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第 15 屆第 2次會員大會暨年度會員旅遊活動預通知 

(2021/09/24 ~ 2021/09/25) 
感謝全體會員對本次大會暨旅遊活動的支持，今年的大會活

動受到疫情的影響，推遲了原本 6 月初在溪頭米堤大飯店的行

程，我們決定在疫情緩和的 9月份並配合二級防疫規定辦理，這
次我們縮短第二天的杉林溪行程調整如下，抵達的第一天米堤飯

店提供本會會員專屬的交響樂饗宴、以及第二天溪頭森林遊樂區

的預約導覽，中午用完餐後就結束行程，因飯店各項休閒設施除
了泳池之外皆未開放，這次大家可以專心享受飯店的負離子增強

免疫力。先前已報名大會及旅遊共計 181 位會員及眷屬同遊，煩

請協助向公會再確認是否參與，若交通方式有變，煩請於 9/6前
電郵或 LINE 回復，以便安排接駁，謝謝大家的配合! 

 
【出發提醒】 
1. 本次會員大會活動結合理監事會辦理，請理監事提早於 09:50 台中烏日
高鐵站 6 號出口集合搭乘專車。 

2. 為符合遊覽車規定 20 位/大車，ABC專車恐須改為 ABCDEF，請以最後
一次行前通知為主。 

3. 非參加理監事會的代表，統一於 13:00 台中烏日高鐵站 6 號出口集合搭
乘專車，請自行先用完午餐，上車後請全程攜帶活動掛牌。 

4. 為保障旅客乘坐大客車安全，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只要 4 歲以上
旅客搭乘遊覽車時，都須全程繫安全帶，以確保行車安全。 

5. 遊覽車限乘 20 人/車，最前一排(依安全)不適合老人與小孩乘坐。 
6. 素食貴賓餐食為套餐位上。 
7. 山上溫度較涼爽、高日曬，請記得帶泳衣、防蚊液、防曬用品與薄外套，
如防曬乳、薄外套、輕便衣物、遮陽傘、帽子、雨具…等。 

8. 請攜帶 IC 卡健保或相關身份證明文件（以備不時之需）。 
9. 搭乘遊覽車請全程配戴口罩，易暈車者請自備暈車藥。 
10. 自行前往的貴賓請務必於 15:00 前到漢宮廳報到處領證。 
10.房間號碼為三碼:第 1 數字為樓層+號碼  櫃台請撥 9。 
【報到方式】 
1. 理監事會 11:00、會員大會 15:00漢宮廳報到領出席證。 
2. 受室內 80人與座位梅花座的防疫規定，大會辦理方式採實體會議(B1 漢
宮廳)+連線會議(B1 清苑廳)進行。 

3. 自助式晚餐分 3 廳於 B2 米羅廳+米勒廳+景觀廳進行。 
4. 受室外 300 人的防疫規定，於 B3 辦理池畔音樂 Party。 
5. 眷屬可於抵達飯店後可先享受飯店休閒設施，19:00請到漢宮廳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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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程說明 

 
●行程說明（DAY2）● 

 
主辦: 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 

電話:02-23412212 傳真:02-33433162 

秘書處聯絡人:黃稚評 0917621588、張秀雲、黃麗真 電郵:tnfiaroc2@gmail.com 

9/24 
(五) 

台中烏日高鐵站 6 號出口 ABC 各車集合
出發→米堤飯店 

09:50∽ 理監事集合 11:00~14:00理監事會&餐敘 

13:10∽15:30 台中烏日站米堤飯店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米堤街 1號) 

15:30∽16:30 會員、貴賓報到( B1 漢宮廳 +清苑廳) 
16:30～17:30 第 15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 
17:30~18:30 館內導覽+美術館+負離子健康操( B2大廳集合-B3) 

19:00～20:30 自助式晚餐 
B2 米羅廳+米勒廳+景觀廳 

20:30～21:30 
B3 池畔音樂 Party(或)  
B3+頂樓觀星活動(或)  
B2 談天茶坊品茗 

21:30 活動結束 

9/25 
(六) 

7:00喚晨morning活力早餐時間→溪頭森林
遊樂區預約導覽→飯店午餐→專車返回台中高

 
07:00∽08:00 享用自助式活力早餐(10:00前結束)  

B2 米羅廳+米勒廳+景觀廳 

07:50∽08:00 溪頭森林遊樂區導覽 (B2 大廳集合出發)  

08:00~11:00 漫步溪頭森林遊樂區 

11:30∽ 
11:30~13:00 將房卡交還櫃台用餐(餐盒) 
             B2 米羅廳+米勒廳 
14:00~16:00 回到台中高鐵，結束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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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介紹 ● 
【米堤大飯店】 溪頭五星級飯店米堤大飯店，2019-2020 年被評選為「全國最美麗的飯店」

第一名 2020 年更榮獲交通部觀光局評選為五星級觀光渡假酒店，米堤外觀獨特的地中海式

建築，宛如一座森林中的歐式城堡，其磅礡氣勢與蘶蘶山岳相互輝映。從歐洲進口、高價精

造的仿古家具，以精雕細琢的家具品味，呈現出皇家尊貴氣氛，是和法國皇室同等級的享受。

耗資數億，重新打造歐式路易十四風情，其造型獨特，融合了歐洲藝術與休閒度假的新古典

主義造型，如此地中海式的建築風格-尊貴典雅，傳統中展現現代感，讓人恍若置身歐洲宮廷。 

     
【溪頭森林公園】 溪頭森林遊樂區(溪頭自然教育園區)位於南投縣鹿谷鄉鳳凰山谷，因位於

北勢溪源頭而得名，園區三面環山佔地廣闊，海拔約在 800~2000m 之間，目前也是臺灣大學

農學院實驗林七個營林區之一，種植紅檜、銀杏、扁柏等珍貴樹種，還有上千種草本植物。

園區內更設有多條森林步道與登山步道可深入如人間仙境般的氤氳樹林中健行，也讓台灣人

多年來提到森林浴，往往第一個就想起溪頭的蒼鬱樹林。 
 
 
 
 
 
 
 
 
 
 
 
  
【負離子健身操】 米堤飯店獨有的高單位負離子，由飯店健身教練帶您透過健身操幫助您吸

收滿滿的負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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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開車交通資訊 ● 

溪頭米堤大飯店  

國道 3號 243公里處→下竹山交流

道→右轉經台 3 線往鹿谷/溪頭方

向→左轉經 151 甲(保甲路)→沿著

151 線道往鹿谷/溪頭 方向→車程

時間約 30 分鐘即可抵達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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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A 車】 
序號 會編 公司名稱 姓名 職稱 備註 

1 N002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

 

戴秀玲 總經理 取消 

2 N002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

 

郭仁淳 經理  

3 N002 康那香企業股份有限

 

洪秀麗 
 

 

4 N003 富雅樂企業股份有限

 

張帆若 董事長 

 

 

5 N007 友麗工業有限公司 陳世中 理事長  

6 N007 友麗工業有限公司 陳松田 董事長  

7 N007 友麗工業有限公司 陳盧秀琴 董事長夫人  

8 N012 南六企業股份有限公

 

黃世鐘 執行副總 

 

 

9 N012 南六企業股份有限公

 

游慧琪 執行副總夫

 

 

10 N014 協蕊實業股份有限公

 

陳駿璿 特助 

 

 

11 N014 協蕊實業股份有限公

 

劉沛汝 業務經理 

 

 

12 N017 恒大股份有限公司 鄭桂枝 經理 

 

 

13 N021 三芳化學工業股份有

 

邱漢郎 顧問  

14 N026 至成不織布股份有限

 

賴命宗 董事長  

15 N026 至成不織布股份有限

 

賴梁錦珠 董事長夫人  

16 N027 衛普實業股份有限公

 

邱正中 董事長  

 17 N027 衛普實業股份有限公

 

莊桂香 協理  

18 N032 辰宜企業有限公司 游春標 董事長  

19 N033 嘉谷興業股份有限公

 

劉清治 總經理  

20 N033 嘉谷興業股份有限公

 

劉謹誠 副總經理 

 

 

21 N034 福綿纖維股份有限公

 

薛清海 董事長 

 

 

22 N034 福綿纖維股份有限公

 

薛胡秀嬌 董事長夫人  

23 N034 福綿纖維股份有限公

 

薛文閔 協理  

24 N034 福綿纖維股份有限公

 

許嘉真 協理夫人  

25 N034 福綿纖維股份有限公

 

薛丞佑   

26 N034 福綿纖維股份有限公

 

薛丞芸   

27 N035 總勝企業股份有限公

 

蔡坤明 總經理 

 

 

28 N035 總勝企業股份有限公

 

施慧錦 董事長  

29 N039 國統毯業股份有限公

 

葉聰明 董事長 

 

取消 

30 N039 國統毯業股份有限公

 

葉鄭阿色 董事長夫人 取消 

31 N039 國統毯業股份有限公

 

葉玉玲 特助 取消 

32 D008 知勉工業股份有限公

 

曾朝源 總監  

33 D012 華新醫材股份有限公

 

鄭永柱 董事長  

34 D012 華新醫材股份有限公

 

沈淑玉 董事長夫人  

35 M002 日惟不織布機械股份

 

姚清金 總經理 

 

 

36 M002 日惟不織布機械股份

 

游瓊芬 董事長  

37 M003 進安機械有限公司 蘇志華 董事長 

 

 

38 M003 進安機械有限公司 詹美蓮 董事長夫人  

39   不織布公會 黃稚評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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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B 車】 

序號 會編 公司名稱 姓名 職稱 高鐵班次 

1 N003 富雅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清森 總監  

2 N008 南亞塑膠工業(股)公司 詹鈞進 組長  

3 N008 南亞塑膠工業(股)公司 陳銘軒 高專  

4 N009 仁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勝敦 董事長  

5 N009 仁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其儒 總經理  

6 N013 尚興不織布股份有限公司 林秋香 職員  

7 N013 尚興不織布股份有限公司 李惠珠 職員  

8 N017 恒大股份有限公司 陳青峰 廠長  

9 N019 科德寶遠東股份有限公司 楊世宏 業務經理  

10 N022 敏成股份有限公司 楊坤璋 營運長  

11 N022 敏成股份有限公司 連誠麒 協理  

12 N022 敏成股份有限公司 羅欣茹 協理  

13 N048 昶欣科技有限公司 王義松 專案經理  

14 N048 昶欣科技有限公司 簡維宏 廠長  

15 N064 孟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林凡又 業務副理  

16 N064 孟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葉佑倫 研發專員  

17 N064 孟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彥鈞 主任  

18 N064 孟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林均維 生管組長  

19 D002 易利用有限公司 林文錦 總經理  

20 D002 易利用有限公司 陳貝芬 經理  

21 D003 格安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曾洪沛 董事長  

22 D003 格安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敏君 業務  

23 D003 格安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宥汝 會計  

24 D007 順易利實業有限公司 王薇琦 董事長  

25 D007 順易利實業有限公司 黃德旺 總經理  

26 D008 知勉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勝達 總經理  

27 D015 鴻鈺有限公司 吳尚書  總經理  

28 D015 鴻鈺有限公司 洪惠欽 總經理夫人  

29 D017 欣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威秀 經理  

30 D017 欣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常輝庭   

31 D018 香港商麥迪康亞太有限公

 

朱家寶 總經理  

32 D018 香港商麥迪康亞太有限公

 

王秀桂 總經理夫人  

33 D022 怡賓有限公司 林立人 總經理  

34 D023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傅維寬  總經理  

35 D023 福德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詹玉貴   

36   不織布公會 張秀雲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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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C 車】 

序號 會編 公司名稱 姓名 職稱 備註 

1 D031 富璟應用材料有限公司 吳鏗華 經理  

2 M006 捷億機械有限公司 林日通 董事長  

3 M006 捷億機械有限公司 韋桂珍 董事長夫人  

4 M008 權和機械有限公司 蕭鴻彬 董事長  

5 M008 權和機械有限公司 高大偉 廠長  

6 M013 長宏機械有限公司 呂清林 董事長  

7 M013 長宏機械有限公司 蕭玉美 董事長夫人  

8 M020 王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卓文泰 董事長  

9 M020 王田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郭靜惠 董事長夫人  

10 M025 欣強工業有限公司 黃成錦 業務  

11 M025 欣強工業有限公司 邱桂妹 行政  

12 M028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樹林 董事長  

13 M028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銀湫 董事長夫人  

14 M028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富羽 副理  

15 M010 新墊企業有限公司 鍾和順 總經理  

16 M010 新墊企業有限公司 蘇悅心 會計經理  

17 M010 新墊企業有限公司 鍾秉儒 經理  

18 M010 新墊企業有限公司 鍾千冊 
 

 

19 M017 東野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張千駿 董事長特助  

20 M017 東野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黃驊   

21 M017 東野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張馡   

22 M017 東野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張銳   

23 M033 太鼎實業有限公司 陳麗卿 經理  

24 M033 太鼎實業有限公司 羅陳麗蘭 員工  

25 M033 太鼎實業有限公司 陳麗雲 員工  

26 R002 祖揚股份有限公司 鍾明坤 總經理  

27 R002 祖揚股份有限公司 鍾朱玉妹 總經理夫人  

28 R015 吉拓森特生技有限公司 劉鍾順 董事長  

29 R015 吉拓森特生技有限公司 劉清慧   

30 R015 吉拓森特生技有限公司 劉奕伶 經理  

31 R015 吉拓森特生技有限公司 劉奕良   

32 R017 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鄭興郎 專案經理  

33 R017 新光合成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葉怡君   

34 R021 濾能股份有限公司 黃銘文 董事長  

35 R021 濾能股份有限公司 楊淑芬 董事  

36 R029 昌育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林恆立 經理  

37   不織布公會 黃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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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前往】69 位 葷 178 位 素食 3 位 總人數 181 位 

序號 會編 公司名稱 姓名 職稱 備註 

1 N004 台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木圭 總經理  

2 N004 台綸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韋奇 經理  

3 N005 新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嘉菁 副總經理  

4 N005 新麗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呂宜隆 協理  

5 N006 全福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宗魁 經理  

6 N006 全福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江潔萍 經理  

7 N006 全福纖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鎔宇   

8 N018 台灣科德寶寶翎不織布股份有限公司 梁宗德 總經理  

9 N018 台灣科德寶寶翎不織布股份有限公司 范啟綱 行政財務處長  

10 N019 科德寶遠東股份有限公司 黃韋仁 RD經理  

11 N019 科德寶遠東股份有限公司 曾世文 製造處處長  

12 N023 信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光輝 協理  

13 N040 鴻維濾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俊傑 執行副總  

14 N040 鴻維濾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邱雪貞 執行副總夫人  

15 N041 三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陽 總經理  

16 N041 三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乃菁 經理  

17 N044 慶烽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林錫鐘 副總經理  

18 N044 慶烽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賴韻文 特助  

19 N044 慶烽科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林秉鋒   

20 N046 達順濾布有限公司 黃得榮 總經理  

21 N046 達順濾布有限公司 李淑惠   

22 N050 歐可林股份有限公司 林宏仁 董事長  

23 N050 歐可林股份有限公司 詹蓓玲 經理  

24 N055 奇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楨樺 副董事長  

25 N055 奇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淑茹   

26 N056 兆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坤展 總經理  

27 N058 松勝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陳加霖 總經理  

28 N058 松勝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廖俊勝 研發部經理  

29 N058 松勝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陳姿吟 業務部副理  

30 D005 台灣康匠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勇志 總經理  

31 D005 台灣康匠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張姝涵 董事  

32 D005 台灣康匠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向輔   

33 D009 漢克林企業有限公司 洪鈺閔 協理  

34 D009 漢克林企業有限公司 江慧菁 協理夫人  

35 D009 漢克林企業有限公司 洪承瑊   

36 D009 漢克林企業有限公司 洪晟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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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D011 易廷企業有限公司 李琬琳 執行長  

38 D011 易廷企業有限公司 顏志偉 廠長  

39 M009 台灣拿王股份有限公司 林瑞泰 董事長 自行前往改搭

高鐵 40 M009 台灣拿王股份有限公司 鄭惠雪 財務經理 

41 M009 台灣拿王股份有限公司 羅仕來 總經理 取消 

42 M009 台灣拿王股份有限公司 蘇雅惠 總經理夫人 取消 

43 M026 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吳宜玲 秘書  

44 M026 志尚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劉奇龍   

45 M032 銘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哲誠 董事長  

46 M032 銘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徐珮娟 管理部副總  

47 R003 寶綠特資源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歐柏豪 副總  

48 R003 寶綠特資源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辻岡祐衣 副總夫人  

49 R003 寶綠特資源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余秋芬 課長  

50 R003 寶綠特資源再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泊均   

51 R012 啟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旭峯 總經理  

52 R012 啟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益誠 經理  

53 R013 立赫產業有限公司 范立南 業務  

54 R013 立赫產業有限公司 范立佳 業助  

55 R014 天毅企業有限公司 陳信佑 業務經理  

56 R014 天毅企業有限公司 陳盈樺   

57 R014 天毅企業有限公司 陳柏懷   

58 R014 天毅企業有限公司 陳禹婕   

59 R019 德禧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林慶建 廠長  

60 R019 德禧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柯姵仰 經理  

61 R019 德禧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林定男   

62 R019 德禧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林詩娟 經理  

63 R020 三達纖維有限公司 陳宏祐 董事長  

64 R020 三達纖維有限公司 黃美怡 總經理  

65 R023 京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美琦 總經理  

66 R028 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秀嘉 資協  

67 R028 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戴惠榮 協理  

68 S001 
新加坡商奧斯龍亞洲控股有限公司台

灣辦事處 

梁明智 處長  

69 S001 
新加坡商奧斯龍亞洲控股有限公司台

灣辦事處 

呂雪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