理事會通過後，送請監事會審核，造具審核

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會員大會通過後，於下年度開始前提

報主管機關核備，如會員大會未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

再於會員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五十二條 本會應於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編具本年度工作報告、歲出歲入

決算書、資產負債表、收支明細表及財產目錄，提經理事會通

過後，送請監事會審核，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經

會員大會通過後，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如會員大會未

能及時召開，應先報主管機關，再於會員大會時提請追認。 

第五十三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五十四條 本會如興辦事業時，應另立會計，每年送監事會審核後，提報

會員大會，並分報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十五條 本會解散或撤銷時其剩餘財產應依法處理，不得以任何方式歸

屬個人或私人企業所有，應歸屬自治團體或政府所有。 

第五十六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工業團體法及其施行細則與其他有關

法令辦理之。 

第五十七條 本章程經會員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備案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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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贊助會員辦法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5 日 11-7 理監事會通過即執行  

 

一、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為加強與國內外相關工

商企業團體與各界專家學者聯繫，延伸服務範圍，

特定贊助會員辦法。 

二、凡贊同本會宗旨、對促進不織布產業發展有興趣

者之年滿二十歲的個人及公私機構團體，均得申請

為本會贊助會員。 

三、個人贊助會員入會費為 3,000 元，團體贊助會員入

會費為 7,000 元；個人贊助會員常年會費為 2,000

元，團體贊助會員常年會費為 6,000 元。  

四、贊助會員享有本會一切服務，但無選舉權及被選舉

權。 

五、現任會員廠與代表不得轉為贊助會員，製造業生

產廠商不得加入贊助會員。  

六、贊助會員申請入會，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生效。 

七、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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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會 申 請 書 

本人/公司/（單位） ____________________願加入 

貴會為贊助會員，茲填具本人/公司（單位）中英文基本資

料對照表 1 份，送請鑒核並請准予入會為荷。 

此致 

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公司單位或 

個 人 名 稱 
： （簽章）

負 責 人 
(個 人 贊 助 會 員

無 須 填 寫 ) 

： （簽章）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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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 區 不 織 布 工 業 同 業 公 會  贊 助 會 員 資 料 表  

公司（單位）或個人(中文)                        

名稱        (英文)                          

會 員 編 號 
(由 本 會 填 列 ) 

入會
日期 （ 由 本 會填 列） 

地 址 

(中文)                                        郵遞

區號： 

(英文) 

網 址  電 話 (  ) 

E - M A I L  傳 真 (  ) 

董 事 長 

或 負 責 人
（ 個 人 免 填 ） 

(中文) 

總經理
 業務 

經理 

 

(英文)   

公司登記證 
（ 個 人 或 非 營 利

事 業 免 填 ） 

號碼： 資 本 額  

領證日期：    年    月    日 統一編號  

主要營業或 

服 務 項 目
（ 個 人 免 填 ） 

(中文)  

(英文)  

(中文)  

(英文)  

一、希望公會之相關文件資料指定寄送人、地址及傳真號碼，避免遺失： 

會務聯絡人：          寄送地址：             

傳真號碼：          聯絡電話：                

二、為因應時代潮流，提供快速服務，並節省印刷成本，本會資訊將儘量以

電子郵件方式寄送各會員，請填列 貴會員希能收到本會資訊之電子郵

件信箱及姓名（個人會員只能填一個、團體最多可填列 3 個）： 
(1)姓名：  電郵：  

(2)姓名：  電郵：  

(3)姓名：  電郵：  

(公司名稱)                 (負責人)       (印章) 

填表人           (簽章)     年    月    日 

※日後貴會員廠資料如有異動，請隨時與本會聯絡(TEL：02-25580516，俾便提供最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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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年會 員 代 表 名 冊（2019/06/18更新）

﹝Ｎ﹞不織布製造廠---四十九家共115位代表

編

號

會員

編號
公司名稱 通訊地址

會

姓

員

名

代 表
職 稱

1 N001 勝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70台北市士林區後港街116號1樓 陳 昱君 總經理

2 勝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70台北市士林區後港街116號1樓 鄭 斯仲 廠長

3 勝宏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70台北市士林區後港街116號1樓 徐 振淳 副理

4 N002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52台北市信義路四段456號27樓 戴 榮吉 董事長

5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52台北市信義路四段456號27樓 戴 秀玲 總經理

6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1052台北市信義路四段456號27樓 郭 仁淳 經理

7 N003 富雅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70台南市善化區小新里苗圃巷1號 張 帆若 董事長

8 富雅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70台南市善化區小新里苗圃巷1號 張 良宇 總經裡

9 富雅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4170台南市善化區小新里苗圃巷1號 鄭 清森 副總

10 N004 台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3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田墘巷2號 周 通漢 董事長

11 台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3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田墘巷2號 李 木圭 總經理

12 台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3彰化縣花壇鄉白沙村田墘巷2號 李 韋奇 經理

13 N005 新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3452桃園市桃園區八德區聯華街41號 簡 榮富 副總裁

14 新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3452桃園市桃園區八德區聯華街41號 簡 裘裘 總經理

15 新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3452桃園市桃園區八德區聯華街41號 彭 忠山 經理

16 N006 全福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33855桃園市蘆竹區南崁路二段265號 蔡 全福 董事長

17 全福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33855桃園市蘆竹區南崁路二段265號 蔡 宗魁 經理

18 N007 友麗工業有限公司 23876新北市樹林區武林街7號 陳 世中 總經理

19 友麗工業有限公司 23876新北市樹林區武林街7號 陳 世文 副總經理

20 N008 南亞塑膠工業(股)公司(塑一部) 10508台北市敦化北路201號3樓 盛 修業 副總經理

21 南亞塑膠工業(股)公司(塑一部) 10508台北市敦化北路201號3樓 葉 鎮勝 組長

22 南亞塑膠工業(股)公司(塑一部) 23872新北市樹林區味王街55號 林 家裕 廠長

23 N009 仁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2147彰化縣北斗鎮文昌里後溪巷7號 李 勝敦 董事長

24 N012 南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2446高雄市燕巢區四林路699號 黃 清山 董事長

25 南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2446高雄市燕巢區四林路699號 黃 和村 總經理

26 南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2446高雄市燕巢區四林路699號 黃 世鐘 董事長特助

27 N013 尚興不織布股份有限公司 32543桃園市龍潭區楊銅路一段118巷151號 彭 光明 董事長

28 尚興不織布股份有限公司 32543桃園市龍潭區楊銅路一段118巷151號 彭 志偉 總經理

29 N014 協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3051桃園市桃園區春日路1733巷6號 陳 泰宏 總經理

30 協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3051桃園市桃園區春日路1733巷6號 陳 香蘭 經理

31 協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3051桃園市桃園區春日路1733巷6號 陳 宥余 經理

32 N017 恒大股份有限公司 10446台北市林森北路372號10樓 黃 美慧 董事長

33 恒大股份有限公司 10446台北市林森北路372號10樓 黃 鴻麒 經理

34 恒大股份有限公司 10446台北市林森北路372號10樓 鄭 桂枝 經理

35 N018 台灣科德寶寶翎不織布(股)公司 32663桃園市楊梅區民富路二段40號 梁 宗德 總經理

36 台灣科德寶寶翎不織布(股)公司 32663桃園市楊梅區民富路二段40號 楊 明達 處長

附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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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台灣科德寶寶翎不織布(股)公司 32663桃園市楊梅區民富路二段40號 范 啓綱 處長

38 N019 科德寶遠東股份有限公司 33751桃園市大園區溪海里崙頂38號 林 國明 總裁

39 科德寶遠東股份有限公司 33751桃園市大園區溪海里崙頂38號 曾 世文 製造處處長

40 科德寶遠東股份有限公司 33751桃園市大園區溪海里崙頂38號 楊 世宏 業務經理

41 N020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10602台北市敦化南路2段207號35樓 魏 超君 資深經理

42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10602台北市敦化南路2段207號35樓 張 瑋玲 經理

43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 30597新竹縣新埔鎮文山路亞東段369號 吳 斌誠 副理

44 N021 三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1449高雄市仁武區鳳仁路402號 林 至逸 總經理

45 三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577台北市南港區八德路四段768巷1弄20號7樓 邱 漢郎 副營運長

46 三芳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1449高雄市仁武區鳳仁路402號 鄭 國光 副總經理

47 N022 敏成股份有限公司 32060桃園市中壢區合圳北路二段545號 古 思明 董事長

48 敏成股份有限公司 32060桃園市中壢區合圳北路二段545號 張 長揚 總經理

49 敏成股份有限公司 32060桃園市中壢區合圳北路二段545號 吳 懿晟 協理

50 N023 信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4066南投縣南崗工業區工業南六路3號 葉 基宗 總經理

51 信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4066南投縣南崗工業區工業南六路3號 周 光輝 協理

52 N024 宜佳棉業股份有限公司 23742新北市三峽區添福里添福14之36號 周 慶宗 總經理

53 N025 日強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10343台北市迪化街一段32巷10號2樓 劉 潭秋 董事長

54 日強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10343台北市迪化街一段32巷10號2樓 張 仁騫 經理

55 N026 至成不織布股份有限公司 25170新北市淡水區中正東路2段27-9號21樓 賴 命宗 董事長

56 至成不織布股份有限公司 25170新北市淡水區中正東路2段27-9號21樓 賴 建芳 副總經理

57 N027 衛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2824高雄市永安區永安工業區永工三路4號 邱 正中 董事長

58 衛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2841高雄市永安區永安工業區永工三路4號 莊 桂香 協理

59 衛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2842高雄市永安區永安工業區永工三路4號 邱 泰政 經理

60 N028 千雅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42071台中市豐原區鐮村路465巷80號

61 千雅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42071台中市豐原區鐮村路465巷80號 黃 偉哲 總經理

62 N029 上登實業有限公司 33046桃園市桃園區富國路90巷333號 陳 桂珠 董事長

63 上登實業有限公司 33046桃園市桃園區富國路90巷333號 陳 學憲 廠務經理

64 N030 富登股份有限公司 32663桃園市楊梅區民富路一段796巷25號 陳 勝龍 董事長

65 富登股份有限公司 32663桃園市楊梅區民富路一段796巷25號 郭 建順 經理

66 富登股份有限公司 32663桃園市楊梅區民富路一段796巷25號 邱 顯賓 副理

67 N031 全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93台北市內湖路一段120巷13號6樓 許 錫華 總經理

68 全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93台北市內湖路一段120巷13號6樓 顏 惠民 副總經理

69 全程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93台北市內湖路一段120巷13號6樓 林 崇宇 業務副理

70 N032 辰宜企業有限公司 33555桃園市大溪區復興路1段118巷22弄75號 游 春標 董事長

71 N033 嘉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90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180巷6號9樓 劉 清治 總經理

72 嘉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90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180巷6號9樓 劉 清標 廠長

73 嘉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11490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180巷6號9樓 劉 謹誠 副總經理

74 N034 福綿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74560台南市安定區許中營24-4號 薛 清海 董事長

75 福綿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74560台南市安定區許中營24-4號 薛 文閔 協理

76 N035 總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0台南市仁德區保安里開發六路15號 施 慧錦 董事長

77 總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1750台南市仁德區保安里開發六路15號 蔡 坤明 總經理

 張廖秀琴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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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N037 華信水織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51台北市大同區長安西路106號9樓之一 華 東 董事長

79 華信水織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351台北市大同區長安西路106號9樓之一 張 文獻 總經理

80 N038 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 35650苗栗縣後龍鎮東明里8鄰下浮尾119- 1號 魏 宏汶 總經理

81 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 35650苗栗縣後龍鎮東明里8鄰下浮尾119- 1號 沈 香君 行政副總

82 麥世科股份有限公司 35650苗栗縣後龍鎮東明里8鄰下浮尾119- 1號 林 怡秀 業務經理

83 N039 國統毯業股份有限公司 33553桃園市大溪區大鶯路719巷51號 葉 聰明 董事長

84 國統毯業股份有限公司 33553桃園市大溪區大鶯路719巷51號 呂 傳益 廠長

85 N040 鴻維濾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45苗栗縣竹南鎮建國路288巷79弄14號 陳 俊傑 執行副總

86 鴻維濾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45苗栗縣竹南鎮建國路288巷79弄14號 詹 瑞泰 副總

87 鴻維濾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45苗栗縣竹南鎮建國路288巷79弄14號 吳 朝瑞 副總

88 N041 三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342台南市山上區明和里北勢洲26號 林 明陽 總經理

89 三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342台南市山上區明和里北勢洲26號 陳 乃菁 經理

90 三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342台南市山上區明和里北勢洲26號 林 裕程 副理

91 N042 鼎榮濾材科技有限公司 33856桃園市蘆竹區海山路二段149號 傅 旭正 總經理

92 鼎榮濾材科技有限公司 33856桃園市蘆竹區海山路二段149號 傅 立揚 專員

93 N044 慶烽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52046彰化縣田中鎮斗中路二段335號 林 錫鐘 副總經理

94 慶烽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52046彰化縣田中鎮斗中路二段335號 賴 韻文 特助

95 N046 達順濾布有限公司 23742 新北市三峽區弘道路75之7號 黃 得榮 總經理

96 N046 達順濾布有限公司 23742 新北市三峽區弘道路75之7號 黃 玟馨 經理

97 N047 驊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81546高雄市大社區和平路一段223之10號 楊 信寶 董事長

98 N048 昶欣科技有限公司 32743桃園市新屋區赤欄里8鄰75號 簡 維宏  廠長

99 N050 歐可林股份有限公司 51343彰化縣埔心鄉太平路716巷56號 林 宏仁 董事長

100 歐可林股份有限公司 51343彰化縣埔心鄉太平路716巷56號 詹 蓓玲 經理

101 N051 中日特種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54551南投縣埔里鎮中山路三段737號 蔡 文斌 副總經理

102 中日特種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54551南投縣埔里鎮中山路三段737號 黃 偉彰 經理

103 中日特種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54551南投縣埔里鎮中山路三段737號 林 健銘 高專

104 N052 崇百國際興業有限公司 24888新北市五股新北產業園區五工二路106巷3號 黃 俊智 總經理

105 N055 奇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5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七路26號 王 楨坤 董事長

106 奇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955台南市安南區工業七路26號 王 楨樺 副總經理

107 N056 兆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744桃園市新屋區永福路770之1號 陳 坤展 總經理

108 兆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744桃園市新屋區永福路770之1號 徐 明煥 廠長

109 兆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744桃園市新屋區永福路770之1號 陳 輝庭 課長

110 N058 松勝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32063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路7號 陳 加霖 總經理

111 松勝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32063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路7號 廖 俊勝 研發部經理

112 松勝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32063桃園市中壢區南園二路7號 陳 姿吟 業務部副理

113 N059 舜陽興業有限公司 40758台中市西屯區大墩十八街195號3樓 黃 靖雅 董事長

114 N059 奧迪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2042台南市官田區工業路22-1號 吳 文賢 總經理

115 奧迪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2042台南市官田區工業路22-1號 吳 柏昌 經理

116 D002 易利用有限公司 24263新北市新莊區瓊林南路42巷15號 林 文錦 總經理

117 D005 台灣康匠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23941新北市鶯歌區中山路200-5號 陳 勇志 總經理

﹝Ｄ﹞不織布成品廠---十四家共23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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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台灣康匠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23941新北市鶯歌區中山路200-5號 陳 加霖 副總經理

119 D006 雷英股份有限公司 24158新北市三重區興德路141巷29號 李 明謙 經理

120 D007 順易利實業有限公司 10666台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1段205號7樓之5 黃 哲諄 執行長

121 D008 知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21新北市汐止區新台五路1段79號11樓之5 溫 政延 執行長

122 知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21新北市汐止區新台五路1段79號11樓之5 蔡 勝達 總經理

123 知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21新北市汐止區新台五路1段79號11樓之5 林 妙映 採購經理

124 D009 漢克林企業有限公司  900屏東縣屏東市大洲里園西街1號 洪 鈺閔 協理

125 漢克林企業有限公司  900屏東縣屏東市大洲里園西街1號 洪 鈺凱 廠長

126 D010 百世迎有限公司 11145臺北市士林區至誠路1段20號3樓 張 建華 董事長

127 D011 易廷企業有限公司 33382桃園市龜山區文明路66之2號 李 威興 經理

128 易廷企業有限公司 33382桃園市龜山區文明路66之2號 顏 志偉 經理

129 D012 華新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52046彰化縣田中鎮中州路二段751號 鄭 永柱 董事長

130 華新醫材股份有限公司 52046彰化縣田中鎮中州路二段751號 鄭 乾鋒 總經理

131 D013 永猷股份有限公司 23941新北市鶯歌區湖山路57號 呂 坤忠 廠長

132 D014 徑成佳企業有限公司 71942台南市龍崎區崎頂里200號 黃 國棟 經理

133 D015 鴻鈺有限公司 33377桃園市龜山區文化二路114號 吳 尚書 總經理

134 D016 台灣優紙企業有限公司 50544彰化縣鹿港鎮工業東三路7號 許 嘉芬 總經理

135 台灣優紙企業有限公司 50544彰化縣鹿港鎮工業東三路7號 黃 椎銘 經理

136 D017 欣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81台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二段57號 19樓 吳 欣洋 董事長

137 欣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81台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二段57號 19樓 吳 富源 總裁

138 欣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681台北市大安區敦化南路二段57號 19樓 賴 威秀 經理

139 M001 首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255新北市新莊區中正路558-1號 王 水泉 董事長

140 首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4255新北市新莊區中正路558-1號 陳 碧琪 董事

141 M002 日惟不織布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33857桃園市蘆竹區福林街67巷2號 姚 清金 總經理

142 M003 進安機械有限公司 33860桃園市蘆竹區內厝里大豐街2巷3號 蘇 志華 董事長

143 M004 垕信機械有限公司 23644新北市土城區永豐路195巷7弄19號 陳 洪和 董事長

144 M005 台灣潔聖實業有限公司 33046桃園市桃園區富國路861巷159號 蕭 進興 董事長

145 M006 捷億機械有限公司 24944新北市八里區仁愛路80號 林 日通 董事長

146 M007 常青興業有限公司 33842桃園市蘆竹區坑口里17鄰大有街24號 高 春綢 總經理

147 常青興業有限公司 33842桃園市蘆竹區坑口里17鄰大有街24號 劉 雅馨 課長

148 常青興業有限公司 33842桃園市蘆竹區坑口里17鄰大有街24號 陳 柏宏 經理

149 M008 權和機械有限公司 23942新北市鶯歌區中正三路156巷8號 蕭 鴻彬 董事長

150 權和機械有限公司 23942新北市鶯歌區中正三路156巷8號 高 大偉 廠長

151 M009 台灣拿王股份有限公司 11552台北市南港區南港路一段171巷1-7號 林 瑞泰 董事長

152 台灣拿王股份有限公司 11552台北市南港區南港路一段171巷1-7號 羅 仕來 總經理

153 M011 易承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3878新北市樹林區俊英街81巷61號 余 少龍 總經理

154 M012 精通精機股份有限公司 50076彰化市福東街66巷22弄30號 張 祺田 董事長

155 M013 長宏機械有限公司 24858新北市五股區壟鈎路5-9號 呂 清林 董事長

156 M014 長榮超音波股份有限公司 24892新北市新莊區新北產業園區五權一路13號2樓 柯 靜達 董事長

157 長榮超音波股份有限公司 24892新北市新莊區新北產業園區五權一路13號2樓 葉 志宏 協理

﹝Ｍ﹞不織布機械廠---二十四家共33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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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M015 珍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2072新北市板橋區篤行路三段玉平巷95號5樓 李 聯榮 總經理

159 M016 正紡興業有限公司 33373桃園市龜山區大崗里大湖路78-7 號 林 欣棟 總經理

160 M018 震灃機械有限公司 43348台中市沙鹿區西勢里中航路一段465巷1號 蔡 木欽 董事長

161 M019 東銳精機股份有限公司 23872新北市樹林區東和街11之1號 高 湧泉 董事長

162 M020 王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50544彰化鹿港鎮鹿工南六路 7 號 卓 文泰 董事長

163 M021 喬群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62255嘉義縣大林鎮大埔美園區三路38號 賴 國樑  總經理

164 喬群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62255嘉義縣大林鎮大埔美園區三路38號 賴 宗正  經理

165 M022 仕宇機械有限公司 33862桃園市蘆竹區大興路20巷24號 黃 清池  總經理

166 M023 碧山自動化機械有限公司 23861新北市樹林區三俊街229巷38弄25號 周 壁山 董事長

167 M024 鋐茂傳動工業有限公司 33844桃園市蘆竹區福興五街5之5號 林 宏駿  總經理

168 M025 欣強工業有限公司 33755桃園市大園區五青路150巷150號 姜 凱文 機械工程師

169 欣強工業有限公司 33755桃園市大園區五青路150巷150號 姜 凱雲 機械工程師

170 M026 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23141新北市新店區民權路108-4號9樓 楊 玉山 總經理

171 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23141新北市新店區民權路108-4號9樓 顏 嘉良 業務經理

172 R001 崎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4342台南市山上區明和里北勢洲78號 蔡 重德 董事長

173 崎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74342台南市山上區明和里北勢洲78號 李 文能 經理

174 R002 祖揚股份有限公司 72046台南市官田區二鎮里力行街8號 張 帆若 董事長

175 祖揚股份有限公司 72046台南市官田區二鎮里力行街8號 鍾 明坤 總經理

176 祖揚股份有限公司 72046台南市官田區二鎮里力行街9號 洪 正時 經理

177 R009 台灣莞林股份有限公司 51143彰化縣社頭鄉中山路一段229巷14號 林 亮宏 總經理

178 R010 鉅瑋實業有限公司 40850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4路9號 趙 敏足 副總

179 鉅瑋實業有限公司 40850台中市南屯區工業24路9號 顏 瑋 協理

180 R012 啟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544彰化縣鹿港鎮工業東三路11號 施 旭峯 總經理

181 啟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544彰化縣鹿港鎮工業東三路11號 李 昶宇 副總經理

182 R013 立赫產業有限公司 10348台北市延平北路2段202號13樓之3 范 生平 董事長

183 R015 吉拓森特生技有限公司 33391桃園市龜山區民生北路一段166巷2號1樓之2 劉 鍾順 董事長

184 R017 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32453桃園市平鎮區延平路三段223號 鄭 興郎 專案經理

185 R019 德禧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50842彰化縣和美鎮彰新路三段448號 林 延塗 董事長

186 德禧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50842彰化縣和美鎮彰新路三段448號 林 詩娟 採購經理

187 R020 三達纖維有限公司 42841台中市大雅區橫山里中山一路48-2號 陳 宏祐 董事長

188 R021 濾能股份有限公司 32665桃園市楊梅區中山北路一段199巷98號2樓 黃 銘文 總經理

189 濾能股份有限公司 32665桃園市楊梅區中山北路一段199巷98號2樓 黃 佳琳 採購經理

190 R022 唐大國際有限公司 10487台北市中山區建國北路2段3巷15號6樓之1 曾 品森 經理

﹝S﹞贊助會員---1名

191 S001
新加坡商奧斯龍亞洲控股有限

公司 台灣辦事處

11490台北市內湖區民權東路六段160號12
樓之2

梁 明智 處長

＃會員廠數99家，會員代表總數190位及贊助會員1名

﹝Ｒ﹞不織布相關廠---十二家共19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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