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1 德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黃耀德

2 德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禮華

3 丸榮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賴聲吉

4 勁捷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陳國明

5 睿瑩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邱大文

5 睿瑩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蔡志明

6 嵩富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謝東嬴

9 揚笙有限公司 徐明智

13 聖益機械有限公司 傅鳳尾

15 慶合有限公司 林慶章

16 瑞星模具企業有限公司 劉光輝

19 開泰沖床製品廠 陳諒心

23 吉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金振

24 艾格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盧炳良

24 艾格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夏明德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24 艾格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尤俊源

24 艾格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宥蓁

26 聚鴻顧問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政鴻

27 百德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謝瑞木

28 鴻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羅匡臣

32 銀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白永耀

33 永進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伯佳

34 協誠鋼模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銘

41 泉享盈企業社 林文盈

43 華銳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邱瑞之

44 祥合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蔡年樹

46 旭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劉翠娥

47 安威機具股份有限公司 黃致杰

51 炬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原正

52 源潤豐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黃加再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53 弘國精密鋼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仁澤

55 余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如潭

55 余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柏伸

57 嘉程精密實業社 洪敏倚

59 台榮機械有限公司 賴佳欣

62 樺豐電機興業有限公司 吳俊吉

63 首鑽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范春萬

64 億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記貞

67 麗晨企業廠有限公司 賴建宏

70 添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州勇

74 福順裕實業有限公司 王柏堯

75 新鎮五金興業有限公司 林炳雲

77 溢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士昕

85 豐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于凱

98 常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勝逢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101 鉅鈺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林秀美

102 優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聖雄

103 力勁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林孟聰

105 威全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國全

107 米其林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林敬忠

108 文介空壓機實業有限公司 饒文介

109 靄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金柏

111 準力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林馨堂

113 日堡全球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國輝

114 金鑫精密工業社 陳福源

116 大雅廚房器具有限公司 楊素眞

116 大雅廚房器具有限公司 張育寧

117 芳仲有限公司 李明桂

121 展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易展

123 山杰有限公司 徐胤桓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124 元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游大城

125 仂剛工業有限公司 李育承

127 伯鑫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吳傳福

130 占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謝秋麗

135 鋁台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藍維種

137 益大盛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徐嘉鴻

140 卡邇科技有限公司 張連霖

141 寶華人力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張瓅元

146 星展國際人力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劉蔚寧

151 亞迪爾企業有限公司 陳群智

152 鈞翊精技有限公司 李軒霆

153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世傑

153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仁佑

153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家鈞

153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心雅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155 富田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張金鋒

156 千易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進呈

162 海陸家赫股份有限公司 曾煥龍

164 立進企業社 張德正

165 甫成銘版企業社 陳家豪

168 瑞岦自動化有限公司 葉火生

169 鑫偉勝機械有限公司 陳啟明

172 鋒鑽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洋

174 盾威有限公司 黃金閔

177 億大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郭文雄

179 鈞諺工業有限公司 林建緯

180 銳格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洪基田

181 昱銓工業社 鄭瑞奇

185 京禾亞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忠

187 茂益金屬有限公司 何中凱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191 通琦企業有限公司 林員麗

192 多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裕正

200 盈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巫有捷

200 盈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湯珠朋

200 盈錫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宜菁

201 新振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君彥

202 基太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馮治中

203 先構技術研發股份有限公司 陳昱均

204 曜揚實業有限公司 塗欽煌

208 迦南通信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詠勝

231 安豐彈簧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施永德

235 麗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烜誌

237 克普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賴其達

239 裕浤科技有限公司 賴瑋凱

241 創意通企業有限公司 邱月美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242 元順利有限公司 李明豪

245 佰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毛建智

248 豪力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士瀅

250 富凱欣業有限公司 林志華

255 德圳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李佳霖

259 台灣麗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胡偉華

264 承鋒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陳宏圖

265 久昌工業有限公司 林逸政

271 普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鍾鉦隸

271 普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林珒嘉

272 亞里士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賴嘉岷

280 耀鋐科技有限公司 王俊彥

283 亘壹有限公司 朱仁貴

288 瑞亞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連益輝

291 葆鋼機械有限公司 蕭宗銘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295 大光長榮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王志盟

296 日意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林坤茂

298 川揚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陳倉輝

301 功順股份有限公司 丁原慶

304 華勝自動化有限公司 陳長明

308 川厚工業有限公司 林詠富

312 鴻銘機械有限公司 林益州

314 仕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明煌

314 仕興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謝錦華

316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羅正方

316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戊鋐

316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詹英傑

316 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文祥

319 元塑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何榮發

321 宣鑫企業有限公司 邱春茂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323 惠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杏如

324 育綸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古妙琳

325 弘捷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劉光隆

326 晶傑精機有限公司 鍾義學

328 詠吉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林瑞文

329 世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朝景

334 永漢商社有限公司 林仕杰

339 可成工業有限公司 蔡長諭

340 宸暐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緯峰

348 彧名工業社 張廷安

349 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瑞成

349 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賴永福

349 精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宗擇

350 偉新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余祝能

353 橋鋒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謝賀傑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356 三鋒機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璦玫

360 興隆成工業有限公司 鄭潘田

361 豐田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張志祥

370 龍雲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王澤民

376 瑞宇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德榮

377 龍馬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坤龍

377 龍馬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蔡豐益

379 漢揚環保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王志銘

383 喬信鐵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林文發

388 鎮曜科技有限公司 胡國裕

391 芃昕興業有限公司 鄭林欣

392 福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春成

392 福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孫維昌

392 福碩科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溫聖吉

398 如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歐明嵐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399 溢新實業有限公司 陳天賜

400 明億錩有限公司 林佑丞

401 威鴻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劉茂昇

407 立侑機械有限公司 賴福立

408 馬特工業有限公司 許易安

409 源合興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吳維翔

415 雅薪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坤成

417 和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中科分公司 蔡耀毅

418 光隆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威成

418 光隆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明傑

422 隆升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宏

425 騰駿企業有限公司 陳彥蓉

427 可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茂傳

428 上研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林釗宏

428 上研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謝滿玉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433 鉅圖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張詠皓

434 優宏機械廠有限公司 林慶龍

438 裕可有限公司 廖桐茂

441 塑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士瑋

448 勤工有限公司 林少顗

450 合駿精機股份有限公司 簡貝姍

454 仠翌特殊鋼股份有限公司 游佳芳

456 康盛開發有限公司 吳德康

458 心得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志偉

458 心得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巫岳勳

460 台灣開天傳動科技有限公司 吳榮昌

461 摩特立有限公司 林繼文

465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附件廠 劉培嘉

465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附件廠 趙高恩

465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附件廠 黃智仁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465 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中附件廠 黃全楷

467 台灣帝鄉實業有限公司 林英德

468 享昌實業有限公司 許水彬

470 立山銘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榮昌

474 舜強興業有限公司 陳柏豪

476 瓏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家豪

478 建強科技有限公司 蘇靖筠

480 明光電機有限公司 姚銘泉

484 明龍工業社 吳俊岦

486 圓華油品股份有限公司 林彥志

487 台灣添佶軸承科技有限公司 張健

488 光隆股份有限公司 張武隆

492 宇舜工業有限公司 江玉雲

494 英貴爾科技有限公司 莊旭彬

496 利源機械有限公司 黃詩清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497 立允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繼賢

499 歐亞科技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朱家榮

500 松浩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黃爵裕

501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羅佐良

502 佶可興業有限公司 蔡昌弦

503 群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何立群

504 美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楊婕妤

504 美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廖玴弘

504 美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郭新春

505 優順益有限公司 王俊翔

506 燿生機械工業有限公司 呂木樹

509 圓周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邱柏竣

513 揚恩科技有限公司 張世昌

515 睿德系統有限公司 陳正偉

516 創意產品開發有限公司 邱志豪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517 欣欣龍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謝承芳

519 筌盛堆高機行 廖偉雄

520 椿霖機械有限公司 曾茗畯

521 穎虹板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鄧稚耀

522 智衍科技有限公司 趙翊傑

523 棕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茂全

524 香港商史陶比爾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林品君

526 樺泰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張泰樺

527 歐肯資訊有限公司 王以彤

529 隆翊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玉秀

530 鑫力嘉機械有限公司 廖本勝

531 甲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聖竹

532 威量高端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黃湧為

533 茂裕科技有限公司 林宗暘

534 鑫奕富企業有限公司 黃金智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535 有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永周

536 立承精密有限公司 張恩得

537 鑫安企業社 王永鑫

538 震唯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林瑞堂

539 佳煒科技有限公司 呂明維

540 育聖技研實業有限公司 方銘堂

541 可杰企業有限公司 許晴奕

542 桂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維倫

543 程逸有限公司 廖國溫

544 波龍股份有限公司 張釗嵩

545 達易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陳伯佳

545 達易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黃國良

546 旭懋科技有限公司 徐文鐘

547 元超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俊明

548 台灣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周志騰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548 台灣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蘇家民

548 台灣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賴銘遠

548 台灣三菱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謝瀚慶

549 磯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廖家鋒

549 磯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張美勤

549 磯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劉昀鑫

549 磯鑫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陳志銓

550 富和毅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陳怡廷

551 東台精機(股)公司台中分公司 張進發

552 琪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木斌

553 宏儀工業有限公司 賴大友

554 發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智惟

555 紘鋸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賴春暉

556 晟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莊濠禧

557 環璟科技有限公司 陳梅桂



會員

編號
會員名稱 推派代表

557 環璟科技有限公司 何育獎

558 俊益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李明學

559 海德漢股份有限公司 蔡易霖

559 海德漢股份有限公司 李恩杰

560 震澤精密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吳啟忠

561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洪仲慶

562 富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建宇

563 九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許嘉文

564 經緯度企業有限公司 蔡承穎

565 名陽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林柏鈞

566 峰美機械有限公司 柯正峰

567 永湖股份有限公司 黎瑞桃

568 精鎧貿易有限公司 吳宗容

569 立新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陳二林

569 立新精密刀具有限公司 陳琪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