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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
祝五一勞動節，「103年大發工業區模範勞

工表揚大會」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大

禮堂舉行，由莊理事長義隆親自主持表揚大會，

並邀請與會貴賓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楊主任

秋興、高雄市勞工局林主任秘書信興、高雄市議

會蔡副議長昌達、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執行長阿

梅、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王副主任梅芳及多位長

官、貴賓蒞臨指導。

莊理事長致歡迎詞表示，恭喜今年脫穎而出

的110位模範勞工，感謝各位模範勞工堅守工作

崗位、辛苦付出，勉勵大家創造更好的環境，肯

定勞工對產業的貢獻，瞭解勞工的辛苦，希望廠

商能提供安全良善的工作環境，以零職災為目標

，並承諾未來將提升職災慰問金，讓勞工能享有

103年大發工業區

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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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發廠協會莊理事長義隆致歡迎詞

　②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楊秋興主任兼政務委員

　③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執行長阿梅

　④和春技術學院羅執行長世雄

　⑤高市府勞工局林主秘信興

　⑥高雄市議會蔡副議長昌達

　⑦王金平服務處高秘書志欣

完善的福利措施。蔡副議長昌達說，為了大發工

業區的投資環境，已爭取經費在大發工業區設完

善的監視系統，可望在今年完成，正面改善大發

工業區的治安。本會以「大發之光獎盃及壹仟元

禮劵」，表達對模範勞工最高的敬意與感謝。

此外，莊理事長邀請多位長官、貴賓上台，

並逐一與每位模範勞工合影，整個場面隆重盛大

，每位出席人員均深感主辦單位的用心，共享榮

耀時刻。最後，莊理事長邀請與會全體理監事接

受來賓給予熱烈的掌聲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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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模模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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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

優良事蹟 

個性好、脾氣佳、處理事情盡心盡

力，對業務推廣竭盡所能。

黃正穎 ★

★★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生管組/填充機操作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能自動做好份內的

工作且配合度高。

2.愛整潔、能做好上級交付的工作且

不遺餘力。

3.與同事相處融洽愉快，堪成表率。

4.樂觀進取，熱心助人。

5.愛心永遠不落人後，足為表率。楊惠燕 ★

★★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總經理特助

優良事蹟 

員工潘贊旭任職7年8個月，初進公

司從現場基層學習，進而生管、業

務等。挑戰突破，工作認真的態度

，獲總經理肯定予以推薦優良楷模

。

潘贊旭 ★

★★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大發廠操作站／站長

優良事蹟 

1.有效達成單位年度工作目標。

2.認真勤奮，熱誠任事，不遲到、

早退、堅守崗位。

3.專業知識、工作技能、溝通協調

均佳。

4.具有領導統御能力。

許進明 ★

★★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倉管

優良事蹟 

對工作盡心盡力。

洪秀麗 ★

★★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員

優良事蹟 

1.該員擔任安定性試驗室管理及物

料檢驗職務，工作表現主動積極

。

2.任勞任怨、待人誠懇與同事相處

融洽。

3.任何大小事情，只要幫的上忙的

，一定義不容辭。程如君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事業部／生產課組長

優良事蹟 

員工張簡州在公司任職有21年9個

月，現任生產課組長，熱誠助人，

關心組員，工作態度認真，特予推

薦模範表揚。

張簡州 ★

★★

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大發廠操作站／中控手

優良事蹟 

1.對本職業有專精，有效創發改善

工作方案。

2.任勞任怨、主動負責、妥善規劃

工作發揮團隊精神。

3.繼續積極學習及進修，提昇個人

及單位整體效益。

4.出勤不遲到早退。林富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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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

宏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總務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進取，交辦事項使命

必達。

陳金釗 ★

★★

臺灣企業大發分行

部門職稱 存款部門／助理員

優良事蹟 

該員工作勤奮，樂於協助同仁，與

客戶間互動良好，工作態度具服務

熱忱，獲客戶好評。

張秋英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廠務管理員

優良事蹟 

1.任勞任怨，確實盡到工作職責。

2.交付工作，使命必達。

3.兢業情神可嘉，值得獎賞。

鍾順香 ★

★★

仁望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助理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

李芝鳳 ★

★★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程部門／工程師

優良事蹟 

為人和善、熱心助人、交辦事項無

論如何艱鉅，總能在期限內，完美

達成。

張士緯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部／工務專員

優良事蹟 

1.掌握工作原則，順利完成交付使

命。

2.任勞任怨協助處理生產異常。

3.工作精神可嘉，值得獎賞。

劉耀發 ★

★★

仁望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資材課／助理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

涂幸儀 ★

★★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配合度高。

李廷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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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

李幸桂 ★

★★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部／工務

優良事蹟 

1.表現稱職，富責任心。

2.能適時提出建議，增進效益與降

低成本。

3.認真進取、充實專業新知，具職

能發展潛力。

賴育億 ★

★★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業務助理

優良事蹟 

認真、肯學習，亦能利用時間進修。

許桂銘 ★

★★

同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成型課／組長

優良事蹟 

現員現任射出成形組長一職，平時

工作認真，忠本職工作，且協助作

業人員工作上之問題，並不厭其煩

解說清楚，協助作業人員完成工作

。

洪素雲 ★

★★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運輸組／組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配合度高。

2.傳承經驗、提攜後進。

3.態度和譪、人緣極佳。

鍾俊洪 ★

★★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厚皮裁剪課／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

王明哲 ★

★★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部

優良事蹟 

工作勤奮認真。 

謝宗仁 ★

★★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行政／採購

優良事蹟 

1.任勞任怨、耐磨好用。

2.配合度高。

黃春玉 ★

★★

07

會 務推動



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組／組立組長

優良事蹟 

組立組先鋒，凡是站在第一線。

宋明倫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部／財務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配合度高。

潘怡君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秘書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張靜方 ★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部長

優良事蹟 

1. 領導教育部屬以身作則，績效良

好。

2. 專業知識、敬業精神、工作態度

佳足為表率。

3. 平常工作表現積極，配合工作需

求，可交付重任。

以上，特此推薦參與表揚。郭煙林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部／會計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克盡職責。

洪雅萍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經理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陳正傑 ★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程部／領班

優良事蹟 

1. 配合AAL5建廠，試車、開車等工

作盡心，使AAL5順利投產。

2. 經驗傳承及授課表達能力等績效

。

3. 與同事相處融洽、溝通協調能力

強。對於交付使命均能設法排除

困難，達成任務。孫世明 ★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副工程師 

優良事蹟 

1.領導教育部屬以身作則，績效良

好。

2.專業知識、敬業精神、工作態度

佳足為表率。

3.平常工作表現積極，配合工作需

求，可交付重任。

4.對於主管交付任務可順利完成。黃該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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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助理工程師

優良事蹟 

1. 工作主動積極，待人誠懇，與同

事相處融洽，深所好評。

2. 上級長官交付的工作都能如期達

成；工作負責盡職；是位優秀的

員工。

3. 對工作提出良好改善方案，對全

體績效助益很大。楊志華 ★

★★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行政服務部／主任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取得“就業服務乙級技

術士技能檢定合格”提升工作專業

知識。102年起，由行政人員晉升主

任，協助台南分公司，勞委會評鑑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事跨國人力仲

介服務品質評鑑A+”。

陳洪郭 ★

★★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製二部／領班

優良事蹟 

1.正常的生產作業皆可如期完成，

並能協助製程問題解決。

2.製程5S作業足為同仁模範。

張湧達 ★

★★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認真勤奮，交辦事項順利完成。

莊麗容 ★

★★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課包裝班／副班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配合公司政策。

親力親為，指導班員不藏私。

龔麗慎 ★

★★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生一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因本部門對品質要求高，一點侵入

性的污染或操作疏失即會影響品質

，而該員對於收化、精製操作、成

品泡製、樣品取樣等製程細節小心

謹慎，確認再三後再進行操作並於

操作時詳實紀。

李昱興 ★

★★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任勞任怨、積極辦事。

林美金 ★

★★

環球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技部／資深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工作勤奮認真。

2.擔任公司生產改善系統促協員，

促進公司達到世界級的任務。

林宗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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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鍛造／副廠長

優良事蹟 

熟悉自身工作責任，在工作崗位上

認真盡責。

領導有方，能激發團隊創造力。

對公司產品製程能提供優良的改善

技術。

胡有德 ★

★★

翊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清潔人員

優良事蹟 

1.維護公司環境整潔，不遺餘力，

表現優異。

2.工作負責，盡心盡力。

3.工作態度熱忱。

李錦雲 ★

★★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主管交付事項全順利

完成。

2.人緣佳，與組員相處融洛，是大

家的模範。

陳明城 ★

★★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任，表現優良。

林志鴻 ★

★★

新藝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盡責、友愛同事。

劉柏成 ★

★★

火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機械組／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態度良好。

曾美雲 ★

★★

台灣東京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員工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克盡職守。

朱明強 ★

★★

尚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部／課長 

優良事蹟 

1.機械人專業訓練完整，並可獨立

完成交機安裝。

2.在技術部相關工作勝任，並支援

研發開發新機型。

3.國外安裝交機工作，獨立完成交

付任務。

謝丞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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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孚宏昌船舶推進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部／組長

優良事蹟 

1. 曾員自97年6月到職至今，工作

主動積極進取，以職責內應負責

任為念，不計報酬戮力達成任務

，績效卓著，足勘員工楷模。

2. 熟心公益。

曾胤儒 ★

★★

金欣螺絲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

李 威 ★

★★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高雄所／課長

優良事蹟 

因工作績效好及內部事務管理得

宜，受到總公司讚賞，從基層人員

短短一年半升遷至高雄所課長，管

理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所內

部運作，高、展、花東地區的業務

管理。

邱真彥 ★

★★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儲運部／主任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深具服務熱忱。

鄭堯傑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主任

優良事蹟 

1.以身作則，恪盡職責。

2.帶領技術團隊研發高附加價值產

品及改善制程，提升效率，貢獻

良多。

郭益揚 ★

★★

欽晟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澆注部門／組長

優良事蹟 

該員工於我司服務期，嚴守工作崗

位，盡責盡職，堪為員工表率。

李金藤 ★

★★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儲運部／副理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主動負責，努力提昇工作

技能。

黃延齡 ★

★★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課／品管組長

優良事蹟 

1.服務年資長達15年。

2.擔任品管組長，任勞任怨，配合

度佳。

吳沄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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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班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

2.替公司節省的本，效果豐碩。

3.對待下屬員工親切和善，如期達

成公司交辦任務。

許慈蘭 ★

★★

樂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長

優良事蹟 

負責建廠工作，完成艱難任務。

劉豐裕 ★

★★

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組長

優良事蹟 

1.專注於所學，對外面加工產品及

自行生產產品會加以比較分析，

精進其技術。

2.在製作過程中，如有瓶頸會自動

與研發或配合廠商配合，準時完

成工作。

葉振煌 ★

★★

祥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處／會計

優良事蹟 

1. 能教導部門同事，熱忱不減。

2. 盡責盡職。

3. 沈著做事、洗鍊堅定、慎重溫

和。

薛雅萍 ★

★★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人總部／副管理師

優良事蹟 

敬業樂群，精勤職守，貢獻良多，

殊堪嘉許。

吳怡珍 ★

★★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高雄廠製造廠／班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對上級交付事項

均能積極處理完成。

2.溝通協調能力佳，領導部屬以身

作則。

3.擔任公司福委會高雄廠召集人，

熱心參與及協助辦理各項活動事

務。陳金龍 ★

★★

寶鴻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職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有責任心。

2.很配合工作上的臨時變動。

3.和同事間相處融洽，主動幫助他

人。

鄭仁友 ★

★★

期發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印刷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李麗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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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1. 學習能力佳，抗壓性高，同時具

有後附包裝，機構組裝，單項測

試等能力，具有全能工訓練條件

與實力，是各部門爭相希望支援

之首要人員。

2. 與同事間相處非常融洽，且樂於

助人。黃芊穎 ★

★★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儲運處／技術佐

優良事蹟 

1.對本身作業瞭若指掌，並對上級

辦事項皆如期完成。

2.對各部門協調EQ佳，能承受對

內、外的各資訊詢問，並且能承

受進出貨壓力。

3.能時時注意所屬工作品質，並

適時提出改善方案以符合客戶需

求。

曾啟銘 ★

★★

永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四課／組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與同仁相處融

洽。

2.工作技術純熟，服務態度熱忱，

配合度佳，主管多次獎勵。

3.積極協助改善工作效率及降低成

本。

孫阿雀 ★

★★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協助設備改善，提高設備稼動

率，增加公司營收。

2.負責當站備品管理，有效降低庫

存，減少成本支出。

3.假日設備有異常，無法解決時，

主動到公司排除設備異常，維持

設備正常稼動。李修存 ★

★★

乾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機械領班

優良事蹟 

工作表現任勞任怨、盡心盡力。

機械故障搶修效率值得表揚。

謝太平 ★

★★

福華電子股份公司

部門職稱 裝配基板加工分組／職員

優良事蹟 

該員擔任全機種材料基板之沖切，

洗淨及摸具與設備保養維修作業，

任勞任怨，主動積極，足堪楷模。

賴勛暉 ★

★★

納爾科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經理

優良事蹟 

1.認真負責，全力達成公司所交付

的任務。

2.熱心助人，協助同事解決工作及

日常生活遇到的問題。

張世達 ★

★★

久發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行政

優良事蹟 

做事認真，遵守工作紀律，待人隨

和、好相處。

在工作上與同仁相互支援、合作，

積極改善工作流程。

上級交辦事項如期完成並主動提供

具體改善辦法。

認真培訓教導相關人員，值得讚賞

。

葉世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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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在公司服務長達19年之久，不管是

在工作上都能盡心盡力，不畏辛勞

的完成所交附的事項。

待人處事熱心，平易近人。

陳秋讓 ★

★★

展業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廠務主管

優良事蹟 

廠務事項分配控制得宜，針對危機

處理反應快速，隨時待命，使命必

達。

張燕華 ★

★★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認真負責。

2.新事物學習不退卻。

3.熱心助人配合度高。

曾啟銘 ★

★★

台灣寶理塑膠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行政部總務人事課／助理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任勞任怨。

2. 待人和善親切，人緣極佳。

3. 交辦的事項均能如期並完美的完

成。

郭淑珍 ★

★★

天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課長

優良事蹟 

1.督導生產線員工教育訓練，協助

各單位完成交辦事項，獲公司肯

定與讚賞。

2.改善生產排程、機械，降低損耗

，增加產能，達到公司目標，獲

經銷同仁之肯定、董事會表揚。

吳振在 ★

★★

聯合發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研發部／研委員

優良事蹟 

產品開發，提昇良率表現優異

陳雅萍 ★

★★

台灣寶理塑膠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品管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 新儀器入廠，負責接收儀器並配

合校正，工作說明的編寫。

2. 長官交代任何工作可以努力配合

並準時完成。

3. 儀器故障時，可以判斷問題並且

簡易維修。

馮士榕 ★

★★

鴻洋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設計課／室裝組組長 

優良事蹟 

1.專業認真，不輕易妥協，善於溝

通。

2.對同事盡力相助且不吝賜教，個

性隨和。

3.歷年考績皆達優等。

4.協助總經理籌劃集團年度盛事

Open House船展。

5.協助督導公司辦公室及展覽室裝

潢工程。

呂蔚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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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主管

優良事蹟 

主動幫忙，凡事親力親為。

李毓婷 ★

★★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部／組長

優良事蹟 

與公司同仁相處和睦，人緣佳。

做事認真、刻苦耐勞，可做為公司

員工典範。

林資琦 ★

★★

鋐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出納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合群助人。

王俞雯 ★

★★

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採購專員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主動積極。

2.在採購成本管控及效率極佳。

3.協助其他部門追蹤進度及確認資

料確實。

4.降低公司經營管理成本卓越，值

得嘉獎。

莊芬蘭 ★

★★

揚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清潔人員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吳媚瑛 ★

★★

阿法拉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訂單業務管理部／業務秘書

優良事蹟 

協助本公司內部完成全球服務報價

管理系統，此系統全球共有四個國

家為本公司瑞典原廠優先測試運轉

經該員長期配合與不斷配合錯誤修

正後，目前該系統已完成正式運轉

且堪稱為亞太區之袁帥。

吳青樺 ★

★★

中日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高雄廠營業部／股長

優良事蹟 

工作積極具熱忱，勤奮向上，熱心

公益。

劉玉惠 ★

★★

莊宏億軸承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助理

優良事蹟 

該員任職以來克盡職守，交辦事項

必定如期完成，能主動尋找問題改

善作業，工作積效高。

柯孟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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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博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守衛

優良事蹟 

踏實盡責、服務熱忱、進取向上。

楊錦賢 ★

★★

達和清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操作員

優良事蹟 

簡員對自身工作克盡職守，對廠內

工安推行，能主動提出改善事項，

確實維護廠區內工作安全及安全的

工作環境。

在工作之餘，更能主能幫助其它同

仁，充份發揮同事間互助情懷。

簡名郎 ★

★★

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三課／副股長

優良事蹟 

1.機械稼動生產均可達成。

2.積極維持機械整潔度，並保持優

良品質。

3.工作認真，努力不懈怠，任勞任

怨。

4.工作量需要，積極配合加班。

張簡新團★

★★

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廚師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足為楷模。

2.服務態度親切、深獲好評。

3.熱心公益、樂於助人。

梁春財 ★

★★

昌明螺絲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打頭部門／打頭師傅

優良事蹟 

配合度高、技術優良、進取向上。

陳謙銘 ★

★★

金富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射蠟／射臘人員

優良事蹟 

出席率良好。

工作態度認真，有責任感！

為人熱情。熱心服務！

杜月女 ★

★★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鋼管廠修護一課／工程師

優良事蹟 

1.規劃汰換大發廠區69KV用電設備

、請購3#車高週波、中週波設備

汰換專案，提升鋼管廠產品品質

，用電安全。

2.建置大發廠區電力監控系統，發

包工程確實掌握工程進度，完成

使命。楊祥瑞 ★

★★

原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專員 

優良事蹟 

作事仔細、認真負責。

林順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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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居金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及品管／廠務課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細心負責。

以廠為家。友愛同儕。

高森永 ★

★★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由基層技術員至組長工作，都嚴格

要求自己，積極面對新的工作、挑

戰。組長的工作需負責一組的生產

作業，操作安全及品質外，所涉及

的部門較多，在溝通與協調上皆能

克服挑戰，完成工作。

何敏男 ★

★★

豐亞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組長

優良事蹟 

1.對於生產線工作認真、負責。

2.任職組長工作能積極協助組員解

決問題。

3.長官交辦任務確實報行。

黃瑞琳 ★

★★

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組長

優良事蹟 

該員負責製造部後工程REFLOW∼出

檢包裝∼入庫的管理，工作認真負

責，服從上級領導配合任務執行，

進行製程改善提高生產效率及降低

生產成本。

許莉羚 ★

★★

皇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對單位

貢獻良多，工作24年間多次獲選皇

華企業優秀員工，時常配合客戶需

求趕工而犧牲假日時間。事情皆以

公司事務為優先。堪稱皇華企業的

模範勞工，足為表率。

董兆送 ★

★★

大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有責任感，工作積極具熱忱。

周旻勳 ★

★★

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組長

優良事蹟 

1.擔任大夜勤現場組長，任勞任

怨，能圓滿達成任務。

2.能主動協助外勞，併授工作經

驗，讓外勞縮短工作磨合期，及

早融入工作。

黃癸榮 ★

★★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作業員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配合度高。

賴麗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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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欣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採購

優良事蹟 

工作積極，態度良好，認真盡職。

廖秀琪 ★

★★

台灣通用磨坊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原料組／組長

優良事蹟 

1.做事認真、積極負責。

2.工作分配公平，其帶領原料組均

能妥善完成所交付任務。

朱淑芳 ★

★★

太洋製膜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組長

優良事蹟 

組長的工作多於煩瑣並涉及組員溝

通協調，但都能協助組員達成公司

訂定的目標完成工作。工作態度是

不管做任何事務，嚴格要求自己，

以整體績效考量，發揮團隊精神，

使工作更順暢。

陳志鵬 ★

★★

誠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員

優良事蹟 

1.負有研究創新精神，改善生產設

備，提昇產品品質。

2.認真盡責，克服困難，解決問題

，不遺餘力。

3.創造新生產製造技術，提高技術

水準。

4.合群熱心，團隊中不可或缺之人

物。

郭峻甫 ★

★★

培凱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專員

優良事蹟 

初進公司擔任倉管人員，認真負責

，細心有條理，客戶滿意度高，隔

年職務調整新職－業務部專員，積

極投入作業盡心戮力，對公司貢獻

良多，配合度極高認真工作任勞任

怨。

蔡靜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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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為

協助高屏澎東區域內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產

業之事業單位及勞工，特委託義守大學辦

理「高屏澎東區在地訓練服務計畫」，提

供企業免費諮詢與訓練輔導服務。

本計畫結合產業、政府、學術、研究

與訓練機構等各界資源與人才，建立在地

訓練服務網絡，並依產業情勢及事業單位

、勞工之訓練需求，提供完整訓練課程規

劃建議及政府相關訓練補助資源，以協助

在地產業技術升級與轉型。

今年度特針對高、屏、澎、東轄區內

符合「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

援方案」之適用名單為優先服務對象，藉

由專業領域之訓練輔導團提供免費企業診

斷及輔導，協助企業調整公司體質、提升

勞工職能，進而幫助在地產業蓬勃發展，

減少在地人才外流。

高屏澎東分署長程泰運表示，「在地

訓練服務計畫」今年度邁入第4年之際，

除了針對產業發展、勞動力需求及職能導

向課程進行調查與規劃，也邀請「產、銷

、人、發、財」各領域專家學者組成訓練

輔導團，提供到府免費的訓練輔導服務。

此外，103年在地訓練服務計畫為進行產

業發展與勞動力需求分析，特針對計畫擇

定之金屬製品、電子電機及印刷三項產業

的關鍵職務進行職能資訊蒐集與分析，產

出職能導向課程規劃，協助企業在人才選

用及訓練上能夠更加精確。

義守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林洲安表

示，過去連續3年執行在地訓練服務計畫

，乃採取「主動」、「走動」、「互動」

方式，藉由此計畫以點、線、面的推展策

略逐步宣導，並提供免費專家訓練諮詢、

求才缺工轉介服務等，受惠廠商已有數百

家。期讓在地企業及勞工們瞭解勞動部所

提供的各項訓練資源並充分運用，以強化

事業單位辦理在職訓練能力及提升勞工技

能，增進企業永續經營及勞工職場競爭力

，是本計畫最大目標。她特別強調，在地

訓練計畫每年產出多項職類課程模組，歡

迎企業先進參酌及運用。

計畫相關資訊可上高屏澎東區在地訓

練服務計畫官方網站http://www.svtc.

isu.edu.tw/查詢，或電洽專案辦公室周

小姐：(07)216-9052。更多高屏澎東地

區徵才活動、職訓課程、就業資訊可上臺

灣就業通http://www.taiwanjobs.gov.

tw、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http://kpptr.wda.gov.tw/，或賈萳妮

臉書粉絲團http://www.facebook.com/

jobnanny。

攜
手
推
動
在
地
訓
練
服
務
振
興
轄
區
產
業
發
展

勞
動
部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高
屏
澎
東
分
署
與
義
守
大
學

勞動部勞部勞動力動力動動動力發展發展署高署高屏澎澎澎屏澎東分東東東分東分東分東分分署署為署為署為為署為 的的關的關關關關關鍵職鍵職鍵職鍵職務進務進務進務進務進務進行職行職行職行職行職能資能資能資能 訊蒐訊 集與與分析分 ，產產
攜

資料來源：義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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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103年

消防災害應變實兵演練觀摩會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第二中隊大寮分隊、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禹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大發工業區區域聯防促進會、大發工業區警察駐在所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經濟部工業局南部工業區管理處

舉辦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27日

演練項目：

時間：103年2月27日10時大寮消防隊接獲通報

地點：本區○○公司行政大樓發生火災，廠方

啟動自衛編組及消防單位進行搶救。

廠方進行自衛消防編組初期火災搶救，

交接初期資料及廠區平面圖給消防局。

消防局進行人命救助及管制、傷患處理

及後送、指揮所開設、指揮權轉移、通

報主管機關到場。

狀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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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二

通報消防隊，由大寮消防隊抵達現場，初期指揮官大寮消

防隊蘇純民分隊長。

狀況：行政大樓4樓北側(廚房)失火

1人初期滅火未逃生

1人受困4樓西側寢室

狀況三

初期指揮官蘇分隊長

指揮權移交現場指揮

官洪中隊長接手，火

勢持續，濃煙持續增

加。

狀況：行政大樓4樓北側，冒出大量濃煙

1人受困4樓西側寢室

狀況四

火勢撲滅，人員搜救完成，送至救護車，預計前

往醫院。

狀況：受傷人員，生命跡象不穩定，實施急救，

急救無效，判定OHCA(到院前死亡)

本次實兵演練為非預排狀況演練。消防局長

官臨時下達狀況指令，消防隊接獲指令後，在本

次演練場所為該廠回收站，本次演練不出水，以

水線佈署，廠內演練實施破壞作業，以避免引燃

外物。

演習限制：

1.因場地限制，面對行政大樓左側為宣導區，救

災車輛動作暫時避開此區。

2.演練設定風向為東南風。

3.因轄區支援單位屬B級分隊，考量在隊警力，

僅規劃1車支援演習。

4.本次演習以行政大樓火災為主，暫不考量生產

區火警，故以一般火災搶救演練為主，

  非化災搶救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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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球油漆公司此次和近鄰頂瑞機械公司一起合作辦理年度捐血活動

，這次活動共有23位捐血(35袋)(公司同仁10位)，許多是年年響應熟悉的老面孔，特別感謝大

發服務中心廠聯會協助大力推廣 ，也感謝公司同仁工作之餘抽空熱情響應，讓活動能順利圓滿完成，

期待各位保持身體健康，再次感謝您的愛心∼

2000011111111444444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222月25日 有你
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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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度技能競賽之主軸為「創新精進 

傳承競技」，以展現技能競賽結合創新價值

、技能精進與技術傳承之精神，提升公司整

體績效。為鼓勵同仁積極投入研發創新、追

求卓越，今年持續舉辦「創新成果」競賽類

別，期藉由競賽過程，老幹新枝交流切磋技

藝，將公司核心技術與工作典範有效傳承，

提升台電公司整體競爭力。

台電公司第46屆技能競賽上午在高雄訓

練中心舉行，共有914位員工參加，競賽項

目包括團體組6類與個人組24類，其中女性

選手33名，在競技場上與男性選手共同較勁

，爭取榮譽。

為使與會貴賓、記者易於了解各類技能

競賽活動情形，現場不但有專人解說，亦設

置「配電作業危害體感設施」，示範逆送電

感電、桿上救援，並開放來賓體驗，感受登

桿訓練之模擬情境；且為提高競賽活動之逼

真，特安排「配電模擬事故搶修情境示範」

，以展現搶修事故之迅速、專業能力與不為

人知的辛勞。

台電公司舉辦技能競賽活動，最重要的

意義是藉由比賽相互切蹉觀摩，以提升同仁

及公司整體技術水準，並落實工作安全的各

項要求；經由技術水準的創新與提升，以及

工作安全的保障，來落實台電公司「誠信、

關懷、創新、服務」之經營理念，並達成「

成為具有卓越聲望的世界級電力事業集團」

之願景，為台灣電業的永續經營與發展，奠

定更穩定的基礎。

台灣電力公司103年 技能競賽技技能能競競賽賽

23

園 區新鮮事



地　　址：高雄市大寮區內坑村仁德新村1號

服務專線：07-7882514、7873149

※1、本監衣服項目眾多，恕無法一一列舉，暫以上述所列項目之價格為主，若需要增加其他項目或價格調

整等問題，請洽本監作業科。

2、為集中收衣，請單獨送洗之顧客於每週星期一下午17點30分前截止收衣，於每週星期二集中送洗，每

週星期三下午17點30分前，可取回送洗之衣物；收衣時間：每週星期二上午8點∼12點，下午13點30

分∼17點30分起至下週星期一同時段止，除例假日(星期六、日)不辦理收衣外，其餘上述時間均可為

您服務；收衣請點無誤後，開單付款；有任何洗滌問題，可撥服務專線

，找陳可瑞導師洽談。

　3、長期或大量合作另有優惠，敬請不吝垂詢，本監立即回應洽談。

洗燙衣物價格表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

項 品名 單位

各品項價格

水洗
乾洗

洗 燙 洗燙

1 襯衣 件 18 7 25 80

2 西褲 件 18 7 25 80

3 夾克(冬、薄) 件 40(冬)/30(薄) 25(冬)/20(薄) 65(冬)/50(薄) 120(冬)/95(薄)

4 羊毛衣(外套) 件 50 90

5 單人床單 件 25

6 雙人床單 件 35

7 單人床罩 件 45

8 雙人床罩 件 70

9 枕套 件 12

10 被單、套 件 45 200

11 涼被(厚、薄) 件 50(冬)/40(薄) 20(冬)/15(薄) 70(冬)/55(薄) 200(冬)/160(薄)

12 浴巾 件 15

13 桌巾(大)、(小) 件 45/30

請給收容人一個請給收容人一個
學習的機會學習的機會
讓我們的服務的心讓我們的服務的心
感動您的心感動您的心

請給收容人一個請給收容人一個
學習的機會學習的機會
讓我們的服務的心讓我們的服務的心
感動您的心感動您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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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安促進會安全伙伴促進計畫區域聯防協

進會103年度第1次會議及教育訓練

▲大發工業區警友站春酒

▲大發工業區水電協調小組會議

▲高雄市政府太陽光電產業應用暨陽光社區推廣系列座談會

▲ECFA貨品貿易協議及服務貿易協議說明會

▲大發就業服務台徵才活動▲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會

▲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防汛演練

▲高屏第一類投保單位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網

路系統說明會

活動照片紀實

26







ISO 9001 ISO 14001 OHSAS 18001 TOSHMS

97

2008

98

AEO

ISO 50001

(CNS/JIS/ASTM) PE
API API

317
07 611-7171
07 611-0594

E-mail chs@chsteel.com.tw
//www.chsteel.com.tw





CUMMINS 發電機組 CUMMINS 發電機組

多機並聯盤

防音型發電機組

CUMMINS 發電機組

CUMMINS 發電機組



Chi Y H it lChien-Yu Hospital

11.

2. 24
33. 
44. 
5. 
6. 

360360
07-6437901
http://www.chien-yu.com.tw

ll

1717

..

 一般勞工健康檢查

 勞工特殊體格健康檢查(25項)

 高級健康檢查

 汽機車健康檢查

 預防保健

 成人健檢

 高雄市老人健康檢查

 癌症篩檢

 婚前健康檢查

 公務人員健康99套餐方案

　 (適用對象：公務人員及其眷屬)

 公司行號巡迴體檢



1.

2. 304/304L 316/316L

               317L 310S

3. 3 m/m~12 m/m

               600 m/m~2000 m/m

: (07) 787-5855    : (07) 787 -7939

             2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