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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d Stainless Steel
Forged Stainless Steel

FLANGES

擁有四十年經驗的專業法蘭片(Flange)鍛造廠商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5年(民國64年)，為專精於法蘭片(flange)

精密鍛造的廠商。由於敝公司的法蘭片廣泛應用在高規格標準的石化工業

上，所以我們要求在生產的每個環節上都必須正確無誤，不管是德規法蘭

(DIN FLANGES)、日規法蘭(JIS FLANGES)、美規法蘭(ANSI FLANGES)或是訂

製品的鍛造法蘭管件，都能依客戶要求生產製作。

高品質的塑友法蘭片 - 

堅持專業，持續苛求，超越每個客戶的期待

1995年榮獲了ISO-9001國際品保認證，這不但是對敝公司品質的肯定，也是

產品責任的最佳保證。

塑友的未來期許：不斷的改善與突破

敝公司深信產品製程，永遠都會有改善的空間，唯有不斷地檢討改善，並嚴

格品質管制，才能帶給客戶最好的產品及服務。

公　　司：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87號17樓   　電話：07-5531199 (代表號)　傳真：07-5547222                                          

工　　廠：高雄市83163大發工業區大有三街5號　電話：07-7872060 (代表號)　傳真：07-7872506         

電子信箱：suhyeou@hotmail.com

Forged Stain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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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本
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於1月19日(星期

五)上午十時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大

禮堂盛大舉辦。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南區

工業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高雄市政府經發局

王宏榮副局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何明洲局長、

中華民國工業區聯合總會翁登福常務監事、大發

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高雄臨海林園大發

聯合汙水處理廠黃成龍副主任及多位地方民意代

表出席與會及會員廠商代表約200餘人共襄盛會

。

   首先，大會開始由林宗志理事長主持致詞：

誠摯表示對今天貴賓蒞臨以及廠商代表踴躍的

出席，致上萬分感謝之意。並報告大發工業區

重要道路治安維護監視器建置案，捐款合計為

2,930,000元，建置18組監視器經費為1,939,418

元，結餘款990,582元。第三屆第八次理監事會

及捐款廠商與會代表決議：為提昇大發駐在所業

務巡查功能，結餘款購置TOYOTA RAV4 2000cc警

車乙台捐贈大發駐在所使用。今天將大發工業區

內重要道路建置監視器正式啟用後，捐贈給高雄

市政府林園分局，做有效改善工業區治安及協助

交通事故蒐證功能，結合大發服務中心21支監視

器、林園分局已設36支監視器。予將架設12支監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高雄市政府經發局王宏榮副局長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致詞

會議紀實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三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視器，形成安全防護網，提昇廠商及從業員工之

財產安全。

　　接者，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致詞：本人

肯定理事長對大發工業區區內廠商的建議事項公

共事務盡心盡力的付出感到萬分的欽佩，工業局

對於林宗志理事長反映區內廠商的建議事項極為

重視，也會盡全力協助。感謝林理事長邀請，讓

我能見證這對社會貢獻別具意義的時刻。

   高雄市政府經發局王宏榮副局長致詞：感謝

林理事長領導廠協會對大發工業區有著極大的貢

獻，並積極扮演了代表廠商與工業局、市府一個

溝通的平台。林理事長的鼎力支持與協助使得大



會 務推動

發工業區內重要道路建置監視器順利運作，實為

大發工業區全體企業與員工的福氣。

　　會議開始林宗志理事長對106年度之會務做

整體性報告，與會各廠商代表均無異議通過。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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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監事戴于喨報告審查106年收支經費決算及107

年收支預算等。與會代表鼓掌通過。

　　最後，大會在林宗志理事長的主持下，會議

過程為順利圓滿。大會在12時完成。

排序 公    司    名    稱 捐款金額

1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2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3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4 　宏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5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6 　大發警友站楊慶德站長   $100,000 

7 　仁望有限公司   $100,000 

8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9 　長春、大連公司   $200,000 

10 　𡘙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1 　台灣企銀    $50,000 

12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50,000 

13 　億居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4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5 　千城鋼鐵有限公司    $50,000 

16 　健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17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18 　郡大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排序 公    司    名    稱 捐款金額

19 　自翔工業有限公司    $20,000 

20 　高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21 　晙捷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22 　聖橋亞企業有限公司    $10,000 

23 　尚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4 　煜升股份有限公司     $5,000 

25 　忠興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6 　中聯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27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100,000 

28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29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 

30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31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32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33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50,000 

34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35   建平通運有限公司　    $40,000 

共　　計 $2,930,000  

大發工業區建置監視器捐款金額總表



大
發工業區廠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於105年初

上任後，深覺大發工業區有600餘家廠商，

約2萬餘人從業員工進出，工業區內監視系統設

備不足，未能發揮全面性監控功能。為提昇保障

從業員工及企業生產安全，嚇阻犯罪不法行為，

提案發動廠協會理監事及區內廠商共同捐款建置

大發工業區監視系統。獲得廠商極大認同及迴響

。

   1月19日大發工業區廠協進會在大發工業區服

務中心三樓大禮堂盛大舉辦「大發工業區監視器

啟用捐贈典禮」。林宗志理事長、工業局呂正華

局長、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高雄市

警察局何明洲局長、高雄市經發局王宏榮副局長

、高雄市議會蔡昌達副議長、李雨庭市議員、黃

天煌市議員、大發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林園分

局蔡文峰分局長等與會貴賓共同啟動LED魔球，

代表大發工業區監視系統正式啟用。音效及投射

區內監視器畫面。場面盛大隆重，獲得全場掌聲

不絕於耳。

   林宗志理事長致詞：「把整個大發工業區的

監視設備做好，讓我們大發工業區能夠加強治安

方面、聯防上面，做到最好！提昇區內從業員工

及企業生產環境安全」；此次捐贈的監視器鏡頭

數位為200萬畫素規格，相當清晰。年初測試期

間，已協助偵破車禍肇事逃逸、及貨車洩漏鹽酸

案等，目前工業區內結合大發服務中心、林園分

局已設57組監視器，形成強而有力的安全防護網

。

   高雄市警察局何明洲局長致詞：「越先進的

國家，監視器密度越高！」，高雄各地現有2萬

3087支監視器，妥善率已達86％，警察局會加強

布建及維護，目標將妥善率拉高到9成以上，搭

配持續改良車牌辨識系統，讓犯罪無所遁形。特

別感謝大發廠協會林宗志理事長，挹助資源改善

警力設備，共同打造大發工業區安全願景。

   目前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捐贈給高雄市警

局的18支錄影監視器、大發服務中心已設有21支

、林園分局已建置36支，共75支監視器都已經建

置完成，近期林園分局將架設在工業區內的重要

路段12支監視器。

   大發工業區是一個安全幸福的工業區，讓我

們攜手同心再創台灣經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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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捐贈高雄市警察局林園分局
大發工業區監視系統啟用、捐贈典禮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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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捐贈大發駐在所
警用汽車典禮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

  宗志理事長致詞

大
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於1月19日上午在工業

區服務中心前廣場，盛大舉辦「大發工業

區捐贈大發駐在所警用汽車典禮」。

   在大發駐在所警力進駐後，使得大發工業區

的治安平穩，從業人員上下班交通狀況得以改善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體恤警用裝備不足，

林宗志理事長將監視器結餘款購買TOYOTA RVA4 

2000cc之警用汽車乙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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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駐在所可謂如虎添翼，有助於廠區

治安和交通。

   首先，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何明洲局長致詞：

警方平日以治安平穩、民眾生命、財產得以保全

為最高之目標，並時常叮嚀「早一分鐘受理派遣

、早一分鐘到達現場，讓民眾少留一滴血，多救

一條命」之理念，做好治安、交通及服務工作，

此次非常感謝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理事長捐

贈巡邏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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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全力維護大

發工業區治安。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為提昇大發工業區治安防護，用速度創造優勢，

保障大發工業區廠商及員工安全，希望提昇大發

駐在所業務巡查功能，讓維護治安與交通安全上

的工作再升級。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致詞：感謝林宗志

理事長及理監事，出錢出力，完成不可能的任務

。將大發工業區打造安全生產環境，讓從業員工

安心工作。在此代表工業局致上最高敬意。

   高雄市議會蔡昌達副議長致詞：大發工業區

內有602家廠商、年產值2400億，很高興看見大

發工業區廠商賺錢之餘也能回饋社會，挹助資源

改善警力設備。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贈送給高雄市警察局

乙輛全新的休旅式巡邏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何明洲局長代表接受，同時致贈感謝狀給林宗志

理事長及捐贈人等。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

經濟部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高雄市

政府經發局王宏榮副局長、中華民國工業區聯合

總會翁登福常務監事、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

升主任、林園分局蔡文峰分局長、高市議會蔡昌

達副議長、李雨庭市議員、黃天煌市議員、鳳山

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協會江楠樟理事長等貴賓亦到

場觀禮，感謝大發工業區商協進會熱心公益、回

饋鄉梓，協助警方維護地方治安的高貴情操。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何明洲

局長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呂正華局長

致詞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何明洲

局長致贈感謝狀給林宗志

理事長

▲高雄市議會蔡昌達副議長

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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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

生產為營運方式，兩岸共7座廠區，目前總員工

總近約300人。

　　本集團母公司於1968年以行號成立為忠興

行，初期專營分析試藥，及理化儀器，供應給研

究機構、學校實驗室、以及工廠研發部門使用。

1971年增資為忠興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開始進出口

相關化學製品。同時有薦於應提昇生活品質、和

秉持永續經營之理念，?永續經營之理念，從買

賣業轉型為製造業，於1972年成立喬旭有限公司

，開始製造漂白粉。在1977年，喬旭公司遭受賽

洛瑪颱風侵襲，廠區全毀後重建。同年增資成立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轉型從事再利用領域，從回

收並處理台塑集團旗下台灣化纖各廠區廢?液開

始，並製造硫氫化鈉(NaHS)、硫化鈉(Na2S)、金

屬捕捉劑、重金屬螯合劑及衍生產品至今，為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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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9001:2015/ISO14001:2015

企業簡介

忠
興集團為專業化學原料製造與銷售，屬於

循環經濟產業資源再利用產業。忠興行股

份有限公司為集團母公司(控股公司、資本額新

台幣二億元)，所屬關係企業;喬旭股份有限公

司(鳳明廠/大發工業區建業廠、資本額新台幣

二億元)、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工業區田

單廠/大發工業區大業廠/建業廠、資本額新台幣

二億五千萬元:)、及銘斌企業有限公司(物流倉

儲業、資本額新台幣一千二百萬元)與位置於中

國的喬旭九江企業有限公司(九江廠)、喬旭環保

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廠)，我們以台灣接單，兩岸

▲紅圈為目前現有關係企業廠區，黃圈為大發工業區建業

企業總部廠區

▲市長頒發智慧光電建築獎章證書與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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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資源回收、改善環境而努力，產品已深受國

際業界之肯定。

　　90年代初期，電鍍業、電子業蓬勃發展為台

灣主要產業;但同時也所產生大量重金屬廢液。

因此在1990年成立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

請為資源再利用廠，專責處理當時熱門產業PCB

廠之硝酸銅廢液。淨寶化工公司同時致力研發高

COD、重金屬廢液回收再利用，也正適合於目前

環保意識抬頭之際，而發揮其功能，該成果願與

各界有興趣人士，共同分享、共同研究，以達到

【打造友善環境，提昇生活品質】之目標。

　　喬旭公司與淨寶化工皆屬於循環經濟產業

之資源再利用產業，分別有C-0110、C-0202及 

D-1599等環保署許可的代碼來回收相關廢液進行

資源再利用。目前服務對象為塑化產業、半導體

、電路板業、包括台塑集團、台積電、聯電、南

亞電路板、日立化成、住礦電子、台郡...等國

內績優上市櫃公司都是本集團所服務的客戶。

　　銘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主要業務為提供國際

貿易所需之運輸、物流配送、儲存、分裝(含灌

桶)、報關、倉儲，等各項專業服務項目。公司

也可以因應視客戶需求，提供客製化的配套倉儲

管理、流通加工、貨櫃拆卸、槽車、卸貨灌桶分

裝標貼處理等其他相關服務。銘斌公司備有合格

通過的消防安全系統並自備發電機系統及資深專

業主管人員，提供客戶一個能夠滿足需求的專業

安全託付管理和優質化的服務環境。

　　基於符合國際綠色供應鏈產業標準，我們已

取得法國標準集團(AFNOR-Group)法國‧貝爾國

際驗證機構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QMS)

與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體系統(EMS)認證資

格。並於107年起，全廠區開始導入ISO 45001 

國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標準(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

榮耀事蹟 ：

1.阿里巴巴外銷成功客戶。

2.在「106年度高雄市光電智慧建築標章認證」

　金級獎章從缺之中，唯一以工業區工業廠房榮

　獲銀級獎章與認證—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建

　業A廠、B廠、喬旭股份有限公司建業C廠、D廠

　。

經營理念：

　　人性化的管理與制度的規範是忠興集團對內

的一貫原則，讓全體員工在良好的環境氛圍中有

效率的達成各項工作要求。

　　對外則懷抱與人為善和以和為貴的精神，致

力於提供客戶最優質的產品與最即時之服務，在

汲汲經營事業體之時，忠興集團並未忘記身為大

自然一份子之責，舉凡製程、環境、廢污等，以

不影響環境為前提，以求達到生產與生態並存的

目標。

　　本集團雖屬於中小企業，在20年前就開始實

施全面周休二日休假制度且所有正式員工皆享有

的員工福利項目費用，全由公司全額支付。

　　我們為符合法規標準的績優企業，財務穩固

健全，福利全部遵照勞基法等相關法規，屬於低

風險穩定獲利的企業，絕對是員工與家庭長期穩

定的依靠，今年適逢集團創業50週年，座落於大

發工業區內的企業總部廠區即將落成，正開始擴

大產能，我們誠摯歡迎想長久打拼的您加入團隊

，為共同的未來努力也為我們後代子孫與地球環

境盡一份心力。



太子彈簧床廠創立於1969年，迄今已逾40多年經驗，

其間不斷的研究、開發及改進，以一貫作業電腦控制

生產，品質優於同業群並已通過ISO9001-2000。並代

理經銷德國名床亞珂偌．美國禮恩派集團床具商品，

紐約客獨立筒型床墊國際專利產品超級拉絲提絲一線

鋼彈簧。從事有關彈簧床相關之業務

地　址：高雄市大寮區華西路25號
電　話：07-7873551　07-7873561
　　　　0982067112
聯絡人：陳春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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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特賣年

翊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華東路70號
TEL:(07)787-2666  FAX:(07)787-2650
E-mail:jandone.a123@msa.hinet.net
http://www.shehjone.com.tw

翊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78年

鍋師傅 專利鍋具採用高科技SUPERBOND 不

沾材質，通過SGS食品檢驗，安全絕對保障

SUPERBOND 專利製程擁有7層不沾強化處理

可適用鐵鏟，一般傳統2層處理，僅能木鏟

使用

鍋師傅專利鍋具優點特性：

低脂、低油、好烹飪、油量少、

健康好、導熱快速、均勻

節省烹調時間和能源

耐磨、耐刮、耐腐蝕

易清洗

鍋師傅於每年農曆新年前一個月期間回饋工業區

於廠區內舉辦年終大特賣，工廠價超便宜，買一鍋再送一鍋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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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青森縣陽光蜜蘋果

終特賣年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大有四街12號

電話：07-7871516     傳真：07-7872450

網址：http://www.gabifood.com

已投保產物責任險

通過ISO 22000及HACCP國際驗證

傳統美食生產家傳統美食生產家  
　　　　精緻點心實踐者　　　　精緻點心實踐者
　　　　　　　　豐盛料理魔法師　　　　　　　　豐盛料理魔法師

好市多獨家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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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報導活

台灣電力公司107年技能競賽活動
技能競賽精進傳承技術　全台967位高手同台競技

台
灣電力公司於1月31日上午在高雄市大發工

業區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訓練中心

，舉辦「107年度技能競賽活動」。

  　　107年度技能競賽活動，由電音三太子揭

開序幕。首先，台灣電力公司李鴻洲副總經理致

詞：本屆賽事為第50年，這項歷史悠久的電力工

程技術競技，今年參賽有967位選手，人數創下

近十年最高。除了提供舞台讓員工切磋技藝，藉

以傳承、精進核心技術外，並隨著社會脈動，透

過「創新成果」賽事，展示各單位提升工作內涵

的成果。台灣電力公司公司楊偉甫董事長、高雄

市勞工局鄭素鈴局長、林岱樺立法委員、黃天煌

市議員、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大發

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劉汝惠總幹事及多位貴賓、電

力工會代表等出席與會。

　　台灣電力公司楊偉甫董事長致詞：台灣電力

公司107年度技能競賽活動，為年度電業核心技

術競賽，今年已邁入50周年，希望藉此歷史悠久

的賽事，一方面傳承、精進重要核心電業技術，

另方面也透過創新成果賽事，激發電業精英人才

的創意，以因應未來千變萬化的電業市場與社會

環境。

　　楊偉甫董事長帶領來與會賓身歷其境，了解

電業專門技術。首先由配電單位人員示範2次變

電所活線礙子清洗作業，在不斷電的情況下，以

高壓水柱清洗絕緣礙子，避免因鹽害與霧害導致

礙子劣化，進而造成停電。接著是鐵塔登及搭乘

宙乘車體驗活動，來賓穿戴全套安全防護裝置，

在解說人員引導下，體驗拾級登塔、步步謹慎的

14



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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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刺激，最後要搭乘工作人員從事高空線路更

換間隔器時使用的宙乘車，以人力拉動宙乘車穿

梭輸電線路之間，體驗台電「空中飛人」的膽大

心細。

　　另外，在「鐵塔登塔」及「搭乘宙乘車」體

驗活動，台電表示，曾有民眾拍攝台電同仁於高

空搭乘宙乘車從事更換間隔器作業，「空中飛人

」稱號不脛而走。在示範同仁協助下，貴賓穿戴

安全裝置，體會拾級登塔、每一步都要謹慎小心

，然後搭上人力拉動的宙乘車，感受在高空線路

間穿梭工作的專業與艱辛。

　　活動於中午結束，對於台電高雄訓練中心孫

傳傑主任及同仁用心安排活動及介紹給與讚許。

大家相約明年再見！



座訊息講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暨大發廠商協進會共同辦理

107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計畫表

107年第一季 （1-3月）

1/29（一）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1/30（二）開課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6小時）

1/31（三）開課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2/1（四）開課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2/2（五）開課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2/5（一）開課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107年第二季 （4-6月）

預訂107/4月函文通知調
查參加人數

（報名達25人即開班）
預訂5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6小時）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107年第三季 （7-9月）

預訂107/7月函文通知調
查參加人數

（報名達25人即開班）
預訂8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6小時）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107年第四季（10-12月)

預訂107/10月函文通知調
查參加人數

（報名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1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6小時）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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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為協助企業強化健全人才培訓發展，透過輔導諮詢及訓練執行等措施，有效投資

人力資本，促進就業穩定。

　　簡單來說就是企業員工的教育計劃。也就是說跟政府申請資格下來後，企業可提出想

上的課程(這些課程都是要針對於工作上的)，再經由我方幫您們尋找老師作員工訓練，裡

面所有事宜我們都可以共同討論。

執行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執行區塊：高雄、屏東、澎湖、台東

費    用：全額補助，完全免費（經由申請審核通過才可以執行）

網址:https://sets.wda.gov.tw//sets106/a_plan_1.php

我們協會辦理百餘家企業機構，訓練並輔導多家通過TTQS銅牌、銀牌、lSO 9OO1。

申請審核流程，只要您提供文件該附的資料，我們就會幫您跑流程作申請。

對於這項計畫有興趣，可以填寫下方資料回傳我們，尚可進一步的說明及討論，也歡迎寄

信或與我聯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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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企業 負責人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職稱: 傳真

地址

信箱 是否申請過本計畫
  是  (    )
  否  (    )

社團法人中華亞太文化交流協會

鄭淨文(Mita)

Maill：mita@yuchiun.com

電話：(07)793-5266

傳真：(07)793-5827

地址：高雄市前鎮區中安路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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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紀實大發大小事

▲「勞安促進會安全伙伴促進計畫區域聯防協進會106年第3

次會議」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大發廠協會林宗志理事長發金牌感謝污水廠張旭昇主任

▲林園分局陳杏結分局長拜訪林宗志理事長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吳明機處長拜訪林宗志理事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何明洲局長致贈感謝狀給陳三福副理事

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何明洲局長致贈感謝狀給蔡西昌副理事

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何明洲局長致贈感謝狀給戴晉平主委



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136-1號（大發工業區旁）
TEL:886-7-7879936　蔡先生  FAX:886-7-7873252

E-mail:cashihor.mingbin.ltd@gmail.com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YU HSING INTERNATIONAL CO.,LTD.

高雄連絡處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光華路14號後棟

電話：07-7889939　傳真：07-7889938

▲

詳細內容請見 http://www.hsing.com.tw/或掃描右側 QR CODE

台南連絡處

地址：台南市東區東門路二段268號3樓

電話：06-3353930　傳真：06-3353900

在地化高規格，最佳的服務選擇！

用心深入客製，穩固人力提升產值

打造「興」級套房，客製舒適環境

優於政府規定的社區型國際宿舍

i化綠能系統，宿舍動態一手掌握

2.以同理心與雇主、外勞建立互信

4.豐富實務經驗在地服務即時效率

1.整合資源提出客製外勞聘僱計畫

3.母國翻譯台灣學歷強化溝通深度

5.創造安居樂業環境提升工作效能

∼ 深 根 大 寮 　 深 耕 大 發 ∼

印尼印尼 泰國泰國 菲律賓菲律賓 越南越南

有興品質  用心堅持
專業外勞仲介，服務熱忱親切

6.多元人力策略創造企業最大利益

7.永續經營為宗旨，打造三方皆贏

全 興 打造‧敬請期待！



建裕環保有限公司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

∼ 深 根 大 寮 　 深 耕 大 發 ∼

印尼 泰國 菲律賓 越南







．鍍鋅爐：長17M*寬1.8M*高3.2M

．最大鍍鋅構件：30噸

．最大產能：每月8000噸以上

．廠區面積：8000坪

．LRQA ISO 9001．ISO 14001．OHSAS 18001認證通過

．台電．中船．中鋼．中油．鐵路局

．台塑審定合格

  服務項目

鑄造鍛造．型鋼鐵材．鋼管鋼材．養殖農畜

鋼架結構．公路護欄．電力電訊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I Hong Hot-Galvanization Industrial Co., Ltd.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大有三街16號
No. 16, Dayou 3rd St., Da-Fa Industrial Park, Kaohsiung County
TEL:886-7-7873377
FAX:886-7-7873380
E-mail:ihong@ms19.hinet.net

速度快

服務佳

品質好

I H
ong H

ot-galva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