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董監事名冊附
錄
5

屆別 職稱 姓名 任期 現職 備註

第

十

四

屆

董事長 蘇南成 80.11.01∼ 83.10.3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長

常務董事 楊世緘 80.11.01∼ 81.03.19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81.03.19改派工業局王
覺民局長

83.01.26改聘工業局尹
啟銘局長

常務董事 黃演鈔 80.11.01∼ 82.06.02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局長
82.06.02.改聘商檢局許
鵬翔局長

常務董事 周　敢 80.11.01∼ 83.10.31 中山科學研究院執行長

常務董事 翁政義 80.11.01∼ 83.10.31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長

常務董事 洪榮進 80.11.01∼ 83.10.31 中國鋼鐵公司副總經理

常務董事 梁純錚 80.11.01∼ 83.10.3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總經理

董事 陳耀生 80.11.01∼ 82.07.27 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
82.07.27改聘中油高雄
煉油總廠李慶榮廠長

董事 吳柏禎
80.11.01∼ 81.02.26

(任內過世 )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執行祕書

董事 陳昭義 80.11.01∼ 83.10.31 經建會副處長 /經濟部科技顧問室主任 81.07.28調職仍留任
董事 胡仲英 81.07.28∼ 83.10.3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處長

董事 章陽明 80.11.01∼ 83.10.31 聯勤總部兵工生產署署長
83.03.30改聘聯勤兵工
署劉立中署長

董事 石滋宜 80.11.01∼ 83.10.31 中國生產力中心總經理

董事 王永慶 80.11.01∼ 83.10.31 台塑企業董事長

董事 徐旭東 80.11.01∼ 83.10.31 遠東紡織公司董事長

董事 林信義 80.11.01∼ 83.10.31 中華汽車公司總經理

董事 葉曼生 80.11.01∼ 81.06.01 中國造船公司總經理

81.06.01改聘中船余辰
南總經理

82.10.19改聘中船范光
南經理

董事 林義雄 80.11.01∼ 83.10.31 台灣機械公司副總經理

董事                    應克範 80.11.01∼ 81.07.28 國防部物力司司長

81.07.28改聘物力司吳
志遠司長

82.10.19改聘物力司章
承祖司長

董事 盧基盛 80.11.01∼ 83.10.31 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董事                                             吳海瑞 80.11.01∼ 83.10.31 台灣機械產業工會聯合會理事長

董事 潘煥章 80.11.01∼ 83.10.31 中華民國鍛造協會理事長

董事 吳建國 80.11.01∼ 83.10.31 高雄工商專校校長 /高雄技術學院籌備
處主任

81.03.19調職仍留任

董事           黃廣志 81.03.19∼ 83.10.31 國立高雄工商專校校長

監察人 吳文弘 80.11.01∼ 83.10.31 經濟部會計長

監察人 逄志高 80.11.01∼ 83.10.31 台灣電力公司秘書處處長

監察人 曾輩滇 80.11.01∼ 83.10.31 行政院經建會專門委員

第

十

五

屆

董事長 蘇南成 83.11.01∼ 86.10.3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長

常務董事 尹啟銘 83.11.01∼ 84.11.28 經濟部工業局局長 84.11.28請辭卸任

常務董事 許鵬翔 83.11.01∼ 84.11.28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局長
84.11.28改聘經濟部商
品檢驗局王聚揚副局長

常務董事 陳昭義 83.11.01∼ 84.11.28 經濟部技術處處長
84.11.28改聘經濟部礦
業司范姜永吉副司長

屆別 職稱 姓名 任期 現職 備註

第

十

五

屆

常務董事 周敢 83.11.01∼ 84.09.19 中山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84.09.19改聘中科院仲
澤勝副院長

常務董事 梁純錚 83.11.01∼ 86.10.3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總經理

常務董事 洪榮進 83.11.01∼ 84.05.26 中國鋼鐵公司副總經理
84.05.26改聘中鋼鄭國
華助理副總經理擔任董
事

董事 李慶榮 83.11.01∼ 86.10.31 中油公司高雄煉油廠廠長

董事 劉立中 83.11.01∼ 86.10.31 聯勤總部兵工生產署署長

董事 石滋宜 83.11.01∼ 86.10.31 中國生產力中心總經理

董事 王永慶 83.11.01∼ 86.10.31 台塑企業董事長

董事 盧基盛 83.11.01∼ 86.10.31 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董事 徐旭東 83.11.01∼ 86.10.31 遠東紡織公司董事長

董事 林信義 83.11.01∼ 86.10.31 中華汽車公司總經理

董事 胡仲英 83.11.01∼ 85.03.26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處長
85.03.26改聘經建會部
門計劃處蕭國輝副處長
並改任常董

董事 逄志高 83.11.01∼ 86.10.31 台灣電力公司秘書處處長

董事 張旭勇 83.11.01∼ 86.10.31 中國造船公司高雄廠總廠長

董事 林隆誼 83.11.01∼ 86.10.31 中小企業處副處長

董事 朱志成 83.11.01∼ 86.10.31 全國工業總會常務理事 85.01.30改任常董
董事 歐善惠 83.11.01∼ 86.10.31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院長

董事 王靖雄 84.05.26∼ 86.10.31 手工具同業公會理事長

董事 蔡穎堅 85.01.30∼ 86.10.31 中山大學工學院院長

監察人 吳文弘 83.11.01∼ 84.11.28 經濟部會計長
84.11.28改聘經濟部會
計處郭壽珠組長

監察人 吳建國 83.11.01∼ 86.10.31 國大代表 原任 14屆董事
監察人 曾麗桂 83.11.01∼ 86.10.31 行政院經建會專門委員

第

十

六

屆

董事長 蘇南成 86.11.01∼ 88.03.23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董事長
88.03.23改派林水木董
事長

常務董事 王聚揚 86.11.01∼ 89.10.31 經濟部商品檢驗局副局長

常務董事 范姜永吉 86.11.01∼ 89.10.31 經濟部礦業司副司長

常務董事 仲澤勝 86.11.01∼ 89.10.31 中山科學研究院副院長

常務董事 黃癸榕 86.11.01∼ 89.10.31 經濟部工業局副局長

常務董事 朱志成 86.11.01∼ 89.10.31 全國工業總會顧問

常務董事 姚士鳳 86.11.01∼ 89.10.31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執行長

董事 李慶榮 86.11.01∼ 87.11.24 中油公司副總經理
87.11.24改聘中油公司
大林煉油廠黃清吉廠長

董事 劉立中 86.11.01∼ 87.09.22 聯勤總部兵工生產署署長
87.09.22改聘聯勤總部
兵工生產署楊國開署長

董事 鄭國華 86.11.01∼ 89.10.31 中國鋼鐵公司技術部門副總經理

董事 蕭國輝 86.11.01∼ 89.10.31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副處長

董事 萬以寧 86.11.01∼ 88.10.04 中國生產力中心總經理
88.10.04改聘生產力中
心陳明璋總經理

董事 吳建國 86.11.01∼ 89.10.31 大富科技公司董事長

董事 陳泮滄 86.11.01∼ 89.10.31 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董事 徐旭東 86.11.01∼ 89.10.31 遠東紡織公司董事長

董事 林信義 86.11.01∼ 89.10.31 中華汽車公司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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