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中華世界楊太極武藝總會--會員代表 名冊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99年04月17日 北市社會字第3046號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0號6樓之1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徐美 0922-531939 slowbeauty002@gmail.com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215號11樓

總幹事 張耀庭 0930-721632 miles6643@yahoo.com.tw 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3段155巷90弄73號

會員代表 1 余美麗 0968-374-823 yumeili5070@gmail.com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66號12樓之一

會員代表 2 黃長福 02-29325202 huangchenfu@gmail.com 北市興隆路二段203巷2弄7號4F

會員代表 3 徐美 0922-531939 slowbeauty002@gmail.com 台北市基隆路二段215號11樓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101年11月04日 台內社字第 101384173 號 台南市新營區文昌街56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蘇清標 0933-623992 such4321@pchome.com.tw 台南市新營區文昌街56號

總幹事 陳建宏 0933-366040 hung67660629@yahoo.com.tw 台南市新營區樂仁街16巷11號

會員代表 1 蘇清標 0933-623992 such4321@pchome.com.tw 台南市新營區文昌街56號

會員代表 2 游勝雄 0937-331608 shyu2147@gmail.com 高雄市東區新光路7號35F-5

會員代表 3 楊乾龍 0928-830357 joylung@seed.net.tw 台北市士林區德行東路280號6樓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100年  8月20日 北府社團換字1001378953號 新北市新店區建國路134號

負責人

   1.   台北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負責人

徐美

   2.   中華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師承協會

負責人

蘇清標

張煥洲

   3.   新北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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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華世界楊太極武藝總會--會員代表 名冊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張煥洲 0921-997688 055897@mail.bot.com.tw 台北市木柵路二段109巷100弄30號7樓

總幹事 暫缺    

會員代表 1 張煥洲 0921-997688 chj055897@yahoo.com.tw 台北市木柵路二段109巷100弄30號7樓

會員代表 2 尤德林 02-28051512 etaigi@yahoo.com.tw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路72巷30弄17號

會員代表 3 王敏成 0913-456698 W29638151@gmail.com 新北市中和區國光街102巷11弄11-3號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97年12月28日 府勞社行字第0980043820號 苗栗縣南庄鄉田美村1鄰田美8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劉鑫基 0935-590010 liu3939@yahoo.com.tw 苗栗縣苗栗巿福安里14鄰安泰136號

總幹事 鄧文凱 0926-380107 kevinden@gmail.com 苗栗縣頭份鎮銀河路194巷3號

會員代表 1 劉鑫基 0935-590010 liu.13939@msa.hinet.net 苗栗縣苗栗巿福安里14鄰安泰136號

會員代表 2 鄧文凱 0926-380107 kevinden@gmail.com 苗栗縣頭份鎮銀河路194巷3號

會員代表 3 楊鎮守 0910-809150 jennshoou@gmail.com 苗栗縣竹南鎮維新路192號7樓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89年11月25日 府社行字第0960088375號 台中市西屯區大墩18街195號19F-1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康銘熙 0931-375987 kangmx541213@gmail.com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20號A棟8F之9

總幹事 劉沂萍 0910-985085

會員代表 1 康銘熙 0931-375987 kangmx541213@gmail.com 台中市西區大隆路20號A棟8F之9

會員代表 2 許文基 0919-668620 fusu9210@yahoo.com.tw 台中市北區德化街362號

會員代表 3 宋文禮 0932-610088 hamaki888@gmail.com 台中市大業路192號8F-2

康銘熙

   5.   台中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負責人

   4.   苗栗縣楊太極武藝協會

負責人

劉鑫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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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華世界楊太極武藝總會--會員代表 名冊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96年01月12日 彰府社政字第0960008451號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經口路52巷3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張錫男 0926-730933 chang.hsinan@msa.hinet.net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經口路52巷3號

總幹事 曾智偉 0930-313798 reasongm@gmail.com 彰化縣秀水鄉彰秀路76巷76號

會員代表 1 張錫男 0926-730933 si8202412@gmail.com 彰化縣埔心鄉經口村經口路52巷3號

會員代表 2 周通能 0905-027327 u262345@taipower.com.tw 500彰化市彰草路467之13號

會員代表 3 黃耀聰 0972-065284 hyt.david@msa.hinet.net 南投市中興新村光明路15號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99年  7月25日 府社行字第0995034261號 嘉義市東區宣信街111巷89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林震枝 0928-778519 a0928778519@gmail.com 嘉義市宣信街23巷8-3號

總幹事 吳文靜 0929-372965 jingny@seed.net.tw 嘉義縣太保市過溝里10-60號

會員代表 1 林福助 0958-108203 fjlin1941@so-net.net.tw 嘉義市東區宣信街111巷89號

會員代表 2 林震枝 0928-778519 a0928778519@gmail.com 嘉義市宣信街23巷8-3號

會員代表 3 蕭富光 0939-405899 a405899@gmail.com 嘉義市吳鳳南路621巷49弄23號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94年  4月25日 府社行字第0950067766號 嘉義縣朴子市北通路41號

負責人

陳俊正

負責人

張錫男

林震枝

   8.   嘉義縣楊太極武藝協會

   7.   嘉義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負責人

   6.   彰化縣楊太極武藝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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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華世界楊太極武藝總會--會員代表 名冊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陳俊正 0910-754083 jun3660348@gmail.com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159-2號

總幹事 黃玉鳳 0932-719949 a0937577350@gmail.com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179之62號

會員代表 1 陳俊正 0910-754083 jun3660348@gmail.com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里159-2號

會員代表 2 蔡文賓 0920-582817 a0920582817@gmail.com 嘉義縣朴子市大鄉里230號

會員代表 3 陳錦鐘 0937-576358 a0937576358@gmail.com 嘉義縣太保市太保里36之78號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76年  3月14日 府社行字第 584 號 台南市白河區昇安里52-7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蘇坤林 0932-718466 su.su6851@msa.hinet.net 台南市白河區昇安里52-7號

總幹事 黃士銘 0913-013560 su.su6851@msa.hinet.net 台南市白河區昇安里52-7號

會員代表 1 蘇坤林 0932-718466 su.su6851@msa.hinet.net 台南市白河區昇安里52-7號

會員代表 2 黃士銘 06-6830284 su.su6851@msa.hinet.net 台南市白河區昇安里52-7號

會員代表 3 黃翠蓉 0935-705530 girl6851@gmail.cow 台南市白河區昇安里52-4號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99年  3月31日 府社行字第0990072777號 台南市新營區東山三路121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賴淑琴 0970-900158 a6334262@yahoo.com.tw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38-10號

總幹事 陳國輝 0910-066735 kuohuei@pchome.com.tw 台南市新營南新街164-1號

會員代表 1 賴淑琴 0970-900158 a6334262@yahoo.com.tw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38-10號

會員代表 2 黃明志 0932-717921 agsibala@gmail.com 台南市後壁區後壁里40號

會員代表 3 吳信宏 0934-050072 tm56311@gmail.com 台南市新營區東明街56巷31號

蘇坤林

負責人

賴淑琴

   10.   台南市中華楊家老架太亟武藝協會

   9.   台南市太極拳文化協會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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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華世界楊太極武藝總會--會員代表 名冊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營體證字(99)單委聘第026號 台南市新營區東山三路121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賴淑琴 0970-900158 a6334262@yahoo.com.tw 台南市新營區三民路38-10號

總幹事 陳國輝 0910-066735 kuohuei@pchome.com.tw 台南市新營南新街164-1號

會員代表 1 陳建宏 0933-366040 hung67660629@yahoo.com.tw 台南市新營區樂仁街16巷11號

會員代表 2 李淑華 0987-741960 jamielee@csb-battery.com.tw 台南市六甲區復興街41巷7號

會員代表 3 薛文榮 0912-101020 keyknow.win@gmail.cow 台南市新營區勝學路260巷2號8F-2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87年10月 4日 高市社局一字第 96064 號 高雄市小港區民益路138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蔡金枝 0920-165051 mary411220@gmail.com 高雄市鳳山區自立街116號

總幹事 蔡清玉 0952-071975 cytjames@gmail.com 高雄市鳳山區福安二街86巷28號

會員代表 1 蔡金枝 0920-165051 mary411220@gmail.com 高雄市鳳山區自立街116號

會員代表 2 蔡明義 0971-155983 011809.csc@gmail.com 高雄市小港區民益路138號

會員代表 3 呂坤奇 0929-051530 passmay@seed.net.tw 高雄市鳳山區文雅街48巷2號

會員代表 4 黃得恩 0912-031685 deren.huang@gmail.com 高雄市左營大路2-24號2F-1

會員代表 5 陳春月 0929-939486 s474003@yahoo.com.tw 高雄市鳳山區北榮街40巷3號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13.   台東縣楊太極武藝協會

負責人

負責人

蔡金枝

陳建宏

   12.   高雄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11.   台南市新營區太極拳委員會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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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華世界楊太極武藝總會--會員代表 名冊

86年  2月18日 府社行字第 86017471 號 台東市漢中街28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蘇建榮 0911-674890 a237673@hotmail.com 台東市仁二街176號

總幹事 暫缺    

會員代表 1 蘇建榮 0932-660613 a237673@hotmail.com 台東市仁二街176號

會員代表 2 吳泰興 0910-443723 taijiwutai@yahoo.com.tw 台東市漢中街28號

會員代表 3 卓麗鳳 0978-987838 無 台東市新社一街22號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2013年11月 3日 府社行字第 102043 號 新竹縣新豐鄉康樂路一段140巷4弄7號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沈里安 0932-110807 b6296.leo@msa.hinet.net 新竹縣新豐鄉康樂路一段140巷4弄7號

總幹事 張瑜珊 0910-158917 yusan3858@gmail.com 新竹市東大路3段510巷4號6樓

會員代表 1 沈里安 0932-110807 b6296.leo@msa.hinet.net 新竹縣新豐鄉康樂路一段140巷4弄7號

會員代表 2 劉偉光 0932-517678 charlesliu368@gmail.com 新竹縣竹東鎮五豐街35號

會員代表 3 盧美琉 0916-331117 L5689880@yahoo.com.tw 新竹縣新豐鄉埔和村埔頂11鄰324-1號

登記日期 登記字號 登記地址

2017年4月9日 1060061124 新竹市經國路2段216號9F之2

職稱 姓名 電話 e-mail 地址

理事長 何秀鳳 0938-147888 a81378@yahoo.com.tw 新竹市經國路2段216號9F之2

總幹事 許志仲 0919-668458 m121754@gmail.com 屏東縣內埔鄉光華街16號C3F

會員代表 1 何秀鳳 0938-147888 a81378@yahoo.com.tw 新竹市經國路2段216號9F之2

   15.   新竹市楊太極武藝協會

沈里安

蘇建榮

   14.   新竹縣楊太極武藝協會

負責人

負責人

何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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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中華世界楊太極武藝總會--會員代表 名冊

會員代表 2 楊錦龍 0927-420421 新竹市經國路2段216號9F之2

會員代表 3 郭武夫 0911-060851 新竹市中南街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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