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屆別 職稱 姓名 任期 現職 備註

第

十

六

屆

董事 林隆誼 86.11.01∼ 89.10.31 中小企業處副處長

董事 江元璋 86.11.01∼ 89.10.31 中國造船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歐善惠 86.11.01∼ 89.10.31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

董事 蔡穎堅 86.11.01∼ 89.10.31 國立中山大學教務長

董事 吳國雄 86.11.01∼ 89.10.31 台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監察人 郭壽珠 86.11.01∼ 89.10.31 經濟部會計處組長

監察人 曾麗桂 86.11.01∼ 89.10.31 行政院經建會專門委員

監察人 高惠雪 86.11.01∼ 89.10.31 經濟部技術處專門委員

第

十

七

屆

董事長 林水木 89.11.01∼ 92.10.3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長

常務董事 仲澤勝 89.11.01∼ 92.10.31 中科院副院長

常務董事 朱志成 89.11.01∼ 92.10.31 全國工業總會顧問

常務董事 姚士鳳 89.11.01∼ 92.10.3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

常務董事 高惠雪 89.11.01∼ 92.10.31 經濟部技術處專門委員

常務董事 郭年雄 89.11.01∼ 90.10.04 經濟部標檢局副局長
90.10.04改聘標檢局陳
介山副局長

常務董事 王正輝 89.11.01∼ 90.10.04 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組長
90.10.04改聘工業局顏
平和組長

董事 蕭國輝 89.11.01∼ 92.10.31 行政院經建會副處長

董事 賴杉桂 89.11.01∼ 90.10.0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組長
90.10.04改聘中小企業
處許如欽組長

董事 沈正堅 89.11.01∼ 91.07.25 聯勤兵工署署長
91.07.25改聘國防部聯
合後勤司令部生產署劉
復龍署長

董事 谷家恆 89.11.01∼ 92.10.31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

董事 洪敏雄 89.11.01∼ 92.10.31 成功大學研發長

董事 范光照 89.11.01∼ 92.10.31 台大工學院教授兼創新育成組組長

董事 蔡穎堅 89.11.01∼ 92.10.31 中山大學機械系教授

董事 鄭國華 89.11.01∼ 92.10.31 中鋼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陳泮滄 89.11.01∼ 92.10.31 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董事 陳興時 89.11.01∼ 92.10.31 模具公會理事長

董事 吳國雄 89.11.01∼ 92.10.31 台朔重工協理

董事 蘇慶陽 89.11.01∼ 92.10.31 裕隆集團─中華汽車公司總經理

董事 呂瑞煌 89.11.01∼ 92.10.31 瑞利企業公司董事長

董事 程一麟 89.11.01∼ 92.10.31 華新麗華公司總經理

監察人 范姜永吉 89.11.01∼ 90.10.04 經濟部礦業司司長
90.10.04改聘礦業司朱
明昭司長

監察人 曾麗桂 89.11.01∼ 92.10.31 行政院經建會專門委員

監察人 李錫東 89.11.01∼ 92.10.31 經濟部會計處科長

第

十

八

屆

董事長 吳建國 92.11.01∼ 96.02.13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長

常務董事 陳介山 92.11.01∼ 96.02.1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副局長

常務董事 高惠雪 92.11.01∼ 93.11.30 經濟部技術處專門委員
93.11.30改聘技術處郭
俊德副處長

常務董事 顏平和 92.11.01∼ 94.03.29 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組長

94.03.29改聘工業局高
惠雪主秘

95.04.25改聘工業局林
全能副組長

常務董事 陳興時 92.11.01∼ 96.02.13 模具公會理事長／榮剛公司董事長

屆別 職稱 姓名 任期 現職 備註

第

十

八

屆

常務董事 蘇慶陽 92.11.01∼ 96.02.13 裕隆集團 -中華汽車公司總經理
常務董事 洪敏雄 92.11.01∼ 96.02.13 大葉大學校長

董事 朱明昭 92.11.01∼ 96.02.13 經濟部礦業司司長

董事 許如欽 92.11.01∼ 96.02.13 中小企業處組長

董事 鄭國華 92.11.01∼ 95.04.25 中國鋼鐵公司副總經理
95.04.25改聘中鋼陳玉
松副總經理

董事 程一麟 92.11.01∼ 96.02.13 台灣光通訊產業聯盟副會長

董事 黃博治 92.11.01∼ 96.02.13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董事 洪銀樹 92.11.01∼ 96.02.13 高雄市工業會理事長

董事 谷家恆 92.11.01∼ 96.02.13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校長

董事 范光照 92.11.01∼ 96.02.13 台大工學院教授兼育成中心主任

董事 彭宗平 92.11.01∼ 96.02.13 清華大學教務長

董事 荊溪暠 92.11.01∼ 96.02.13 中科院電子系統研究所所長

董事 于樹偉 92.11.01∼ 96.02.13 工研院環境與安全衛生技術發展中心主
任

董事 黃隆洲 92.11.01∼ 96.02.13 車輛研究測試中心總經理

董事 陳貴明 93.01.13∼ 93.11.30 台電公司副總經理

93.11.30改聘中油公司
朱少華副總經理

95.04.25改聘中油公司
沈宏俊所長

董事 黃文星 93.01.13∼ 96.02.13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

監察人 蕭國輝 92.11.01∼ 96.02.13 行政院經建會部門計劃處副處長

監察人 李錫東 92.11.01∼ 96.02.13 經濟部會計處科長

監察人 孫  弘 92.11.01∼ 96.02.13 自動化協會理事長

第

十

九

屆

董事長 蔡見興 96.02.14∼ 97.09.0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長
97.09.01改派黃啟川董
事長

常務董事 郭俊德
96.02.14∼ 96.07.22

(任內過世 )
經濟部技術處副處長

96.11.27改派吳明機副
處長 (98.07.25免兼 )改
由林全能副處長續任

常務董事 林全能 96.02.14∼ 99.02.13 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副組長 /經濟
部技術處副處長

98.08.03調任技術處副
處長繼續兼任

常務董事 葉至誠 98.09.29∼ 99.02.13 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組長

常務董事 黃來和 96.02.14∼ 98.09.2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副局長
98.09.29改派標檢局莊
素琴副局長

常務董事 黃博治 96.02.14∼ 98.01.13 台灣區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98.01.13改派中國科大
谷家恆校長

董事 朱明昭 96.02.14∼ 99.02.13 經濟部礦務局局長兼礦業司司長

董事 陳興時 96.02.14∼ 99.02.13 榮剛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長

董事 陳玉松 96.02.14∼ 99.02.13 中國鋼鐵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彭宗平 96.02.14∼ 98.01.13 元智大學校長
98.01.13改派中油公司
林正雄副總經理

董事 劉一震 96.02.14∼ 98.01.13 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98.01.13改派屏東科大
古源光校長

董事 林明儒 96.02.14∼ 98.01.13 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98.01.13改派高雄應用
科大方俊雄校長

董事 蔡新源 96.02.14∼ 98.01.13 工研院南分院執行長
98.01.13改派中山大學
楊弘敦校長

董事 張宗仁 96.02.14∼ 96.11.27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96.11.27改派高雄第一
科大周義昌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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