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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大會議程
 年會大會
大會主題：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

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時間：民國 109年 11月 7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高雄大學 管理學院演講廳（B101）
時　　間 議　　　程　　　內　　　容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大會主席開幕致詞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長 楊錦洲博士 

09:10-09:15 高雄市分會理事長致詞 高雄市分會理事長 莊寶鵰博士

09:15-09:20 ISQM主席高雄大學校長致詞

09:20-09:30 貴賓致詞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連錦漳局長

09:30-09:35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會士、榮譽會士頒證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長 楊錦洲博士
會士會議召集人 曹志毅博士

09:35-09:45 卓越經營品質獎評審報告與頒獎 品質獎副主任委員 許聰鑫博士

09:45-10:05 頒獎與授證：卓越經營品質獎、ARE-QP Award、品質論文獎、聚陽產學應用論文獎、博碩
士論文獎、品質專業人員資格認證授證、贊助感謝狀

10:05-10:20 大合照（圓形廣場階梯）

10:20-10:40 茶　　敘

10:40-11:10 專題演講 I
中鋼在智慧製造推動的經驗

中國鋼鐵 綠能與系統整合研究發展處
劉宏義 處長

11:10-11:40 專題演講 II
電腦整合製造下的智慧品管演進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 
陳俊銘 品管副總經理 

11:40-12:00 會務報告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秘書長 陳介山博士

12:00-13:30 用餐與休息：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報到

13:30-15:00

卓越經營品質獎獲獎單位經驗分享 管院 B102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發表 (各場次同時進行 ) 管院 102 ~ 106

數位品質 4.0 論壇 管院 B104

可靠度技術論壇 管院 111

15:00~15:20 茶　　敘

15:20~16:50

卓越經營品質獎獲獎單位經驗分享 管院 B102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發表 管院 102 ~ 106

智慧製造環境之精實系統論壇 管院 B104

可靠度技術論壇 管院 111

13:30-16:00 壁報展示（一樓迴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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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論壇議程總表研討會／論壇議程總表
 卓越經營品質獎獲獎單位經驗分享／免費參加

 數位品質 4.0論壇／免費參加

時間 獲獎單位

13:30~14:00 三星獎 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 20分鐘、
　Q&A 10分鐘14:00~14:30 三星獎 南華大學

14:30~15:00 三星獎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15:00~15:20 大會茶敘時間

15:20~15:40 二星獎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簡報 15分鐘、
　Q&A 5分鐘

15:40~16:00 二星獎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16:00~16:20 二星獎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6:20~16:40 二星獎 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大學 管院 B102
主持人：品質獎委員會　許聰鑫副主任委員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大學 管院 B104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機構／單位

13:30-14:00 QIF介紹 陳文魁 教授 品質學會 常務理事
14:00-15:00 QIF應用 (MBD技術 ) 王敬仁 博士 山衛公司 專案經理
15:00-15:20 大會茶敘時間

 智慧製造環境之精實系統論壇／免費參加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大學 管院 B104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機構／單位

15:00-15:20 報到

15:20-15:25 引言人 致詞 呂執中 主任 國立成功大學
品質與創新研究中心

15:25-15:50 因應疫情的智慧製造之發展
趨勢

陳進明 
副執行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15:50-16:15 精實系統與智慧製造之整合
實務

李兆華 總顧問 引興精實管理顧問公司

16:15-16:40 產學結合之精實系統的推動 楊大和 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16:40-16:50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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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可靠度技術論壇／免費參加 
智慧時代品質人實踐案例交流

主題：精密機械超音波振動加工系統工程案例研討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機構／單位

13:30-13:40 主持人導言
陳政雄教授
廖德銘執行長

中興大學機械系
漢鼎智慧科技公司

13:40-14:00 超音波主軸 陳冠文

14:00-14:20 超音波刀把 王浩唐

14:20-14:40 超音波驅動器 利柏正

14:40-15:00 超音波量刀儀 林瑋鑫

15:00-15:20 茶敘時間

主題：AI 在衛星地球觀測影像萃取應用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機構／單位

15:20-15:30 主持人導言
張陽郎教授
顏隆政總主持人

臺北科技大學電機系
創宇航太科技公司

15:30-15:40 影像數據準備 林佑昌

15:40-15:50 神經網路應用 蔡明諺

15:50-16:00 結果性能評估 彭冠瑋

主題：潔淨室高架地板製程數位轉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機構／單位

16:00-16:10 主持人導言 黃建德董事長 惠亞工程公司

16:10-16:30 官生平教授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16:30-17:00 公開討論

活動地點：國立高雄大學 管院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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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Development of Quick Switch Sampling System Based on 
Overall Production Process Yield

To-Cheng Wang, 
Ming-Hung Shu, 
Bi-Min Hsu and 
I-Sheng Sun

黃
喬
次

02 服裝產業導向課程：以競技運動服裝打樣之維度轉換為例 黃盈嘉、胡秀玲

03 結合 QFD與 DEA模式探討循環經濟之方案評估：以輪胎
相關產業為例

莊寶鵰、張閔淳

04 應用巢狀非線性迴歸與結合小波分析之支撐向量機於辨識
混合管制圖樣式

賴佳妤、童超塵
洪孟澤

05 最佳化一維卷積神經網路應用於辨識 Gamma分布之混合
管制圖樣式

王儀萍、朱洵儒
童超塵

06 飛機維修導入 AS 9110品質管理系統之關鍵因素研究 —以
A公司屏東廠為例 莊寶鵰、許春福

A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應用 Kano模型與 SIPA以探討起士蛋糕之關鍵品質屬性 呂執中、王奕凱
張哲銓、林英瑛

王
建
智

02 運用田口法改善塗裝製程以降低鋁合金金屬的腐蝕程度
田相孟吟、 
李孟樺

03 運用六倍標準差做銑床加工電動車關鍵零件品質改善之研
究 -以 A公司為例

黃喬次、陳冠穎 
林文燦、吳亞宸

04 利用機器學習演算法監控聚酯纖維紡絲製程之黏度以提升
產品品質

鄭春生、張勝斌
邱子宸

05 利用集成學習於偵測染整廠染缸纏車發生預警之實務應用 王建智、李昱勳

06 應用二維圖像時間序列於紡織業染整機異常偵測模式之實
務研究

王建智、郭啟鴻

第一組 品質管理與統計品管 (A1)
地點：管院 102 時間：13:30-15:00

第二組 品質工程、紡織品質 (A2)
地點：管院 102    時間：15:20-16:50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各場次議程及地點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各場次議程及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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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基於深度學習與機器視覺之電鍍產品表面瑕疵檢測 陳郁文、許景貿

林
真
如

02 雲端水質檢測與自動加藥系統設計 馮世宏、 陳郁文

03
Integrated CNN-LSTM neural network model for virtual 
metrology and an empirical study for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潘縉緯、簡禎富

04 基於資料合成之不平衡資料分類方法 陳韋方、林真如

05 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於 SMT點膠製程參數之推力最佳化 張志平

06
以多標籤卷積神經網路進行管制圖單一及並發樣式之辨識

和分類 
鄭春生、張芷瑄

何應

B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高加速壽命試驗 (HALT)及高加速應力篩選 (HASS)驗測
規劃

沈盈志、李彥澂 
楊謦豪、王正豪

蘇
明
鴻

02 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 5G晶片的可靠度分析與評估
吳嘉興、王順正

鍾官榮、張起明

03 加速壽命試驗推估智能化產品壽命之 R-Shiny應用程式
孫益生、黃義晟

方姵淳、蘇明鴻

04 產品加速壽命資料分析以 R語言為例
許智瑋、孫婉庭

許芳慈、蘇明鴻

05
航空器維修廠建構飛航安全評估指標之探討 -以 A公司為
例

李亭林、蔡家榮

何柏正

第三組 智能品管與數位化 (B1)
地點：管院 103       時間：13:30-15:00

第四組 可靠度分析與工程 (B2)
地點：管院 103       時間：15:20-16:50



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
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7

C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探討醫護人員在病人安全文化上之差異－以中部某區域教

學醫院 2019年資料為例
洪甄蔚、黃冠凱

廖秋斐、吳信宏

吳
信
宏

02 探討長照機構的服務網絡及智慧化服務需求
湯玲郎、李佳 
吳念庭

03 探討長照機構之經營與價值創造模式 湯玲郎、王坤琳

04
以物聯網架構整合災害情境之情資、人資、物資建構緊急

醫療應變數位孿生模型研究

楊智偉、潘郁仁

朱俊豪

05 導入圖形使用者介面系統於貨批判決—以醫療器材廠為例
劉宗閔、劉時玟

黃羿傑

C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運用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改善行政流程之研究 -以個案大
專院校外實習為例

張雅宣、黃信豪

黃
祥
熙

02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運用於軸承加工製程之改善 鄭伊琪、黃信豪

03
Fault Diagnosis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Based on Rough Set 
Theory and an Empirical Study of IC Probe Card

Hsin-Jung Wu, 
Trang T.T Tran, 
Chen-Fu Chien

04 民航機全機噴漆作業之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莊寶鵰、劉肇寶

05 以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探討潛在醫療糾紛早期處理機制

賴燕君、趙嘉倫 
侯羿州、江怡慧 
何秀玲、王文奇

06 應用 FMEA技術於投資新創公司風險之研究 張寧恩、張志平

第五組 智慧醫療與長照品管 (C1)
地點：管院 104       時間：13:30-15:00

第六組 失效模式與效應分析 (FMEA) (C2)
地點：管院 104       時間：15:2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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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探討聊天機器人功能價值與服務品質之研究
鄭來宇、
歐陽詩婷

湯
玲
郎

02 探討台灣外送平台之使用者滿意度－以 Uber Eats與
foodpanda為例 謝承宏、吳信宏

03 應用 DEMATEL探討影響離島地區民眾使用行動支付之考
量因素

葉子明、陳宜庭
何佩慈、黃梓祺
賴冠學

04 運用MDM及 DEMATEL探討影響離島地區居民使用美食
外送平台服務意願之關鍵因素

葉子明、張瑜庭
曾柏豪、黃柏瑋
邱峙滐

05 應用 QFD與 VIKOR探討滿足智慧家庭顧客體驗價值的服
務特性

莊寶鵰、謝明宏

06 應用 QFD和 TOPSIS探討美食外送平台之服務系統特性 莊寶鵰、童佳媚

D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資料包絡分析法於機械設備製造供應商績效評估之研究
梁韵嘉、陳香伶
龎佳慧

鄭
玉
惠

02 離岸風力發電投資風險模型之建構
鄭力中、柯有朋 
蕭嘉豪、吳文方

03
供應鏈安全與風險管理對供應鏈績效之影響－以食品產業

為例

鄭玉惠、林欣妤

蔡雅如

04 應用分析網路程序法建構供應商評選模式－以 D 公司為例
鄭春生、黃杰睿

任恆毅、林郁芩

05 應用 ARIMA與 LSTM於預測 IC Tray訂單量之實證研究
王建智、簡均樺

張芯慈

第七組 服務品質與服務設計 (D1)
地點：管院 105       時間：13:30-15:00

第八組 供應商品管及其他品質相關領域 (D2)
地點：管院 105       時間：15:20-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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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ailand 4.0 Policy towar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Agricultural Sector

Siriprapha 
Jitanugoon

楊
詠
凱

02 Quality Improvement: A Study of Thailand Bioeconomy Pittinun Puntha

03 A Study of Consumer's Perception of Foreign Products: the 
Case of Mongolian Bubble Tea Market

Amar Bayaraa, 
Yung-Kai Yang

04 The Study of Customer Loyalty On Thailand's Online 
Shopping Platform

Jaruwan 
Kowitthayawong, 
Yung-Kai Yang

05 A Study of Marketing Strategy for Education Business: The 
Case of Shane English Vietnam

Le Thi Nguyen, 
Yung-Kai Yang

06 A Study of SME's Logistic System Problems: The Case of 
Mongolian SMEs

Misheel 
Munkhbaatar, 
Yung-Kai Yang

E2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主持人

01 Six Sigma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Bread Industry Using R 
Programming

DELLANDA 
YANA KUSUMA 
WARDANI and 
Bi-Min Hsu

楊
詠
凱

02 Analysis of Quality Control on Product Defect in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SMEs)

Nur wahyu 
sholitan

03 A Discussion on Difficulties of Food Companies Implementing 
Halal Assurance System

Halima Tussadiah 
Syah, Dr. CHIH-
HUNG YANG

04 Using Process Approach on End-to-End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A case study for an electronic company 王薌君

05 Defect Inspection by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and 
Empirical Study in Printed Circuit Board Manufacturing 吳坤霖、許嘉裕

06 Semi-supervised Learning Framework for Defect Classifica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呂逸瑋、許嘉裕

第九組 English Session I：Productivity, Quality, Logistics, and Marketing (E1)
地點：管院 106       時間：13:30-15:00

第十組 English Session II：Six-Sigma and Quality Assurance (E2)
地點：管院 106       時間：15:20-16:50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6屆年會
高雄市分會第 45屆年會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20)

10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高雄市分會 
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協辦單位：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光
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聚陽人文發展教育基金會、富騰國際實

業有限公司、國立高雄大學國際商管碩士學位學程 (IMBA)、國立高雄
大學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 (EMBA)

贊助單位：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欣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昊青股份有限公司、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供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張文豹文教基金會、財來發汽車百貨有限公司、開發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正友不動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正友地政士事務所、仲威文化創意有限公司、鈦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漢廣行銷有限公司、綠寶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P 論文名稱 作者 (發表人 )

01 The Joint Determination of Optimum Process Quality Level and 
Economic Order Quantity Under the Measurement Error 陳忠和

02 運用品管圈手法提升財務結帳效率

李嘉玲、羅銀秀

梁雅蓉、賴建璋

戴天亮

03 從資訊系統成功模型角度探討電子病歷的施行 –以 Z 醫院為例 王柏強

04 供應商品質風險快速篩檢工具的製作與應用 蔡昔磬、劉百銓

05 應用田口方法於消防產品品質改善之研究：以消防閥為例

朱柏豪、陳信維

黃敏溦、葉維鵬

吳益銓

06 應用 Kano 模式與 IPA 探討汽車租賃服務品質之研究 以中部某租車
公司為例

林丹潔、王正賢

吳益銓

07 全面品管在林業生態補償資金多元化融資管道應用研究 林曉薇、蔡武德

08 創意學品管：以遊戲式學習精熟 PDCA 許麗萍

第十一組 壁報組 (P)
地點：一樓迴廊       時間：13:3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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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籌備委員會
大 會 主 席：楊錦洲（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長）

大會副主席：莊寶鵰（高雄市分會理事長）

ISQM 主席：莊寶鵰（國立高雄大學代理校長）

主 任 委 員：陳宜伶（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

籌備會委員： 張文昌、陳文魁、余豐榮、呂執中、林英賢、林欽德、張志平、張哲茂、曹志毅、陸

正平、湯玲郎、黃絹美、溫金光、蔡祥智、潘浙楠、劉黎宗、白賜清、張有成、高辛

陽、鄭春生、盧瑞彥（以上為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台北總會）李逸湘、熊仁洲、方敏清

、呂執中、洪成宗、許聰德、粘孝堉、陳文魁、陳訓祥、黃義鑌、鄭昌頻、潘浙楠、

盧昆宏、劉漢容、徐德政、金儒熙、李天謝（以上為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高雄市分會）

陳榮泰、陳一民、李亭林、蘇桓彥、劉信賢（以上為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教授）

大會工作小組
總　幹　事： 陳介山（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秘書長）

副 總 幹 事：侯春明（高雄市分會總幹事）

論　文　組：盧昆宏（高大）、陳榮泰（高大）、鄭玉惠、蔡宜均

網　路　組：陳文魁、熊仁洲、蔡宜均、蘇桓彥（高大）、楊詠凱（高大）

議　事　組：李逸湘、王文進、劉美玲、劉信賢（高大）

財　務　組：洪成宗、許聰德、李天謝、楊芯瑜、曾郁茹（高大）、梁翔雯（高大）

總　務　組：陳俊雄、張文煌、陳一民（高大）、許博翔（高大）

公　關　組：莊寶鵰、曾金蓮、強茂股份有限公司、蔡宜均、陳榮泰（高大）、梁翔雯（高大） 
接　待　組：方敏清、強茂股份有限公司、劉美玲、洪沚筠、徐晟瑄、盧昆宏（高大）、許博翔（高大）

場 佈 音 控：薛建宏、蔡宜均、李亭林（高大）、林聖蒨（高大）

司　　　儀：徐德政

攝　　　影：許英傑、林振道（高大）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論文委員會
ISQM 主席：莊寶鵰代理校長

主 任 委 員：陳宜伶教授

執 行 委 員：楊詠凱教授、楊書成教授

評 審 委 員： 吳信宏教授、莊寶鵰教授、郭英峰教授、陳榮泰教授、楊詠凱教授、盧昆宏教授、魏

乃捷教授、蘇明鴻教授（以上依姓氏筆畫排序）

場 次 主 持： 王建智教授、吳信宏教授教授、林真如教授、湯玲郎教授、黃祥熙教授、黃喬次教授、

楊詠凱教授、鄭玉惠教授、蘇明鴻教授（以上依姓氏筆畫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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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楊理事長錦洲、國立高雄大學莊代理校

長寶鵰、南華大學林校長聰明、南開科技大學許校長

聰鑫、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陳館長訓祥、各位貴賓、

品質專業領域的先進，以及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很榮幸能夠與各位一同參加今天的盛會，品質學會成

立已超過半世紀，56 個年頭，可以說正值盛年，實

在不容易。貴會長期致力於品質管理研究發展、專業

人才培育，使「品質」的觀念深入社會各階層，有效

提升我國產業與社會發展水準，在此謹代表經濟部對

品質學會表達誠摯的感謝。

本次大會主題探討的重點為「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可以說非常切合時代與

國家發展需要。我們正面對全球產業與經濟的巨大變革，「智慧」與「數位」正是

重要關鍵詞，數位轉型、自動化、人工智慧 (AI)、機器學習和其他變革性技術，為

製造商帶來無數好處，隨著製造業採用新數位技術，品質管理工作也更形重要。製

造業的數位轉型不僅是讓流程和文件數位化而已，還需要將結果產生的資料用於決

策、流程改進、重新設計和降低風險等所有環節當中，如何讓智慧化應用嵌入整個

品質流程，將是提升生產力的重要關鍵。

為達成這樣的發展目標與願景，善用既有產業優勢，政府積極推動產業研發創

新、加強扶植新創及中小企業等措施，包括引領產業製程、系統與模式優化轉型為

產業智慧機械化；串接智慧聯網設備上下游產業鏈，發展新興通訊技術；發展智慧

化醫材，鏈結全球醫材產業供應鏈等。另標準檢驗局也針對 5+2 產業創新計畫之智

慧機械、智慧電網及物聯網等前瞻技術領域，進行相關國際標準調和與規劃，協助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局長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局長
連錦漳局長連錦漳局長

開幕致詞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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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盡早掌握商機。此外，並積極要求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以產業推廣應用及提

升廠商競爭力為目標，進行產業技術服務，進行量測數位化、量測優化及計量轉型

規劃等工作。

以「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為方法，各產業領域創新應用相繼展開，例如，和

大與工研院合作，導入自動化檢測解決方案，讓產品在製造過程中即時檢測並透過

資料分析做出反應，提高生產效率與良率，搶佔國際訂單；又如智邦導入智慧影像

辨識運算系統，針對瑕疵進行分類，將 AI 影像辨識整合 AOI 檢測以降低過篩機率，

而 AI 無法定義之瑕疵，則再經由少數人力進行複檢，可大幅降低 70% 的 NG 機率。

這些成功案例顯示「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已是現在進行式，各行各業都在如火如

荼地發展中，非常期待今天中鋼劉宏義處長、日月光陳俊銘品管副總經理為我們現

身說法，分享經驗。

回顧年會歷年主題由 2016「巨量資料」、2017「工業 4.0」、2018「AI 人工智

慧」、2019「新科技」，到 2020「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從探討特定解決方案到

總括整合運用的營運模式，逐步且深入為產業升級轉型提供交流與經驗分享的機會。

本人相信在座貴賓，不論那個領域，必能從本次盛會中獲得靈感與動力，並與產官

學研各行各業一同成長，以「品質」這把利器，推動臺灣產業創新脫胎換骨、拓展

經貿布局。貴會任重道遠，希望能繼往開來，協助我國產業與經濟再創高峰。最後

謹祝在座所有品質領域先進及與會貴賓身體健康、事業順利、收穫滿載，並預祝研

討會圓滿成功，謝謝。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連錦漳　局長

2020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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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局長錦漳、莊校長寶鵰、中鋼劉宏義處長、日月光陳

俊銘副總、林校長聰明、許校長聰鑫，各位理監事、各

位貴賓、各位會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6 屆年會暨國際品質

管理研討會。在新冠肺炎還在全球漫延之際，我們能在

此舉行盛會，誠屬不易。首先要感謝的是高雄大學莊校

長寶鵰，也是品質學會高雄分會理事長，高雄分會及高

雄大學承辦了如此盛大的年會及國際研討會，更提供了

如此廣闊、秀美的校園。各位貴賓、各位會友來到如此

境幽的校園，一定會心曠神怡。此外，也要感謝許多贊

助的公司及機構，在此就不一一感謝了，本人謹代表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及高雄分會

致上萬分的謝意。

今年的大會主題是「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這完全符合時代的潮流，不只製

造業、服務業、醫療機構，甚至是政府部門，都要善用智慧科技，走向智慧化、數

位型的組織。製造業積極地往智能製造、智慧工廠發展，服務業提供大量的智慧服

務，醫院也都往智慧醫療發展，政府部門近年來已在推動數位化行政。在這如火如

荼地推展過程中，標竿學習是很重要的，所以年會的主辦單位特邀請中鋼公司的劉

宏義處長及日月光公司的陳俊銘副總擔任年會的演講嘉賓，介紹他們公司發展智慧

製造與數位轉型的過程及成果，相信在座的嘉賓及會友一定會有滿滿的收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在「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的推展上也是超前佈署，早在五

年前，學會就已舉辦了「工業 4.0」研討會，非常成功。去年我們也舉辦了「智能

製造」的研討會，更是熱烈迴響，因此我們就決定要在今年 (2020) 上半年舉辦「AI
品質工程師認證考試」，順利的在今年七月完成考試。在智能製造、智慧工廠的進

展過程中，AI 品質工程師會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由於大數據的蒐集、分析及應用

是智能製造的根本，因此，學會還特別成立了“大數據品質應用委員會”，以協助

企業廣泛而精確地運用大數據。

大會主席開幕致詞大會主席開幕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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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年會除了頒證兩位新當選的會士， 彭鴻霖會士與陳文化會士，之外，

更增設了“榮譽會士” ，以表彰認同本學會宗旨，且在社會上有崇高成就與名望的

傑出人士，今年獲得本學會榮譽會士的是眾望所歸的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除了會

士與榮譽會士之頒證外，也要恭喜高雄科工館，獲得今年亞洲品質網絡 (ANQ) 的
ARE-QP ( 亞洲品質卓越獎 )。還有，今年有七家公司與機構獲得學會的卓越經營品

質獎，以及多位學者專家獲得品質論文獎、聚陽產學應用論文獎及碩博士論文獎，

在此一併恭賀。

李國鼎先生創立了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如今已越過了 56 個年頭。56 年來，學

會一直擔負起發展及推廣品質管理相關專業知識、技術及應用之責任，更為國家、

社會培育許許多多的品管人才，而且還扮演產業發展的先鋒，引進及發展所需之最

新的品質專業與技術。身為學會的理事長，深感責任重大，因而，藉此特別要感謝

為學會奉獻的品質老兵與新兵。最後祝大會圓滿成功、各位貴賓、各位會友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謝謝！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長

楊錦洲
2020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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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主席致詞主席致詞

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

謹代表國立高雄大學全體師生，歡迎各位 貴賓

蒞臨本校參加「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6 屆年會、高

雄市分會第 45 屆年會暨 2020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多年來致力於品質相關

理念、管理及技術之研究發展與推廣，對於國家產業升

級與競爭力的提升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國立高雄大學建校至今剛好滿二十周年，本校的辦

學理念以「結合教學研究與產業發展，重視人文素養與

科技創新，培育菁英人才之特色優質大學」為定位，在

各項校務工作的推動上，強調落實品質管理精神，以期

精益求精，辦學成果深獲各界肯定。本人目前因身兼高雄大學代理校長以及品質學

會高雄市分會理事長，能夠有機會將今年的年會暨研討會移師到高雄大學辦理，感

到無比榮幸與歡欣！今年的年會暨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係由本校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承辦，籌備委員會邀請眾多各界先進與會，有了先進們的蒞臨指導與交流，成就了

本次大會在學術發展以及與產業界交流有更多的效益。

目前全球各國正如火如荼地推動工業 4.0 與智慧製造，專家更明白指出，智慧

製造時代的二大關鍵要素，就是品質管理和資訊科技。因此，品質學會今年的年會

暨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乃以「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為主題，在上午的大會議程中

特別安排了兩場精彩的專題演講，分別邀請中鋼公司劉宏義處長和日月光半導體公

司陳俊銘品管副總擔任主講人，談的都是最先進的技術。而在下午的議程中，此次

ISQM 研討會共收錄 65 篇論文，大會安排了兩個時段共十個場次的論文發表 ( 包括

八個中文發表場次共 45 篇論文和兩個英文發表場次共 12 篇論文 ) 以及壁報展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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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論文；此外，大會也同步安排了兩個場次的卓越品質獎得獎單位經驗分享、兩個

場次的可靠度論壇、一個場次的數位品質 4.0 論壇以及一個場次的智慧製造環境之

精實系統論壇，這些議題都是連結現今世界產業潮流的重要課題。

今日，國內品質管理之學術界先進及產業界專家們在此匯聚，彼此相互交流相

互學習，希望透過此次研討會，持續帶動國內品質管理領域與新科技發展的結合，

期能面對國家經濟發展的更大挑戰，相信在場的各位貴賓必定能受益良多、滿載而

歸。

在此，寶鵰謹代表國立高雄大學感謝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楊錦洲理事長與全體理

監事，以及品質學會高雄市分會全體理監事，讓本校有此機會，由亞太工商管理學

系承辦今年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年會、高雄市分會年會暨 2020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由衷感謝各位先進蒞臨指導、感謝籌備委員會所有委員及工作同仁的付出與辛勞，

以及熱心支持本次盛會的贊助廠商與機構。您的蒞臨是我們最大的榮幸，在此預祝

大會圓滿成功，與會嘉賓身體健康。

國立高雄大學代理校長 
品質學會高雄市分會理事長

謹誌於民國 2020 年 11 月 7 日高雄楠梓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6屆年會
高雄市分會第 45屆年會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20)

18

首先，謹代表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歡迎各位貴賓蒞臨本校參加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五十六屆年會曁 2020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本系很榮幸由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楊錦洲理事長的推薦，與品質學會及高雄市分會共同舉辦此次活

動。今年的國際品質研討會以「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為主題，藉此議題與產業界

及學術界貴賓的經驗交流和分享，希望能展現國內外品質理念的創新思維與價值貢

獻。

在此，特別感謝高雄大學莊寶鵰校長的大力支持，從申請科技部計畫經費與對

外募款的親力親為，感謝中華民國品質學會與高雄市分會對事前準備工作的協助與

經費的支持，感謝贊助本活動的所有廠商，感謝本系全體老師與助理數月以來不辭

辛勞的籌備此次研討會，感謝本系同學對所有大小事務的協助，才能讓今年年會及

各項活動如期順利舉辦。再次感謝中華民國品質學會楊錦洲理事長、全體理監事以

及各位與會嘉賓，一起共襄盛舉這一年一度的盛會。

最後，預祝年會及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圓滿成功，也祝福大家不虛此行、收穫

滿滿！身心健康、平安喜樂！

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宜伶
2020 年 11 月 7 日

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致詞大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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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會務報告
109年重要會務工作報告

報告人：秘書長  陳介山

壹、會員總人數

 個人會員：1672 人；團體會員：117 家

貳、財務報告

 學會年度 ( 自 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止 ) 收入 $24,041,271 元，支出

$22,991,929 元，餘絀 $1,049,342 元，經費收支表及資產負債表如附表 1、2。

參、專業認證

 一、109 年認證考試

1. 第 1 次考試：7 月 4、11、18 日辦理 
2. 第 2 次考試：9 月 19 日辦理 ( 僅 CQT 及 CQE)
3. 第 3 次考試：12 月 12、19 日辦理

二、109 年第 1、2 次認證考試證書統計

項次 證　書　別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1. 品質顧問師 CQC 0 0 NA

2. 品質管理師 CQM 11 6 54.5%

3. 品質工程師 CQE 184 45 24.5%

4. 品質技術師 CQT 585 217 37.1%

5. 可靠度工程師 CRE 62 22 35.5%

6. 軟體品質工程師 CSQE 0 0 NA

7. 軟體測試工程師 CSTE 0 0 NA

8.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CSQP 19 9 47.4%

9 AI人工智慧品質工程師 (AIQE) 11 9 82.0%

總　　　計 872 308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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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歷年 (69 年至 109 年 ) 認證考試證書統計 ( 詳附表 3)

項次 證　書　別 報名人數 合格人數 合格率

1. 品質顧問師 CQC 8 6 75.0%

2. 品質管理師 CQM 578 262 45.3%

3. 品質工程師 CQE 14,264 4,116 28.9%

4. 品質技術師 CQT 48,982 20,970 42.8%

5. 可靠度工程師 CRE 4,223 1,795 42.5%

6. 軟體品質工程師 CSQE 898 437 48.7%

7. 軟體測試工程師 CSTE 664 244 36.7%

8.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CSQP 2,196 908 41.3%

9 AI人工智慧品質工程師 (AIQE) 11 9 82.0%

總　　　計 71,824 28,747 40.0%

肆、教育訓練、輔導與書刊

一、年度辦理專業認證相關課程品質技術師、品質工程師、可靠度工程師、品

質管理師等計 29 班 747 人次。

二、開辦品質專業課程計 110 班 852 人次。

三、開辦研討會、論壇計 4 場：

1. 後新冠時代企業復甦對卓越經營新模式之應用視訊研討會 (109.7.9)
2. 因應疫情衝擊之中道領導文化與企業卓越經營研討會 (109.8.29)
3. 數 位 品 質 4.0 論 壇（ 台 北 ）Forum on Quality Information Framework 

(109.9.11)
4. 車 輛 產 業 在 電 動 車 / 自 駕 車 CASE 化 後 車 用 電 子 角 色 挑 戰 研 討 會

(109.9.16)
四、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TQS)

1. 本學會已辦理完成 109 年上半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品質技能訓練班」

1 班。

2. 本學會於 9 月 10 日接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評核，評核結果為銅牌，

效期至 111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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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機關、企業委外訓練課程：

1. 亞東紀念醫院：內部品質稽核

2. 聯華氣體工業 ( 股 ) 公司：問題分析改進應用實務 - 3 層 5 問法、IS 分

析法之導入

3.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ISO 17025：2017 認證實驗室內部稽核及

實務輔導

4. 陸昌化工 ( 股 ) 公司：可靠度工程師課程

5.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 ( 股 ) 公司：六標準差黑帶課程

6. 和淞科技 ( 股 ) 公司：問題分析改善手法應用課程

7. 第一傳動科技 ( 股 ) 公司：問題分析改進應用實務 - 3 層 5 問法、IS 分

析法之導入

8. 台灣松下電器 ( 股 ) 公司：品質技術師課程

9. 中山科學研究院：ISO 9001:2015 品質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實務訓練課

程

六、書刊、月刊及學報

1. 年度發行品質月刊 12 期、品質學報 6 期。

2. 書籍再版：管制圖、工業實驗計劃法、抽樣檢驗等 3 本。

3. 新書出版 : 經營績效管理 1 本。

伍、委託專案

一、執行政府研究專案：

1. 「臺北車站特定專用區交九用地開發案」及「市政府轉運站獎勵民間投

資興建營運案」暨「南港西站轉運站」績效評估。

2. 「臺北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建置及營運管理案」營運績效評估。

3.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停車場促參案」汀州院區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4.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停車場促參案」內湖院區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5. 「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美食街」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6. 「臺北市計程車客運服務業（派遣車隊）服務品質評鑑計畫案」。

7. 「基隆信二停車場」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8. 「野柳、龜吼及翡翠灣停車場」服務品質調查計畫案。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6屆年會
高雄市分會第 45屆年會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20)

22

二、惠亞工程 ( 股 ) 公司「VERO 品質資料與製造作業管理數位化專案」。

三、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技術發展中心委辦「編擬製造自動化眾系統整合品質

資訊基磐國家標準草案建議稿」。

四、109 年度團體推動標準化活動補助專案，編擬「CNS 31000 風險管理－原

則與指導綱要（參考 ISO 31000:2018）」、「CNS 31010 風險管理－風險

評鑑技術 ( 參考 IEC 31010:2019)」、及「CNS 22301 營運持續管理系統（參

考 ISO 22301:2019）」等三份國家標準修訂草案。

陸、年會辦理狀況

一、本學會 109 年第 56 屆年會暨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於 11 月 7 日

( 星期六 ) 假國立高雄大學舉辦，由楊錦洲理事長擔任大會主席，國立高

雄大學代理校長莊寶鵰為 ISQM 主席，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陳

宜伶系主任擔任籌備會主任委員，大會主題「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 (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二、年會大會邀請中鋼公司劉宏義處長及日月光半導體公司陳俊銘品管副總經

理作專題演講，會中亦頒發會士證書、卓越經營品質獎、聚陽產學應用論

文獎、品質論文獎、博碩士論文獎及各類品質專業人員認證考試合格證書。

三、完成論文徵稿，並登載於學會網站及品質月刊，總計收錄 65 篇論文全文，

並於當日下午舉行之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20) 中發表。同時段，

除依往例由卓越經營品質獎獲獎單位分享卓越經營實務外，亦舉辦數位品

質 4.0、可靠度及智慧製造環境之精實系統等 3 場論壇。

四、另為提供會員卓越經營實地標竿學習的機會，特別於年會前日 11 月 6 日 ( 星

期五 ) 下午辦理卓越經營模式標竿學習活動，參訪 108 年度榮獲卓越經營

品質三星獎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柒、國際關係與兩岸交流

一、亞洲品質網絡 (Asian Network for Quality, ANQ)
1. 第 36 屆 ANQ 春季理事會及 CEC 會議於 109 年 4 月 8-9 日在印度新德

里舉行，後因新冠疫情關係以視訊會議形式辦理。

2. 第 37 屆 ANQ 理事會及第 19 屆 ANQ Congress 於 109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在韓國首爾舉行，亦因疫情關係改為視訊形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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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38 屆 ANQ 春季理事會及 CEC 會議預定於 110 年 4 月在台灣舉辦，

第 20 屆 ANQ Congress 預定於 110 年在新加坡舉行。

二、全球華人品質聯盟 (WACQ)
1. 第 5 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由澳門品質管理協會主辦，受疫情影響，峰會

已於 109 年 9 月 25 日以視訊形式辦理。

2. 第 6 屆全球華人品質峰會將於 110 年由香港品質學會主辦。

捌、結語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自民國 53 年成立，每年都舉辦年會，今年已是 56 年了，

非常感謝在座與會嘉賓、團體會員與個人會員之支持及參與。

 　　學會會務工作繁雜，無法在此一一贅述，謹擇重要會務工作報告，會友對

任何業務所提精進意見，我們當予重視及研處，俾能促使業務創新與成長，並

能提供更佳服務。

 　　秘書處會務人員將在理監事會指導下，圖思精進及創新發展，同時亦企盼

會友熱烈支持學會各項活動，使更能契合業界之所需，是我們來年的重點工作，

讓我們共同為學會的永續發展共同努力。

　　最後謹祝福大家事業順利成功、諸事順吉、身體安康、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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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收支表
108 年 7 月 1 日至 109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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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
民國 109年 6月 30日

資　　產
金　　　　　　　額

負　　債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小　　計 合　　計

流動資產 10,845,405.90 流動負債

現   金 241,579.00 應付帳款 347,715.00

郵 00053434
存款

166,171.90 會員權益 61,645,706.90

兆豐國際商銀
存款

2,180,133.00 累積餘絀 60,596,364.90

玉山銀行
存款

1,820,789.00 本期餘絀 1,049,342.00

玉山銀行定期
存款

4,800,000.00

台灣中小企銀
存款

116,733.00

應收帳款 0.00 準備金 1,636,733.00

兆豐國際商銀
退職金專戶

1,520,000.00 職工退休
準備金

1,520,000.00

其他資產
( 書籍 ) 1,621,123.00 員工福利

準備金 116,733.00

固定資產 51,163,626.00

土   地 16,273,350.00

房   屋 33,522,871.00

生財器具 1,367,405.00

合　　計 63,630,154.90 合　　計 63,630,154.90

團體負責人：楊錦洲　　　秘書長：陳介山　　　會計：楊芯瑜　　　監察：張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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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考取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認證考試証書統計

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69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00
150

43
101

43%
67%

70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16
160

55
96

47.4%
60.6%

71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07
250

33
171

31.0%
68.4%

72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18
280

39
111

33.0%
39.6%

73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81
222

44
114

54.3%
51.4%

74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78
302

17
95

21.8%
31.5%

75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94
276

28
89

29.8%
32.2%

76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86
331

37
141

43.0%
42.6%

77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18
420

43
284

36.4%
67.6%

78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135
533

73
361

54.1%
67.7%

79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21
666
204

89
438
160

40.3%
65.8%
78.4%

80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81
788
153

138
478
46

49.1%
60.6%
30.1%

81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21
841
138

126
341
40

57.0%
40.5%
29.0%

82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57
803
105

115
471
76

44.7%
58.7%
72.3%

83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15
627
56

51
414
14

23.7%
66.0%
25.0%

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84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137
698
54

53
472
21

39.4%
67.6%
38.9%

85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02
1435
54

84
739
26

41.6%
51.5%
48.1%

86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46
1353
170

82
671
92

33.3%
49.6%
54.1%

87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299
1614
122

81
688
50

27.1%
42.6%
44.6%

88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322
1641
137

93
633
68

28.9%
38.6%
49.6%

89 年度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558
1969
152

130
690
52

23.3%
35.0%
34.2%

90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管工程師

品管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86
575

1882
122

9
140
855
56

10.5%
24.3%
45.4%
45.9%

91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43
460

1914
126
182

25
141
784
72

163

58.1%
30.7%
41.0%
57.1%
89.6%

92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8
518

1914
187
166
221

6
114
706
66
57

140

75.0%
22.0%
36.9%
35.3%
34.3%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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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93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9
575
2308
227
129
260

23
148
1059
88
65
137

75.0%
25.7%
45.8%
38.8%
50.4%
52.7%

94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44
586
2295
199
97
21
167

16
155
1103
87
46
7
76

36.4%
26.5%
48.1%
43.7%
47.4%
33.3%
45.5%

95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0
655
2150
211
115
74
77

21
152
917
67
28
20
31

70%
23.2%
42.7%
31.8%
24.3%
27%

40.3%

96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2
771
2247
233
39
15
80

13
181
764
88
17
6
24

40%
22.5%
34.2%
43.6%
42.9%
42.9%
47.1%

97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5
903
2367
281
13
35
225

13
219
1087
131
7
15
114

37.1%
24.3%
45.9%
46.6%
53.8%
42.9%
50.7%

98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19
782
1815
165
6
59
308

11
238
731
65
3
27
109

57.9%
30.4%
40.3%
39.4%
50%

45.8%
35.4%

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99 年度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7
681

1896
156
34
39

207

14
172
743
42
10
15
53

37.8%
25.3%
39.2%
26.9%
29.4%
38.5%
25.6%

100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
41

579
1792
166
15
51
94

2
21

159
640
70
6

17
38

66.7%
51.2%
27.5%
35.7%
42.2%
40.0%
33.3%
40.4%

101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3
8

457
1629
107
32
80
48

2
5

125
520
46
7

25
24

66.7%
62.5%
27.4%
31.9%
43.0%
21.9%
31.3%
50.0%

102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2
19

402
1468
100
18
78

130

2
11

125
470
32
9

25
28

100%
57.9%
31.1%
32.0%
32.0%
50.0%
32.1%
21.5%

103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24

386
1369
78
5

76
136

0
14
97

413
28
2

29
63

0
58.3%
25.1%
30.2%
35.9%
40.0%
38.2%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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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104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11

307
1371
58
7
78
69

0
6
99
529
29
1
31
17

0
54.5%
32.2%
38.6%
50.0%
14.3%
39.7%
24.6%

105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12
362
1280
55
18
26
54

0
5
94
440
20
1
14
10

0
41.7%
26.0%
34.4%
36.4%
5.6%
53.8%
18.5%

106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12
317
1164
99
20
13
21

0
9

101
506
32
15
7
4

0
75.0%
31.9%
43.5%
32.3%
75.0%
53.8%
19.0%

107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17
343
1140
114
0
8
44

0
8
57
499
48
0
4
20

0
47.1%
16.6%
43.8%
42.1%

0
50.0%
45.5%

108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0
54
429
1037
132
2
11
36

0
26
100
389
61
0
2
11

0
48.1%
23.3%
37.5%
46.2%

0
18.2%
30.6%

年  度 証書別
應考

人數

合格

人數
考取率

109 年度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AI 品質工程師

0
11

184
585
62
0
0

19
11

0
6

45
217
22
0
0
9
9

0
54.5%
24.5%
37.1%
35.5%

0
0 

47.4%
82.0%

合   計

品質顧問師

品質管理師

品質工程師

品質技術師

可靠度工程師

軟體品質工程師

軟體測試工程師

服務業品質專業師

AI 品質工程師

8
578

14264
48982
4223
898
664

2196
11

6
262
4116

20970
1795
437
244
908
9

75.0%
45.3%
28.9%
42.8%
42.5%
48.7%
36.7%
41.3%
82.0%

71,824 28,747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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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會士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為表揚本會會員在品質理論與實務相關領域之傑出人員，經

會員代表大會及理事會通過，設立「會士」終身榮銜。至民國 109 年共計推薦通過

會士 36 位，名錄如下。

109年度會士

首 屆 會 士（100 年）

胡裕同、王治翰、白賜清、王晃三、鍾清章、

高辛陽、葉若春、張文貴、張有成、劉漢容、

陳文哲、曹志毅

第二屆會士（101 年） 房克成、盧瑞彥、盧淵源

第三屆會士（102 年） 陳寬仁、林公孚、楊錦洲

第四屆會士（103 年） 張起明、鄭春生、關季明

第五屆會士（104 年） 來新陽、劉黎宗、蔡憲唐

第六屆會士（105 年） 呂執中、黃絹美、潘浙楠

第七屆會士（106 年） 官生平、陳文魁、蘇朝墩

第八屆會士（107 年） 蘇義雄

第九屆會士（108 年） 蔡祥智、許聰鑫

第十屆會士（109 年） 陳文化、彭鴻霖、林聰明

會士 陳文化

會士 彭鴻霖

榮譽會士 林聰明

民國 109 年 9 月推薦通過第十屆新任會士三位，名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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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三  星  獎
企業類

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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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優點
1. 從傳統鋼製辦公傢俱 OEM 出發，逐漸開展出智慧教育和智慧物流 ODM，再到

高值化 OBM 自有品牌五金工具箱 (BOXO) 和醫療設備工具箱 (BAILIDA)，顯

見公司發展之藍圖與企圖心。

2. 公司推展 TPS( 豐田式生產管理 )，提高生產效率；TQM( 全面品質管理 )，提

高產品良率；TPM( 全面維護管理 )，提高整體利益。另外，以零 ( 精實 lean)
為核心，TPS 追求零浪費，TQM 追求零不良和零客訴，TPM 追求零故障和零

災害。

3. 有關公司持續改善，追求品質提升之努力可以見諸於十大主題分科會，制定

十大改善主軸；主題式課程，每月一主題課程及每月一場區稽核；全員參與

PDCA，成立活動圈；年度發表，舉辦競賽活動，優良專案平行展開。

4. 在設計創新、經營管理、人力資源、品質等四個面向已經獲得許多榮耀肯定，

例如 : 2014 年第 22 屆台灣精品獎、2016 年行政院勞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理

系統（TTQS）企業機構版銀牌」、2016 與 2017 年金點設計獎、2017 年德國

漢諾威工業設計 IF 設計獎與美國傑出工業設計獎、2019 年第三十七屆國家傑

出經理獎 - 資訊經理等多項獎項，以及通過 ISO 9001、ISO 13485。

5. 員工訪談可以感受到員工對工作環境、待遇福利、向心力等面向的肯定認同。

公司近三年均呈獲利狀態，員工每年可以得到公司獲益的 12% 進行利潤分享，

這一部分明文訂在公司規章制度。

6. 今年啟動興辦事業計畫，投資智能工廠與綠建築，全面導入工業 4.0、AIoT、

智慧能源，發展明昌國際工業智慧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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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一、廠區分佈

明昌生產事業體主要佈局在台灣台中與中國常州，在張庭維副董主導下，大馬

廠與常州廠自 2017 年起推動產線自動化，首先引進德國 WAGNER 自動化塗裝設備

與中央供粉系統，改善粉體塗裝品質與有效回收用粉降低製程汙染與塗裝成本。再

者，引進多台義大利 salvagnini 全自動折彎中心、NCT 數值化自動沖床、雷射自動

加工機大幅提升設備生產績效，並同步自行開發各項自動化加工設備、龍門點焊設

備等，降低人力疲勞度，提高產線效率，並於 2018 年中新設立大發廠，全面自動化

設備導入產線，引進 ABB 塗裝機械手臂、開發智機虛實整合，透過 Edge IT 邊緣運

算技術，自動參數設定等智機整合元素是明昌推進智慧製造帶動產業升級絕佳的示

範，2019 年將增設大發廠廠區智機整合全自動生產線，總設備與智機聯網 AI 系統

共計投資金額 1.5 億元，預計增加年產值 3.18 億元。

二、主要營業項目

明昌主要產品有專業工具箱、醫療設備與推車、五金手工具、教育充電車、物

流智取櫃等，營運採 ODM 與 BOXO 及 Bailida 兩個自有品牌佈局全球，在汽修、

手工具市場及醫療市場上以專業的空間創造家開拓產品，2015 年以來，由於產品智

能化系統嵌入式設計、互聯網概念的引入，產品已從過去外觀及機構設計變革至機

電整合、軟體 IOT 嵌入式設計等複合性商品，如充電車與智取櫃等產品，增加教育

體系與電商物流新市場是未來非常巨大商機。

三、歷史沿革

1976 年 成立“明昌鋼具”公司，生產鋼製辦公傢俱。

1981 年 轉型生產 DIY 工具箱。

1986 年 工具箱已佔台灣出口市場第一位。

1991 年 董事長榮獲第十四屆青年創業楷模。

1993 年 DIY 工具箱轉型為專業級工具箱。

1994 年 電腦化 MRP 導入，成立總管理處，實施利潤中心制度。

1999 年 通過 ISO 9002 品質認證。

2003 年 於大陸常州設立工廠。

2003 年 資訊化昇級為 ERP 系統與通過 ISO9001 認證。  
2004 年 台灣與大陸廠同步擴廠並增加設備。

2005 年 成立五金工具箱自有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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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整併台灣關係企業，並設立美國西亞圖分公司 Seattle Tools
2007 年 獲得經濟部產品“精品獎”。

2007 年 台灣一廠 3 度擴廠完工 , 創立醫療設備工具箱自有品牌 。
2009 年 台灣增設醫療二廠完工

2009 年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第十二屆小巨人獎。

2009 年 獲得經濟部第十六屆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2009 年 台中縣中小企業工業楷模。

2010 年 增設台灣五金三廠

2010 年 榮獲第二十八屆國家傑出經理獎 - 中小企業總經理。

2011 年 兩岸百大傑出企業

2012 年 榮獲台中市金手獎

2013 年 成立企業營運總部

2013 年 榮獲第 22 屆台灣精品獎

2014 年 大發廠成立，並成立安美樂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導入職能導向人力資源體系

2016 年 導入 TPM/TPS 精實生產管理系統

2016 年 榮獲 2016 年金點設計獎、TTQS 企業機構版 銀牌

2017 年 榮獲 2017 德國漢諾威工業設計 IF 設計獎

2017 年 成立 BOXO 美國公司

2018 年 成立美線大發廠，導入智慧生產設備歷史沿革

1976 年 成立“明昌鋼具”公司，生產鋼製辦公傢俱。

1981 年 轉型生產 DIY 工具箱。

1986 年 工具箱已佔台灣出口市場第一位。

1991 年 董事長榮獲第十四屆青年創業楷模。

1993 年 DIY 工具箱轉型為專業級工具箱。

1994 年 電腦化 MRP 導入，成立總管理處，實施利潤中心制度

1999 年 通過 ISO 9002 品質認證

2003 年 於大陸常州設立工廠

2003 年 資訊化昇級為 ERP 系統與通過 ISO9001 認證  
2004 年 台灣與大陸廠同步擴廠並增加設備

2005 年 成立五金工具箱自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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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整併台灣關係企業，並設立美國西亞圖分公司 Seattle Tools
2007 年 獲得經濟部產品“精品獎”

2007 年 台灣一廠 3 度擴廠完工，創立醫療設備工具箱自有品牌 
2009 年 台灣增設醫療二廠完工

2009 年 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第十二屆小巨人獎

2009 年 獲得經濟部第十六屆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

2009 年 台中縣中小企業工業楷模

2010 年 增設台灣五金三廠

2010 年 榮獲第二十八屆國家傑出經理獎 - 中小企業總經理

2011 年 兩岸百大傑出企業

2012 年 榮獲台中市金手獎

2013 年 成立企業營運總部

2013 年 榮獲第 22 屆台灣精品獎

2014 年 大發廠成立，並成立安美樂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 導入職能導向人力資源體系

2016 年 導入 TPM/TPS 精實生產管理系統

2016 年 榮獲 2016 年金點設計獎、TTQS 企業機構版 銀牌

2017 年 榮獲 2017 德國漢諾威工業設計 IF 設計獎

2017 年 成立 BOXO 美國公司

2018 年 成立美線大發廠，導入智慧生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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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耀與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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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三  星  獎
機關團體類

南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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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優點
1. 學校行政團隊由一群高等教育經驗豐富人士組合而成，共同體現學校全面經營

品質精神與內涵，是學校得以成長茁壯之重要基石。

2. 學校藉由申獎以檢視組織體質，發現長處持續保持，挖掘不足持續改善，過程

之中並完備文件之整備。

3. 學校設定 ABCDEF 六個發展主軸，校務發展依此開展，經檢視校務發展計畫

書，校院系能依此六主軸上下銜接開展。

A: 精進創新教學之領導承諾與作為

B: 深化學輔工作之領導承諾與作為

C: 特色產學研發之領導承諾與作為

D: 建構永續環境之領導承諾與作為

E: 增進全球交流之領導承諾與作為

F: 深耕身心靈平衡之領導承諾與作為

4. 校務經營模式全面鏈結 TQM 核心思維，整體 TQM 架構係由教與學品保、行

政服務品保、環安衛與能源品保、資訊安全品保、財務品保等五項組織而成，

範疇完備足以確保學校之教育經營品質。

5. 以生命教育和環境永續打響學校品牌。生命教育獲得設置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

除深耕校園生命力五大構面 ( 制度面、課程面、教師面、學生面、推廣面 ) 之外，

並向下紮根高中與國中小。環境永續之推動則於 106 年獲得行政院頒發國家永

續發展獎，107 年獲得國家品質獎 - 永續發展典範獎。

6. 為了這次的參獎，學校費了許多心思進行準備工作，從體現 TQM 內涵、文件

準備到審查工作安排，均能體會學校之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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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簡介

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前身為南華管理學院，是佛光山星雲大師於民國 82
年發起「百萬人興學」募款而創設，於民國 85 年 4 月 1 日奉教育部核准立案招生，

同年 8 月 1 日由創辦人星雲大師舉行開校啟教儀式，為「佛光山聯合大學系統」於

國內設立的第一所大學校院。秉持星雲大師「懷具百年樹人之志、回饋十方感恩之

心」，本校在教學品質、教學環境、導師制度及學生人格健全發展等方面均極為重

視，並獲教育部肯定，奉准於民國 88 年 8 月 1 日升格為大學，創下國內學院升格大

學的最短時間紀錄，星雲大師也於民國 91 年獲選為第二屆「十大傑出教育事業家」。

本校創立第一年共設有 2 系 1 所；第二年擴增為 2 系 7 所；第三年增為 4 系 9
所；民國 88 年 8 月 1 日升格為大學後，設管理、人文及社會科學等三個學院；民國

95 年增設科技學院及藝術學院，成為兼具管理、人文、社會、科技及藝術與設計等

學院的綜合性大學，本校發展歷程參圖 1。

圖 1：南華大學學校發展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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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創校宗旨為「公義與公益的大學」，依循該宗旨，前四屆（85 學年度至

88 學年度）學生進入本校就讀，均享有學雜費全免之待遇，前後共達七年不收費。

為善責社會責任，嘉惠學子、獎優扶弱，並因應少子化危機，在董事會全力支持下，

本校自 103 學年度起，針對入學新生全面採行國立大學收費。

在硬體方面，本校於民國 85 年 7 月興建完成第一行政教學大樓「成均館」；民

國 85 年 11 月完成學生宿舍「文會樓」；民國 86 年 7 月完成第二教學大樓「學海堂」、

教職員宿舍「雲水居」及圖書館「無盡藏」、同年 8 月完成學生宿舍「麗澤樓」；

民國 90 年 4 月完成室外綜合球場；民國 92 年 3 月新建完成第三教學大樓「學慧樓」；

民國 93 年 7 月完成「南華九村」學生宿舍，民國 99 年 3 月完成第二期擴校水土保

持工程。董事會並自 102 學年度起，支持本校增建各項硬體設施，於民國 103 年 6
月完成九品蓮花大道景觀工程，民國 104 年 8 月完成有 1,600 床位（其中學生 1,452
床）的「緣起樓」學生及單身職務宿舍，民國 105 年 3 月完成 e 學苑，民國 105 年

9 月完成室外棒球場、民國 106 年 3 月完成第四教學大樓「中道樓」興建及「正行館」

（室內多功能場館）改建、民國 108 年完成「興學紀念館」及民國 109 年完成興建「妙

音樓」，未來將持續推動「三好館」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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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三  星  獎

企業類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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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優點
1. 博智為伺服器、工業電腦、網通產品與積體電路測試板的主要供應商，2017 與

2018 年， 每股盈餘 (EPS) 超過 6 元以上，2020 上半年 EPS 已達到 6.47 元，且

2020 年上半年度公司在 EPS、稅前淨利率、營業利益率、營收年增率、平均每

人營業利益等 11 項財務指標，名列 23 家同業第一，每年配發 50% 以上盈餘股

息給股東，近五年平均配息率為 86%，表現優異。

2. 於工廠內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並進行單位面積產量用電量分析查核、空壓系

統節能改善、更換 IE3 高效率大馬達及高馬力水泵葉輪，節省電力 682,797 度 /
年，全廠用電量降低 1.7%。

3. 公司於 2020 年通過責任商業聯盟 (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 RBA) 認證，

遵行 RBA 行為準則，每年提撥 7% 的盈餘給員工分紅、提供外籍員工機票、支

付當地仲介費、尊重宗教自由，並比照本地員工，供膳宿及年度福利等。

4. 業界首創參與客戶產品訊號完整性 (Signal Integrity, SI) 的開發設計，獲得客戶

高度滿意。依照材料資料庫與生產經驗，提供客戶印刷電路板設計疊構建議，

滿足客戶設計需求，減少打樣後的誤差，提升客戶的黏著度。2019 年被重要客

戶環隆電氣從近千家的所有供應商中，挑選為綜合評比第一名的廠商，獲頒品

質鑽石獎。

5. 公司引進自動化設備，改善製造執行系統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藉著現有設備機器聯網、數據分析、故障預測等，由傳統印刷電路板工

廠邁向設備互聯和柔性系統的智能工廠。

6. 持續導入即時化智能製造管理系統，該系統包含 11 個次系統，即時監控人、機、

料、法、環的各項生產參數，增加設備稼動率，提高量產率至 99%，有效控管

產品失效風險範圍，即時化重點製程監控系統，提升良率。

7. 建立行動設備維護保養系統，有效縮短停機時間 29.7%，設備相同異常再發率

降為 0%，將設備聯網稼動率提升約 9%，生產參數可以即時監控設備故障，反

應時間從 10 分鐘人工通報改善為系統通報 5 秒內完成。導入外觀檢測機進行印

刷電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瑕疵檢測，誤判率從 95% 降至 50%，漏

檢率達到 0.03%，生產效率提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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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應用包括：漲縮預測及虛擬切片，提升首

批壓合作業效率 30%，減少切片報廢率 0.3%，改善金額為 450,000 元 / 月：

內層 DES 製程參數動態調整，減少首件次數，提升效率 33%，首件命中率

70%。

9. 2019 年開始執行設備及聯網專案，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機器聯網達成率為

63%，每小時資料處理量約 32 萬筆，每日數據量約 768 萬筆，為大數據分析與

人工智慧應用奠定良好的基礎。

 經營績效良好，近三年的每股盈餘均在 4.46 元以上，財務結構健全，以 5 億資

本額創造出淨值新台幣 17 億元，市值高達新台幣 72 億元。負債比率持續維持

在 40% 以下，低於同業的 45%-55%。

壹、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簡介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碼：8155) 前稱為嘉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於 1995 年 4 月 26 日，主要業務為印刷電路板 (HDI 板及伺服板 ) 之製造及加工買賣。

主要生產 HDI 盲埋孔板及硬板，為專業生產高層數、高品質之印刷電路板廠商，且

博智的主要股東為仁寶集團與工業電腦大廠研華電腦。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股票

正式上櫃掛牌買賣 ( 股票代碼：8155)。
博智電子董事長：張永青 總經理：洪輝龍   全公司總人數：800 人

博智成立初期主要生產 NB 板等大宗化產品，2009 年開始轉型生產利基型產品，

生產伺服器用板、工業電腦用板、消費性電子產品用板，2013 年退出消費性電子產

品用板業務，現在主要生產伺服器用板、工業電腦用板。在全球市場激烈競爭下，

博智跨入第 25 個年頭，以差異化策略，提供創新服務及建立產品之高品質信賴度，

客戶涵蓋國內外知名一線大廠。

博智於民國 84 年 ( 西元 1995 年 ) 成立，2012 年 12 月 18 日股票正式上櫃掛牌

買賣，以 30 元價格掛牌，博智 (8155) 股價在今 (2020) 年 4 月 17 日攻上 183 元，

從 2015 年 8 月低點 11.75 元開始計算，過去 4 年半的時間裡，博智 (8155) 股價累

計漲幅高達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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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籌碼 K線 )　　圖 0-1：博智股價趨勢圖

貳、主要產品

一、產品與技術簡介

印刷電路板 (Printed Circuit Board：簡稱 PCB) 是組裝電子零組件所使用的基板，

主要作用是藉由印刷電路板所形成的電子線路，將各項電子零組件連接在一起，使

其發揮整體功能，以達中繼傳輸之目的。PCB 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包含有電腦及相

關產業、通訊業、消費電子業、汽車、航太軍用、精密儀表及工業用產品等領域。

二、主要產品介紹

博 智 的 產 品 結 構，

在 2019 年終端應用比重

為伺服器板 70%、工業電

腦板 30%。新產品部分，博智自 2018 年跨足網路交換器 switch 新應用領域，100G 
switch 用板已驗證，400G switch 用板開發階段。

如圖 0-2 所示的電子產品供應鏈為例，博智負責生產印刷電路板，主要供應商

有南亞塑膠的銅箔基板和長春集團的銅箔，

參、主要供應商

其主要原料為基板、銅箔、膠片及金鹽、銅球，採購來源為國內各大廠商，長期

供應關係良好穩定。以最主要原料─基板、膠片而言，基板、膠片主要供應廠商南亞、

聯茂、台燿、華立、台光，銅箔主要供應商長春集團，金鹽、銅球主要供應廠商鴻海、

大展均為國內深具知名商譽的大廠商，與博智已繁衍出良好且長期之穩定供需關係。

圖 02：博智主要產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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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二  星  獎
企業類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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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優點
1. 弘達公司自 1975 年 9 月成立以來，一直秉持著「品質、技術、服務」的經營理

念，專業於品管儀器與檢驗設備的開發研究，是台灣第一家榮獲商檢局 ( 現標

準檢驗局 ) 認證的專業度量衡製造商，為國內檢測設備的領導廠商。

2. 陳董事長與林總經理共同攜手，45 年來帶領公司提升技術、擴充設備，成功開

發了 1,000 多台各類試驗儀器，適用於橡膠業、汽機車零配件業、自行車業、

電線電纜等各行各業，對我國產業界品質的提升，貢獻良多。

3. 弘達自創業以來，即推展海內外並進策略，以自有品牌「HUNGTA」行銷東南

亞及世界各地。依 2018 年的全球機械測試設備市場報告，在世界市場上的主要

機械測試設備製造商，排名第十，與世界一流大廠齊名。

4. 弘達深信技術為銷售的原動力，不斷著力於新產品、新技術之研發與創新，每

年編列營收的 5% 為研發費用，成效良好，近三年計進行 11 項研發計畫 ( 產學

合作計 5 項 )，前瞻佈署，對未來之營運，極有助益。

5. 弘達 45 年來一直重視品質與技術的提升，在品質要求極高的日本市場，近三年

來每年都成長 10~15%，在鋼索及汽車零件行業，已佔一席之地，顯示公司的

產品精良，受到業界肯定。

6. 公司重視社會責任，在環境保護 ( 建廠 7 年無排放汙水紀錄 )、節能減碳 ( 綠化

超過園區要求 80%)、資源回收、社會關懷及員工照顧等方面，都用心投入。

7. 公司在董事長領導下，非常重視品質，品質是第一要求，深信沒有品質就沒有

一切，明訂各部門的品質責任，要求所有公司成員，都承擔品質的責任，品質

觀念已經深植在每一員工的心中，塑造了公司的品質文化。

8. 弘達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董事長真誠對待員工，提供員工健檢、國內外旅遊、

績效獎金、舒適的工作環境等，更秉持「保障全體員工就業機會」的理念，積

極照顧員工 ( 疫情期間，不讓員工少領薪水 )，員工極為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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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HUNGTA INSTRUMENT CO.,LTD 於 1975 年 9 月在台

灣台中市成立，是專業研發製造各類試驗機的專業製造商，建廠以來，一直秉著『品

質、技術、服務』的經營理念，專業於品管儀器與檢驗設備的開發研究，是臺灣第

一家獲得商檢局認證的專業度量衡製造商。

鑒於『品質』是國際性産品的必然趨勢，弘達汲汲鑽研，並與測試中心、大專

院校等合作，將機械系統、電機系統、電子系統、軟體系統、電腦輔助系統等，各

方面的開發與整合，擁有完全的智慧財產與生產能力，45 年以來，成功開發與製造

了近 1000 多台各類試驗儀器。

弘達研製的試驗機適用於工業界包括：橡膠、塑膠、複合材料、鞋業、造紙包

裝業、機械五金業、建材業、汽機車零配件業、電線電纜業及專業的土木技術實驗

室。適用的産品有：汽機車、自行車、摩托車、球具、高爾夫球杆、建築五金材料、

鋼筋混泥土、橋梁、電線電纜、光纖電纜，紡織等作材料物性檢驗及環境試驗。 
近年來科技突飛猛進，競爭激烈，弘達身為傳統產業，知在此洪流中不前進，

就會被淹沒，因此積極尋找外部資源，與台灣中部地區最高等學府，中興大學精密

研究所產學合作，共同開發新產品、新技術，借重學校的學術與研發資源，配合弘

達的設計與製造經驗，找尋下個世代的產品，經多年的合作，獲的初步成效，並於

2019 年獲科技部頒產學成果簡報特優獎，及台中市政府優良企業廠商。如圖 1 所示。

圖 1：弘達產學合作獎及優良企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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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標準化是未來趨勢，弘達努力於力校正實驗室，在 1989 年建立符合 ISO 
GUIDE 25 (ISO 17025) 標準，並獲 CNLA (TAF) 編號：0002 校正實驗室通過認可，

並與工研院量測中心合作研發製造 50 000 kg 高準確度荷重元校正用靜砝碼標準機，

使產品之精度、技術獲得更高的信賴與肯定。如圖 2 所示。

弘達力校正實驗室也符合 ILAC 認證，此認證是依據公認標準對執行特定活動

之符合性評鑑機構提供獨立的評估，以確保其公正性與能力。藉由採由國家標準或

國際標準，政府採購者及消費者對於校正結果、試驗結果、檢驗報告及驗證證書等

具有信心，促進認證與符合性評鑑之國際化。

圖 2： 弘達力校正實驗室與量
測中心共同開發靜靜砝

碼標準機

弘達深切體認提升品質管理與知識，藉以提升市場位階，於 2006 年起，接受工

研院量測中心協助，推行 TQM 往優良企業邁進，弘達推行『全面品質管理』，找

出公司「 經營成本」 與 「競爭優勢」，進行改造與升級，強化「競爭策略」及「經

營方針」，快速的提升經營績效、增加利潤、進而強化公司組織，以品質為核心，

致力達成客戶滿意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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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二  星  獎
機關團體類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
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49

評審優點
1. 桃園市政府於民國 100 年成立客家事務局，推動桃園市客家語言傳承及發展客

家文化活動，負責經營客家文化館，整合在地資源及輔導客家產業計畫，促進

客庄經濟成長，建構桃園客家永續發展環境。近年在施政主軸及推動各項策略，

執行客家相關方案及客語推廣活動上，具有顯著之成效。

2. 在既有公務體系下，客家事務局能主動透過參與政府服務品質獎、機關檔 案管

理評核，經由外審委員檢核組織運作及效能，參與各項評核過程找出問題，以

提出具體有效的改善方法，持續推動各項客家事務相關項目，提升整體服務品

質，難能可貴。

3. 以「客家走入生活、客家結合城市、客家連結歷史」為目標，從桃園開始行銷

客家，讓客家成為台灣魅力的象徵，歷經九年來已讓更多人認識客家文化、參

與客家活動，並奠立桃園客家族群的特色。

4. 桃園市客家事務局透過持續參與政府服務獎、機關檔案管理評核，檢核組織運

作及效能並提升整體服務品質，「106-107 年客語整體發展計畫」客委會評核

「前期推動情形」獲得特優、參加「108 年度推動客語為通行語」評核獲得全

國「績優」。

5. 為鼓勵大眾發揮創意針對客家文化提出創新方案，辦理「客家創新提案競賽活

動」，彙整創新構想作為客家文化推動之參考，多様建議方案傳承地方藝文活

動、繁榮客庄地方經濟、客家文化向下扎根，成功行銷客家文化。

6. 兼顧年長者及學童的需求，輔導成立 20 個「伯公照護站」有效服務健康及亞健

康之長者，各個站點每週服務二到五天，總計服務人數 948 人，於寒暑假舉辦

客家魔法營活動，增進學生對客家文化之參與及認同，今年暑假共舉辦三校四

案之暑期魔法營。

7. 將員工視為機關重要的資產，整修辦公廳舍提供員工舒適的辦公環境，在局務

會議公開表揚表現優良的同仁，員工滿意度調查多個項次高於全國平均值。客

家事務局員工人數不多，每年仍組隊參加市長盃公教人員相關運動競賽凝聚團

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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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重視舉辦活動的品質，舉辦活動均按檢核表查檢，所有活動結束 30 日內召開檢

討會議，彙整同仁、承辦廠商及參與民眾的意見持續改善作為下次活動參考。

9. 近三年執行「國家級台 3 線客庄浪漫大道」計畫強化客家文化，推動客家語言

復甦，強化扎根推廣工作，積極鼓勵桃園市 700 名客語薪傳師投入教學，近三

年報考及通過客語能力認證人數逐年提升。開辦客家知識學院於客庄廣開研習

及體驗課程融入在地客庄特色，近三年參與人數均達 12,000 人以上。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簡介

新穎時尚的建築外觀、綠意盎然的園區景緻，座落於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的桃

園市客家文化館園區，最初為龍潭區在民國 86 年向桃園市政府提報之專案。該案

提報本館為鄉鎮級文化設施，館名定為「龍潭區客家文物館」，後經由桃園縣縣務

會議決議，考量本館定位與營運範疇，將本館定位為「縣級」文化設施，隸屬於桃

園縣政府文化局。後桃園縣於 103 年底升格為直轄市，遂更名為「桃園市客家文化

館」。

桃園市客家文化館主體建築於民國 94 年年底完工，並於 97 年 3 月起陸續開放

展館供民眾參觀，97 年 9 月配合桃園市客家文化節正式全面開放營運。民國 100 年

本局成立後便進駐於此，以加強活化經營客家文化館並統籌辦理客家事務，致力提

供民眾更優質的館舍文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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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二  星  獎
企業類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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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優點
1. 創辦人李世傑先生係精密機械設備業務人員出身，民國 84 年於台中創辦新虎將

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秉持精準、效率、專業的精神，生產精密銑床、CNC
高速機。公司長年以來秉持「追求的是最高品質，做最好的產品，不以價格取

勝，而是以質說服客戶，讓顧客滿意。」此一信念，生產高精度的產品，公司

成長穩健，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對於此次參獎，主要是抱持著檢視公司自

身體質的想法。

2. 公司位於台中市外埔區，占地 8,000 餘坪，辦公室與廠區環境非常清幽乾淨。

除了台灣總公司之外，另有大陸浙江紹興分公司，以及位於大陸浙江省、江蘇

省、廣東省、山東省的銷售據點。銷售範疇涵蓋亞洲、歐洲、美洲。

3. 公司願景在於成為台灣工具機的代言人，不追求成為最大的工具機製造廠，而

是追求高生產品質。自 88 年起，積極投入高速機的研發，使高速機成為公司的

優勢，也是公司的利基，產品的精度與重覆定位精度的品質要求高於國際與同

業標準，因此近兩年工具機產業雖然不景氣，但公司受衝擊的程度低於同業。

4. 公司重視產品的研發，研發費用佔營收達 4.57%，且已獲得 20 項專利，並訂定

「智慧機械、預知預防」等五大發展方向，對於產品技術提升的投入頗為積極，

幾乎每隔五年都會有新機台產品問市。民國 84 年迄今，陸續開發了精密型砲塔

式銑床、CNC 高速加工中心機 GT-105V、GT-875-5AX…、CNC 五軸車銑複

合加工中心機 GT-ML800 等產品，其中 GT-ML800 獲頒第 17 屆國家品牌玉山

獎最佳產品類。此外，105 年亦獲得台中市頒發優良企業「台中市金手獎」。

5. 公司成立應用中心，針對顧客的問題，提供最佳解決方案，以實物製作，呈現

精密加工實力，獲得客戶的信心與好評。

6. 對於員工極力照顧，如生日禮金、結婚禮金、生育補助、年節獎金、年終獎金、

團體保險、員工旅遊、免費午餐、晚餐等，同時提供舒適及安全的工作環境與

宿舍餐廳，並將獲利至少 10% 與員工共享。因此員工對公司頗為滿意。

7. 「追求最高品質，做最好的產品」亦是公司的品質政策，經由經營者、主管的

長期宣導與要求，已成為全員的共識，形成了重視品質的企業文化。公司於民

國 93 年即已導入 ISO9001 品質管理系統，並於民國 109 年開始導入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與 45001 職安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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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非常重視社會責任，公司提供勤益科大、大甲高工、富春國小獎助金，捐贈台

中市義勇消防救災設備，且對廠商協進會、大甲鎮瀾宮、開天宮等經常捐贈，

保護回饋社會，不遺餘力。另對環境綠化、資源回收、架設太陽能板、節能省

電，亦頗為積極，值得肯定。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創辦人李世傑先生從一個站在第一線面對使用者的業務，到成立新虎將機械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 84 年成立以來，秉持「精準、效率、專業」的精神，生產

精密銑床、CNC 高速機，歷經 20 餘年的經營發展，CNC 高速機強調高精度、快速

進給及高速切削等特性，採高剛性機台再搭配高轉速主軸的架構為台灣工具機業最

早開發，現已成為各大工具機廠研發設計的主要方向。

專精製造精密機械設備，在產品生產過程中，不管是遇到資金不足，還是產品

無法如期交貨等難關，總是以 [ 誠懇 實在 守信 ] 的精神面對，也因為秉持這個精神，

得到客戶的信賴。

在產品的開發上，也以 [ 務實，創新，超越 ] 的態度，才能在精密機械設備市

場上佔有一席之地，得到廣大客戶的肯定，達到共贏的成果。

提供舒適及安全的工作環境，全廠空調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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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虎將事高速機的製造已逾 25 年，對未來，在產品開發方面，有著明確的目標，

逐步朝著智慧機械及高精度邁進，提供更好、更方便、更值得信賴的產品。

在公司經營方面，本著穩健、踏實、積極和負責的態度，做好全面品質管理，

讓公司高獲利，員工高福利，並且提供更多的資源善盡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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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經營品質獎

二  星  獎
企業類

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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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優點
1. 碩陽電機成立於 2002 年，從事精密馬達、醫療用馬達、電動輪椅及電動代步車

馬達、傳動系統之設計與製造，以自有品牌 Motion Tech. Motors 行銷全球 20
餘國，經營績效良好，近三年的每股盈餘分別為 4.16 元、4.08 元、2.77 元，曾

獲得第 20 屆小巨人獎、27 屆磐石獎及 42 屆創業楷模獎的殊榮。

2. 採取藍海策略，專注少量、多樣、精密、高品質、客製需求高的電動輪椅、電

動代步車產業。創新產業模式，不只銷售馬達，提供客戶的是一個完整的動力

模組方案 (Total Solution)，在電動輪椅、電動代步車產業全球市佔率 35%，國

內市佔率超過 90%。

3. 於 109 年 9 月 8 日通過經濟部 A+ 企業創新研發淬煉計畫 : 整合型研發 - 小型電

動掃街車開發計畫，將透過與工研院技術合作，進行底盤設計與整車系統開發，

並整合聯盟廠商的高效率集塵系統與電池模組，完成國產化小型電動掃街車與

關鍵零組件的開發。

4. 在策略規劃與創新方面，碩陽以公司自產的馬達為中心，整合自行研發的減速

機及各零配件供應商，提供客戶完整且符合規格需求之產品，為顧客降低成本，

提升整體服務品質，突破內銷限制並開展國際市場，重視研發創新共獲得 26 件

專利。

5. 在顧客與市場方面，藉由與韓國 Rehabcare、中國浙江鼎力、荷蘭 Sunrise 及德

國 Otto bock 等國際大廠的連繫與合作開發，瞭解各市場領域中的主力產品規

格，並且借助業務市場預測回饋措施的建置，加快市場回應速度，達成少量、

多樣、短交期產品的核心競爭力。

6. 在資源管理方面，與成功大學馬達科技中心、中原大學工業工程學系及台北商

業大學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進行多年的產學合作計畫；106 年獲得智慧電

動車產業輔導推廣計畫，增加產值 1 千 5 百萬元，通過三件專利，增加就業人

數三人，促進投資 3 百萬元；108 年通過 SBIR 計畫，完成具叫車功能之爬梯助

行器研發聯盟計畫。重視員工福利，公司每年提供 5% 至 10% 股份供員工認購

，獲利的 20% 作為員工獎金酬勞，近三年員工留任率自 82% 持續提升至 91%
，公司成立以來無任何勞資爭議產生。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6屆年會
高雄市分會第 45屆年會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20)

58

7. 在營運管理方面，以計畫、採購、製造、配送、退貨五大基本策略有效地進行

供應商管理，並與採購、技術及品保部門密切配合，從新供應商的評鑑、供應

商評比、實地稽核與輔導等各種溝通管道，共同建構更具競爭力、安全可靠之

供應鏈。

8. 資訊管理系統規劃完整，包括碩陽資源規劃、顧客關係管理、供應商管理、供

應鏈管理及運輸系統等公司訂定資訊 E 化及無紙化標準提升送件效率，落實電

子化表單進而做到各項管控節省人力迅速確實，提升工作效率，2019 年資訊系

統的可用率為 98%。

9. 在經營績效成果方面，2017 至 2019 年之純益率分別為 5.89%、7.18% 與 7.07%，

每股盈餘為 4.16、4.08 及 2.77 元，2020 年受疫情影響上半年每股盈餘也有 1.14
元，經營績效良好。

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簡介

公司名稱 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MOTION TECHNOLOGY ELECTRIC & MACHINERY CO., LTD. 
資本總額 ( 元 ) 300,000,000
實收資本額 ( 元 ) 167,660,000
成立時間 西元 2002 年

經營據點 總部設於桃園市中壢區內定里內定 20 街 76 巷 72 號

生產工廠 台灣 / 中壢 & 大陸 / 無錫 ( 組裝 )
經營項目 直流有刷馬達、直流無刷馬達、驅動器、控制器、減速機、

等相關傳動系統

員工人數 160 人

《品質認證&獎項》
ISO-9001:2015( 國際品質管理系統 )、ISO-14001:2015( 國際環境管理系統 )、
ROHS 2.0 ( 有害物質限用指令 )、REACH SVHC 205 項 ( 高度關注物質限制 )、
CE 認證 ( 工業 & 醫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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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獲得【國際 TUV Rheinland 認證】&【鄧白氏中小企業菁英獎】( 連續

6 年獲獎 )
2017 年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第 20 屆小巨人獎】

2018 年獲得【第 27 屆國家磐石獎】

2019 年獲得【第 42 屆創業楷模獎】

《海外主要銷售國家》

《主力產品馬達說明》

　 有刷馬達 無刷馬達

馬達外徑 ψ63~ψ124 BL42~BL180

IP等級 IP44 IP54

電壓 12V~220V 24VDC / 48VDC  110VAC / 220VAC

輸出功率 20W~1500W 15W~5000W

減速比 3~180比 3~180比

轉速 700~7000RPM 500~22000RPM

額定扭矩 1~50kg-cm 0.5~239kg-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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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Q ARE-QP
Recognition for Excellence in Quality Practice Award 

亞洲品質網絡　卓越品質實務典範獎

2009 台中澄清醫院（中港院區）

2011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元智大學

2014 力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弘光科技大學

 達佛羅企業有限公司

2019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ANQ Ishikawa-Kano Award (IKA) 
亞洲品質網絡石川—狩野獎

2015 鍾朝嵩
2017 楊錦洲（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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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論文獎

論文題目： 運用統計方法於品質事件風險評估與決策制定：以 TFT-LCD 驅動 IC
之 分 屏 不 良 問 題 為 例 (Applying Statistical Method in Risk Assess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Quality Event : The Case of Abnormal Display 
Problem in TFT-LCD Driver IC)

期刊編號：品質學報 Volume 26, No. 6, December 30, 2019.
作　　者：莊寶鵰、黃仕慶

論文題目：A Loss-Based Control Chart ( 新的損失管制圖 )
期刊編號：品質學報 Volume 27, No. 2, April 30, 2020.
作　　者：楊素芬、盧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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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品質博碩士論文獎

碩士論文 -金帶獎

論文題目： 應用深度學習方法於工業機械手臂預後健康管理實證案例之研究 (Deep 
Learning for Prognostic Health Management and Empirical Study in 
Industrial Robotic Arms)

作　　者：葉怡青　　　指導教授：許嘉裕　　學校：台北科技大學

論文題目： 結合機器學習分類器與 EPC 以辨識 MIMO 製程之錯誤來源 (Combining 
Machine Learning Classifiers with EPC to Identify the Sources of Faults 
for an MIMO Process)

作　　者：林雁珺　　　指導教授：邵曰仁　　學校：輔仁大學

碩士論文 -銀帶獎

論文題目： 發展以馬氏距離為基的線上估計模式於電動車電池健康狀態的評

估  (Development of an Online SOH Estimation Model Based on 
Mahalanobis Distance for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作　　者：李家瑩　　　指導教授：王建智　　學校：明志科技大學 

論文題目： 應用分析網路程序法建構供應商評選模式 - 以 D 公司為例 (Developing 
Supplier Selection Mode by using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 D 
Company Case)

作　　者：黃杰睿　　　指導教授：鄭春生　　學校：元智大學

論文題目： 基於車輛診斷系統在駕駛行為異常分析之研究 (The Study of Abnormal 
Driving Behavior Analysis Based on Vehicle OBD-II System)

作　　者：何姿瑩　　　指導教授：王建智　　學校：明志科技大學

論文題目： 以製程損失在非常態分配資料下選擇製程 (Process Selection Based on 
Process Loss under Non-Normal Data)

作　　者：蔡火煉　　　指導教授：林真如　　學校：元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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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論文 -銀帶獎

論文題目： 應用時間序列模型於銷售數量預測分析之實證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f Sales Volume Prediction Analysis Using Time Series Modeling)

作　　者：簡均樺　　　指導教授：王建智　　學校：明志科技大學

論文題目： 血管型失智症男性病患之照護目標需求組合－以中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Care Targets of Combination for Patients with Vascular Male Dementia 
A Case Study in a Medical Center in Central Taiwan.)

作　　者：張豪芳　　　指導教授：吳信宏　　學校：彰化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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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陽產學應用論文獎

第一名

論文題目： 利用機器學習演算法監控聚酯纖維紡絲製程之黏度以提升產品品質

作　　者：鄭春生、張勝斌、邱子宸

第二名

論文題目：基於深度學習與機器視覺之電鍍產品表面瑕疵檢測

作　　者：陳郁文、許景貿

第三名

論文題目： Defect Inspection by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and Empirical Study 
in Printed Circuit Board Manufacturing

作　　者：吳坤霖、許嘉裕

佳　作

論文題目：應用二維圖像時間序列於紡織業染整機異常偵測模式之實務研究

作　　者：王建智、郭啟鴻

論文題目：利用集成學習於偵測染整廠染缸纏車發生預警之實務應用

作　　者：王建智、李昱勳

論文題目： 應用人工智慧技術於 SMT 點膠製程參數之推力最佳化

作　　者： 張志平

論文題目： 應用 Kano 模型與 SIPA 以探討起士蛋糕之關鍵品質屬性

作　　者： 呂執中、王奕凱、張哲銓、林英瑛

論文題目： 產品加速壽命資料分析以 R 語言為例

作　　者： 許智偉、孫婉庭、許芳慈、蘇明鴻

論文題目： 運用六倍標準差做銑床加工電動車關鍵零件品質改善之研究 - 以 A 公司

為例

作　　者：黃喬次、林文燦、陳冠穎、吳亞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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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劉宏義

中國鋼鐵公司綠能與系統整合研究發展處 處長
題綱：

˙ 鋼鐵材料應用特性及生產製程

˙ 工業 4.0 與智慧製造

˙ 中鋼智慧製造之學習進路

˙ 中鋼智慧製造策略與實作

˙ 中鋼智慧製造的初步成長

˙ 執行經驗總結與問題分享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博士

經歷：

中國鋼鐵公司 工程師、研究員、室長、組長、副處長、處長

宏利汽車部件公司 總經理

長春崨科汽車部件公司 總經理

現職：

中國鋼鐵公司 綠能與系統整合研究發展處 處長

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 / 常務理事

地址：高雄市小港區中鋼路 1 號

電話：07-8051208
傳真：07-8070621

專題演講 I專題演講 I
中鋼在智慧製造推動的經驗中鋼在智慧製造推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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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陳俊銘

日月光半導體公司 品管副總經理
題綱：

˙ 智慧工廠

˙ 品質防禦連結 CIM
˙ CIM 於品質管控執行應用

˙ Smart QA Thinking

學歷：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科學研究所 碩士

經歷：

日月光半導體公司 22 年

製造品管工程師 / 設計品管主任 / 供應商品質管理經理

製造工程處長

客戶工程整合 資深處長

品管 副總

現職：日月光半導體公司 品管副總經理 

地址：高雄市楠梓區經三路 26 號

電話：07-3617131 分機 : 11018

專題演講 II專題演講 II
電腦整合製造下的智慧品管演進電腦整合製造下的智慧品管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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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理監事暨學會會務工作人員名錄

第一屆（53－ 54年）
理 事 長：李國鼎 常務監事：高禩瑾

理　　事：施政楷　宋文襄　李柏齡　吳道艮 監　　事：武希聖　劉謙泰

　　　　　吳玉印　馬東民　趙國才　徐孳昌 總 幹 事：施政楷

第二屆（54－ 55年）
理 事 長：吳道艮 常務監事：武希聖

理　　事：李國鼎　宋文襄　吳玉印　張源漳 監　　事：李柏齡　趙國才

　　　　　馬東民　王崑山　陳遠普　劉謙泰 總 幹 事：施政楷　徐啟行

第三屆（55－ 56年）
理 事 長：吳道艮 常務監事：向賢德

理　　事：李國鼎　宋文襄　張源漳　馬東民 監　　事：李柏齡　武希聖

　　　　　吳玉印　徐啟行　徐孳昌　劉謙泰 總 幹 事：胡永組

第四屆（56－ 57年）
理 事 長：吳道艮 常務監事：宋文襄

理　　事：李國鼎　吳玉印　張源漳　劉謙泰 監　　事：馬東民　向賢德

　　　　　徐啟行　徐孳昌　周春諒　李　堯 總 幹 事：胡永組　徐啟行

第五屆（57－ 58年）
理 事 長：高禩瑾 常務監事：宋文襄

理　　事：李國鼎　吳道艮　張源漳　馬東民 監　　事：向賢德　王崑山

　　　　　吳玉印　陳志炘　程福檮　李登梅 總 幹 事：徐啟行

　　　　　魯庭樹　李　堯

第六屆（58－ 59年）
理 事 長：高禩瑾 常務監事：宋文襄

理　　事：李國鼎　張源漳　吳玉印　馬東民 監　　事：向賢德　王崑山

　　　　　趙國才　李登梅　王大倫　魯庭樹 總 幹 事：徐啟行

　　　　　徐啟行　陳寬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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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屆（59－ 60年）
理 事 長：高禩瑾 常務監事：宋文襄

理　　事：吳玉印　馬東民　林秀雄　劉　振 監　　事：向賢德　鍾清章

　　　　　張源漳　趙國才　徐啟行　李登梅 總 幹 事：徐啟行

　　　　　呂則仁　魯庭樹

第八屆（60－ 61年）
理 事 長：傅貽椿 常務監事：高禩瑾

理　　事：宋文襄　吳玉印　劉　振　馬東民 監　　事：向賢德　王崑山

　　　　　林秀雄　施政楷　陳宗梯　鍾清章 總 幹 事：徐啟行

　　　　　徐啟行　張源漳

第九屆（61－ 62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傅貽椿　宋文襄　吳玉印　馬東民 監　　事：向賢德　王崑山

　　　　　劉　振　高禩瑾　徐啟行　荊正維 總 幹 事：徐啟行

　　　　　鍾清章　魯庭樹

第十屆（62－ 63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趙國才

理　　事：劉　振　吳玉印　高禩瑾　宋文襄 監　　事：陳宗悌　吳昌樑

　　　　　馬東民　鍾清章　徐啟行　傅貽椿 總 幹 事：徐啟行

　　　　　魯庭樹　李　堯

第十一屆（63－ 64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徐啟行　劉　振　陳正平　宋文襄 監　　事：高禩瑾　傅貽椿

　　　　　吳玉印　馬東民　杜雲仙　趙國才 總 幹 事：徐啟行

　　　　　鍾清章　房克成

第十二屆（64－ 65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劉　振　徐啟行　房克成　魯庭樹 監　　事：高禩瑾　吳玉印

　　　　　吳昌樑　陳正平　杜雲仙　宋文襄 總 幹 事：徐啟行

　　　　　陳宣泰　黃清孝 幹　　事：林英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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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65－ 66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高禩瑾

理　　事：徐啟行　劉　振　房克成　宋文襄 監　　事：陳宗悌　韋永寧

　　　　　陳正平　荊正維　魯庭樹　王晃三 總 幹 事：徐啟行

　　　　　黃清孝　林宗華 幹　　事：林英賢

第十四屆（66－ 67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徐啟行　王晃三　房克成　陳寬仁 監　　事：高禩瑾　王崑山

　　　　　荊正維　宋文襄　林宗華　魯庭樹 總 幹 事：徐啟行

　　　　　劉　振　陳正平 幹　　事：林英賢

第十五屆（67－ 68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徐啟行　房克成　荊正維　宋文襄 監　　事：高禩瑾　傅貽椿

　　　　　王晃三　陳正平　陳寬仁　劉　振 總 幹 事：徐啟行

　　　　　魯庭樹　張宗賜 幹　　事：林英賢

第十六屆（68－ 69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徐啟行　房克成　荊正維　陳寬仁 監　　事：孫葆銓　吳昌樑

　　　　　宋文襄　劉　振　陳正平　黃清孝 總 幹 事：徐啟行

　　　　　陳文哲　張宗賜 幹　　事：林英賢

第十七屆（69－ 70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陳宗悌

理　　事：宋文襄　徐啟行　房克成　陳文哲 監　　事：鍾清章　吳昌樑

　　　　　荊正維　陳寬仁　陳正平　蘇義雄 候補監事：孫葆銓

　　　　　劉　振　盧瑞彥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張宗賜　鍾朝嵩　林宗華 幹　　事：林英賢

第十八屆（70－ 71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常務監事：房克成

理　　事：宋文襄　徐啟行　陳寬仁　蘇義雄 監　　事：鍾清章　黃清孝

　　　　　白賜清　陳文哲　劉　振　林公孚 候補監事：孫葆銓

　　　　　張宗賜　陳俊卿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陳正平　荊正維　許武雄 幹　　事：林英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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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71－ 72年）

理 事 長：施政楷　宋文襄 常務監事：房克成

理　　事：徐啟行　陳文哲　蘇義雄　白賜清 監　　事：鍾清章　王治翰

　　　　　陳寬仁　劉健雄　劉　振　林公孚 候補監事：黃清孝

　　　　　陳俊卿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陳樹勛　張宗賜　盧瑞彥 幹　　事：林英賢

第二十屆（72－ 73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房克成

理　　事：徐啟行　白賜清　蘇義雄　陳寬仁 監　　事：鍾清章　王治翰

　　　　　劉健雄　陳文哲　劉　振　葉若春 候補監事：黃清孝

　　　　　陳俊卿　楊金福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陳樹勛　葛建業　邱羅火 副總幹事：林英賢

 幹　　事：楊雪芬

第二十一屆（73－ 74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房克成

理　　事：徐啟行　白賜清　劉　振　陳寬仁 監　　事：王治翰　鍾清章

　　　　　蘇義雄　陳俊卿　葉若春　陳文哲 候補監事：趙民德

　　　　　王晃三　劉健雄 總 幹 事：徐啟行

候補理事：楊金福　盧瑞彥　劉仲勛 副總幹事：林英賢

 幹　　事：楊雪芬

第二十二屆（74－ 75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王治翰

理　　事：房克成　陳寬仁　白賜清　劉　振 監　　事：張有成　鍾清章

　　　　　葉若春　陳文化（前）　　王晃三 候補監事：黃清孝

　　　　　楊金福　陳文哲　蘇義雄　劉健雄（後） 總 幹 事：房克成

候補理事：劉仲勛　陳樹勛 副總幹事：林英賢

 秘　　書：胡志鵬

 幹　　事：楊雪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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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屆（75－ 76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王治翰

理　　事：房克成　陳寬仁　白賜清　劉　振 監　　事：張有成　鍾清章　黃清孝

　　　　　王晃三　陳文哲　蘇義雄　楊金福 　　　　　陳樹勛

　　　　　陳俊卿　葉若春　劉健雄　張宗賜 候補監事：吳昌樑　孫葆銓

　　　　　劉漢容　顧振國 總 幹 事：房克成

候補理事：盧瑞彥　韋　端　王英一 副總幹事：林英賢

 秘　　書：張天鐸

 幹　　事：楊雪芬

第二十四屆（76－ 77年）
理 事 長：宋文襄 常務監事：王治翰

理　　事：房克成　陳寬仁　白賜清　劉　振 監　　事：張有成　鍾清章　黃清孝　周滄溟

　　　　　王晃三　陳文哲　蘇義雄　楊金福 候補監事：陳樹勛　趙民德

　　　　　陳俊卿　胡裕同　劉健雄　張宗賜 總 幹 事：房克成

　　　　　官生平　廖方覩  副總幹事：林英賢

候補理事：盧瑞彥　盧淵源　盛其安 秘　　書：張天鐸

 幹　　事：楊雪芬

第二十五屆（77－ 78年）
理 事 長：胡裕同 常務監事：張有成

常務理事：蘇義雄 監　　事：黃清孝　周滄溟　葉若春　趙民德

理　　事：白賜清　劉健雄　楊金福　張宗賜 候補監事：陳樹勛　王大倫

　　　　　陳俊卿　官生平　廖方覩 　盧瑞彥 總 幹 事：房克成

　　　　　張定昌　林公孚　廖本盛　盧淵源 副總幹事：林英賢

　　　　　盛其安 秘　　書：張天鐸

候補理事：鍾漢清　趙　清　莊泰旭 幹　　事：楊雪芬　趙嘉媛

第二十六屆（78－ 79年）
理 事 長：胡裕同 常務監事：葉若春

常務理事：鍾清章 監　　事：周滄溟　趙民德　楊正華　趙　清

理　　事：楊金福　官生平　廖方覩 　盧瑞彥 候補監事：蘇耀新　林文仁

　　　　　張定昌　林公孚　廖本盛　盧淵源 總 幹 事：房克成

　　　　　盛其安　房克成　王晃三　陳漢棟 副總幹事：林英賢

　　　　　來新陽 秘　　書：張天鐸

候補理事：王學文　許川平　謝財源 幹　　事：楊雪芬　趙嘉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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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屆（79－ 80年）
理 事 長：王治翰 常務監事：葉若春

常務理事：鍾清章 監　　事：趙民德　楊正華　趙　清　林文仁

理　　事：張定昌　林公孚　廖本盛　盧淵源 候補監事：黃清孝　陳世璉

　　　　　盛其安　房克成　王晃三　陳漢棟 總 幹 事：房克成

　　　　　來新陽　張有成　白賜清　陳天鑫 副總幹事：林英賢

　　　　　謝財源 秘　　書：張天鐸

候補理事：謝天下　陳文哲　蘇義雄 幹　　事：楊雪芬　趙嘉媛

第二十八屆（80－ 81年）
理 事 長：王治翰 常務監事：林文仁

常務理事：來新陽 監　　事：楊正華　趙　清　黃清孝　官生平

理　　事：房克成　鍾清章　王晃三　陳漢棟 候補監事：劉宜貴

　　　　　張有成　白賜清　陳天鑫　謝財源 秘 書 長：房克成

　　　　　廖方覩　蘇義雄　何耀成　陸正平 副秘書長：林英賢

　　　　　鍾漢清 秘　　書：張天鐸

候補理事：陳文哲　王宗華　黃瑞耀 幹　　事：楊雪芬　趙嘉媛

第二十九屆（81－ 82年）
理 事 長：白賜清 常務監事：宋文襄

常務理事：葉若春 監　　事：林文仁　黃清孝　官生平　謝天下

理　　事：王治翰　張有成　陳天鑫　謝財源 候補監事：趙民德

　　　　　廖方覩　蘇義雄　何耀成　陸正平 秘 書 長：房克成

　　　　　鍾漢清　盧淵源　蘇錦夥　王宗華 副秘書長：林英賢

　　　　　盛其安 高級專員：陸正平

候補理事：陳龍祥　汪興度　翁田山 秘　　書：張天鐸

 幹　　事：楊雪芬　荊德強

第三十屆（82－ 83年）
理 事 長：王晃三 常務監事：宋文襄

常務理事：高辛陽　蘇義雄 監　　事：黃清孝　官生平　謝天下　周滄溟　

理　　事：廖方覩　何耀成　陸正平　鍾漢清 　　　　　陳文哲　趙民德

　　　　　葉若春　盧淵源　蘇錦夥　王宗華 候補監事：劉漢容

　　　　　盛其安　鍾清章　葉　甦　翁田山 秘 書 長：房克成

　　　　　黃瑞耀　田墨忠　張志猛　陳耀茂 副秘書長：林英賢

　　　　　楊金福　劉宜貴 高級專員：陸正平

候補理事：林清風　來新陽　吳徽燦　林進宗 秘　　書：張天鐸　郭汗文

 幹　　事：楊雪芬　荊德強　張文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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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屆（83－ 84年）
理 事 長：王晃三 監　　事：宋文襄　周滄溟　陳文哲　趙民德

常務理事：高辛陽　鍾清章 　　　　　張有成　廖方覩

理　　事：葉若春　盧淵源　蘇錦夥　王宗華 候補監事：陳世璉

　　　　　盛其安　葉　甦　翁田山　黃瑞耀 秘 書 長：翁清水

　　　　　田墨忠　張志猛　陳耀茂　白賜清 副秘書長：林英賢

　　　　　王治翰　房克成　林清風　葉雄雲 高級專員：陸正平

　　　　　廖本盛　陳漢棟 專　　員：金　明

候補理事：林茂賜　劉立中　劉漢容 秘　　書：郭汗文

常務監事：謝天下 幹　　事：楊雪芬　荊德強　張文煌

第三十二屆（84－ 85年）
理 事 長：鍾清章 候補監事：陳世璉

常務理事：高辛陽　王治翰 秘 書 長：翁清水

理　　事：王晃三　翁田山　田墨忠　張志猛 副秘書長：林英賢

　　　　　陳耀茂　白賜清　房克成　林清風 高級專員：陸正平

　　　　　葉雄雲　廖本盛　陳漢棟　林茂賜 專　　員：金　明

　　　　　劉立中　劉漢容 秘　　書：郭汗文

常務監事：張有成 幹　　事：楊雪芬　荊德強　張文煌

監　　事：周滄溟　陳文哲　趙民德　廖方覩 

第三十三屆（85－ 86年）
理 事  長：高辛陽 常務監事：鍠清章

常務理事：王治翰　白賜清 監　　事：周滄溟　張有成　廖方覩 　劉漢容

理　　事：房克成　林清風　葉雄雲　廖本盛 候補監事：黃清孝

　　　　　陳漢棟　林茂賜　陳世璉　盧瑞彥 秘 書 長：謝財源

　　　　　蔡耀宗　王萬興　關季明　蘇朝墩 副秘書長：林英賢

　　　　　張文貴　盧淵源 高級專員：陸正平

候補理事：楊錦洲　王宗華　李景文 專　　員：陳玄岳　楊雪芬　荊德強　張文煌

 辦 事 員：劉美玲

第三十四屆（87－ 89年）
理 事 長：葉若春 常務監事：王晃三

常務理事：盧淵源　張有成 監　　事：王萬興　宋文襄　林清風　陳漢棟

理　　事：張志猛　陳世璉　廖方覩　黃清孝 候補監事：高辛陽

　　　　　劉漢容　蘇錦夥　蔡耀宗　張文貴 秘 書 長：關季明

　　　　　盧瑞彥　張文昌　王宗華　陸正平 副秘書長：林英賢

　　　　　劉黎宗　陶樹令 專　　員：陳玄岳　楊雪芬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楊錦洲 　　　　　張文煌

 幹　　事：劉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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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90－ 92年）
理 事 長：王治翰 常務監事：宋文襄

常務理事：王晃三　高辛陽 監　　事：盧淵源　白賜清　張文貴　陳世璉

理　　事：鄭清門　張有成　黃清孝　劉黎宗 候補監事：盧瑞彥

　　　　　楊錦洲　林清風　廖方覩　張哲茂 秘 書 長：關季明

　　　　　陸正平　高　旭　陳漢棟　李景文 副秘書長：林英賢

　　　　　張文昌　林公孚 專　　員：陳玄岳　楊雪芬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沈正堅　蔣大成　陳玄愷 　　　　　張文煌

 幹　　事：劉美玲

第三十六屆（93－ 95年）
理 事 長：盧淵源 常務監事：張有成

常務理事：宋文襄　張文貴 監　　事：劉黎宗　黃清孝　葉若春　廖方覩

理　　事：白賜清　張哲茂　陳玄愷　林清風 候補監事：陸正平

　　　　　高辛陽　陳漢棟　蔣大成　盧瑞彥 秘 書 長：關季明

　　　　　王晃三　林榮瑞　趙金勳　蔡易甫 副秘書長：林英賢

　　　　　蔡耀宗　楊錦洲 專　　員：陳玄岳　楊芯瑜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陳寬仁　陳善德　陳文魁 　　　　　張文煌

 幹　　事：劉美玲

第三十七屆（96－ 98年）
理 事 長：張文貴 常務監事：張有成

常務理事：盧淵源　劉黎宗 監　　事：宋文襄（96 年）　高辛陽　張哲茂

理　　事：王治翰　白賜清　陳玄愷　盧瑞彥 　　　　　陳漢棟　林清風（97、98 年）

　　　　　黃絹美　蔡易甫　陳善德　蘇朝墩 秘 書 長：關季明

　　　　　趙金勳　劉漢容　蔡耀宗　余豐榮 副秘書長：林英賢

　　　　　張文昌　溫金光 專　　員：陳玄岳　楊芯瑜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林文燦　蔣大成　任克之 　　　　　張文煌　劉美玲

第三十八屆（99－ 101年）
理 事 長：楊錦洲 常務監事：盧淵源

常務理事：劉漢容　劉黎宗 監　　事：白賜清　高辛陽　蔡耀宗　陳玄愷

理　　事：曹志毅　黃絹美　張哲茂　張文昌 候補監事：蔡易甫

　　　　　黃清孝　蔣大成　林文燦　陸正平 秘 書 長：關季明

　　　　　余豐榮　陳文魁　溫金光　徐德政 副秘書長：林英賢

　　　　　蕭亞洲　蔡祥智 專　　員：陳玄岳　楊芯瑜　荊德強　郭汗文

候補理事：呂執中　林清風 　　　　　張文煌　劉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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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屆（102－ 104年）
理 事 長：盧淵源 監　　事：劉黎宗　曹志毅　黃娟美　余豐榮

常務理事：盧瑞彥　白賜清 候補監事：張文昌

理　　事：張文貴　陳玄愷　高辛陽　張有成 秘 書 長：關季明 (~103 年 9 月 )
　　　　　劉漢容　陳文魁　鄭春生　蕭亞洲 秘 書 長：林英賢 (103 年 10 月起 )
　　　　　蔡耀宗　張哲茂　蔡祥智　張起明 副秘書長：林英賢 (~103 年 9 月 )
　　　　　蔣大成　蔡易甫 專　　員：陳玄岳　楊芯瑜　荊德強 (101-102 年 )
候補理事：張清波　林欽德　呂執中 　　　　　張文煌　劉美玲

常務監事：楊錦洲

第四十屆（105－ 107年）
理 事 長：劉黎宗 監　　事：陳文魁　廖岳祥　張哲茂　蔡祥智

常務理事：張有成　盧淵源 候補監事：江瑞清

理　　事：張文昌　盧瑞彥　楊錦洲　鄭春生 秘 書 長：林英賢 ( ～ 105 年 2 月 )
　　　　　張文貴　官生平　高辛陽　鄭富雄 秘 書 長：侯惠文 (105 年 3 月起 )
　　　　　黃絹美　白賜清　溫金光　呂執中 專　　員：陳玄岳 ( ～ 105 年 3 月 )
　　　　　林欽德　林文燦 　　　　　楊芯瑜　張文煌　劉美玲

候補理事：吳英志　陸正平　潘浙楠 辦 事 員：蔡宜均　洪沚筠 ( 均自 105 年 3 月起 )
常務監事：曹志毅

第四十一屆（108－ 110年）
理 事 長：楊錦洲 常務監事：盧淵源 ( ～ 109 年 4 月 )
常務理事：張文昌　陳文魁 　　　　　張有成 ( 自 109 年 5 月起 )
理　　事：余豐榮　呂執中　林英賢　林欽德 監　　事：白賜清　高辛陽　鄭春生

　　　　　張志平　張哲茂　曹志毅　陸正平 　　　　　盧瑞彥 ( 自 109 年 4 月起 )
　　　　　湯玲郎　黃絹美　溫金光　劉黎宗 秘 書 長：陳介山

　　　　　潘浙楠　蔡祥智 組　　長：楊芯瑜　張文煌　劉美玲

候補理事：李逸湘　林文燦　官生平 專　　員：蔡宜均　洪沚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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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各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暨召集人名錄

第一屆（53－ 54年）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召集人：武希聖 出版委員會召集人：劉　振

第二屆（54－ 5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吳道艮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道艮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出版委員會召集人：馬東民

食品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林景明 電器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周春諒

藥品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胡褚鑑 紡織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陳洒洪

合板工業品質管制學術研討委員會召集人：歸文華

第三屆（55－ 5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一般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崑山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向賢德 專業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柏齡 機械工業小組召集人：徐光旭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武希聖 電器工業小組召集人：周春諒

會務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孳昌 食品工業小組召集人：洪碧山

會務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紡織工業小組召集人：尤　弘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化學工業小組召集人：李　堯

聯絡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源漳 藥品工業小組召集人：曲滋綱

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其他工業小組召集人：沈紹祖

第四屆（56－ 57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一般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崑山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程福鑄 專業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柏齡 機械工業小組召集人：徐光旭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武希聖 電器工業小組召集人：周春諒

會務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孳昌 食品工業小組召集人：洪碧山

會務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紡織工業小組召集人：尤　弘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化學工業小組召集人：李　堯

聯絡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源漳 藥品工業小組召集人：曲滋綱

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其他工業小組召集人：沈紹祖

第五屆（57－ 58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惟梁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程福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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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魯庭樹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趙國才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孳昌

第六屆（58－ 5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李柏齡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景明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秀雄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向賢德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劉　振

第七屆（59－ 6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高禩瑾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宗悌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國琨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劉　振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第八屆（60－ 6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傅貽椿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向賢德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財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魯庭樹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馬東民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源漳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孳昌

第九屆（61－ 6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傅貽椿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則仁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魯庭樹

第十屆（62－ 6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傅貽椿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趙國才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玉印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昌樑

第十一屆（63－ 6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傅貽椿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劉　振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趙國才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李順救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吳昌樑

第十二屆（64－ 6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房克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宗華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魯庭樹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清孝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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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65－ 6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荊正維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第十四屆（66－ 67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大倫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第十五屆（67－ 68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荊正維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品管學術研討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品質管制月刊社社長：劉　振 會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清孝

第十六屆（68－ 6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英文出版小組召集人：盧瑞彥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嚴義雄 品管工程師考試籌備小組召集人：施政楷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林公孚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張宗賜

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品管叢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第十七屆（69－ 7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蘇義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張宗賜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陳寬仁

品質管制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林公孚

品管叢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英文出版小組召集人：盧瑞彥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姚繼岷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有福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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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70－ 7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蘇義雄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許武雄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施政楷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陳寬仁

品管叢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林公孚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英文出版小組召集人：陳寬仁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姚繼岷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源

第十九屆（71－ 7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白賜清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劉仲勛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林公孚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品管叢書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寬仁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張有成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陳寬仁

品管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姚繼岷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第二十屆（72－ 7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白賜清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蘇義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劉仲勛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吳社邦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寬仁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張有成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韋端

品管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周邦雄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韋端

第二十一屆（73－ 7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白賜清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官生平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劉仲勛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吳社邦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寬仁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白賜清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韋端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周邦雄

品管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徐啟行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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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屆（74－ 7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治翰 會務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寬仁

品管部長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研究小組召集人：王晃三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品管工程師考試題庫小組召集人：劉　振

品管工程師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小組召集人：陳文哲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會員資格審查小組召集人：楊金福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小組召集人：鍾清章

品管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化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小組召集人：周邦雄

品管圈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第二十三屆（75－ 7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治翰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陳寬仁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趙仲延

　　　　　　　副主任委員：陳俊卿 　　　　　　副主任委員：顧振國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劉　振 　　　　　　　　　副主任委員：劉漢容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周邦雄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健雄 　　　　　　　　　　　　副主任委員：陳漢棟

　　　　　　副主任委員：張宗賜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蔡易甫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周邦雄

第二十四屆（76－ 77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治翰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邱賜福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趙仲延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陳俊卿 　　　　　　副主任委員：顧振國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劉　振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滄溟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副主任委員：陳寬仁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品管工程／技術師聯誼委員會主任委員：周邦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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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副主任委員：陳漢棟

　　　　　　副主任委員：劉健雄　張宗賜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周邦雄

第二十五屆（77－ 78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盧瑞彥　邱賜福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陳俊卿　趙民德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張宗賜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滄溟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盛其安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房克成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張宗賜 　　　　　　　　　　　副主任委員：陳長福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廖本盛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盛其安

第二十六屆（78－ 7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葉若春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廖本盛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楊金福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盧瑞彥　邱賜福

　　　　　　　副主任委員：陳俊卿　趙民德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滄溟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張宗賜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李傳政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盛其安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謝財源

第二十七屆（79－ 8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葉若春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李成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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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李景文

　　　　　　　副主任委員：趙民德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天鑫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張宗賜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耀成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謝財源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陳弘毅　黃瑞耀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蔚山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第二十八屆（80－ 8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林文仁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胡裕同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林清風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楊錦洲　李景文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天鑫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盧瑞彥　蘇錦夥

　　　　副主任委員：戴久永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耀成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謝財源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陳弘毅　黃瑞耀

　　　　　　副主任委員：陳世璉　鍾漢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坤德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定昌

第二十九屆（81－ 8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周邦雄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楊錦洲　劉原超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管服務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官生平　陳世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會員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天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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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蘇錦夥　黃清孝　沙永傑

　　　　副主任委員：戴久永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耀成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謝財源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陳弘毅　黃瑞耀

　　　　　　副主任委員：陳世璉　張有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童甲春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第三十屆（82－ 8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周邦雄

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劉原超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李景文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蘇錦夥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葉　甦　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蘇錦夥　黃清孝　沙永傑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楊金福　戴久永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黃廷彬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何耀成　盛其安 　　　　　　副主任委員：陳弘毅　黃瑞耀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陳世璉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陳寬仁　田墨忠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王學銘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蘇義雄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謝天下

第三十一屆（83－ 8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品管小組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陳龍祥　葉雄雲

　　　　　　副主任委員：房克成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劉健雄　劉黎宗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會員委員會主任委員：蘇錦夥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副主任委員：葉　甦　蔡耀宗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趙民德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沙永傑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副主任委員：陳文哲　廖本盛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江瑞清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戴久永 檢試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何耀成 　　　　　　副主任委員：周念陵

　　　　　　　副主任委員：盛其安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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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王學銘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葉　甦 品管標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彭鴻霖

驗證推行工作小組主任委員：黃瑞耀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鄧啟福

　　　　　　　副主任委員：陳漢棟

第三十二屆（84－ 8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盛其安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林清風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沙永傑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李景文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文哲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趙民德　盧淵源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副主任委員：白健二　林耀煌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管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光辰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蘇錦夥　翁田山 　　　　　　　副主任委員：楊啟杰　張清靠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維昭

　　　　　　副主任委員：廖方覩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戴久永　張忠樸

第三十三屆（85－ 8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鍾清章 品管研究會主任委員：趙民德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林能中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林清風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沙永傑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副主任委員：李景文　黃清孝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田口式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鍾清章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蘇耀新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管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楊啟杰　王宗華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副主任委員：戴久永　張忠樸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政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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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屆（87－ 8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晃三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延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國際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景文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蘇朝墩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蘇朝墩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趙民德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鄭春生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楊啟杰　張啟明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質研究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王晃三　陳寬仁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李景文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87 年王國明

　　　　　　　　　　　　　　　　　　　　　　　　　　　　　　　　　　 88 年王亢沛

　　　　　　　　　　　　　　　　　　　　　　　　　　　　　　　　　　 89 年葉若春

第三十五屆（9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晃三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延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國際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景文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蘇朝墩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蘇朝墩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有成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張啟明　王宗華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管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質研究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王晃三　陳寬仁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李景文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劉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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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9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王晃三 ISO 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延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國際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李景文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蘇朝墩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質工程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黃廷彬　蘇朝墩

品管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張啟明　王宗華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廖方覩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

品質研究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王晃三　陳寬仁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李景文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劉安之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林信惠　陳振南

第三十五屆（9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宋文襄 認證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葉若春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延

　　　　　　副主任委員：王治翰 國際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趙民德　蘇朝墩

經濟部部長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陳穆臻

品管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經營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杜茂雄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服務業品質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品質論文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可靠度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吳孝三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清水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林公孚、江瑞清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副主任委員：王晃三　陳寬仁

品質研究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熊慎幹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陳世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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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屆（9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杜茂雄

品質獎評審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蘇朝墩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吳孝三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翁清水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宋文襄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葉若春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黃英忠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廷

第三十六屆（9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杜茂雄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蘇朝墩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吳孝三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雪明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宋文襄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廷

第三十六屆（95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蘇朝墩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杜茂雄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蘇朝墩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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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王宗華　吳孝三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雪明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楊素芬　黃財明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宋文襄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清風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范姜正廷 台灣顧客滿意研究委員會主任委員：李友錚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坤盛

第三十七屆（96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黃孝清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范書愷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陳穆臻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鄭純媛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雪明 　　　　　　　　副主任委員：黃財明　楊素芬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黃世禎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　王晃三　李惠銘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豊榮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　林政榮　張清波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曾憲政

第三十七屆（97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范書愷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鄭純媛

　　　　副主任委員：陳穆臻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穆臻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林義貴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黃世禎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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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李惠銘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豊榮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林政榮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張清波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昆宏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第三十七屆（98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會務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范書愷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鄭純媛

　　　　副主任委員：陳穆臻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穆臻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林義貴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黃世禎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副主任委員：孫百佑　吳明機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晃三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晃三 　　　　　　　　　　　　李惠銘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豊榮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張清波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蔡文昌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黃清孝

第三十八屆（99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柯火烈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陳玄愷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啟光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副主任委員：蔡介元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忠煜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副主任委員：林宏達

　　　　副主任委員：黃娟美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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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陳玄愷、余豐榮

　　　　副主任委員：蕭亞洲 　　　　　　　　　　　　吳信宏、蔡文昌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江瑞清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詹昭雄、彭政文

第三十八屆（100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柯火烈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陳玄愷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研發專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啟光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忠煜

　　　　副主任委員：蔡介元 　　　　　　　　總編輯：關季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黃娟美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治翰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副主任委員：林清風　洪英賢 　　　　　　副主任委員：陳玄愷、余豐榮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吳信宏、蔡文昌

　　　　副主任委員：蕭亞洲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第三十八屆（101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柯火烈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貴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陳玄愷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潘忠煜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總編輯：關季明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吳信宏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副主任委員：翁辰修

　　　　副主任委員：黃娟美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治翰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陳玄愷、余豐榮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吳信宏、蔡文昌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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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屆（102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楊錦洲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蕭亞洲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白賜清、陳玄愷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品質月刊發行人：盧淵源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總編輯：關季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副主任委員：黃娟美 　　　　　　副主任委員：翁辰修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教育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善德

　　　　　　副主任委員：吳黎權 　　　　　　副主任委員：曾憲政、王治翰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副主任委員：陳玄愷、余豐榮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吳信宏、蔡文昌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第三十九屆（103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楊錦洲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蕭亞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品質月刊發行人：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總編輯：關季明、林英賢

　　　　副主任委員：陳文魁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副主任委員：吳黎權 　　　　　　副主任委員：余豐榮、紀國庫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吳信宏、蔡文昌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第三十九屆（104年）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楊錦洲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楊錦洲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主任委員：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蕭亞洲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林公孚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品質月刊發行人：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總編輯：林英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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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委員：陳文魁 兩岸交流委員會主任委員：蔡耀宗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副主任委員：吳黎權 　　　　　　副主任委員：余豐榮、紀國庫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范姜正廷 　　　　　　　　　　　　吳信宏、蔡文昌

國際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文燦

第四十屆（105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鍾清章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副召集委員：張有成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崔海平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執中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振楠 

第四十屆（106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張有成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召集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崔海平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錢鉦津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第四十屆（107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來新陽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起明

　　　副召集委員：林公孚 　　　　　副主任委員：吳孝三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崔海平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盧淵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副主任委員：劉黎宗 服務業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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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副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王治翰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錢鉦津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逸琦

第四十一屆（108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林公孚 課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豐榮

　　　副召集委員：曹志毅 　　　　　　副主任委員：張文昌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盧淵源 　　　　　　副主任委員：游素珍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彭鴻霖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廖德銘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服務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副主任委員：許聰鑫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執中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皆成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品質專案規畫委員會主任委員：官生平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周永燦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第四十一屆（109年）
會士會議召集委員：曹志毅 課程規劃委員會主任委員：余豐榮

　　　副召集委員：盧瑞彥 　　　　　　副主任委員：張文昌

司選委員會召集人：張有成 　　　　　　副主任委員：游素珍

諮議委員會主任委員：劉黎宗 可靠度委員會主任委員：彭鴻霖

　　　　副主任委員：楊錦洲 　　　　　副主任委員：廖德銘

品質獎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辛陽 考試委員會主任委員：張文昌

　　　　　副主任委員：許聰鑫 　　　　副主任委員：張有成

品質研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來新陽 標準化委員會主任委員：林欽德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任委員：呂執中 軟體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陳皆成

　　　　　　副主任委員：林文燦 品質月刊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白賜清

經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中區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益銓

品質專案規畫委員會主任委員：官生平 大數據品質應用委員會：鄒慶士

服務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湯玲郎 年會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陳宜伶

論文委員會主任委員：鄭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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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64－ 66年）
理 事 長：李　堯 常務監事：孫葆銓

常務理事：余定華　王大倫 監　　事：王維義　邱任葵

理　　事：沈紹祖　陳江章　曾憲松　林身振 總  幹  事：林身振

　　　　　蔡易甫　戴景明

候補理事：陳福隆　謝穎川　經思九

第二屆（66－ 68年）
理 事 長：王大倫 常務監事：王維義

常務理事：李　堯　蔡南田 監　　事：陳繩祖　傅德馨

理　　事：陳福隆　林身振　蔡易甫　謝穎川 總  幹  事：林身振

　　　　　曾憲松　沈紹祖

候補理事：余定華　陳樹勛　邱發恒　陳文源

高雄市分會歷屆理監事暨學會會務工作人員名錄

高雄市改制院轄市

第一屆（68－ 70年）
理  事  長：陳文源 常務監事：李　堯

常務理事：陳福隆　陳樹勛 監　　事：王大倫　曾憲松

理　　事：林身振　謝穎川　蔡易甫　傅德馨 候補監事：李蘭嬌

　　　　　趙　清　蔡南田 總  幹  事：戴景明

候補理事：陳繩祖　錢伯讓　王善璋 幹　　事：蔡國亮

第二屆（70－ 72年）
理  事  長：陳文源 常務監事：李　堯

常務理事：趙　清　陳樹勛 監　　事：王大倫　邱發恒

理　　事：陳福隆　蔡易甫　莊榮三　李蘭嬌 候補監事：謝穎川

　　　　　黃清連　王英一 總  幹  事：莊榮三

候補理事：劉仲勛　左定毅　錢伯讓 幹　　事：蔡國亮　陳冠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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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72－ 74年）
理  事  長：趙　清 常務監事：王大倫

常務理事：陳文源　陳樹勛 監　　事：李　堯　歐陽瑋

理　　事：陳福隆　王英一　陳繩祖　蔣德  候補監事：左定毅

　　　　　劉漢容　謝穎川　 總  幹  事：王英一

候補理事：阮望聖　黃清連　蔡易甫 幹　　事：陳冠璇

第四屆（74－ 76年）
理  事  長：趙　清 常務監事：王大倫

常務理事：陳繩祖　陳文源 監　　事：宋漢清　謝穎川

理　　事：王英一　陳福隆　劉漢容　周福星 候補監事：左定毅

　　　　　蔡易甫　歐陽瑋　 總  幹  事：王英一

候補理事：吳　良　李蘭嬌　蔡南田 幹　　事：陳冠璇（前）

 　　　　　李蘭琴（後）

第五屆（76－ 78年）
理  事  長：蔡易甫 常務監事：王大倫

常務理事：趙　清　陳文源 監　　事：宋漢清　陳憲明

理　　事：王英一　陳樹勛　盧淵源　劉常勇 候補監事：謝穎川

　　　　　蘇芳貴　李蘭嬌　 總  幹  事：張哲茂

候補理事：蔡南田　吳　良 幹　　事：曾金蓮

第六屆（78－ 80年）
理  事  長：蔡易甫 常務監事：王大倫

常務理事：趙　清　盧淵源 監　　事：蔡憲唐　宋漢清

理　　事：陳文源　劉漢容　蔡南田　王永言 候補監事：陳憲明

　　　　　李蘭嬌　蘇芳貴 總  幹  事：張哲茂

候補理事：陳樹勛　裴伯渝　劉常勇 幹　　事：曾金蓮

第七屆（80－ 82年）
理  事  長：盧淵源 常務監事：蔡憲唐

常務理事：蔡易甫　劉漢容 監　　事：王大倫　呂執中

理　　事：裴伯渝　趙金勳　宋漢清　蘇芳貴 總  幹  事：張哲茂

　　　　　王永言　陳志成 幹　　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陳文源　楊邱岳　蔡南田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 56屆年會
高雄市分會第 45屆年會
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 (ISQM 2020)

96

第八屆（82－ 84年）
理  事  長：盧淵源 常務監事：蔡憲唐

常務理事：蔡易甫　劉漢容 監　　事：呂執中　王大倫

理　　事：蘇芳貴　宋漢清　趙金勳　王永言 總  幹  事：張哲茂

　　　　　蔡南田　左定毅 幹　　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古垣春　陳文源　吳　良 辦 事 員：蔡碧純

第九屆（84－ 86年）
理  事  長：劉漢容 常務監事：盧淵源

常務理事：蔡憲唐　蔡易甫 監　　事：呂執中　鍾秋飛

理　　事：蘇芳貴　趙金勳　宋漢清　陳文源 候補監事：蔣大成

　　　　　左定毅　古垣春 總  幹  事：張哲茂

候補理事：奚文虎　王永言　翁偉明 幹　　事：曾金蓮

 辦 事 員：蔡碧純

第 十 屆（86－ 88年）
理  事  長：劉漢容 常務監事：盧淵源

常務理事：蔡憲唐　蔡易甫 監　　事：呂執中　鍾秋飛

理　　事：宋漢清　蘇芳貴　古垣春　趙金勳 候補監事：林顯堂

　　　　　鄭燕琴　陳文源 總  幹  事：張哲茂

候補理事：左定毅　王永言　余光華 幹　　事：曾金蓮

 辦 事 員：蔡碧純

第十一屆（89－ 90年）
理  事  長：蔡憲唐 常務監事：劉漢容

常務理事：盧淵源　蔡易甫 監　　事：江祥生　陳文魁

理　　事：呂執中　宋漢清　鍾秋飛　古垣春 候補監事：陳有忠

　　　　　蘇芳貴　金儒熙　方敏清　王永言 總  幹  事：李天謝

　　　　　陳文源　余光華　陳增鎮　盧昆宏 專　　員：曾金蓮

候補理事：侯春明　黃義鑌 幹　　事：蔡碧純

第十二屆（91－ 92年）
理  事  長：呂執中 常務監事：劉漢容

常務理事：盧淵源、蔡易甫 監　　事：陳文魁、羅基湖

理　　事：蔡憲唐、鍾秋飛、蘇芳貴、盧昆宏 總  幹  事：李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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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敏清、金儒熙、張哲茂、古垣春 專　　員：曾金蓮

　　　　　趙金勳、江祥生、王永言、黃義鑌 幹　　事：蔡碧純

候補理事：侯春明、陳文源、陳清讚

第十三屆（93－ 94年）
理  事  長：呂執中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盧淵源、劉漢容 監　　事：蘇芳貴、趙金勳

理　　事：盧昆宏、方敏清、陳文魁、蔡憲唐 候補監事：侯春明

　　　　　林彭榮、張哲茂、金儒熙、黃義鑌 總  幹  事：江洋生

　　　　　莊寶鵰、古垣春、蔣大成、邱佩文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王永言、謝其誠 幹　　事：蔡碧純

第十四屆（95－ 96年）
理  事  長：陳文魁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劉漢容、盧昆宏 監　　事：林彭榮、蘇芳貴

理　　事：盧淵源、侯春明、金儒熙、鄭昌頻 候補監事：古垣春

　　　　　邱佩文、方敏清、莊寶鵰、張哲茂 總  幹  事：江洋生、侯春明

　　　　　蔣大成、黃義鑌、葉豐義、謝其誠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趙金勳、李天謝、潘浙楠 幹　　事：蔡碧純

第十五屆（97－ 98年）
理  事  長：盧昆宏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鄭昌頻、陳文魁 監　　事：劉漢容、蘇芳貴

理　　事：盧淵源、金儒熙、邱佩文、余慶榮 候補監事：林彭榮

　　　　　方敏清、張哲茂、黃義鑌、張介能 總  幹  事：侯春明

　　　　　趙金勳、潘浙楠、李天謝、熊仁洲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謝其誠、蔣大成 幹　　事：蔡碧純

第十六屆（99－ 100年）
理  事  長：盧昆宏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盧淵源、鄭昌頻 監　　事：蘇芳貴、呂執中

理　　事：方敏清、劉漢容、熊仁洲、邱佩文 候補監事：余慶榮

　　　　　黃義鑌、金儒熙、李逸湘、潘浙楠 總  幹  事：侯春明

　　　　　徐文元、趙金勳、李天謝、謝其誠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陳文魁、陳俊雄、蔣大成 幹　　事：蔡碧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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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101－ 102年）
理  事  長：潘浙楠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李逸湘、盧昆宏 監　　事：劉漢容、蘇芳貴

理　　事：盧淵源、方敏清、徐德政、邱佩文 候補監事：余慶榮

　　　　　鄭昌頻、黃義鑌、徐文元、熊仁洲 總  幹  事：侯春明

　　　　　金儒熙、趙金勳、呂執中、陳文魁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李天謝、陳俊雄、李宗倚 幹　　事：蔡碧純

第十八屆（103－ 104年）
理  事  長：潘浙楠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盧昆宏、李逸湘 監　　事：劉漢容、熊仁洲

理　　事：盧淵源、徐德政、金儒熙、黃義鑌 候補監事：蘇芳貴

　　　　　方敏清、呂執中、陳文魁、王斯可 總  幹  事：侯春明

　　　　　徐文元、邱佩文、鄭昌頻、陳俊雄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李宗倚、李天謝、趙金勳 專　　員：蔡碧純

第十九屆（105－ 106年）
理  事  長：李逸湘 常務監事：蔡易甫

常務理事：李天謝、徐德政 監　　事：徐文元、劉漢容

理　　事：盧昆宏、潘浙楠、方敏清、盧淵源 候補監事：蘇芳貴

　　　　　呂執中、黃義鑌、陳俊雄、陳文魁 總  幹  事：侯春明

　　　　　王志郎、鄭昌頻、熊仁洲、王斯可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邱佩文、莊寶鵰、金儒熙 專　　員：蔡碧純

第二十屆（107－ 108年）
理  事  長：李逸湘 常務監事：劉漢容

常務理事：熊仁洲、潘浙楠 監　　事：王斯可、蘇芳貴

理　　事：方敏清、王志郎、呂執中、徐德政 候補監事：金儒熙

　　　　　郭展銓、粘孝堉、陳文魁、陳俊雄 總  幹  事：侯春明

　　　　　黃義鑌、鄭昌頻、盧昆宏、盧淵源 副總幹事：曾金蓮

候補理事：李天謝、邱佩文、洪成宗 辦  事  員：徐晟瑄

第二十一屆（109－ 110年）
理  事  長：莊寶鵰 候補理事：李天謝、邱佩文、陳俊雄

常務理事：李逸湘、熊仁洲 常務監事：劉漢容

理　　事：方敏清、呂執中、洪成宗、許聰德 監　　事：金儒熙、徐德政

　　　　　粘孝堉、陳文魁、陳訓祥、黃義鑌 候補監事：蘇芳貴

　　　　　鄭昌頻、潘浙楠、盧昆宏、 總  幹  事：侯春明

　　　　　盧淵源 ( ～ 109 年 4 月 )、 副總幹事：曾金蓮

　　　　　李天謝 ( 自 109 年 4 月起 ) 辦  事  員：徐晟瑄



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
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99

台中市分會歷屆理監事暨學會會務工作人員名錄

第一屆（68－ 70年）
理  事  長：嚴義雄 常務監事：余順通

常務理事：林景明　林宗華 監　　事：呂秋光　林清安

理　　事：丁田井莘　杜叔耆　杜其本　林德培 總 幹 事：賴甦民

　　　　　曾清潔　陳炳煌

第二屆（70－ 72年）
理  事  長：丁田井莘 常務監事：張江永

常務理事：林宗華　林景明 監　　事：呂秋光　林清安

理　　事：嚴義雄　杜其本　林德培　陳勝年 總 幹 事：賴甦民

　　　　　陳源樹　賴甦民

第三屆（72－ 74年）
理  事  長：丁田井莘 常務監事：張江永

常務理事：林宗華　林景明 監　　事：呂秋光　林清安

理　　事：嚴義雄　杜其本　林德培　陳勝年 總 幹 事：賴甦民

　　　　　陳源樹　賴甦民

第四、五屆（74－ 78年）
理  事  長：賴甦民 常務監事：陳國正

常務理事：張良作　陳源樹 監　　事：呂秋光　林清安

理　　事：丁田井莘　佘溪水　林宗華　林德培 總 幹 事：陳源樹

　　　　　葉　忠　劉涵初

第六屆（78－ 80年）
理  事  長：胡坤德 常務監事：洪明傳

常務理事：陳敏捷　陳源樹 監　　事：潘忠煜　宗志偉

理　　事：陳耀茂　葉　忠　佘溪水　賴威光 候補監事：陳錦茂

　　　　　賴銘克　范文智 總 幹 事：洪堯勳

候補理事：張清波　洪維賢　吳友欽 幹　　事：林淑娟

第七屆（80－ 82年）
理  事  長：胡坤德 常務監事：林紹煌

常務理事：張文貴　張清波 監　　事：葉　忠　彭　泉

理　　事：潘忠煜　陳源樹　陳敏捷　呂育任 候補監事：劉仁傑

　　　　　賴威光　賴銘克 總 幹 事：范思信

候補理事：紀國庫　佘溪水　王本正 幹　　事：胡秀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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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五年度：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電冰箱廠　　　　產品：電冰箱

六十六年度：無

六十七年度：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大龍電視廠　　　　　產品：電視機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冰箱廠　　　產品：電冰箱

六十八年度：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電視廠　　　產品：電視機

六十九年度：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機　　　產品：冷氣機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板橋一廠　　　　　　產品：彩色及黑白電視機

七十　年度：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電音廠　　　　　　　產品：電唱收錄音機

　　　　　　台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洗衣機廠　　產品：電動洗衣機

七十一年度：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洗衣機廠　　　　產品：洗衣機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廠　　　　　產品：電視機

七十二年度：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產品：螢光管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廠　　　　　　　產品：黑白及彩色電視機

七十三年度：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電冰箱廠　　　　　　產品：電冰箱

　　　　　　歌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音響

七十四年度：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產品：冷氣機

七十五年度：歌林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機廠　　　　　　產品：冷氣機

七十六年度：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16 位元、32 位元個人電腦

　　　　　　　　　　　　　　　　　　　　　　　　　　　天龍中英文電腦－終端機

歷屆經濟部部長品質獎得獎機構 /產品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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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年度：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用內、外胎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廠　　　　　　　產品：錄放影機

七十八年度：無

七十九年度：士林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廠　　　　　產品：無熔線斷路器及電磁開關

　　　　　　台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湖口一廠　　　　產品：交流電磁開關及無熔線斷路器

　　　　　　台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湖口二廠　　　　產品：高低壓受配電及控制設備

八十年度：無

八十一年度：台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竹東廠　　　　產品：窗型冷氣機

八十二年度：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士林廠　　　　產品：汽、機車用電裝品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產品：機車、汽車

八十三年度：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產品：衛生瓷器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產品：給水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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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品質獎得獎名錄

第一屆（54年）
（一）品管個人獎：施政楷先生　宋文襄先生　楊宗時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廠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虎尾總廠

　　　　　　　　　太平洋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屆（55年）
（一）品管個人獎：張源漳先生　馬東民先生　程鍾權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蒜頭糖廠 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廠

　　　　　　　　　臺灣石咸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大同製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電扇廠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蘇澳廠 臺灣鳳梨股份有限公司鳳山廠

第三屆（56年）
（一）品管個人獎：吳玉印先生　林宗華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廠 高雄合板股份有限公司

　　　　　　　　　民興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屆（57年）
（一）品管個人獎：劉　振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高雄硫酸錏股份有限公司硫酸錏廠 臺灣肥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廠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虎尾總廠北港糖廠 新三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電機廠

第五屆（58年）
（一）品管個人獎：林秀雄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製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重電機廠 遠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紡織廠

　　　　　　　　　臺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新竹廠 臺灣鋁業股份有限公司電解廠

第六屆（59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文化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嘉義溶劑廠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總廠旗山糖廠

第七屆（60年）
（一）品管個人獎：鍾清章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板橋廠 台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屏田總廠南州糖廠 南亞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新東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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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61年）
（一）品管個人獎：李　堯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利台紡織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東洋培林股份有限公司

　　　　　　　　　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味精廠 臺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營總廠

第九屆（62年）
（一）品管個人獎：李全相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雄廠 中南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

第十屆（63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福隆先生　鍾朝嵩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華隆股份有限公司 益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屆（64年）
（一）品管個人獎：無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大龍電視廠 臺南紡纖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屆（65年）
（一）品管個人獎：孫葆銓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華新麗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屆（66年）
( 自本屆起，以工廠名稱筆劃為序）

（一）品管個人獎：無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馬達廠 士林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廠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電冰箱廠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電視機廠

第十四屆（67年）
（一）品管個人獎：王晃三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音響廠

第十五屆（68年）
（一）品管個人獎：劉漢容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電音廠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機廠、洗衣機廠

　　　　　　　　　華新麗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線材工廠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土城三廠、板橋一廠

第十六屆（69年）
（一）品管個人獎：無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桃園廠 產品：冷氣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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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電線電纜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鋁門窗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冷氣廠 產品：冷氣機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廠 產品：彩色及黑白電視機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林口廠 產品：冷氣機

第十七屆（70年）
（一）品管個人獎：白賜清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馬達廠 產品：家電用馬達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產品：電動機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廠 產品：電動機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電子廠 產品：彩色與黑白電視機

　　　　　　　　　歌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淡水廠 產品：汽車音響

第十八屆（71年）
（一）品管個人獎：房克成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歌林股份有限公司電化廠 產品：電冰箱

第十九屆（72年）
（一）品管個人獎：張有成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無

第二十屆（73年）
（一）品管個人獎：王英一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南港廠 產品：汽機車內外胎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新豐廠 產品：汽機車內外胎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冷氣機廠 產品：冷氣機

第二十一屆（74年）
（一）品管個人獎：王宗華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同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錄放影機

　　　　　　　　　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湖口重電廠 產品：配電用變壓器

　　　　　　　　　中鋼結構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鋼結構體

　　　　　　　　　宏碁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小教授個人電腦

 　　　天龍中英文電腦

　　　　　　　　　東元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電冰箱

第二十二屆（75年）
（一）品管個人獎：蘇義雄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內、外胎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林口一廠 產品：洗衣機

　　　　　　　　　聲寶股份有限公司板橋一廠 產品：錄放影機



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智慧品質與數位轉型
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Smart Quality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105

第二十三屆（76年）
（一）品管個人獎：王治翰先生　廖方覩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味王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廠 產品：速食麵

　　　　　　　　　福特六和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轎車、商用車

第二十四屆（77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文哲先生　顧振國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台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湖口一廠 產品：交流電磁開關及無熔線斷路器

　　　　　　　　　台安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湖口二廠 產品：高低壓受配電盤及控制設備

　　　　　　　　　台灣普利司通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用內、外胎

第二十五屆（78年）
（一）品管個人獎：戴久永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機車用主要電裝品

　　　　　　　　　台灣日光燈公司竹東廠 產品：窗型冷氣機

　　　　　　　　　華豐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自行車、汽機車內外胎

第二十六屆（79年）
（一）品管個人獎：林文仁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從缺

第二十七屆（80年）
（一）品管個人獎：盛其安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士林電機廠股份有限公司重電廠 產品：電力變壓器、模鑄式變壓器、配電盤

　　　　　　　　　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機車、汽車

　　　　　　　　　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鋼纜

第二十八屆（81年）
（一）品管個人獎：林公孚先生　陳世璉女士

（二）品管團體獎：臺灣日光燈股份有限公司竹東廠 產品：安定器

　　　　　　　　　臺灣慧智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終端機、顯示器、小型商用電腦及

 　　　週邊設備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二廠 產品：給水栓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三廠 產品：衛生瓷器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三義廠 產品：勝利、青鳥、飛羚、新尖兵、新速

 　　　利等轎車

　　　　　　　　　裕隆汽車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新店廠 產品：速利轎車、好馬客貨車、寶馬客貨

 　　　車、速利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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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屆（82年）
（一）品管個人獎：謝天下先生　林清風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東元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顯示器、終端機、傳真機、掃描機

第三十屆（83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漢棟先生　黃清孝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英業達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電腦辭典、個人電腦、電子翻譯機

 　　　、電子筆記本、科學繪圖機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楊梅廠 產品：油式及模塑型變壓器、配電盤

　　　　　　　　　亞力電機股份有限公司新莊廠 產品：高壓開關及斷路器電線電纜配件、

 　　　父直流電源設備

第三十一屆（84年）
（一）品管個人獎：盧瑞彥先生　關季明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大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電腦及相關週邊設備

　　　　　　　　　金寶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傳真機、ＰＣＭＣＬＡ卡、電動打

 　　　字機

第三十二屆（85年）
（一）品管個人獎：楊錦洲先生　鄭燕琴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集合住宅及商業大樓

　　　　　　　　　根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集合住宅及商業大樓

　　　　　　　　　信義房屋仲介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房屋仲介服務

第三十三屆（86年）
（一）品管個人獎：陳耀茂先生

（二）品管團體獎：

　　　服務業類：科建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項目：企業經營管理輔導與訓練

　　　製造業企業類：國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個人電腦系統、影像掃描器、電

 　　　腦顯示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配電變壓器、配電盤

　　　　　　　　　　華城電機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廠 產品：電力變壓器

第三十四屆（87年）
（一）品質個人獎：鄭春生先生　翁耀林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服務業類：昇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項目：住宅、大樓

　　　製造業企業類：台灣電力公司大林發電廠 產品：電力（火力發電）

　　　　　　　　　　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高密度、高層次記憶體積體電路

 　　　產品封裝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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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屆（88年）
（一）品質個人獎：張忠樸先生　黎正中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服務業類：中原大學 服務項目：教學行政服務

　　　　　　　　元智大學 服務項目：教學行政服務

　　　製造業企業類：長成鋼構橋樑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鋼骨結構製造

第三十六屆（89年）
（一）品質個人獎：蘇朝墩先生　江瑞清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服務業類：美商安泰人壽保險公司台灣分公司 服務項目：客戶服務中心

　　　製造業企業類：賽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不斷電系統

第三十七屆（90年）
（一）品質個人獎：呂執中先生　張文貴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製造業企業類：金利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汽車、通信及電腦用按鍵

第三十八屆（91年）
（一）品質個人獎：曹志毅先生　朱慧德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服務業類：台証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項目：經紀業務

　　　　　　　　澄清綜合醫院 服務項目：醫療服務

　　　製造業企業類：益華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飲料

第三十九屆（92年）
（一）品質個人獎：陳文魁先生　楊秀娟女士

（二）品質團體獎：

　　　製造業企業類：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製造中心 產品：個人數位助理、智慧掌上型電腦

　　　製造業企業類：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四○二廠 產品：光學、觀測、夜視器材

第四十屆（93年）
（一）品質個人獎：林文燦先生　張起明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製造業企業類：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二廠 產品：火炮及彈藥

　　　製造業企業類：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五廠 產品：輕兵器及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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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屆（94年）
（一）品質個人獎：鄭昌頻先生　王雪明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太空中心 產品：衛星系統及相關設備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四廠 產品：軍用電池、防護器材、防潮除濕裝

 備、化學彈藥等

第四十二屆（95年）
（一）品質個人獎：陳啟光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

　　　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分局 服務項目：全民健康保險業務

　　　王品台塑牛排館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項目：餐飲服務類

第四十三屆（96年）
（一）品質個人獎：陳穆瑧先生

（二）品質團體獎：無

第四十四屆（97年）
（一）品質個人獎：范書愷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中鴻綱鐵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南開科技大學 二星獎

第四十五屆（98年）
（一）品質個人獎：盧昆宏先生　鄭清和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振躍精密滑軌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四十六屆（99年）
（一）品質個人獎：余豐榮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二○三廠 三星獎

　　　久裕興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二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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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屆（100年）
（一）品質個人獎：吳信宏先生　陳善德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臺北市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第四十八屆（101年）
（一）品質個人獎：李逸湘先生　崔海平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力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四十九屆（102年）
（一）品質個人獎：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弘光科技大學 三星獎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五十屆（103年）
（一）品質個人獎：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三星獎

　　　太極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廣運機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五十一屆（104年）
從缺

第五十二屆（105年）
（一）品質個人獎：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久裕興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第五十三屆（106年）
（一）品質個人獎：湯玲郎先生　王建智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弘光科技大學 標竿獎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 廠 標竿獎

　　　達佛羅企業有限公司 三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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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屆（107年）
（一）品質個人獎：蘇弘毅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瑞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標竿獎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9 廠 三星獎

　　　台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臺灣三偉達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第五十五屆（108年）
（一）品質個人獎：來新陽先生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桓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標竿獎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三星獎　　　

　　　臺灣三偉達醫療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第五十六屆（109年）
（一）品質個人獎：

（二）卓越經營品質獎：

明昌國際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南華大學 三星獎

博智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三星獎

弘達儀器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 二星獎

新虎將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碩陽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二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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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品質論文獎得獎名錄

六十九年度

陳福隆　　　　　　　　　　　　　 題目：應用實驗計劃法對丙烯月青工廠反應器轉化率之研究

顏錐典、鄭明魁、何勇正、陳福隆　 題目：

何勇正　　　　　　　　　　　　 題目：應用實驗計劃法，在假撚加工條件對品質改進之研究

七十年度

秦福壽 題目： 以簡單實驗計劃法決定 Vitamin K3 之較佳注射配方，並以

化學動力學原理及迴歸分析推定該較佳配方之壽命週期

鄭燕琴　　　　　　　　　　　　　　題目：連續抽樣計劃平均出廠品質 (AOQ) 函數之導求

七十一年度

劉漢容　　　　　　　　　　　　　　題目：缺點數管制圖之經濟設計

陳紹興　　　　　　　　　　　　　　題目：經濟允收抽樣計畫歷史文獻之回顧與探討

陳福隆　　　　　　　　　　　　　　題目： 應用實驗計畫法及品管圈活動對中化公司大社廠節省焚化爐

燃料油耗用之研究

七十二年度

周鳳寶　　　　　　　　　　　　　　題目：單樣本極端值檢定之蒙地卡羅研究

七十五年度

李景文　　　　　　　　　　　　 題目：檢驗物之顏色對比、形狀、大小、對檢驗效率影響之研究

七十六年度

張清波　　　　　　　　　　　　　　題目：顏色變化對目視檢驗效率之研究

七十七年度
劉漢容　　　　　　　　　　　　　　題目：缺點數管制圖之經濟設計

蔡憲堂　　　　　　　　　　　　　　題目：多元常態模式之篩選理論與應用

七十八年度
鍾清章　　　　　　　　　　　　　　題目：從人質觀點做全面質經營系統的探討

古東源　　　　　　　　　　　　　　題目：運用平均值管制圖管制連續流動的製程時之經濟性考慮

七十九年度
鄭春生 題目：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Quality Control : A 

Perspective and Overview
張柏榮、洪錦輝、李學養　　　　 題目： A cost Effective Multi － Response off － Line Quality 

Control for Plasma Et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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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度

黃清標、柯煇耀　　　　　　　　　　題目：產品貯存壽命試驗數據之可靠度分析

八十一年度

林信惠　　　　　　　　　　　　　　題目：複聯元件之相依性研究

八十二年度

陳文賢　　　　　　　　　　　　　 題目： X －製程管制圖的特性、抽樣個數、抽樣頻率及管制界限與

系統內參數互動關係

八十四年度

徐旭昇、陳金平　　　　　　　　　　題目：產品包含兩不相同組件之貝氏檢驗模式

顏立盛　　　　　　　　　　　　　　題目：ISO 9000 系列標準的市場價值與成功的策略

八十五年度

翁崇雄　　　　　　　　　　　　　　題目：評量服務整體性品質之觀念性模式建構

潘浙楠、吳淑玲　　　　　　　　　　題目：非常態資料製程能力指標之研究

八十六年度

盧淵源、張存金　　　　　　　　　　題目：由全面品質管理觀點探討新產品研發過程中之溝通行為

邱賜福　　　　　　　　　　　　　　題目： An Intelligent System for Pilot Production Using Case-Based 
Reasoning

八十七年度

陳文賢、林英峰　　　　　　　　　　題目：以 TQM 提昇我國通訊業競爭力的途徑

唐麗英、李威儀、黃建隆　　　　　　題目：積體電路生產線上各檢驗站缺陷數與產品良率關聯性之研究

八十八年度

潘浙楠、林明毅　　　　　　　　　　題目：在製程平均微量變動下管制圖正確選用之探討與研究

鄭春生、鄭靜彥　　　　　　　　　 題目： 以類神經網路辦識製程個別值數據之平均值，變異性及相關

性之變化

八十九年度

呂執中、林姜汶　　　　　　　　　　題目：以品質成本為基礎之供應鏈中供應商選擇模式之研究

蘇朝墩、彭鴻霖、李建德、徐政盟　　題目：操作路徑失效分析－以衛星任務為例

九十年度

潘浙楠、王仁宏　　　　　　　　　　題目：產品組裝干擾損失函數之研究

江行全、俞佳伶、王建智　　　　　　題目：印刷電路板製程中完稿底片尺寸變異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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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年度

顧瑞祥　　　　　　　　　　　　　　題目：結合類神經網路及專家系統的自動化統計製程管制系統

九十二年度

邵曰仁、張恭賀　　　　　　　　　　題目： 應用不同抽樣法及不同統計製程管制圖之組合以監督多注頭

製程之評估

九十三年度

王建智、江行全、劉至偉、陳佩鈴　　題目：印刷電路板阻抗調整模式之研究

李佳玲、葉穎蓉、何晉滄、黃井云　　題目：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之實證研究－以台灣銀行業為例

九十四年度

陳啟光、魏建德、蔡政和　　　　　　題目：探討成功推動六標準差品質活動之組織文化特徵

駱景堯、余豐榮、洪松男　　　　　　題目： 結合類神經田口方法與基因演算法於多品質特性製程參數設

計最佳化

九十五年度

陳文魁、蔡裕正　　　　　　　　　　題目：機器視覺之馬可夫算程－半導體銲線製程之應用

池文海、黃庭鍾、魏國州　　　　　　題目： 影響組織績效之關鍵成功因素實證研究－以台灣高科技產業

為例

九十六年度

陳玄岳、劉永欽、曹壽民、張東生　　題目：全國型品質獎宣告對股價與企業風險的影響

林水順、劉子麟、莊英慎　　　　　　題目：運用遺傳演算法求解可維修串並聯系統參數

九十七年度

蔡志偉、唐麗英　　　　　　　　　 題目： 應用資料包絡分析法與自組性演算法最佳化來自實驗設計之

多反應變數

劉宗哲、蘇雄義、李明樺　　　　　 題目： 服務品質、價格認知、企業形象對顧客滿意與顧客忠誠關係

之研究—以香料產業為例

九十八年度

潘浙楠、賴盛振、李俊毅　　　　　　題目： 多變量製程能力指標在評估空氣品質上之比較研究—以台灣

地區空氣污染資料為例

張旭華、呂鑌洧　　　　　　　　　　題目： 運用 TRIZ-based 方法於創新服務品質之設計—以保險業為

例

九十九年度

盧淵源、郭倉義、李文彬　　　　　 題目：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Quality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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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心怡、蘇朝墩　　　　　　　　　 題目： Applying Hierarchical Genetic Algorithm based Neural 
Network and Multiple Objective Evolutionary Algorithm to 
Optimize Parameter Design with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一○○年度

黃允成、潘信佐、林淑萍　　　　 題目：動態加權下貝氏逐次抽樣之研究

宮大川、王鈺婷、陳嘉翎　　　　　 題目：綠色設計管控系統建構

一○一年度

葉進儀、廖冠傑　　　　　　　　　　題目：數量關聯規則探勘之項目離散化方式評估

楊宗銘、蘇朝墩 題目： 系統化組織變革模式於人員生產力提升之應用以半導體製造

公司為例

一○二年度

陳佩雯、鄭春生、陳思蓉　　　　　　題目： 利用連串法則提升累積計量管制圖偵測高產出製程異常之靈

敏度

吳吉政、陳春男　　　　　　　　　　題目：臺灣發光二極體產業製造策略卓越經營決策分析架構

一○三年度

任恆毅、吳易霖、余佳憓　　　　 題目：改良式 FMEA 應用於醫療器材設計階段之潛在失效風險評估

張志平、劉孝先　　　　　　 題目：應用柔性演算法於航太鋁合金焊接參數最佳化之研究

一○四年度

陳榮泰　　　　　　　　　　　　　　題目： A Study on Using the Moving Average Chart for Monitoring 
Time-Between-Events

陳明輝　　　　　　　　　　　　　　題目：二元反應變數的第 I 階段輪廓監控

一○五年度

李明賢、葉兆雄、雷方奕、郭修瑋 題目： The Application of FMEA and QFD to the Improvement of 
Packaging Processes for Transistor 

曾世賢、徐堯 題目： A Two Model Approach for Regression Diagnostics Applied 
to Furniture Design

一○六年度

郭岑伊、古東源 題目： Economic Design of Zero-Inflated Poisson Control Chart for 
Monitoring High Quality Processes

胡凱傑、徐鳳增、張宏生、謝宜臻 題目： 應用重要度績效分析與約略集合理論探討顧客對飯店服務滿

意度之影響因素：台灣與中國大陸之比較

一○七年度

劉秀雯、任立中、邵功新、林育理 題目： Bayesian Analysis of Cross-Category Attribute Preferences: 
Personalized Product Recommendations ( 跨品類產品屬性偏

好之貝氏統計分析：個人化產品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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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佩雯、彭薇珊、鄭春生、王藝婷 題目： Monitoring of Nonlinear Profile Variations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 應用支援向量機於非線性剖面之監控 )

一○八年度

陳榮泰 題目： A Control Chart Based on Moving Average and Moving Ratio 
for Monitoring Weibull Data ( 應用移動平均與移動比值監控

韋伯資料之研究 )
吳美芳、陳正士、鄭豐聰 題目： Group Supplier Selection Problem Based on One-sided 

Process Capability Index with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 基於

多重品質特性單邊製程能力指數的集體供應商選擇問題 )

一○九年度

莊寶鵰、黃仕慶 題目： 運用統計方法於品質事件風險評估與決策制定：以 TFT-
LCD 驅 動 IC 之 分 屏 不 良 問 題 為 例 (Applying Statistical 
Method in Risk Assess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for Quality 
Event : The Case of Abnormal Display Problem in TFT-LCD 
Driver IC)

楊素芬、盧尚文 題目：A Loss-Based Control Chart ( 新的損失管制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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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楷服務獎得獎名錄

七十三年度：徐啟行先生

傑出貢獻獎得獎名錄

七十七年度：宋文襄先生　　劉　振先生　　鍾清章先生

四十週年績效優異楷模

九十三年三月廿八日：

會　　務：林英賢　楊雪芬　曾金蓮

工作委員：房克成　張有成　蘇義雄　林公孚　陳世璉　黃清孝　周滄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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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會歷屆年會 
日期、地點、主席及頒獎貴賓名錄

屆別 年/月/日 地　　　　　　　　　點 主　席
總幹事/
秘書長

頒獎貴賓

成立 53/03/28 台北市菸酒公賣局大禮堂 李國鼎 施政楷

1 54/05/12 台北市國貨館八樓 吳道艮 徐啟行 經濟部李部長國鼎

2 55/07/02 台北市國賓大飯店國際廳 吳道艮 胡永組 外貿會錢副主委昌祚

3 56/06/03 台南市台南大飯店真珠廳 吳道艮 徐啟行 經濟部汪次長彝定

4 57/07/03 台北市中泰賓館九龍廳
高禩瑾出國
李堯 ( 代 ) 徐啟行 經濟部李部長國鼎

5 58/08/09 高雄市華王大飯店萬壽廳 高禩瑾 徐啟行 高理事長禩瑾

6 59/09/13 台中市台中市立第一國中 高禩瑾 徐啟行
經濟部 孫部長運濬 

汪次長彝定

7 60/08/28 台北市商品檢驗局禮堂 高禩瑾 徐啟行 經濟部孫部長運濬

8 61/08/20 台南市台南大飯店孔雀廳 傅貽椿 徐啟行 經濟部孫部長運濬

9 62/09/23 桃園縣中正理工學院中正堂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劉次長師誠

10 63/09/22 台北市商品檢驗局大禮堂 施政楷 徐啟行 高禩瑾先生

11 64/09/28 高雄澄清湖青年活動中心忠孝廳 趙國才 徐啟行 商品檢驗局陳局長宗悌

12 65/09/26 台中市逢甲工商學院育樂廳 施政楷 徐啟行 商品檢驗局陳局長宗悌

13 66/09/25 台北市商品檢驗局大禮堂 施政楷 徐啟行 行政院李政務委員國鼎

14 67/09/29 高雄中油高雄煉油總廠康樂中心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汪次長彝定

15 68/09/28 台北市商品檢驗局大禮堂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韋次長永寧

16 69/09/21 台中市台中市立文化中心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張部長光世

17 70/09/20 台北師範大學綜合大樓演講廳 施政楷 徐啟行 商品檢驗局王局長宗溥

18 71/09/19 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至善廳 施政楷 徐啟行 經濟部吳次長梅村

19 72/09/18 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 宋文襄 徐啟行 經濟部趙部長耀東

20 73/09/18 台北市圓山大飯店 宋文襄 徐啟行 經濟部吳次長梅村

21 74/09/22 中壢市中原大學中正樓 宋文襄 徐啟行 經濟部李部長達海

22 75/09/21 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中正堂 宋文襄 房克成 經濟部李部長達海

23 76/09/20 高雄市小港區中鋼公司 宋文襄 房克成 經濟部李部長達海

24 77/09/18 台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大禮堂 宋文襄 房克成 經濟部陳部長履安

25 78/09/24 台北政治大學公企中心 胡裕同 房克成 經濟部陳部長履安

26 79/09/16 高雄西子灣國立中山大學演藝廳 胡裕同 房克成 經濟部蕭部長萬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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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秘書長

頒獎貴賓

27 80/08/25 台北市國立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王治翰 房克成 經濟部楊次長世緘

28 81/09/20 台中東海大學銘賢堂 王治翰 房克成 經濟部高主任秘書辛陽

29 82/09/19 台北國立政治大學藝文中心 白賜清 房克成 李國策顧問達海

30 83/09/25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王晃三 房克成 經濟部江部長丙坤

31 84/09/23 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資訊館 王晃三 翁清水 經濟部江部長丙坤

32 85/11/16 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鍾清章 翁清水 經濟部許次長柯生

33 86/12/20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高辛陽 謝財源 高理事長辛陽

34 87/09/27 中壢市私立元智大學 葉若春 關季明 工業局汪局長雅康

35 88/11/21 台中東海大學銘賢堂 葉若春 關季明 商品標檢局陳局長佐鎮

36 89/11/03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葉若春 關季明 經濟部林部長信義

37 90/11/03 高雄圓山大飯店 王治翰 關季明 工業局歐副局長嘉瑞

38 91/11/02 台中逢甲大學國際會議廳 王治翰 關季明 標準檢驗局林局長能中

39 92/11/08 中壢市中原大學活動中心 王治翰 關季明 立法院江副院長丙坤

40 93/11/06 高雄市國立高雄大學國際會議廳 盧淵源 關季明 行政院經建會胡主任委員勝正

41 94/09/22 台北市圓山大飯店 盧淵源 關季明 盧理事長淵源

42 95/11/04 台中勤益技術學院 盧淵源 關季明 經濟部陳部長瑞隆

43 96/11/10 台北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張文貴 關季明 標準檢驗局陳局長介山

44 97/11/08 高雄市福華大飯店福華廳 張文貴 關季明 經濟部施次長顏祥

45 98/11/6.7 台北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張文貴 關季明 張理事長文貴

46 99/11/06 泰山鄉明志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 楊錦洲 關季明 經濟部林次長聖忠

47 100/11/05 彰化大葉大學國際會議廳 楊錦洲 關季明 標準檢驗局陳局長介山

48 101/11/17 新北市淡江大學覺生國際會議廳 楊錦洲 關季明 標準檢驗局陳局長介山

49 102/11/16 高雄義守大學國際會議廳 盧淵源 關季明 盧理事長淵源

50 103/11/09 台北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盧淵源 林英賢 盧理事長淵源

51 104/11/14 台中市本學會台中辦事處 盧淵源 林英賢 盧理事長淵源

52 105/11/19 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劉黎宗 侯惠文 標準檢驗局劉局長明忠

53 106/11/25 台北元智大學有庠廳 劉黎宗 侯惠文 標準檢驗局劉局長明忠

54 107/11/03 台中市逢甲大學人言大樓啟垣廳 劉黎宗 侯惠文 標準檢驗局王副局長聰麟

55 108/11/02 桃園市中原大學莊敬大樓 楊錦洲 陳介山 標準檢驗局連局長錦漳

56 109/11/07 高雄市國立高雄大學 楊錦洲 陳介山 標準檢驗局連局長錦漳





TIBCO Statistica 13 大數據分析軟體
特色：
● 完整的資料探勘與統計演算法，提供使用者透過下拉式對話方塊，或者節點模版(Node Template)進
行資料探勘專案；節點模版中，使用者可利用節點流覽器(Node Browser)中的資料管理、資料分析、繪
圖與資料探勘節點，以拖拉(Drag and Drop)方式，建立問題解決方案
●Data Miner指南(DMR)以精靈(Wizard)操作方式，協助使用者逐步(符合CRISP-DM準則)且快速地建立複雜的
資料探勘專案
●大量的練習案例，內建超過290筆練習檔案
●資料探勘 / Data Mining                            ●文字探勘 / Text Mining
●深度學習 / Deep Learning                        ●機器學習 / Machine Learning
●基礎統計 / Basic Statistics and Tables   ●進階統計：線性、非線性模型與多變量分析  / Advanced
●圖表繪製功能 / All Graphs 2D/3D           ●資料可視化 / Statistica Data Visualization
●序列, 關聯與結合分析/ Sequence, Association and Link Analysis
●類神經網路 / Automated Neural Networks
●資料庫提取, 轉換, 載入 / Statistica Extract, Transform, and Load (ETL)
●變異數估計與精確性 / Variance Estimation and Precision(VEPAC)
●多變數統計製程管製 /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MSPC)
●工業統計 / Industrial Statistics (QC Charts, Process Analysis, DOE, Multivariate Quality Control)
●流程最佳化 / Process Optimization, Response Optimization, General Optimization 

1.STATISTICA 大數據分析軟體教育版(Perpetual)
●決策樹:
Data Mining Models

Statistics Models

信弘股份有限公司
Tel：07-2268683
Fax：07-2268685
Web：www.hugecon.com.tw
Email：hugecon@hugecon.com.tw





 

 

成功大學建築系環控組(綠建築)博士班 

長榮大學土地管理開發碩士 

中山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EMBA 

正修科技大學 

2009年高高屏傑出經理人 

★★2020年年第第 3季季高高屏屏人人均均績績效效 第第 1名名 

★★2019年年第第 2季季高高屏屏人人均均績績效效 第第 1名名 

★★2019年年第第 2季季高高屏屏安安全全績績效效 第第 3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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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燉品系列 

地址：高雄市阿蓮區崗山里崗山 111-16 號 

美國許氏花旗參 

100% NATURAL AMERICAN GINSENG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強茂股份有限公司、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光陽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科技部、聚陽人文發展教育基金會、富騰國際實業有限公司、國立高雄

大學國際商管碩士學位學程 (IMBA)、國立高雄大學高階管理人才培育中心 (EMBA)

贊助單位：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欣興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欣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昊青股份

有限公司、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供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張文豹文教

基金會、財來發汽車百貨有限公司、開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正友不動產管理顧問有限公司、正友地政士事務所、仲威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鈦美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福記冷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漢廣行銷有限公司、綠寶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高雄市分會

國立高雄大學亞太工商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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