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 務推動

會議時間：101年10月19日(星期五)下午17:30

會議地點：漢來大飯店10樓大吉大利廳

　　　　　（高雄市成功一路266號）

出席人員：略

主 持 人：顏理事長德和    紀錄：劉汝惠

會務報告

1.前次會議辦理情形：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大發工業區北大門綠美化案。

辦理情形：1.大寮區公所於100年12月發包本區北大門西側縣188閒置空地綠美化工程，目前已竣工尚未移交

本會。增設入口景觀，市府俟經費狀況研擬設置，以防止汽機車進入以維持環境整潔及避免

遭破壞景觀。歡迎區內廠商踴躍認養綠地。

2.北大門入口意象後方市府與工業局綠帶土地，本會顏德和理事長向中油公司爭取100萬經費，

9月17日產業園區座談會中油公司向李永得副市長報告同意撥付100萬元至市府，市府將儘速

成北大門入口綠化相關作業。

主席裁示：本案持續追蹤列管。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案    由：台88大發交流道下道路改善事宜、拓寬部份188縣道及興業路水溝加蓋案。                                      

辦理情形：1.台88大發交流道下道路改善事宜、拓寬部份188縣道案：6月29日上午林岱樺立法委員召開「縣

道188部份道路右側拓寬工程協調會」。9月29日市府邀請本案相關單位現勘。公路總局已完

成細部設計，擬進行發包相關作業，預計明年農曆年（102年2月）前完工。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一屆第十二次理監事會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一屆第十三次理監事會議

■會議情況

■顏理事長德和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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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興業路水溝加蓋案：本案因排水溝段面考量不加蓋，溝牆部份原45度改建為90度、電桿遷移

及路面拓寬案，本工程於9月13日施工，擬訂12月13日前完工。

主席裁示：本案持續追蹤列管。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有關高雄市政府開闢綠色產業園區開發案。

辦理情形：1.高雄市經濟發展局藍健菖局長於101年3月2日召開產業園區

報編推動小組及溝通協調小組第一次會議決議，聘本會顏

德和理事長擔任諮詢委員。   

2.高雄市經濟發展局藍健菖局長於101年10月15日下午14時

假大寮區公所三樓大禮堂召開「高雄市政府開闢綠色產業

園區第二次公聽會」。 

3.本次會議高雄市經濟發展局藍健菖局長蒞會，本會建請藍

局長於開闢綠色產業園區增編消防隊用地。

主席裁示：本案持續追蹤列管。

會議方面

 7月 6日出席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召開「勘查金大祥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因興建廠房將本中心所有之排水溝加蓋」現地會勘暨會議。

 7月13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假南部科學工業園區高雄園區召開「101年第2

季高雄市產業園區業務聯繫座談會」。

 7月20日出席假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開「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第93次會議暨區域聯防協進會101

年第3次會議」。

 7月20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高雄蓮潭國際會館3樓會議室召開「第六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8月12日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大寮區公所3樓會議室召開「高雄市綠色產業園區可行性規劃報告

案」公聽會。

 8月23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召開「大發工業區職場減災教育宣導會」。

 9月17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假林園工業區服務中心二樓會議室召開「101年第3季高雄市產業園區業務聯繫座談

會」。

 9月18日出席假服務中心召開「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第94次會議暨區域聯防協進會101年第4次會

議」。

 9月19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假縣道188與華中路路口召開「縣道188線10K+076-10K+776右側

道路拓寬工程」地上物拆除、管線遷移及樹木移植作業協調會。

 9月20日出席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在3樓會議室召開「廠商陳情反映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堆置廢棄物造成

廠房龜裂、圍牆傾斜協商會議」。

10月 9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假經濟發展局第二會議室召開「研商大發工業區內華中路養護事宜」。

10月15日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大寮區公所3樓會議室召開「高雄市綠色產業園區」第二次公聽會。

10月17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汙水處理廠假大發污水處理廠會議室召開「工業區

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修正草案說明會。

10月18日出席台灣經濟研究院假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開「工業區發展機會、挑戰與轉型活化條件研討

會」。

會 務推動

■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事項說明

■經濟發展局藍健菖局長與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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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方面

 7月18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聯合總會假華新麗華股份有限公司舉辦「101年度工業區安全伙伴促進計劃-南

區工業區優良事業單位安全衛生觀摩活動」。

 8月 7日本會與聯合總會假大發工業區在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舉辦-發掘企業獲利極大化的關鍵，掀開背後獲

利秘密企業專題講座。

 8月 7日辦理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戴壽南典獄長一行訪視本會敦親睦鄰活動。

 8月16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舉辦「加值軟實力再造園區新價值」論壇活動。

 9月 7日本會假大發警察駐在所舉辦大發工業區101年「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捐血活動。

 9月21日本會假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舉辦「大發工業區101年中秋燒烤聯歡晚會」活動。

 9月25日舉辦法務部長曾勇夫一行訪視本會敦親睦鄰活動。

10月18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聯合總會舉辦「101年度產業政策宣導推廣企業觀摩活動」。

財務方面

　9月30日本會帳戶結餘1,840,013元、甲存80,423元、零用金532元

提案討論

■提 案 一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案。

說　　明：依本會章程第21條本會第一屆理監事任期自98年10月23日至101年10月22日止，任期屆滿擬辦理

改選事宜。有關召開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辦理選舉會議日期、地點，提請理監事會討論。

決　　議：全體理監事同意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於12月28日(星期五)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辦理。

■提 案 二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有關大發警察駐在所巡邏車汰換案。

說　　明：大發警察駐在所方明福所長報告：大發警察駐在所於99年7月22日揭牌成立，當時縣警局提供車

輛為88風災泡水車整修後為本所勤務車。目前使用年限屆滿即可淘汰，林園分局因車輛調配作

業尚無法及時提供車輛，本所目前執行勤務以機車取代汽車。感謝廠協會顏理事長及全體理監

事關心本所業務，僅代表王分局長及本所同仁致上最高謝意。

決　　議：本案決議購買60萬內汽車作為大發警察駐在所巡邏車，相關經費與會理監事一致同意，每席理

監事負擔新台幣參萬元共襄盛舉，其餘費用請顏理事長籌備，以利大發所提昇區內廠商優質服

務。

■提 案 三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本區北大門鄰近台88交流道旁認養地綠美化案。

說　　明：本會顏理事長於縣市合併前，向高雄縣楊秋興縣

長爭取認養本區北大門鄰近台88交流道旁閒置道

路，100年12月大寮區公所發包簡易綠美化工程。

為提昇本區門面景觀，本會擬請園藝公司提報美

化設計，提請理監事會討論。

決　　議：本案俟市府完成北大門綠化工程後再研議辦理。

散　　會：19時30分。

餐　　敘：會後於漢來大飯店10樓大吉大利廳餐敘。

會 務推動

■大發駐在所方所明福與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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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勞工局資遣通報、防制性騷擾宣導勞工局資遣通報、

■101年資遣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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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局資遣通報、防制性騷擾宣導防制性騷擾宣導

■防制性騷擾宣導

政 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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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法務部高雄監獄法務部高雄監獄

拼就業、技能訓練大步走

脫胎、築夢、拼經濟、脫胎、築夢、拼經濟、

法務部長重視收容人更生就業問題，率矯正署

吳署長南下高雄監獄，親臨主持「專業環境清

潔服務技能訓練班」開訓典禮。

法
務部長曾勇夫11月2日特地南下為高雄監

獄、正修科技大學及晶城環保服務有限

公司，產、監、學三方建教合作辦理之「專業環境

清潔服務技能訓練班」主持開訓典禮。

在就業與低薪議題不斷延燒時，高雄監獄為

配合政令提升更生人就業、讓人民有感，積極辦理

「脫胎＆築夢—法務部矯正署收容人多元就業媒合方

案」，該監專程遞送邀請卡，邀請經濟部工業局南區

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及大發工業區廠協會顏理事長、

五金資源回收公會楊理事長、進出口公會莊理事長及

本工業區服務中心黃滿清主任等前去觀禮。

曾部長表示非常肯定高雄監獄創新的做法，

巧妙結合學界研發能量至監獄及產

業界，確實考量監所收容人特性並

迎合社會實際的需求，並讚賞晶城

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場域遍及五都，

提供龐大的工廠、辦公

大樓及公共環境、醫

院、車站等清潔需求人

力，此正可以解決監獄

收容人出監面臨找不到

工作的問題，就業無縫接軌有四點效益：1.私人企

業找不到人力獲得解決。2.同學出獄即能立即找到

工作。3.犯罪率下降及社會治安的提升。4.解決監

獄的擁擠。都由產官學合作帶來的績效。

在高雄監獄典獄長貴賓室裡，戴典獄長為法務

部曾部長介紹大發工業區前去觀禮的貴賓，並特別

介紹郭執行長與法務部曾部長認識，說明透過與大

發工業區良好的互動，多位企業廠商漸漸認識高雄

監獄，並願意提供更生人一個自新的機會，讓他們

走向正確的人生道路，因為救一個人就是救他全

家，同時也是為社會安定進一份心力，在場所有長

官感謝的眼光一致的看向大發工業區的來賓。

高雄監獄戴典獄長勉勵收容人人生一時踏錯、

一時失志在所難免，勉勵參加『專業環境清潔服務

技能訓練班』學員，激發自己的鬥志，努力的讓自

己成為專業清潔師而非清潔工，為自己開創新事

業。戴典獄長表示該監除積極辦理收容人技能訓練

班輔導就業外，將有效建構高雄監獄與廠商、企業

間的交流平台，並擴大產監媒合就業及開放參觀活

動。

除了在典獄長貴賓室裡郭執行長及大發工業區

貴賓與法務部長、戴典獄長合影之外，在開訓典禮

還邀請郭執行長上台與曾部長並肩而坐，備受尊重

及禮遇，在在表現高雄監獄對大發工業區敞開大門

接納更生人的感激之意。

■法務部曾勇夫部長、戴典獄長與郭執行長及大發工業區貴賓合影

巧

業

迎

公

大

院

力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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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上)顏理事長德和上台致歡迎詞

　(下)立法委員林岱樺致詞

1011 年年  大發工業區大發工業區

中秋賞月燒烤聯歡中秋賞月燒烤聯歡

活動紀實活動紀實

大
發工業區101年中秋賞月燒烤聯歡活動，於9月21日下

午6時許在本區位於華西路12號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盛大舉行。多年來廠協會所舉辦中秋節聯歡晚會已是大發工業區

內多數廠商所期待的活動之一，今年報名情況同樣的絡繹不絕，

總計有一百五十幾組來自大發工業區內各家廠商一同共襄盛舉，

讓活動廣場洋溢著熱鬧氛圍。在堆滿摸彩品、繽紛霓虹燈包圍的

舞台，由樂團優美動聽的樂聲開場下，皎潔明月照耀下，為今晚

中秋燒烤活動揭開序幕。

活動開始，首先由本會顏德和理事長上台致詞，顏理事長依

序介紹了現場所有長官及貴賓外，並祝福在場的廠商伙伴佳節愉

快。高雄市議會蔡昌達副議長、立法委員林岱樺、許智傑、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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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楊秋興主任及工業區南區執行

長郭阿梅、黃天煌議員、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戴

壽南典獄長、大寮區長王宏榮、服務中心黃滿清主

任，都受邀上台致詞與摸彩。

接下來，顏理事長向在場廠商伙伴報告今年來

廠協會所執行的相關工作，也讓大家更進一步瞭解

廠協會為大發工業區服務的成果，在場的所有來賓

報以熱烈的掌聲感謝顏理事長。

最後，顏理事長致上一百二十萬的謝意，感謝

各位長官貴賓、本會理監事及區內廠商熱情贊助，

提供了豐富的摸彩品，另先怡企業有限公司所贊助

的甘甜飲用水，皆讓晚會增色不少。

晚會的現場主持人除了賣力的主持帶動現場氣

氛外，大聲唱出摸彩得獎人的彩券編號的同時，所

有得獎者莫不欣喜若狂的跑上台領獎，台下香氣四

溢的烤肉香、關東煮的鮮甜、嫩仙草的沁涼，一切

的美食都滿足了在場每位來賓的味蕾。在理事長公

布最後大獎的得獎人一刻，中秋聯歡晚會氣氛帶向

高潮。愉快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晃眼之間，聯

歡晚會活動已告一段落，參與活動的貴賓、廠商伙

伴們依依不捨相互道別。

活動結束後，大發駐在所的員警在大門口忙著

指揮交通，廠協會及服務中心的同仁都挽起衣袖清

掃，也在極短時間將廣場恢復原狀。在此謹向參加

活動的廠商伙伴、大發駐在所、服務中心的同仁致

上最高的謝意；此外，感謝貴賓及廠商們的熱情參

與，讓今年的中秋聯歡晚會活動能順利美滿的舉

行，也希望與會的各位月圓人圓事事圓。

▼

①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楊秋興主任致詞
　②林園分局王欽源分局長致詞

　③高雄市議會蔡昌達副議長上台致詞
　④矯正署高雄監獄戴壽南典獄長上台致詞

　⑤高雄市議會黃天煌議員上台致詞
　⑥立法委員許智傑致詞
　⑦大寮區長王宏榮上台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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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101年「中秋賞月燒烤」摸彩品一覽表

編號 捐贈單位 捐贈摸彩品 數量

1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顏德和理事長 液晶電視 1

2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顏德和董事長 洗衣機 1

3 立法院院長王金平 高級保溫杯禮盒 1

4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高雄縣工業會 橄欖油禮盒 6

5 高雄市政府陳菊市長 高級涼被 1

6 高雄市政府李永得副市長 高級電烤箱 1

7 高雄市議會許崑源議長 高級禮品 1

8 高雄市副議長蔡昌達 腳踏車 1

9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張乃千局長 高級禮品 1

10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 高級禮品 1

11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楊秋興主任 腳踏車 2

12 高雄市議員黃天煌 電扇 6

13 大發服務中心黃滿清主任 開飲機 1

14 台南科技服務中心黃世宗主任 立扇 1

15 林園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 電烤箱 1

16 仁大工業區服務中心高新宗主任 腳踏車 1

17 環碩環保工程有限公司 高級禮品 １

18 榮民工程(股)公司 電冰箱 1

19 弘偉環保工程公司 腳踏車 1

20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高級手鍊 3

21 三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電扇 6

22 同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兒童車 1

23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腳踏車 1

24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辦公椅 5

25 先怡企業有限公司 電子鍋 2

26 豐亞企業(股)公司 高級禮品 3

27 久鉅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立扇 5

28 高雄縣于淑恩議員 腳踏車 1

29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烘碗機 2

30 長春人造樹脂股份有限公司 腳踏車 4

31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腳踏車 3

32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腳踏車 3

33 大發聯合污水處理廠 立扇 １

34 德豐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月餅禮盒 3

35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高級禮品 2

36 大寮區公所王宏榮區長 腳踏車 1

37 大發高爾夫球隊 腳踏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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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由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大發

扶輪社共同舉辦的「大發有愛 

捐血捐愛心」捐血活動，於9月7日上午9

時至17時在大發駐在所前廣場。

當日早上8時，由大發廠協會顏德和

理事長與大發扶輪社新任李德安社長帶動

下，所有工作人員均挽起衣袖，搬桌子、

排椅子、搭帳蓬、插旗子等，在短時間內

將整個場地全佈置完成，迎接著熱心捐血

人士。

由於今年度擴大辦理捐血活動,主辦

單位共同準備了豐富精美的禮品，有聲寶

電子鍋10人份、高級大音響、行車記錄

器、皇冠高級手錶、kitty涼被、衣物收

納盒、3kg新米等7大精美禮品要送給捐血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大發

扶輪社共同舉辦的「大發有愛

捐血捐愛心」捐血活動，於9月7日上午9

捐
血活
動

捐
血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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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來抽獎，吸引不少人前往捐血。

林園分局王欽源分局長為「響應這個富

有意義的活動」，也率轄區內各所員警一同

到場挽起衣袖捐血。顏理事長表示，除了慰

勉所有工作人員，也鼓勵所屬公司的員工們

踴躍參與具有意義的活動，一整天活動下

來，共計填單人數370位，總計募得211袋的

熱血。有了大發人熱心及愛心的溫暖血液，

勢必能造服更多急需的人們，也確時展現大

發人熱心公益且值得讚賞的一面。

 
▼

▲
（左）大發廠協會顏理事長德和與大發扶輪社李

德安社長與林園分局王欽源分局長與大發
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及大發駐在所所長及
員警同仁

（中）高雄捐血中心頒發感謝狀予大發工業區，

以表感謝愛心捐血。

（右上）大發扶輪社李德安社長頒發高級手錶至

　熱心捐血人士
（右下）大發扶輪社一號正式啟用日

活 動報導

捐
血活
動

第一獎－聲寶牌10人份電子鍋.............1台

第二獎－大音響.........................3台

第三獎－行車記錄器.....................4台

第四獎－皇冠高級手表...................5只

第五獎－正牌Kitty涼被..................6個

第六獎－收納盒（可收納衣服方便實用）...7個

幸運獎－3公斤（新米）................150袋

獎 聲寶牌10人份電子鍋 1台

∼ 聯 合 捐 血 暨 摸 彩 活 動 ∼∼ 聯 合 捐 血 暨 摸 彩 活 動 ∼合 捐 血 暨 摸 彩 活 動∼ 聯 合 捐 血 暨 摸 彩 活 動 ∼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大 發 扶 輪 社 第 2 1 屆 社 區 服 務大 發 扶 輪 社 第 2 1 屆 社 區 服 務

■大發廠協會顏德和理事長與林園分局王欽源分局長及新任大發扶輪
社李德安社長響應捐血活動

■捐血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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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報導

垃圾變黃金垃圾變黃金
大隆保利龍大隆保利龍

過
去被視為環境殺手的廢棄保利龍，現在

搖身一變成為資源回收-黃金，高雄市大

發工業區「大隆」保利龍製造回收再生廠負責人莊

義隆表示，保利龍再生原料使用範圍非常廣，由於

有能力回收再利用的廠家不多，因此，保利龍再生

原料在市場上極為搶手。

莊義隆董事長說明，處理得宜的保利龍再生原

料，可以製成食品和各種禮品的包裝盒，例：冷飲

店的杯墊。至於回收進來的保利龍飲料杯、餐盤

等，怕有污染之虞，再生原料會再加上其它原料，

就可以製成電視外殼、玩具、冰箱外殼等，用途相

當廣。

國內的保利龍使用量非常大，為保護物品避免

碰撞損壞，往往需要用到保利龍製品，時下的冷飲

店及餐飲店用的保利龍材質的杯子及餐盤，保利龍

製品好用且可保冷，但最大的缺點就是保利龍掩埋

不會腐爛，焚化會製造污染，處理起來相當棘手。

過去業者必須花錢請人處理廢棄的保利龍，現在廢

棄的保利龍反而能賺錢，保利龍再生技術在七、八

年前研發成熟，溫度的控制得宜，廢棄的保利龍幾

乎是百分之百可再利用，目前國內獲環保署認證通

過僅有兩家，每月可處理的廢棄保利龍約數百噸，

再生處理上還有很大的空間，本公司有最先進機器

設備，歡迎全國國中以上同學前來參觀，本公司可

提供餐盒，供同學食用，以提昇對保利龍之常識。

■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與大隆保利龍公司莊義隆董事長

■廢棄保利龍再回收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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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義守大學
屏東區食品製造產業屏東區食品製造產業
管理階層人員訓練課程管理階層人員訓練課程

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

練中心101年度高屏澎東區在地訓練與服

務計畫彙管作業服務，10月16、17兩日於大發工業

區服務中心舉行「屏東區食品製造產業管理階層人

員訓練課程」，該課程需求係由義守大學組成之高

屏澎東在地專案小組於今年度透過親自走訪高屏澎

東區數十家食品製造業者及召開數場專案推動說明

會，由受訪以及與會廠商所得出之相關開課需求。

本次課程係由義守大學主辦，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

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協辦，共有20多位學員參加，其中包含醬菜類加

工、冷凍食品及畜產加工等廠商。藉由此次課程對

企業而言可提升人員教育訓練之素質且降低企業訓

練成本；就員工而言可增進專業知識並能與實務銜

接，對企業或是員工而言都是雙贏之局面。

食品製造業不像其他的行業易受到經濟條件的

■講師授課情況

■輔導服務現況

專 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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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報導

影響，其食品的需求依然維持相對的穩定性。然而近年來

面對加入WTO與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未來自由

貿易協定(FTA)，及國際原物料價格逐漸上漲、三聚氰胺

及塑化劑事件的衝擊，促使人民對營養、衛生安全與機能

性也愈來愈重視，為食品製造產業帶來更大的國際競爭與

挑戰，在競爭越趨激烈的環境下，食品製造業者未來必須

積極在創新、轉型及培訓更多專業人才等議題有所因應，

進而提升競爭力並永續經營。

為因應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衝擊，勞委會職訓局南區

職訓中心積極推動「在地訓練與服務計畫」，面對瞬息萬

變的國際經貿情勢，企業除了仰賴政府的各項經貿談判，

本身體質也必須及早調整與升級，才能從容因應國際貿易

競爭態勢。該計畫從去年開始推動，直至今年已完成共計

三百二十餘次輔導服務，今年起輔導範圍延伸至高、屏、

澎、東區域之金屬製品、食品製造、觀光休閒和精緻農業

等相關產業，提供免費企業診斷與諮詢輔導，該中心亦同

時邀請各領域共計48名專家組成專業輔導團，並親臨企業

現場，針對企業有關「產」、「銷」、「人」、「發」、

「財」等經營管理層面需求，為企業量身打造客製化的諮

詢輔導服務，協助在地產業調整體質、提升勞工職能及教

育訓練，累積面對貿易自由化挑戰的競爭優勢。

有關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業訓練中

心102年度「高屏澎東區在地訓練與服務計畫彙管作業服

務」相關資訊本會隨時提供。
▲▼講師授課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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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區新鮮事

經濟部長施顏祥參訪大發工業區專欄報導

緯航、景航企業為台灣遊艇王國揚名國際

緯航、景航企業自創品牌經營豪華遊艇配件揚

名國際，成為台灣品牌走向國際市場一大典範，10

月6日經濟部長施顏祥、工業局長沈榮津等前往緯航

企業公司視察，緯航公司董事長曾信哲、總經理楊

信育詳細介紹公司與世界大型遊艇工廠的業務關係

及遊艇五金精品展館讓人嘆為觀止。經濟部長施顏

祥、工業局加工出口處處長黃文谷、南部執行長郭

阿梅、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黃滿清等人到緯航

公司看完簡介，公司董事長曾信哲表示，玩遊艇的

人都是較注重生活品質，喜歡有品味的、有特色的

東西。所以公司要去跟國際上的大供應商比較時，

要非常非常用心。品質要好、產品上流，要顧及全

方位使用效力面向。

技藝提升　物件幻化成為藝術品

總經理楊信育表示：認為成功源自緯航產品的

設計思想，也是工業主管機關策力輔導研發有成，

像是遊艇上的纜繩，它的功能是綁東西，如果做得

黑黑、醜醜的，就只是功能的效益而已，但如果把

它做得亮晶晶，而且形狀也做得讓人想多看一眼、

甚至有想摸摸它的衝動，那麼這個纜繩就變成是個

藝術品了。「所以我們生產的產品叫做技藝品」，

也就是把物件當藝術品做；換句話說，就是除了兼

具功能與安全性外，還要把它當作藝術品來雕塑，

讓它變得人見人愛。至於這位經營者口中的「技

藝」，在踏上樓梯那一刻起，就獲得印證。踩在有

著ARITEX字樣的階梯上，每一階都是純手工，獨一

無二、世界唯一，因此，光是一個旋轉梯，價值就

高達新台幣1000萬以上！有幸在一天之內就踏上好

幾千萬的樓梯，甚至還可以在LV老闆遊艇上的樓梯

拍照存證！再進一步推門進入展示廳，各式各樣晶

亮耀眼的不鏽鋼製品，立刻映入眼簾，從船錨到跳

板、門把到扶梯，琳瑯滿目，甚至連使用短暫的

化粧室設備應有盡有，令人恍若置身遊艇世界的寶

庫。

施顏部長詢問及公司如何與遊艇工廠往來，也

問到遊艇客制化過程是消費者或遊艇製造商主導，

還有品牌有何涵義，楊信育總經理表示，只因覺得

有A字就會賺錢，而整體來講唸起來相當順口，簡單

意義就是A到消費者樂意出資採購，不撞貨的物品對

他有滿足感，對我有成就感，施部長讚許他們兄弟

是台灣中小企業之光，讓台灣的產品在世界上發光

發熱。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

▼

▲

　①經濟部長施顏祥、工業局
長沈榮津、工業局加工處
處長黃文谷、南部執行長
郭阿梅、大發工業區服務
中心主任黃滿清與曾信哲
董事長、楊信育總經理合
影

　②曾董事長向經濟部施顏部
長介紹游艇配件

　③曾董事長信哲向經濟部長
施顏祥及工業局長沈榮津
等介紹經營緯航自創品牌
的源由

　④經濟部施顏部長讚許曾信
哲兄弟是台灣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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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區新鮮事

經濟部長施顏祥參訪大發工業區專欄報導

翔美食品公司翔美食品公司

台灣味走國際路線－翔美雪花冰插旗全球

翔美食品公司在高文婉董事長的經營下，從販

售雪花冰的小商行變成國際食品公司，獲得國際品

牌UCC集團的認同，並與知名日本迪士尼遊樂園合

作，以台灣的雪花冰、粉圓等研發新產品，希望將

台灣的水果及美食技能行銷國際，象徵台灣產品

MIT，台灣推動成果，不斷顯現。

經濟部長施顏祥、工業局加工處黃文谷、南部

執行長郭阿梅、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黃滿清一

行參訪大發工業區大有二街的翔美公司，看到工廠

大門前插了二十餘支不同國旗。

經濟部長施顏祥詢問這二十餘支國旗是代表的

涵義，高文婉董事長說明，這些國旗代表公司的雪

花冰已經打進這個國家的市場，雖然只是個休閒食

品，卻受到廣大消費者的喜愛外，同時藉此工業主

管機關，協助異業伙伴關係之媒和，及協助讓產品

推銷之挹注極大。施部長也稱許董事長高文婉把雪

花冰變成流行食品。

高文婉董事長的父親是黑松汽水的經銷商，從

小在父親的薰陶下，投入冰品商行經營，創業開始

只生產牛奶雪花冰，因雪花冰口味獨特、細緻且爽

口，門市的生意人潮經常門庭若市，風靡南台灣，

廣大的消費者一致認為雪花冰好吃。

也曾引起仿效，出現仿冒品，但因品質參差不

齊，導致營運情況不好而結束的有相當多。

高文婉董事長的雪花冰細緻且爽口、用料實

在，為照顧到消費者的健康而履獲台灣國際優良食

品暨設備展及台北國際食品工業設備展優良食品評

鑑會頒發金牌獎。二十九年前，她在大發工業區設

廠，並積極投入外銷市場，目前已成功打入日本、

印尼、馬來西亞等二十一國。

▲

▲

　①經濟部長施顏

祥、工業局長沈

榮津、工業局加

工處黃文谷、南

部執行長郭阿

梅、大發工業區

服務中心主任黃

滿清與高文婉董
事長合影

　②經濟部長施顏祥

與高文婉董事長

　③經濟部長施顏祥
親手製作雪花冰

台灣住友培科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行政組組長』

『2012年度高雄市優良日本企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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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顏德和理事長暨全體理監事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滿清主任

仝賀仝賀

恭賀

大發駐在所警友站楊慶德站長

當選當選

榮調

榮獲

吳德升組長吳德升組長

台灣住友培科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縣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高雄縣廢棄物清除處理理理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商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園 區新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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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親睦鄰

曾勇夫部長重視收容人

更生就業問題，率矯正

署吳署長暨高屏地區矯

正機關首長拜訪大發工

業區並與企業主座談

曾勇夫部長拜訪大發工業區曾勇夫部長拜訪大發工業區
與企業主座談會與企業主座談會

9月25日法務部長曾勇夫與矯正署長吳憲璋南

下高雄，除關注收容人生活管理與衛生細節外，並

希望降低更生人失業率，改善廠商及企業主對矯正

機關之認識與接納，提高其僱用出監收容人之意願

與信心，並藉此南下機會深入了解高雄監獄刻正推

展之「浮萍落地生根計畫」，乃率矯正署工作團隊

拜訪大發工業區與企業主舉行臨時座談會。

曾部長有感於大環境經濟不景氣、失業率高

漲，各企業主卻招募不到適合的員工，廠商反而希

望政府增加開放外勞名額，但是現今改善人民生活

痛苦指數最根本的辦法即是解決百姓失業問題。以

矯正機關而言，即思考如何協助即將出監的收容人

銜接更生就業，避免其因生活無著鋌而走險淪落再

犯，成為社會包袱、增加治安問題。經高雄監獄戴

壽南典獄長簡報矯正署該監刻正推展之「浮萍落地

生根計畫」，籌劃辦理符合產業需求的技能訓練科

目-電銲班，另外積極策劃中之「廠商與即將出監

受刑人就業媒合活動」，亦秉持「救一位更生人就

是救他全家」的理念，為更生人在大發工業區尋找

企業主釋出職缺提供工作機會，由監方與勞工局就

業服務站合作媒合輔導就業。

臨時座談會首先由行政院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

業區服務中心主任黃滿清說明：前經高監戴典獄長

率工作團隊於今年08.07.兼程為更生人出監就業請

命拜會活動，暨後續一連串追蹤拜訪及互動說明

後，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多數理、監事及許多廠

商皆表示認同及支持高雄監獄之「浮萍落地生根計

畫」，企業主願意以回饋社會的心情響應高雄監獄

發起的技訓暨輔導就業計畫。在場企業主紛紛表示

目前工業區缺工嚴重，然而職場新鮮人出現工作態

度不佳、適應不良等問題，雖擁有高學歷卻無法放

低身段屈就藍領工作，並且現今產業界極度缺水

電、電銲等專業工人，一般大學畢業生卻不具此專

長，倘監方能夠謹慎篩選真心悔改屏除不良惡習、

身體健康、具高度就業意願之收容人施以技能訓

練，更生人正符合廠商期待，業界願意接納其出監

後立即就業。

會中吳署長亦舉德國技職教育為例，強調矯正

機關務必加強受刑人生命、品德教育，並感謝大發

工業區廠商熱情回應。曾部長勉勵由高屏地區為更

生人出監就業試辦起跑，協助解決更生就業及廠商

缺工問題，進而降低失業率，再可將此高雄監獄

「浮萍落地生根計畫」尋求與大發工業區廠商合作

模式，複製至中、北部矯正機關，顯然是解決上述

諸多問題之可行途徑；部長一方面呼籲廠商提高其

僱用更生人之意願與信心，另一方面指示矯正機關

強化受刑人品德與技職教育，輔導更生人出監就

業，創造產業（社會）、矯正機關以及更生人三贏

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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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親睦鄰

高雄監獄典獄長戴壽南
參訪大發服務中心參訪大發服務中心

各位企業先進，您好﹕

個人今年7月16日到任高雄監獄典獄長一

職，從科員做到機關首長，已是六度到大寮服

務，對這裡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一生從事矯正工

作的終極目標，就是希望協助一時犯錯的浪子回

頭永不再犯，但受刑人出監後如果沒有一份穩定

的工作可安身立命，若找嘸頭路卻三餐不繼，要

他不走回頭路也難。在人生谷底的時候，請給他

一個機會、拉他一把，當他走投無路，選擇再度

「潦落去」的時候，社會上每個人都可能受害。

針對上述的問題，本監特規劃「浮萍落地生

根計畫」，希望替受刑人出監後找出路，包括邀

請貴廠入監參訪，評估成立在監職前技能訓練的

可行性，提前培養即將出監的受刑人成為　貴廠

珍貴的人力資源，出監後能節省您訓練員工的時

間，立即上線；舉辦就業博覽會：本監受刑人臥

虎藏龍、人才濟濟，讓受刑人與您直接面對面現

場媒合，挑選適合　貴廠的人才。同時，貴廠雇

用更生人，還可向政府請領雇工獎勵，真的是一

兼二顧、做好事又補財庫。

各位先進都已事業有成且光宗耀祖之餘，誠

摯邀請各位一起來做善事、種福田，共同營造溫

暖的大寮，為社會安定盡一份心力，又能蔭子

孫、賺大錢。請給更生人一個機會，讓他們走向

正確的人生道路﹔而且救一位更生人，就是救他

全家。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救他全家、更

是功德無量。大發工業區廠商眾多，尚未一一前

往拜訪，101年8月7日弟率本監工作團隊拜會大

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各界共商對策，也表達

個人替更生人請命的決心。期能結合社會各界資

源，靠各位企業先進的協助，成功地達成降低更

生人再犯及穩定社會的遠大目標。這個願景，需

要您的支持與牽成！！

、人才濟濟，讓受刑人與您直接面對面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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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高爾夫球隊
組織章程組織章程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球 隊章程

總　則

第一條：本隊定名為『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大發高爾夫球隊』；簡稱：大發高爾夫球隊。

第二條：本隊以提倡高爾夫球運動，切磋球技廠際聯誼為宗旨。

第三條：本隊隊址設於大發工業區華中路一號。（即廠商協進會辦公室，電話：(07-787-2773）

組　織

第四條：本隊係由大發廠商協進會會員廠商員工及眷屬朋友組成。

第五條：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當然為大發高爾夫球隊名譽理事長，本隊設隊長、副隊長各1名，任期

為1年不連選連任，總幹事1名任期1年得連選連任於每屆最後一次比賽時推選，另由廠協會秘書一人

掌理本球隊財務。

費　用

第六條：本隊年費每人新台幣陸仟元整，入隊時同時繳清，入隊後若無法出席比賽，不得由他人頂替。

第七條：新隊員加入時年費可視入隊時間斟酌刪減。

第八條：球賽後聚餐，頒獎－由隊費支出，球場費用由隊員自理(果嶺費、桿弟費⋯⋯等)。

第九條：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每年提撥贊助經費新台幣拾萬元整，若經費不敷使用時得由隊長及副隊長召募

樂捐。

比　賽

第十條：本隊每月第二週日舉辦比賽一次，時間地點均事先排定公佈。

　　　　比賽遲到已全部開球完畢則成績不予計算。

比賽規則以國際高爾夫規則為主，各球場之規則為輔，並應遵守本隊章程，隊員應嚴守規則力求公平

以示風度。 

獎　勵

第十一條：

1.比賽結果以十八洞淨桿計分，取前七名、十、十五、二十名、BB、博蒂獎（不論洞數每人頒發球1條）、老

鷹獎：球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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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您加入我們最快樂、最健康、最和諧的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高爾夫球隊！∼∼歡迎您加入我們最快樂、最健康、最和諧的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高爾夫球隊！∼

球 隊章程

2.總桿獎乙名：總桿或淨桿獎僅能任選其中一項，以總桿冠軍優先頒獎；總桿冠軍每人每年僅能得獎乙次。

3.總桿數相同時以差點高者為優勝，差點相同以18洞往前比，少者為優勝。

4.淨桿成績相同時已差點少者為先，差點相同以18洞往前比，少者為優勝。

5.最遠桿獎二名：以二洞為原則，當年每人僅能領獎一次。

6.最近洞獎四名：以四洞為原則，二桿進洞2名。

7.為鼓勵出席設有年度積分。每次出席加五分，晉升一名加一分，往前推算前一、二、三、四、五名再加５、

４、３、２、１分。總桿冠軍再加５分。

8.全年無缺席者頒給全勤獎。

9.全年度積分總成績取前三名。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出席

得分 20 18 16 14 12 10 9 8 7 6 5

一桿進洞獎(基金)：限本球隊月例賽中隊員&來賓每次出賽均收100元做為一桿進洞基金，由廠協會秘書保管。

大發隊來賓當月例賽一桿進洞，－頒發當次收取一桿進洞基金全部金額為必須請大家吃飯。

大發隊隊員(入隊年資未滿一年)－頒發獎金10000元。

大發隊隊員(入隊年資滿2年以上∼未滿3年)－頒發獎金30000元。

大發隊隊員(入隊年資滿3年以上)－頒發獎金50000元。

經隊員過半通過，每年底得提撥基金30%供隊務運用「提撥後基金餘額不得低於五萬元」。

差　點

第十二條：會員之差點：

1.第一次以新新貝利亞差點計算成績，第二次以第一次成績減七十二乘零點八為新差點，男性最高三十二，女

性最高為三十六，以後如淨桿有低於標準或得獎時再調整。

2.差點之調整以有增無減為原則但年度差點總調整不在此限，凡本隊比賽所得淨桿數低於標準桿者，與得前五

名者依下列標準調整之：

差點 調整率
低於標準桿 優勝調桿

-1 -2 -3 -4 -5 一 二 三 四 五

0-9 15% 0  0  0  1  1 1  0  0  0  0

10-15 30% 0  1  1  1  2 2  1  0  0  0

16-25 60% 1  1  2  2  3 2  1  1  1  0

26-36 90% 1  2  3  4  5 4  3  2  1  1

 附註：低於標準桿五桿以上時一律以五桿計算未得獎不調桿

3.隊員差點每年重新調整一次，由每年參加次數中平均桿數減七十二再乘零點八(四捨五入)，即為次年度新差

點。

　☆以現有差點為基礎上下調桿最多不超過3桿。

　☆年度調桿最低差點為9。

附　則

隊友通過PGA長春組考試成為正式Pro，由本隊聘為球技顧問，免收隊費---每月邀請出席球敘、聚餐、成績不

列入計算。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來源：1.年費。2.樂捐。3.大發廠協會每年贊助新台幣壹拾萬元。

第十四條：隊員若自請退隊本會所屬財務不得請求分拆取回，對已繳之年費亦不得請求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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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高球賽20122012
第二屆"鋼""進""大""發"結盟兄弟會高爾夫球結盟賽第二屆"鋼""進""大""發"結盟兄弟會高爾夫球結盟賽

主　　旨

舉辦『第二屆"鋼""進""大""發"結盟兄弟會高爾夫球結盟賽』秉持著以球會友的精神，增進會友間之情誼，共

襄盛舉，齊聚同歡聯誼，以達運動之美。

參加對象

1.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高爾夫球隊之隊員

2.大發扶輪社高爾夫球隊聯誼會之會員

3.南區不鏽鋼高爾夫球隊聯誼會之會員

4.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會員之企業負責人及從業員工。（貴賓不計算成績）

比賽辦法

1."鋼""進""大""發"結盟兄弟會之會員以新新貝利亞計算成績。

2.非結盟兄弟會之來賓不計算成績；賽後於大崗山球場享受餐敘及頒獎。

3.各結盟兄弟會：各會月例賽及成績獎項各隊各會另行計算擇期頒獎。

比賽細則

1.以國際高爾夫比賽規則為主及各球場之單行規則為輔。

2.採新新貝利亞計算成績。（淨桿成績相同時，以差點少者為優勝；差點相同時，以年長者為優勝）。 

★賽後於大崗山球場會餐頒獎之餘，並有豐富摸彩活動。（不在場者，視同放棄）

★請您珍惜您寶貴的權益！（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月28日截止）

　出席比賽及參加餐會，將會使您獲得料想不到的健康及快樂！

※本比賽如有未盡事宜，經結盟兄弟會及各會長同意裁示修訂之。

瑞士銀行財富管理講座

演講主題：海外資金回台投資與大陸企業最新財稅規定

演 講 人：史芳銘會計師（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時　　間：2012年12月20日（星期四）下午 14:00∼16:30 

地　　址：寒軒飯店 B2 國際A廳（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33號）、人數：50位

日期：民國101年12月10日(一) 

時間：中午11:00前完成著裝並報到　

　　11:30準時同時段10洞開球

地點：大崗山球場

瑞士銀行財富管理講座

結盟賽第二階段財稅課程結盟賽第二階段財稅課程

★ 會場備有精緻下午茶、停車位 ★

22主辦：南區不鏽鋼高爾夫球聯誼會主辦：南區不鏽鋼高爾夫球聯誼會

協辦：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高爾夫球隊、大發扶輪社高爾夫球隊聯誼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協辦：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高爾夫球隊、大發扶輪社高爾夫球隊聯誼會、高雄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



年度高球賽20122012
第二屆"鋼""進""大""發"結盟兄弟會高爾夫球結盟賽第二屆"鋼""進""大""發"結盟兄弟會高爾夫球結盟賽

《獎 項》 《獎項內容》

淨桿冠軍 乙名 美國 TaylorMade 進口R11S高級高球1號木桿 定價：$24,500

淨桿亞軍 乙名 美國 TaylorMade 進口高級高爾夫球袋 定價：$14,500

淨桿季軍 乙名 美國 TaylorMade 進口RBZ高級高爾夫球袋 定價：$12,000

淨桿殿軍 乙名 美國 TaylorMade 進口高級高爾夫球袋 定價：$ 8,000

淨桿五名 乙名 美國 Titleist 進口高級高爾夫球袋 定價：$ 7,600

淨桿六名 乙名 日本 MIZUNO 進口高級高爾夫球袋 定價：$ 7,000

淨桿七名 乙名 美國 TaylorMade 進口 DA-12 高級高爾夫推桿 定價：$ 7,000

淨桿八名 乙名 日本 KASCO 進口高級高爾夫衣物袋 定價：$ 3,200

淨桿九名 乙名 日本 DUNLOP 進口高級高爾夫衣物袋 定價：$ 2,500

淨桿十名 乙名 美國 NIKE 進口高級高爾夫衣物袋 定價：$ 2,200

逢 5 獎 八名 日本 PRGR 進口高級高爾夫袖套 定價：$ 1,000

逢 1 0 獎 八名 日本 PRGR 進口高級高爾夫袖套 定價：$ 1,000

B. B.獎 乙名 高爾夫雙洞 嶺順逆草推桿練習器 定價：$ 2,000

N. P.獎 四名 美國 PGA 進口配件【“高爾夫 BALL MARK多功能錢夾”】

2N. P.獎 十名 美國 PGA 進口配件【“父與子紀念版多功能錢夾”】

3N. P.獎 四名 美國 PGA 進口配件【“微笑高爾夫 BALL MARK多功能錢夾”】

※以上獎項之得獎資格：限定是結盟兄弟會之會員以新新貝利亞計算成績。(報名、列名單、造冊為主)

【“技術獎”採會員管制賽！各項每人以一洞為限。】

※須以報名、列名單、造冊為主！

參加獎

高級牛皮高爾夫休閒皮帶。《結盟兄弟會會員獨享！》

高級牛皮高爾夫磁鐵攜球袋。《結盟兄弟會會員獨享！》

礦泉水(每人2瓶)。《會員、來賓共享！》           

球場賣店抵用$100元。《會員、來賓共享！》

瑞士銀行提供高級高爾夫球(每人1條)。《會員、來賓共享！》

《報名造冊之會員、來賓》

摸彩品 高爾夫摸彩精品；共計80份。《含瑞士銀行提供精美高級禮品20份！》

《報名造冊之會員、來賓》

※※※　通通有獎！　※※※



活動照片紀實

大發大小事大發大小事

《義警中隊常年幹部訓練講習》

林園王分局長欽源致贈榮譽狀給義警

中隊人員

《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第4次會議》

高市勞工局安全衛生股陳俊源股長

《行政院產業結構優化研討會－三業

四化論壇》

林園分局王分局長欽源致贈感謝狀至

大發廠協會顏理事長德和

大發廠協會捐贈林園分局反光背心

《加值軟實力再造園區新價值》

中華民國聯合總會蔡圖晉理事長致詞

《研商大發工業區華中路養護事宜》

《廠商反映地勇堆置廢棄物會議》

縣188道路拓寬工程地上物移除現勘

會議

《高雄市勞工局職場減災宣導會》

《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田清益執行長

拜訪大發工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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