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①大發服務中心

黃主任滿清致

贈卸任禮品給

顏理事長德和

　②大發服務中心

黃主任滿清致

贈綠美化獎狀

給廠商

　③良達蔡副理佩

芳致贈感謝花

束給顏理事長

德和

　④新任莊理事長

義隆致贈卸任

禮品給顏理事

長德和

　⑤仁大服務中心

高主任新宗致

贈卸任禮品給

顏理事長德和

本會第二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及新

、卸任理事長交接典禮、理監事選舉

於101年12月24日(星期一)上午上午

10時由本會顏理事長德和親自主持

，李副市長永得、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謝俐俐副局長、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藍健菖局長、工業局連錦漳副局長

、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管理處郭阿

梅執行長、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

總會蔡圖晉理事長、立法委員林岱樺

、高雄市議會蔡昌達副議長、高雄監

獄戴典獄長壽南等多位地方民意代表

及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滿清主任、

仁大服務中心高新宗主任等多位貴賓

蒞臨指導。會議在主席顏理事長簡單

致詞後，緊接著進行，本次大會的重

要工作是舉辦第二屆理監事改選，在

會員廠代表見證下進行票選、開票、

唱票等工作，最後大隆保利龍股份有

限公司莊義隆董事長，眾望所歸高票

當選第二屆理事長。並由主管機關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謝俐俐副局長監交下

完成新、卸任理事長交接儀式。

首先，卸任顏德和理事長致感謝

詞：感謝三年來，全體理監事全心無

私奉獻，協助廠協會完成多項不可能

的工作與任務。工業局長官、各界民

意代表、地方首長及會員廠對廠協會

的支持與愛護；在此深深一鞠躬，表

達個人感謝之意。在全體理監事與本

會同仁的努力之下，財務運用與執行

亦深具成效總計一任三年，截至101

年12月21日為止，廠協會資產總額為

2,757,127元，扣減負債1,873,662

元後，剩餘淨值為883,465元（詳附

件）。

新任莊義隆理事長致感謝詞：感

謝市府、工業局長官及各界長官蒞臨

指導，更感謝顏德和理事長三年來認

真、無私精神，全心全力投入廠協會

會 務推動

永續服務　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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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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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會務推動完成區內多項工作，本人在此表達

對顏理事長崇高敬意，對於未來三年第二屆

全體理監事也盡心盡力追隨顏理事長的腳步

，永續服務精神，繼續經營大發廠協會。

接著與會貴賓、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

合總會蔡圖晉理事長、李副市長永得、大發

工業區服務中心黃滿清主任、仁大服務中心

高新宗主任、王金平院長辦公室主任及國民

黨黨部副主任受邀上台致詞，貴賓均肯定顏

德和理事長為大發工業區的奉獻，將工業區

打造成一個更優質的投資環境。

科　目　名　稱 小　計 合　計 科　目　名　稱 小　計 合　計

流動資產 2,211,584 流動負債 1,523,662

　　現金 54,674 　應付款項 926,278

　　銀行存款

　　-00619
1,014,938 　　應付票據 716,781

　　銀行存款

　　－甲存46057
723,034 　　應付費用 209,497

　　銀行存款

　　－敦親睦鄰
276,144 　其他流動負債 597,384

　　應收票據 142,794
　　代收款項

　　－清運費
595,419

固定資產 483,343
　　代收款項

　　－勞保
1,090

　　生財器具 809,320
　　代收款項

　　－健保
875

　　累計折舊

　　－生財器具
(325,977) 其他負債 350,000

其他資產 62,200 　存入保證金 350,000

　　存出保證金 6,200 負債總額 1,873,662

　　未攤銷費用 56,000

餘　絀 883,465

　累積餘絀 1,512,264

　　累積餘絀 1,512,264

　本期餘絀 (628,799)

淨值總額 883,465

資產總額 2,757,127 負債及淨值總額 2,757,127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資產負債表（含明細科目）

101/12/21

資料來源: 展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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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時　　間：101年12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時

地　　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三樓大禮堂(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華中路一號）

出席人員：計180人(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略(如簽到表)

主　　席：顏德和　　記錄：劉汝惠

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

1、定期召開法定會議、健全會務組織及參加有關會議。

2、上次會議報告事項。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請追認本會101年度經費收

支決算書案
決議通過 照案實施完畢，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請追認本會102年度工作計

畫案
決議通過 已報主管機關核備

三、請追認本會102年度經費收

支預算書案
決議通過 已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1、審查101年收支經費案。

2、財產目錄。

討論提案

▲

第一案

提案人：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檢具101年歲入歲出決算案，提請大會公決。

說  明：1、依本會組織章程辦理。

2、本案於101年12月24日召開第一屆第1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因第二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日期，故今年提交決算期間為101年1月1日至101年12月23

日止年度決算數，提請大會公決，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

第二案

提案人：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檢具102年歲入歲出預算案、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大會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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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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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說  明：1、依本會組織章程辦理。

2、本案於第一屆第1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提請大會公決，通過後呈報主管

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選舉第二屆理監事

(一)推選選務工作人員

發票人：李瑜晉、陳麗華   記票人：李瑜晉、謝琬玲、蕭登章  

唱票人：張貴城、許錦穆   監票人：黃旭光、蔡西昌、楊信育

(一)開票結果

1、當選理事：13人

當選人 莊義隆 鄧文章 林宗志 劉俊成 陳厚福 張清全 陳三福

票數 152 133 133 132 135 141 130

當選人 張貴城 吳德霖 陳安富 吳榮治 馮穎敏 李明沼

票數 135 142 125 126 135 133

　 候補理事：3人

當選人 余易蒼 張昭熙 戴于喨

票數  53 29 23

1、當選監事：3 人

當選人 楊信育 蔡西昌 林育仁

票數 153 146 132

　 候補監事：1人

當選人 黃旭光

票數 28

報告事項

餐敘12時20分（會後領取紀念品）

▲ ①中華電信南區營運處張簡副

總金峻

　②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

　③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

會蔡理事長圖晉

　④蔡副議長昌達

　⑤高雄市黨部王副主委耀裕

　⑥許智傑服務處蔡執行長廷槐

　⑦王金平服務處高秘書志欣

　⑧高雄監獄戴典獄長壽南

　⑨林議員瑩蓉

　⑩經濟部工業局連副局長錦漳

▲林園沈分局長慶華致贈捐贈警

車感謝狀給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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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二屆理監事名錄
任期自民國101年12月24日至104年12月23日

職　別 公　司　名　稱 姓　名 聯　絡　地　址

榮譽理事長 運錩鋼鐵(股)公司 顏德和 華西路12號

理 事 長 大隆保利龍(股)公司 莊義隆 華中路1號

常務理事 三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鄧文章 華西路45號

常務理事 上鎧鋼鐵(股)公司 林宗志 莒光二街16號

常務監事 緯航企業(股)公司 楊信育 華西路22號

理    事 弘偉環保工程(股)公司 劉俊成 光華路16號

理    事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公司 陳厚福 華西路8號

理    事 宏欣機械工程(股)公司 張清全 華西路26號

理    事 塑友企業(股)公司 陳三福 大有三街5號

理    事 久鉅機電(股)公司 張貴城 利民街28號

理    事 上峰塑膠工業(股)公司 吳德霖 華東路66號

理    事 仁望有限公司 陳安富 大業街44號

理    事 同濬科技(股)公司 吳榮治 大有一街20號

理    事 榮民工工程(股)公司 馮潁敏 華東路25號

理    事 大連化學工業(股)公司 李明沼 華西路19-2號

後補理事 有興國際(股)公司 余易蒼 光華路14號

後補理事 太清鋼鐵工業(股)公司 張昭熙 光華路247-1號

後補理事 易宏熱鍍鋅(股)公司 戴于喨 大有三街15號

監    事 優嘉實業(股)公司 林育仁 莒光一街19-1號

監    事 傑期企業(股)公司 蔡西昌 大有四街5號

後補監事 太普高精密影像(股)公司 黃旭光 莒光二街20號

顧    問 奇英工程(股)公司 徐  鈞 興業路21號

顧    問 易宏熱鍍鋅(股)公司 戴晉平 大有三街15號

顧    問 台灣中小企銀大發分行 林德雄 華中路一號

顧　　問 大發警察駐在所警友站 楊慶德 華中路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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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2年1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30

會議地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多功能會議室

　　　　 （高雄市華中路1號）

主 持 人：莊理事長義隆　　紀錄：劉汝惠

出席人員：略

會務報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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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於11月26日召開「研商大發工業區北大門閒置空地環境景觀工程」會議

，擬訂完成中油公司贊助本區100萬元環境綠化相關作業。

2.本案因中油公司提供經費，故須依採購法相關作業完成發包程序，因本會並無採購

專業人員，且以往亦無辦理政府採購之經驗，本案是否建請市府相關單位協助辦理

發包作業，以利本案順利推動。

主席裁示：本案請市府協處辦理發包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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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社會局謝副局長俐俐頒發當選證書給莊理事長義隆

會 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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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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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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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總局已於102年1月18日決

標，預計102年2月施工6月份完工。

2.興業路水溝加蓋案：本工程於101年12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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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本會理事長擔任諮詢委員。本案建請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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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會議方面：

12月13日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集合召

開「大發工業區北大門閒置空地環境景觀工程會勘」。

12月17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假服務中

心集合召開「地勇公司二廠(裕民街14-1號)堆置廢土致

後方圍牆嚴重傾斜，恐有滑坡崩塌之虞，危害台21線道路

行車安全」現場堪查。

12月20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假經濟部工業局高雄臨海工業區服務中心

多功能講習室召開「101年第4季高雄市產業園區業務聯繫

座談會」。

12月24日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三樓大禮堂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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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辦理第

二屆理監事選舉。

 1月 9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假大發工

業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開大發工業區監測中心101年下

半年度監測連線會議。

 1月17日出席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假

▲(上)莊理事長義隆致詞

(下)大發服務中心黃主

任滿清事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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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會議室召開「二代健保與個資法正

式上路，您準備好了嗎?-二代健保與個資法企業因應對

策座談會」。

 1月23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假縣道188線與華中路路口召開「

縣188線10K+076∼10K+776右側道路拓寬工程」工程範

圍內土地使用協調會。

 1月30日出席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高屏業務組假大發工

業區服務中心會議室召開「102年第一類投保單位二代

健保補充保費網路系統說明會」。

(四)活動方面：

12月24日本會在大發工業區籃球場舉辦「大發工業區101年度歲末

年終感恩餐會」活動。

 1月16日出席大高雄記者公會假輔英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召開「

石化工業與居民健康專題研討會」活動。

(五)財務方面：

 1月25日本會帳戶結餘2,562,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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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102年工作重點案。

說　　明：為能永續服務本會會員廠、增加本會財源收入，提出

102年推動工作重點：

1.區內保全聯防案

2.大發車隊加油卡發行案

3.工業區形象再造案

4.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案

5.聯合採購案-影印紙。提請討論。

決　　議：本案分案進行俟下次會議提出討論。

1.區內保全聯防案請黃旭光監事協處。

2.大發車隊加油卡發行案請張貴城理事協處。

3.工業區形象再造案請楊常監信育協處。

4.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案請劉俊成理事協處。

5.有關汽機車強制險案請鄧文章副理事長協處。

6.聯合採購案-影印紙由本會辦理。

散    會：12時30分

▲(上)社會局謝副局長俐

俐致詞

(中)經發局工輔科郭股

長與會說明

(下)立法委員林岱樺致

詞

08



政 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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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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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園 區新鮮事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於12月24日上

午在工業區服務中心籃球場，舉行「警車捐

贈儀式」。由林園警分局長沈慶華代表接受

，同時致贈感謝狀給卸任理事長顏德和及共

同捐贈人等，高雄市政府李副市長永得、蔡

副議長昌達、工業局連錦漳副局長、中華民

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蔡圖晉理事長、王前

分局長欽源等貴賓亦到場觀禮。感謝廠協會

熱心公益、回饋鄉梓，協助警方維護地方治

安的高貴情操。

大發工業區為一綜合型工業區，全區設

廠家數為602家，其中不乏高科技與上市、

上櫃知名廠商，地理位置適當，鄰近台88

快速道路，通往港口、機場及高速公路均便

捷快速，每日約有從業人員2萬餘人進出，

乃於99年成立大發駐在所，專責維護廠區

日益重要之治安、交通與受理民眾報案等工

作。

由於大發所警力進駐後，使得廠區的治

安平穩，從業人員上下班交通狀況得以改善

，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體恤警用裝備不足，由

顏理事長與全體理監事合贈豐田牌、排氣量

2500cc之警用汽車1輛，致贈林園警分局大

發駐在所使用，以利日常勤務運行，有此精

良警備車輛加入，大發所可謂如虎添翼，對

挹注維護廠區治安絕對有相當的助益。

新任林園警分局長沈慶華表示，大發工

業區係台灣南部工業重鎮，每年產值龐大，

對於維護廠區的治安、工安及交通秩序，警

察扮演的角色相形重要。非常感謝廠協會顏

理事長與理監事慷慨解囊，熱心公益致贈警

用車輛的義舉，警方當會妥善運用以打擊犯

罪，以更務實負責之態度，綿密勤務運作，

傾全力維護轄區治安。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顏理事長與全體理監事

致贈大發警察駐在所警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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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區新鮮事

今年的家庭日活動要辦什麼活動？

自從開始規劃家庭日活動時，主辦單位

在第一次討論中，由此次擔任總指揮的我提

出去年原本欲舉辦的趣味運動會，並選出距

離公司近並充滿綠意的潮寮國中。潮寮國中

從創校以來致力環境綠化，歷屆校長更是不

辭辛苦尋找優良樹種，樹種在林地日漸茁壯

，就像學生在潮寮國中受到師長的滋養也日

漸成長，選在潮寮國中除了希望同仁可以欣

賞優美的樹林綠化風景，更象徵聚和的同仁

也在聚和這個大家庭中一起生存發展。

決定好地點後，在一連串的溝通與討論

，整個家庭日的活動方式大致底定，考量天

氣涼爽程度及潮寮國中學生考試日程，時間

也傾向12月舉行。在申請場地過程當中，我

們受到潮寮國中學務組江組長大力支持，最

後敲定於2012年12月9日星期天上午舉辦。

我們在舉辦活動前二個月開始進行一連

串的宣傳，除了用海報，也用電子郵件不定

第三屆聚和家庭日

文／管理部人資處 林燕玲趣味運動會

12



園 區新鮮事

期公佈活動內容及方式、場地介紹、精彩摸

彩品大獎，希望員工帶著親友共同來參與活

動；各事業部主管也全力支援宣傳，參加的

員工及親友將近300人，到時肯定會炒熱整

個運動會，展現活力精神。

本次活動主題是趣味運動會，運動會活

動分為兩個部份，一個是充滿運動速度的田

徑比賽，一個是需要團隊默契的趣味競賽；

為了讓開場有別以往，除了我們邀請總經理

帶領各事業部主管騎乘腳踏車在激昂的音樂

以及同仁一旁加油打氣賣力演出，更有活潑

開朗的OPEN將可愛舞，以及充滿年輕人活動

的開場快閃舞，打開活動最具活力的序幕！

接下來是，由總經理率先為50公尺男子A

組競跑鳴槍，啟動全部活動進行；50公尺一

開始就競爭激烈，讓一旁沒有加入競賽的同

仁也紛紛投入加油，每一個加油同仁的表情

滿是開心、興奮，情緒也跟著一起起伏；在

趣味競賽部份，不論是二人三腳、默契大考

驗、趣味接力，每個項目都充滿笑聲，更加

深同仁及親友彼此的感情與默契；除了這兩

個主力活動，週邊還有可以讓大家留下紀念

的大頭貼，親子互動的DIY及默契遊戲，還

有考驗手指柔軟度的定點投籃；趣味競賽的

冠軍組更可以上台參加決戰搬搬樂，節目豐

富精彩。

整個活動中，所有的同仁不論是否有參

加項目，都開心享受其中，並帶著美好的回

憶回家！感謝所有參加活動的同仁，有您們

的參與才讓活動更有意義，更感謝每位工作

人員努力辛苦的付出，讓我們的活動順利進

行、精彩萬分！聚和家庭日第三屆圓滿落幕

，讓我們繼續期待下一次的家庭日活動來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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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函

理事長　莊義隆
隊　長　潘秋鴻

受文者：高雄市大發工業區所有廠商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或代表。

主旨：一、本會之高爾夫球隊名稱為『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高爾夫球隊』。 

二、球隊每月固定舉辦一場高爾夫球月例賽！

三、舉辦二月份『高雄球場-年節邀請賽！』

說明：一、本會謹訂於一O二年二月十七日（星期日）；舉辦二月份高雄球場月例賽。 

二、邀請高雄市大發工業區所有廠商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或代表，齊聚至「高雄高

爾夫球場」聯誼，以切磋球技，以球會友，聯絡廠商間之友好情誼。

三、賽後於『高雄球場餐廳』餐敘。

辦法：本會謹訂於一O二年二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七時開球，於「高雄高爾夫球場」

舉辦，『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高爾夫球隊第三屆二月份-年節邀

請賽！』

1.誠摯地邀請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全區廠商之負責人及從業人員或代表，撥冗參加

，共享情誼。

2.適逢〝中華民族最歡樂的年節〞恭賀新禧  鴻運當頭  富貴榮華  吉祥如意 ！ 

3.賽後於『高雄球場餐廳』餐敘，大發家族年節同歡“賀新年、喝春酒、互拜年

、慶大發！”

※快樂的相聚是本隊最大的特色！

速別：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一O二年一月三十日

發文字號：（一O二）高市大發廠協會高爾夫球隊字第006號

『歡迎您加入我們的團隊，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高爾夫球隊！』

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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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F大發工業區廠協會高爾夫球隊第三屆新差點訂定表

2012年12月31日製作

編
號
月份
姓名

101年
1/7
高

雄

101年
2/11
大
崗
山

101年
3/10
新

化

101年
4/14
南

一

101年
5/12
大
崗
山

101年
6/9
觀
音
山

101年
7/14
高

雄

101年
8/12
大
崗
山

101年
9/9
南

一

101年
10/14
大
崗
山

101年
11/11
高

雄

101.12.10."會長盃"
積

分

總
積
分

出
席
數

第三屆

總
桿

差
點

淨
桿

名
次 新差點

抽6洞 1.3.5.6.7.11.

01 潘秋鴻 80 84 81 80 91 88 83 90 83 13.2 69.8 1 25 147 9 760÷09－72×0.8=10

02 黃順元 110 104 109 113 94 98 105 103 104 61 9 940÷09－72×0.8=26

03 莊義隆 99 19.2 79.8 13 7 7 1 99÷01－72×0.8=22

04 顏德和 112 32.4 79.6 12 8 8 1 112÷01－72×0.8=32

05 黃鴻昌 82 74 72 顧問 ※ ※ ※ ※ 3 顧問

06 王麗生 98 81 86 82 86 84 90 79 4.8 74.2 5 17 126 8 686÷08－72×0.8=11

07 游長順 87 104 88 98 93 89 92 94 89 108 92 18 74 4 19 136 11 1034÷11－72×0.8=18

08 鄧文彰 102 97 98 38 3 297÷03－72×0.8=22

09 楊信育 76 80 76 1.2 74.8 7 14 66 3 232÷03－72×0.8= 9 

10 高清松 78 78 81 81 79 79 79 79 81 78 79 77 6 71 3 21 263 12 949÷12－72×0.8= 9 

11 鄭景昌 81 82 80 93 80 83 86 79 76 6 70 2 23 172 9 740÷09－72×0.8= 9 

12 林武宗 0 0

13 簡天貴 112 95 104 112 102 98 98 101 79 8 822÷08－72×0.8=25

14 佘振成 89 96 91 84 90 87 89 85 85 87 12 75 8 13 163 10 883÷10－72×0.8=13

15 傅有堅 92 94 85 88 85 76 83 86 121 8 689÷08－72×0.8=11

16 林慶恩 84 35 1 84÷01－72×0.8=10

17 林育民 83 85 89 65 3 257÷03－72×0.8=11

18 王萬居 90 97 96 92 71 4 375÷04－72×0.8=17

19 謝清輝 89 91 97 94 65 4 371÷04－72×0.8=17

20 陳永清 91 96 96 100 95 64 5 478÷05－72×0.8=19

21 蔡明坤 94 86 15 2 180÷02－72×0.8=14

22 黃琳丹 93 18 1 93÷01－72×0.8=17

23 胡天寶 95 88 91 52 3 274÷03－72×0.8=16

24 黃振峰 87 108 96 85 10.8 74.2 6 15 65 4 376÷04－72×0.8=18

25 黃煥新 94 15 1 94÷01－72×0.8=18

26 項大勇 89 85 90 93 61 4 357÷04－72×0.8=14

27 林于捷 102 96 90 99 83 7.2 75.8 BEST 17 59 5 470÷05－72×0.8=18

28 王金昌 93 95 95 92 94 92 97 92 88 90 142 10 928÷10－72×0.8=17

29 陳宗寶 100 97 94 90 90 12 78 11 9 94 5 471÷05－72×0.8=18

30 蔡易縉 102 96 105 25.2 79.8 14 6 28 3 303÷03－72×0.8=23

31 賴威霆 97 90 91 89 89 12 77 9 11 55 5 456÷05－72×0.8=15

32 許黎興 101 102 100 95 108 95 95 94 92 14.4 77.6 10 10 113 9 882÷09－72×0.8=21

33 章永吉 90 97 91 96 100 89 104 93 7 667÷07－72×0.8=19

34 高相楹 95 102 103 95 53 4 395÷04－72×0.8=21

35 佘濰任 105 112 109 22 3 326÷03－72×0.8=29

36 蔡鴻杰 90 11 1 90÷01－72×0.8=14

 第三屆大發廠協會高爾夫球隊全年度球場訂定表　　　　　　　　　2013年1月4日製作

月例賽
場  次

第一次
(月賽)

第二次
(月賽)

第三次
(月賽)

第四次
(月賽)

第五次
(月賽)

第六次
(月賽)

第七次
(月賽)

第八次
(月賽)

第九次
(月賽)

第十次
(月賽)

第 次
(月賽)

第 次
(月賽)

比 賽
日 期
【球場】

102年
1/13
觀音山

102年
2/17
高 雄

102年
3/10
大崗山

102年
4/14
高 雄

102年
5/12
大崗山

102年
6/9
大崗山

102年
7/14
大崗山

102年
8/11
大崗山

102年
9/8
觀音山

102年
10 /13
高 雄

102年
11 /10
高 雄

102年
12 /8
高 雄

發球時間 07：00 07：00 08：00 07：00 07：30 07：30 07：30 07：30 07：00 07：20 07：20 07：30

PS.：1.【(出席次數)之成績平均－72】×0.8="新差點"。** 本隊差點最高男性32、女性36 **
　　 2."單差點"會員，於新年度之差點均以《9》為其"新差點"。** (小數點四捨五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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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參訪記實

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
台郡科技環安室 陳麗華

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已運作

多年，近三年來僅在工業區召開會議，一直

想安排參訪行程但皆無成行，經服務中心黃

主任及廠商協進會劉總幹事的協助，才得以

完成這次的活動。

本次活動主題：參訪二家規模形態很大

差異的公司，滿足工業區區內大小形態不一

的特性，因此安排參訪台灣石油股份有限公

司高雄煉製事業部及台灣青島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藉由參訪交流互動，吸取受訪廠商勞

工安全及緊急應變管理運作經驗，並經由參

訪活動過程中，獲得更多工安衛生及應變常

識，以精進本工業區勞安、區聯群組建立更

茁壯之安全體系。另外也特別邀請鳳山工業

區廠商協進會江理事長任總幹事率區內廠商

共襄盛舉。就在服務中心、廠協會、安促會

眾多人員的努力下，才能促成本次活動，茲

將活動記實與各位先進分享。

101年11月20日天氣晴，一天的學習參

訪之旅，就此開始⋯⋯

09:00與會伙伴報到，服務中心及廠協

會服務人員親切的接待，方便伙伴識別，主

辦單位特別為各位伙伴製作識別證讓伙伴配

▲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與勞工安全促進會暨

區域聯防組織召集人王志成及全體伙伴合影

▲中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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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伙伴報到後即陸續登上遊覽車。

09:30準時出發，前往中油參訪，想必

大家都期待看看中油事業對於工安衛生及環

保之業務頂尖的作法，能讓各界舉起大拇指

稱讚一定有其優秀之處。

到達台灣中油石化事業部林園石化廠，

首先進入會議室安排聆聽簡報課程，由公關

室對中油林園廠簡介，接著由工安室主任介

紹會場緊急方向、來賓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並介紹中油對於工安的運作方式，透過課程

介紹組織主要核心價值為打造職場『工安零

事故、健康百分百』及訂定有完整的災害防

護體系、參與緊急應變單位、互助合作體系

建置規劃及運作機制(含安衛家族)、區域聯

防通報⋯等。

簡報後，由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致詞，

感謝中油的經驗分享讓所有廠家更重視安全

管理，而大發工業區內廠商的規模及工安費

用預算都沒有中油的水準，但重要的是我們

也持續朝盡善盡美，工安零缺失邁進，工安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安衛促進會召集人致詞，也再度感謝中

油，工安對於事業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台灣

中油為國營事業，進入中油必經過一連串考

試，能進入者必是當下精英，反觀我們民營

企業，工安人力是有限的，資金更是有限，

活 動報導

▲

①高雄廠分

　②公關室簡介

　③工安室主任分享

　④大發工業區主任感謝

致詞

　⑤促進會召集人致感謝

詞

　⑥工業區頒發感謝牌

　⑦中油贈送精美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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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說。第一車由林園石化廠鄭經理介紹整各廠

房、鍋爐、管路、消防等設計，每個設計都

考量整廠所有安全的環節，透過此次的介紹

經驗分享，更能體會經驗是從失敗中學習的

，而以中油為例，經過多次的工安事件，他

們學到了應變機制，而過程是值得我們學習

的地方，最後留下最完美的合影照。

11:30中油參訪完畢，往下一行程台灣

青啤酒公司參訪

12:40到達，午餐時刻，特別安排廠內

品嚐啤酒特色料理，用餐席間主任率領安促

會服務團隊熱情的感謝各伙伴的

參與。餐後由主任帶領團隊至會

議廳，聆聽青啤-林課長分享整各

廠房安全衛生管理及啤酒製造過程

，透過整個無菌製造過程至成品檢

大發工業區各伙伴在有限的資金也盡心盡力

的將工安業務做到更好，也是值得誇獎的地

方。

主辦單位感謝中油的協助特贈送感謝牌

，中油也回贈精美小禮物以供紀念。

接下來是廠區參訪，中油特別安排兩輛

遊覽車供參訪中油廠區，每車並安掛專人解

▲

(上)化學管路

連接輸送

(下)貯槽四週

紅色部分

為消防安

全設計

▲(上)主任率領團隊感謝各伙伴

(下左)林課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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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驗，更細部瞭解為何各地所盛產之口味不同

，源自於水質的不同讓製造出來的啤酒有不

同之口感，因水質環境關係讓啤酒更多樣化

，而經由理化分析實驗讓各啤酒於發酵後之

保存更良好及口味更鮮美。

伙伴進入另一個空間體驗暈眩室，每一

位進去後整個頭是暈眩的，主要是因為空間

地面傾斜設計的關係喔！最後大家於台灣青

島啤酒合影促進會各伙伴到此一遊。

經由此次交流活動分享中油頂尖的作法

及青啤一般的作法，而最重要的是工安這份

工作是一件功德事，要不斷的善盡責任，防

範任何潛在之危害。

此交流活動讓各委員留下更深的印象，

團結的心更凝聚一起，就是因有服務中心用

心安排，可以參訪工廠，廠商協進會的協助

，讓我們有貴賓的禮遇，區內廠商晙捷科技

的贊助，才有豐盛的午餐，三洋藥品的協助

，才有青啤暢飲，及區外東鑫遊覽車公司的

配合，才有優惠價格，結合大家努力及資源

，才能讓活動圓滿成功！

坐遊覽車回到最有濃厚鄉情味的工業區

，各伙伴依依不捨的說聲再見，期待2013年

促進會再相見。

▲ (左)暈眩體驗室

(中)麥汁煮沸爐

(右)超大啤酒桶

▲

青啤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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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從門窗五金沖壓

廠開創至今，已屆十五個年頭，前十年，

專精於連續衝床之產品研發、製造、功能

性及施工便利性提升，深獲業界青睞與愛

用，市占率已達70%∼80%，客戶囊括國

內各大重視商譽之知名品牌鋁門窗廠。但

台灣淺碟型經濟型態下，獲利產品隨之而

來的是業界一窩蜂的投入產銷，結果必然

是削價競爭，在商言商，為了能在低價中

獲利，採用低階材料魚目混珠，是許多不

肖業者低價競爭的策略。因此，如何從低

價競爭的紅海中跳脫，是高全存亟思突破

的嚴肅課題。

為提升品質管理，於200 0年通過

ISO9001驗證，並持續配合ISO組織版本

更新政策，以目前最新之2008版次為驗

證版本，隨時更新管理系統，提升品質需

求。

自五年前開始，經歷金融海嘯之衝擊

，國內產業一片哀號及極度惡劣之經營環

境下，高全存為圖生存，不得不尋求積極

轉型，在既有基礎之下，尋求高技術、精

度需求高、產品差異性大、變化性高之帷

幕五金配件鈑金產品。因此不惜投入重資

◆金屬門窗類：

五金、鐵件、固定片、加強鐵件。

◆帷  幕  牆：

各部品鈑金、加強鐵架、預埋鐵件、固定

鐵件、鋼構鐵件。

◆建築工程類：

外牆板預埋鐵件、不銹鋼鐵件、鐵架工程

、金屬焊接。

◆鋁 製 品 類：

鋁板 、割、折、剪、銲，鋁格柵、遮陽

板、帷幕牆鋁擠型設計、加工、組裝。

◆金屬加工類：

沖鑽銑加工、雷射切割、沖床、折床、銑

床、電腦沖床、刨溝機加工、型鋼滾圓、

鋼管捲圓。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創立15週年活動

營業項目(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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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五年內投入1億餘元，購入日本AMADA鈑

金設備，並延攬一流人才，開始承接帷幕

鈑金產品，五年來，已配合完成多案知名

建案之帷幕金屬配件專案工程之帷幕建材

鈑金供應及安裝技術支援任務。

目前產品範疇，除沖壓件之傳統鋁門

窗配件，如加強鐵、固定片、托架、排煙

窗配件及華司。包裝鐵扣、消防警鈴、傢

俱鐵件等，鈑金製品全部採購引進日本

AMADA精密鈑金系統，如6000W、2500W雷

射機、AC伺服沖孔機、HDS高精密折床、

追從機，以提升高效率及高精度之切割折

壓產品製造能力。

101年11月，完成廠房增建，合計廠

房已達1500建坪。預期可增加產能三倍，

提供客戶更快速之交期與穩定之產能，讓

客戶更安心託付訂單，成為客戶最堅實的

後盾。

為提升產品組裝品質，高全存近日又

從日本大阪變壓株式會社進口四台焊接設

備，其中兩台為專業級鋁焊，一台為無魚

鱗亮面，另一台為自動走鋁焊條專精於厚

板鋁焊，速度為氬焊三倍，並可配合機械

手臂。其餘兩台為白鐵MIG焊接機，目前

廠內焊接人員為20人，未來一年高全存將

增至30-40人，全部焊接設備將改採日本

大阪株式會社機台，高全存簡總經理近年

來多次參訪日本相關產業，發現日本鈑金

大廠幾乎均採用大阪株式會社焊接機台，

以維持焊接產品之一貫細膩品質。相信在

這些精良設備的導入之後，技術人員必將

如虎添翼，以更高的效率，提供更精美的

產品，讓客戶永遠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將產

品託付給高全存，高全存將以成為客戶最

佳的後盾為己任！

市場、技術、設備、人才、管理，是

高全存屹立於業界的五大法寶，敏銳的掌

握市場趨勢，精進於研發及製造技術的提

升，採用一流的機器設備、延攬並培訓一

流的人才，今年已成為日本AMADA公司在

台灣第一家通過VPSS認證之示範鈑金工廠

；強化製程、內控、客服管理，強調適時

機動更新各項最佳化流程，並輔以電腦化

管控，使人為疏失造成之錯誤率降至最低

以節約成本，回饋客戶。確實掌握交期以

滿足客戶現場安裝進度。這些優勢，是高

全存竭盡所能，夙夜匪懈，一點一滴所累

積的資源。相信在高全存公司全員努力之

下，成為國內最優質之建材鈑金供應商，

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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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親睦鄰

浮萍落地生根－更生就業博覽會

高雄監獄多元媒合高屏資源　
69家廠商熱絡入監徵才

為推動更生銜接就業、協助收容人

重新適應社會生活，並喚起各企業廠商

對其的關懷與接納。高雄監獄於本101

年11月22日上午9時30分假該監崇善堂

暨技訓大樓前廣場盛大舉行「浮萍落地

生根計畫—媒合高屏地區廠商&收容人

就業博覽會」，共計邀請69家廠商設攤

，釋出300餘個工作機會，入監辦理現

場徵才媒合活動。

本次就業博覽會在企業界與各公部

門大力支持下，高雄監獄除了考量收容

人專長與特質，特別篩選即將出監收容

人303名參加媒合就業活動，並力邀佳

勝營造、隆大營建暨協力廠商以及大發

工業區環壘實業等多家廠商響應外，還

有華園大飯店、大八、亞洲等餐飲機構

提供餐飲工作職缺，此外甫簽訂產官學

合作備忘錄之晶城環保公司及華東科技

、第一伸銅科技、先怡企業等廠商亦熱

心提供就業職缺共襄盛舉，共計開出水

泥工、挖土機操作員、卡車司機、模版

技術工、廚房助理、外送人員、包裝員

、作業員等300餘個多樣工作機會；其

中台南百禾便當店徵廚師，並表示願意

提供食宿，讓其心迎向陽光遠離過去生

活圈，從新開始再生希望。高雄監獄戴

典獄長表示，特別感謝高雄市政府勞工

局訓練就業中心及臺灣更生保護會高雄

分會及所有在場的企業、廠商提供職缺

，給更生人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

該監於活動會場中還設置更生保護

諮詢服務台，並貼心準備「就業諮詢區

」及「醫療站」等服務，此外「職業訓

練資源區」提供現場職訓課程諮詢與訓

練課程等資源。本次活動共計405人次

受刑人就業媒合成功，高監表示希望藉

此活動建立更生人就業信心，協助更生

人鋪設重生的希望之路。

發稿日期：101年11月22日／發稿單位：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

GO！GO！會 GGOO！G ！！GGOOGOGGGOO！
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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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親睦鄰

發揮愛　手心向下的快樂

大發駐在所方明福所長寒冬送暖 
老夫婦感動

大寮區年近八旬膝下猶虛的歐姓老翁

罹患重病，其妻劉老太太也受傷無法工作

，兩人生活貧困，林園分局大發警友站長

楊慶德與大發駐在所長方明福、中興里長

蘇建明等善心人士，在農曆春節前夕，前

往致贈慰問金及補給品，這股寒冬中的暖

流讓歐姓老夫婦感動萬分。 

劉老太太雖然年近七旬，但為了支撐

養家，並讓罹患末期膀胱癌致無法行動的

先生安心養病，依然每天早出晚歸的做資

源回收的工作，換取微薄的收入，不料年

前劉老太太意外摔斷腿，從此再也無法工

作。 

歐姓老夫妻雖可拿到政府補助低收入

戶一萬多元，但每個月光房租就要七千元

，加上先生到長庚醫院的看診費及交通費

也要一千多元，所剩無幾，而且自劉老太

太受傷無法工作後，兩人的生活幾近斷炊

，亟需善心民眾伸出溫暖的手也發揮人飢

己飢的精神，（人人付出一分愛就是心安

，就是歡喜，點點滴滴都是力量。）讓溫

情滿人間。

平時熱心公益的站長楊慶德獲悉歐老

夫妻的處境後相當同情，立刻捐出三萬元

請大發所長方明福和中興里長蘇建明代表

轉交，方所長與蘇里長也分別購買營養品

和棉被相贈，眾人的愛心讓歐姓老夫婦滿

懷感恩。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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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親睦鄰

打擊毒品犯罪 維護大發工業區安全

大發駐在所方明福所長使使命命必必達達

3月4日約下午二點多，有毒品前科的兩

名男子，因為缺錢買毒，騎著贓車雙載的在

大發工業區建業路上，發現化工廠一名員工

騎著腳踏車，後面口袋露出長長皮夾的單車

男，認為有機可乘，於是速度轉快，靠近騎

乘腳踏車的被害男子，並伸手把放在褲子後

頭的長皮夾抽走，行搶得逞，離開時還用力

推了對方一把，被害人嚇了一跳，趕緊跳車

，回神過後，儘管被害人努力在後面賣力的

狂跑著追趕歹徒，還是追不到人，而騎機車

兩名嫌犯已加速逃逸無蹤。

林園分局接獲通報後，以最快的速度指

示大發駐在所方明福所長、大寮分駐所石志

鴻所長共同積極偵辦下，對比轄區內路旁監

視器，一一過濾後，鎖定轄區內吸毒犯，時

機成熟，方明福所長、石志鴻所長帶領專案

小組前往潘嫌住處逮人，

潘嫌見大批警員，眼見大

勢已去，坦承在逃的邱

姓嫌犯先竊取該機車後再利用作為這起搶奪

案的作案工具。據潘嫌供稱在大發工業區搶

來的一萬六千多塊，一個晚上都拿去買毒品

花光了，潘嫌隨即帶領警方帶回丟棄點，找

回搶得的皮包及證件等贓物，全案宣佈破案

！

大發工業區去年中，發生外勞強盜傷

人案以及萬丹大橋棄屍案後，再發生此重

大搶奪案，都是因為有大發駐在所方明                      

福所長及全體員警全心全力維護區內治安下

，再加上大發警察駐在所經常有防搶演練訓

練下，迅速偵破多起案件。

大發駐在所警友站楊慶德站長在3月7日

春酒餐會上，特別讚揚大發駐在所方明福所

長的表現。

方所長提醒，區內廠商及從業員工習慣

把皮夾差在褲子後方的民眾，等於讓錢財露

白，往往會成為歹徒眼中的肥羊，民眾切記

要小心防範。

大發駐在所警友站楊慶德站

長與大發駐在所方明福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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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超節電強效照明燈具

元科 LLEEDD

在全球能源危機的影響下，各國開始在思考如何節省能源，

因LED省電效率達85%且壽命較一般燈泡長，因此將省能源的LED

用在交通號誌、戶外看板及照明市場也成為未來的主流。

目前我國LED整體產量已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日本，但若以

產值來看，則與日本的差距仍然很大。國內目前LED廠商產值大

部份仍集中在可見光的產品，而不可見光的部份在全球的佔有率

甚低。

一.元科LED照明設備可提供廠區專屬客製化，在有效合理的成本

控管之下，使用元科享譽全球國際工業知名LED燈具，來晉升

成綠能高科技節能工廠。

二.元科LED光源特性充分提供自然、均勻、明亮、的3D光學照明

效果，照度平均可從600lux提高700lux以上，員工能享受更

安全又舒適的工作環境。

★ 元科LED節電燈具優勢

★元科LED節電工業天井燈具與路燈式樣(100W∼250W模組)

★客戶工廠端使用狀態成功環境示範

★國內外使用客戶廠商案例部分代表

產品

優點

－環境照明均勻佳(眼睛不

易累，使用日亞化Nichia

燈泡)

－低光衰(專利OptiAC技術

讓燈具在使用10,000小時

光束維持率仍高達95%，

燈具使用期效更超長持久

。)

－燈具採購數量可大幅減

　少29%(專利LightSpread

　照明範圍廣， 同樣區域

可減少10∼50%燈具數量)

－施工耗材節省(元科LED燈

具電流低，功率因素卻可

高達99%，可降低施工線

材25%以上成本)

節能

省電

預計可節省74%以上電力，

為公司省下電費開銷

適用各

種環境

元科LED燈具有防震、防塵

、防水及防蟲等IP65∼66認

證規章，燈具表面溫度可控

制在55℃因可節省高達7%冷

氣電費

專利

技術

美國台灣專利OptiAC 

US7876059B2

美國台灣專利LightSpread 

US20080212329

投資

回本

依據各燈款，平均最快2年

10個月之後起可開始回收成

本

彈性商

業模式

提供租賃型、買斷型、與分

期服務

國際

認證

元科LED具美國UL、北美CSA

、歐洲EN、日本PSE及台灣

CNS等國際認證，並提供領

先業界之3年保固

品質

保證

元科為台灣最大私人造船

集團慶富集團之子公司，

並為飛利浦Philips Hadco

以及美國Totus指定燈泡代

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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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紀實大發大小事

▲浙江省兩峽海岸發展協會交流

▲《大發工業區101年度歲末感恩餐會》

李副市長永得上台致詞

▲新任莊理事長義隆拜會大發服務中心

黃主任滿清

▲《經濟部次長參訪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經濟部卓次長士昭與工業局沈局長榮津及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

清、黃副主任進介合影

▲仁武產業園區委託公民營事業開發招商說明會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監測中心會議

▲石化產業與居民健康演講

▲台企銀、大發駐在所防搶演練▲高屏第一類投保單位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網路系統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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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資金如何合法回台投資海外資金如何合法回台投資  

海外資金回台的查稅案例與解析 海外資金回台的查稅案例與解析 

大陸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規定 大陸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的規定 

台商開立人民幣帳戶的選擇與運用 台商開立人民幣帳戶的選擇與運用 

演講主題：海外資金回台投資暨跨境貿易人民幣業務 

主 講 人：史芳銘 會計師(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持會計師)

日　　期：4月16日(星期二)14:00∼16:00(13:30報到)

地　　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　階梯會議室

　　　　　＊會場備有茶、咖啡、精緻小點心＊ 

＊表格如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影印。

＊請於4月12日下午17:00前回傳，以便安排座位，謝謝您！  　　　　　　傳真：787-2591　電話：787-2773　蕭小姐

4/16(二)【海外資金回台投資暨跨境貿易人民幣業務講座回函】

公司名稱：

電話：                            傳真：

出席代表 職稱 電子信箱 備註

瑞士銀行財富管理系列講座瑞士銀行財富管理系列講座

海外資金回台投資暨

跨境貿易人民幣業務講座

29



活 動訊息

30



活 動訊息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

企業志工意願調查表
  廠商基本資料

　工業區名稱：                                       (必填)

　公司名稱：                                         (必填)

聯絡人:                      手機:                     

　公司年營業額

□3000萬元以下　 □3001萬元∼1億元

□1億元∼5億元      □5億元以上

　產業類別：□傳產　 □科技　 □服務　 □其他 

其他類別說明：                               

  企業志工意願調查(必填)

　您覺得工業區內有企業志工，可提升工業區形象

□是　 □否

　您覺得企業志工有助於展現企業社會責任

□是　 □否

　您有意願擔任工業區企業志工

□是(請續填4、5題)　 □否

　您認為企業志工可以提供那些服務：

　您擔任企業志工可配合服務時段

□上午(上班前) 　□中午(午休)　 □晚上(下班後) 　□其他                   

感謝您提供寶貴的意見，您的意見統計完成後僅供工業局作為相關推動政

策時的參考，並不會用於其他用途。

大發工業區　廠商協進會  敬啟  　電話 07-7872773 　 傳真07-7872591

1
2

3

4

一

二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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