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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理事長 蔡正忠 幸中金屬家具有限公司 台北市延平北路8段281巷14號 02-28103624   0932-018353

榮譽理事長 陳燕飛 床的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台北市內湖區舊宗路1段88號 02-66355788   0989-361999

榮譽理事長 許俊榮 家榮家具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汐止區茄苳路225巷11弄18號5樓 02-86471530   0910-124622

蔣重凱 福大家具裝潢有限公司公司 台北市民生西路321號 02-25533030   0910-167396　

劉金杉 北丞玻璃有限公司 台北市延平北路八段80巷36號 02-28105538   0936-131678

副理事長 陳俊傑 床的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五股區新北產業園區五工路105號 02-23680055   0933-759045

吳泰慶 達逸實業有限公司 台北市大安區復興南路2段327號9樓-1 02-27331279   0932-333697

理事 黃桂香 雅木傢俱有限公司 台北市磺溪街55巷19號 02-28341757  0933-855569

王志鴻 雙寶家具裝潢設計有限公司 台北市民權東路三段114號9樓 02-27122777  0955-106999

黃柏奎 台灣健登企業有限公司 台北市大安區信義路四段134號 02-27012408  0938-991825

李延裕 偉門工程有限公司 台北市內湖區文德路210巷30弄28號5樓 02-262728302 0952-262728

理事 吳春桂 歐宬家具有限公司 台北市中山區安東街16-1號 02-27737688 0933-833288

許富祥 原利家具行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路100之7號 07-7356356 0988-808000

副理事長 吳碧山 明華家具商場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路46-1號 07-7316988 0935-421123

理事長 陳泰良 資承實業 高雄市仁武區環湖路498-1號 07-3718701 0935-451336

陳建文 鋒承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大同路裕農巷26之1號 07-7322028 0952-158808

候補監事 王沛靜 東龍家具 高雄市苓雅區廈門街8巷8號 07-2228323 0920-028315

監事 林正雄 展揚家具 高雄市鳥松區大同路2-6號 07-7327168 0912-031111

林秋英 愛買家具行 高雄市壽昌路337巷4號5樓 07-3940880 0939-035298

常務理事 陳柏仰 資承實業 高雄市仁武區環湖路498之1號 07-3718501 0918-281168

郭川盟 言坤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寮區大寮路474巷51號 07-7875859 0932-730504

理事 盧信雄 漢特傢俱行 高雄市鳳山區碑頂街160巷28弄16號 07-7037615 0919-638690

蔣豐模 星旺企業行 高雄市大寮區翁園里翁園路130之62號 07-7821723 09375-56955

常務理事 歐宗林 瑞益金屬家具 高雄市大寮區鳳屏一路533號 07-7012777 0933-607577

曾耀煌 永震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永福街15號 07-7329141 0921-268401

魏慈蓮 康而達企業公司 高雄市大寮區裕民街23號 07-7883177 0913-379966

候補監事 段毓雯 百邑家具 屏東縣公裕街214號8樓之2 0929-893838

吳俊宏 宏億國際傢俱有限公司 台南市關廟區五甲里光復街93巷12號 06-5951766 0932-72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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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永信 吉品家具裝潢有限公司 高雄市鳳山區文建街113號 07-7998611 0932-524105

謝啟明 昶保有限公司 高雄市鳥松區美山路19巷19弄7號 07-7356399 09293-32710

監事 張振雄 沙發世界 高雄市大寮區鳳屏一路15號 07-7011988 0932-725346

吳宥霆 巍糧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和平路二段357號A棟 07-3536758 0921-614763

監事 麥訓嘉 金典家具行 高雄市新興區明星街71號10樓之1 0929-038053

副理事長 孫樹評 伊勢丹傢俱百貨生活館 高雄市鳥松區中正路318號 07-7316651 0953-002889

理事 簡隆富 日盛國際家具有限公司 新北市樹林區柑園街一段33巷51號 02-26881676 0933-069666

陳志明 建銓家具有限公司 新北市新莊區環河路658號 02-22085617 0932-047123

副理事長 洪美雲 采昇藝品有限公司 新北市樹林區佳園路3段101巷62弄24號之1 02-26803357 0937-002492

江慶寬 虹寬國際家具有限公司 新北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24巷72-2號 02-29606934 0937-041211

副理事長 江水潭 大豐吉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新北市新北產業園區五工路112號 02-22988080 0916-130176

施順文 長榮家具行 新北市泰山區新五路1段118號 02-22972305 0932-680185

理事 胡銀童 和加達有限公司 新北市三峽區三樹路222巷236弄19-8號 02-26723720 0937-850580

常務理事 薛建民 龍馬床業家具有限公司 新北市土城區金城路2段46巷18-18號 02-22736655 0926-733188

常務理事 黎忠虔 金船家具有限公司 五股區中興路一段一巷26號 02-29882084 0970-183331

林文男 舒美特國際傢俱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春日路1208號3樓 03-3257090 0932-030279

理事 蔡鑾英 金勝廣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北市五股區新五路三段19號8樓 02-89927799 0937-516979

理事 顏松加 國森家具行 新北市蘆洲區中山一路163號 02-22835028 0932-143694

監事 盧金鍊 奇新興業有限公司 新北市樹林區柑園街一段38巷14-8號 02-26802218 0932-819256

監事 張福來 樺一企業有限公司 新北市樹林區中正路415號3樓之2 02-26881676 0935-121847

陳福志 美隆柚木家具店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路3段333號 04-22951310 0934-076697

李賜評 統一家具行 臺中市北區中清路1段397號 04-22086696 0919-036819

陳世杰 永宏家具有限公司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5段230號 04-23581556 0937-206905

常務監事 王郭華 華興家具有限公司 臺中市北區中清路1段520號 04-22926974 0923-109420

副理事長 周建銘 鎮家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神岡區三民南路333巷98號 04-25619010 0937-282175

陳德隆 德隆地板木器廠 臺中市大雅區前村東路7巷8號 04-25661749 0910-431359

陳敏江 真善美傢俱行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大道1段311號 04-25232577 0932-566998

廖柏駿 廣霖欣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神岡區六張路22-6號 04-25620108 0910-452267

賴正士 上格家具批發 臺中市神岡區圳前路37-10號 04-25611130 0932-686906

理事 陳慶鐵 慶程企業有限公司 臺中市清水區和睦路2段272號 04-26201313 0939-928322

監事 賴炳輝 晶華傢具事業有限公司 台中市文心路3段426號 04-23118835 0910-411611

賴錫賢 賢能木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中市神岡區圳前路32號 04-25621755 0920-333389



陳松頭 三加三紅木典藏家飾 台南市歸仁區和順路一段288巷39弄7號 06-3300630 0922-914886

翁金水 龍新傢俱行 台南市歸仁區中山路二段114號 06-2390202 0937-667373

吳文智 龍得寶興業有限公司 台南市白河區中山路2之113號 06-6859575 0937-611783

李秋煌 重興家具行 台南市學甲區濟生路212之2號 0932-972576

副理事長 黃年昌 甜密家園傢俱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快速路一段702號 03-4607337 0928-890158

理事 黃守誌 瑞發家具行           桃園市中壢區龍東路10號 03-4369501 0936-904110

理事 游象鎮 鎮暉事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桃園區建新街470號1樓 03-2181719 0910-155612

候補理事 許金榮 薪福聖傢俱行 桃園市大溪區員林路1段338號 03-3896911 0937-800887

陳榮宗 竹城傢俱有限公司 桃園市大園區五青路150巷181號 0932-142386

常務理事 王文龍 名宇唐木家具 桃園市大溪區康莊路487號 03-3878455 0933-779183

涂文妹 旗鵬企業有限公司 桃園市新屋區福洲三街99巷2號 03-4907948 0963-318844

理事   陳添登  宏業家具 新竹縣新豐鄉新豐村池府路185巷12號 03-5680355 0937-680355

游文忠 三采家具 新竹縣新埔鎮義民路三段717巷108號 03-5894688 0932-920743

理事 方木龍 青業創意家具 新竹縣新豐鄉新豐村2鄰37號 03-5688000 0937-974121

彭堃豐 晨富傢具 新竹縣竹東鎮興農街2之4號 03-5943890 0932-112565

常務理事 洪啟文 新協興精品家具 新竹市經國路一段442巷1號 03-5312266 0937-138001

理事 施純泯 長榮家具有限公司 新竹市中華路四段460號 03-5303099 0935-103878

李文中 佳益家具行 新竹市光華東街76巷29號 03-5326859 0933-117520

陳明福 尚美家具行 新竹市中華路四段50號 03-5307599 0910-257878

理事 藍淑賢 麗傢俬家具 苗栗縣苑裡鎮房裡里6鄰南房69-12號 037-856665 0916-768738

顧問團長 張國平 國勝家具批發總匯 苗栗市復興路一段30號 037-322552 0988-322552

杜冠忠 佳新家具行 苗栗縣通霄鎮新埔里3鄰21-5號 037-793996 0937-703996

蘇錫娟 新象傢俱企業社 苗栗縣苑裡鎮房裡里9鄰南房120-8號 0910-455026

常務監事 葉惟堯 啟富家具 南投縣竹山鎮延平六路9號 049-2652823 0928-926199

候補理事 蕭獻忠 新統一傢俱 南投市彰南路一段150號 049-2230503 0932-688096

洪明堂 大裕生活傢俱 南投縣草屯鎮玉屏路165號 049-2569121 0936-968971

吳振坤 長記家具公司 南投市中山街102號 049-2223196 0912-650328

監事會召集人 邱振耀 大成棕織企業公司 溪州鄉中央路三段100號 04-8894979 0937-257099

顏淳和 旭野興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加錫二巷46-3號 04-8535311 0910-458980

監事 施萬海 長榮家具 彰化市金馬路3段866號 04-7000678 0921-719225

理事 蔣煙灯 皇昇木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福興鄉秀厝村秀安一街686號 04-7702611 0937-236680

曾福良 宜家有限公司 彰化縣福興鄉秀厝村福三路3段548號 04-7767077 0933-557258



謝家峻 璟承家具 彰化縣溪湖鎮彰水路4段518號 04-8823366 0988-233373

理事 蔣銘銓 宏興木器工廠 彰化縣福興鄉秀厝村福三路四段2號 04-7782899 0938-189229

林國陽 楊穎家具 彰化縣鹿港鎮治平街122號 04-7771539 0921-311998

吳家榮 金昌億企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和美鎮鎮平里輝南路172巷9弄8號 04-7517307 0955-442356

劉永棍 利豐家具有限公司 彰化縣埔心鄉瑤鳳路二段266巷32-1號 04-8281302 0928-362200

監事 古世斌 先進家具有限公司 彰化縣鹿港鎮臨海路三段432號 04-7785696 0933-440363

副理事長 周保谷 聯昇家具 雲林縣虎尾鎮頂溪里頂竹圍3-12號 0955-795588

理事 廖福連 春保家具 雲林縣麥寮鄉橋頭村湖內25號 0932-691998

監事 張永隆 永隆家具 雲林縣斗六市大學路1段623號 0937-784318

徐萬能 鼎美家具 雲林縣大碑鄉三結村中埤26-60號 05-5918002 0918-113227

王連興 連興家具 雲林縣土庫鎮後埔里205號 0932-577728

吳榮漢 大漢家具 雲林縣口湖鄉梧南村光明路160-1號 0919-699347

陳忠守 廣興工程行 雲林縣麥寮鄉興華村山寮路26-36號 0932-577729

陳松安 建昇家具 雲林縣水林鄉水林路335號 0919-050231

劉懷元 承品家具行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路二段502號 05-2064285 0931-631885

監事 林姚志 維爵貿易有限公司 嘉義市育人路258巷74弄2號 05-2383878 0935-661199

林淑芬 詠裕家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嘉義市忠孝路541之7號 05-2326474 0910-835812

常務理事 林顯宗 大森傢俱行 嘉義市北社尾路601巷55號 05-2371547 0935-110066

楊昭明 豐明傢俱廠 嘉義縣民雄鄉興南村下洋仔53之1號 05-2130991 0935-295852

理事 潘志雄 濱地企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大林鎮三角里林頭25號 05-2955750 0952-112731

常務理事 李國梁 國華鐵櫃實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新埤里342號 05-3712847 0933-690755

林明勇 冠展神桌噴漆廠 嘉義縣竹崎鄉紫雲村鹿寮窟76號 05-2542317 0932-710875

蔡美金 永興精工廠 嘉義市四維路110巷31號 05-2315229 0966-352208

林四川 蘇菲亞床業有限公司 嘉義縣太保市新埤里新埤318號 05-3612222 0912-220222

理事 林秀珠 建成木器廠 屏東市大洲里清進巷5弄57號 08-7522358 0937-688816

王福樹 福昇金屬實業有限公司 屏東市信和里海豐街69巷149號 08-7368283 0935-409804

林秋德 德興木器廠 屏東縣萬丹鄉社口村大昌路349號 0939-125000

潘崑崙 豐盛家俱精品生活館 屏東縣潮州鎮湖州路276號 08-7886779 0910-825267

蔡常慶 慶岑土木包工 屏東市清溪里清寧街130巷38號 08-7519305 0989-873277

林茂華 真成辦公家具公司 宜蘭縣五結鄉五濱路二段151號 03-9602657 0921-602657

理事 陳金榮 萬益企業社 宜蘭縣五結鄉季新村新店路5-1號 03-9600991 0937-160987

理事 趙榮昌 新興家具企業社 澎湖縣馬公市民權路28號 06-9270453 0932-972737



榮譽理事長 洪清吉 新協興精品家具公司 新竹市經國路一段442號 03-5312266 0910-258291

榮譽理事長 許俊榮 家榮家具公司 新北市汐止區茄苳路225巷11弄18號5樓 02-86472268 0910-124622

榮譽理事長 施萬却 國彰興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秀水鄉義興村義興街148號 04-7611185 0936-969768

榮譽理事長 陳燕飛 床的世界 台北市內湖區舊宗路1段88號 02-66355788 0936-609061

名譽理事長 陳龍飛 富甲木業(馬)有限公司 高雄市新興區六合路159號 07-2237707 0921-026088

名譽理事長 陳燕木 運時通家具集團 新北市新北產業園區五權路73號 02-22992228

名譽理事長 林永詳 圻豐企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社區和平路一段89-1號 07-3515159

團長 張國平 國勝家具批發總匯 苗栗市復興路一段30號 0988-322552

副團長 顏淳和 旭野興業有限公司 彰化縣大村鄉加錫二巷46-3號 0910-458980

副團長 邱竟昌 尊福竹木有限公司 新北市中和連勝街97號3樓 0937-041382

首席顧問 史明德 松鄉木業有限公司 高雄市三民區瀋陽街42號 07-3219897 0970-1333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