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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大發扶輪社共同於9

月12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在大發駐在所前廣場舉

辦「大發有愛  捐血捐愛心」捐血活動。

此次活動有大發工業區廠協會副理事長林宗

志、大發扶輪社長蕭德乾、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主任黃滿清與高雄女子監獄典獄長賴秀琴及其所

屬單位團體，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愛心捐

血活動。

本次捐血活動擴大辦理，主辦單位準備了豐

富禮品，有溫熱開飲機、金絲雀14吋水氣霧化機

、防水運動行車記錄器、高級手提大音箱、登山

外出瓦斯爐、變形金鋼大浴巾、鴨子抱枕、3kg

花東米等9大精美禮品要送給各位熱心捐血人士

來抽獎。另大發廠商協進會林宗志副理事長購買

高雄女子監獄手工香皂禮盒，做為捐血贈品。

高雄市林園警察分局陳銘宗分局長對於地方

公益活動向來不遺餘力，親自號召約50餘位轄區

內各所員警同仁發揮愛心，慷慨挽袖捐輸熱血，

與工業區員工及鄰近民眾共同獻出熱情、踴躍捐

血，為此有意義的公益活動，奉獻一己之力，充

分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博愛精神。

林園警察分局並現場擺設攤位，對捐血民眾

解說「防竊防搶防詐騙、拒絕邀宴及請託關說」

等預防犯罪與政令宣導。為響應捐血公益，幫助

更多需要的人，本次活動響應熱烈，現場排隊捐

血人潮不斷，對日益嚴重的南部血荒挹注相當的

助益。有了大發人的熱心、愛心溫暖的血液，勢

必造福更多需要的人，也展現大發人的熱心公益

值得讚賞的一面。

捐血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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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濟部沈榮津次長於8月29日參訪大發工業區

聚和國際公司，並與本區廠商進行座談。

聚和國際（股）公司郭聰田董事長與本會莊義隆

理事長及理監事、顧問親自接待。郭聰田董事長

並為沈榮津次長介紹聚和國際（股）公司各項生

產領域之產品。沈次長仔細聽取聚和國際公司對

於未來發展、產學合作及國際佈局之簡報，並稱

許聚和國際進行多品牌布局，創造市場產品互補的

競爭優勢，展現出擴大集團企業版圖的企圖心。

與企業廠商代表交流時，本會林宗志副理事

長首先提出本區華中路路面嚴重損壞提案，建請

專案改善台88進大發工業區華中路路面工程。緯

航企業(股)公司曾信哲董事長也提出企業缺工問

題，廠商反應有關台電公司跳電、停電影響廠商

生產損失、建請協榮民工程大發事業廢棄物廠第一

優先處理本區內各廠事業廢棄物等案提出建議。

對於建議工業區公共環境改善、解決廢棄物

流向、創造有利的投資環境，強化人才的培育等

提案 , 沈次長一一耐心回應，立刻以手機聯繫

相關單位處理廠商反應的事情，並提出解決方案，

廠商提出的建議及問題也都得到了相應的答覆。

時間匆促，沈次長此次參訪雖只有短短的一

個多小時，但我們看到了政府為民間企業所做的

努力，與會代表亦對於沈榮津次長處理公務果斷

態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相信，透過政府與

民間企業的共同努力，每家企業都能有更大的發

揮，創建更美好的未來。

04

活 動報導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教化暨技訓成果展

為了配合法務部矯正署推展收容人傳統工藝

技能訓練，傳承臺灣本土瀕臨失傳之傳統工藝，

高雄女子監獄於103年9月26日上午10時在監獄內

，舉辦「逗陣藝起來獄見愛」之教化暨技訓成果

展。

本次活動分為靜態展示及動態活動兩部分進

行，展示區所陳列的作品聚焦在該監收容人傳統

手工藝練習成品－有書法、園藝、刺繡、手工皂

以及拼布等，充分展現該監在傳承台灣本土具特

色、瀕臨失傳之傳統工藝的努力；動態活動則在

該監的直笛班及旗舞隊，所帶來的「歡樂中國節

」迎賓歌曲中熱鬧的揭開序幕，緊接著是由收容

人精心詮釋的心理劇、國樂班帶來的絲竹雅韻、

高難度的孔雀舞蹈、並由溫馨動人的大合唱做為

壓軸，在場觀賞來賓對收容人的演出及展示作品

均表讚賞和肯定。

矯正署副署長劉梅仙在致詞時，勉勵收容人

應把握每一次學習的機會，讓自己在復歸社會時

，比別人多份準備和能力，同時也肯定該監在傳

承傳統技藝和文化上的努力；高雄女子監獄典獄

長賴秀琴亦表示，安排收容人傳統技能訓練，除

了得以傳承文化資源外，也讓收容人習得一技之

長，增加其出監找工作就業的自信和機會。

在教師節前夕，該監亦藉由此次活動機會，

頒發長年於該監服務的志工團隊和專業指導老師

們感謝狀，對於這群平時默默付出、協助安穩收

容人情緒及教導專業技能的老師們深表感謝和敬

意，活動最後在充滿溫馨和喜悅的感恩氣氛中畫

下完美的句點。

子監獄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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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3年8月14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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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大發工業區華中路1號）

主 持 人：莊理事長義隆　　紀錄：劉汝惠

會務報告

(一)會議方面：

 4月 2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假經濟部工業局林園工業區服務中心2樓會議室召開「103年第1季高雄

市產業園區業務聯繫座談會」。

 4月11日出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假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

階梯會議室召開「103年高屏澎東區在地訓練服務計畫在地服務推動說明會」。

 4月17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

ECFA貨品貿易協議及服務貿易協議說明暨座談會」。

 4月22日出席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假高雄監獄行政大樓2樓會議室召開「雇主座談會與收容人就

業媒合博覽會」籌備會。

 4月25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臨海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召開「產業園區廠商升級轉

型再造計畫南區簽約記者會」。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莊理事長義隆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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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3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假大發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大

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安全伙伴促進計畫暨區域聯防協進會103年第2次會員會

議暨教育訓練」。

 5月20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高雄大學法學院演講廳召開「因應國際發展趨勢，加速產業結構轉

型」成果發表會。

 5月22日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高雄市政府第六會議室召開「大發工業區聯外道路光華路

土地暨公共設施移轉本府研商會議」。

 5月27日出席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環二部假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

開「大發暨屏南工業區能資源整合推動小組」第1次工作會議。

 6月 7日出席高雄市大寮民眾服務社假憶童年市民農園召開「高雄市大寮民眾服務社第22屆第2次

社員大會」。

 6月13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假楠梓加工出口區莊敬堂召開「產業與區域發展座談」。

 6月16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402會議室召開「因應貿易自由化服務業調整支

援措施說明會」。

 6月18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假大發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開「大發工

業區安衛家族籌備會」。

 6月19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假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

開「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會」。

 6月26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假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

開「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會」。

 6月26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祥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祥儀機器人夢工廠、台灣

雅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博覽館召開「經濟部工業局103年度產業政策宣導推廣企業觀摩

活動」。

 7月 2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假臨海工業區服務中心2樓會議室召開「103年第2季高雄市產業園區業務

聯繫座談會」。

 7月16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高雄市蓮潭國際會館102會議室召開「第3屆中堅企業遴選作業說明

會」。  

(二)活動方面：

 4月28日本會在大發工業區3樓大禮堂舉辦「大發工業區103年度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5月 6日本會與輔英科技大學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大禮堂簽訂「產學策略聯盟合作備忘錄」。

 5月12日與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和發產業園區廠商

預登記說明會」。

 5月13日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工業區職業安全衛

生法新修法規宣導會」。

 5月27日本會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舉辦「大發、鳳山工業區-固定式起重機(天車

)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上下午共2場次。

07

會 務推動



 6月13日出席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舉辦「脫胎、築夢-媒合高屏地區廠商＆收容人就業博覽會」

。

 6月17日本會與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等單位共同舉辦假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辦

「大發工業區103年第二次災害應變暨防救災組合演練觀摩活動」。

 6月19日本會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中心、大寮區公所、和春技術學院

假大寮區公所前廣場舉辦「大寮區就業博覽會」。

 6月30日在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舉辦「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

會、安全伙伴促進計畫暨區域聯防協進會103年第3次會議暨大發熊好安衛家族成立大會

」。

 7月8日出席行政院環保署回收基管會在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

開「2014大專院校學生資源回收體驗營」。

 7月21日本會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大發工業區警察駐在所警友站假大發工業區北大門舉辦「

大發工業區敦親睦鄰綠帶認養」揭牌活動。

 7月22日出席南區工業區理事長聯誼會假內埔工業區臺灣菸酒(股)公司屏東酒廠舉辦「103年度第

二次會員聯誼活動暨內埔產業園區產銷入口平台啟用典禮」。

(二)財務方面：

至6月30日止結存155,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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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月刊廠商名錄贊助廣告頁案

說　　明：本會發行雙月刊透過每二個月出版，將

工業局、高雄市政府政令宣導、區內產

業動態、廠際活動與本會理監事會議、會務活動、教育訓練資訊等加以廣泛報導。獲

得極大好評。本期即將於9月初出刊廠商名錄邀請全體理監事刊登廣告。

決　　議：照案通過，本會全體理監事各認購一頁廣告頁。歡迎區內廠商踴躍認購廣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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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門綠帶廣告形象看板案

說　　明：1.北大門綠帶於7月21日舉行揭牌活動。週邊環境有向高雄市政府爭取綠美化，現已接

近完工。結合區域鐵馬自行車道、及大發工業區景觀綠廊，與未來高市府開發和發

產業園區，形成重要出入門戶。

2.為展現本區企業軟實力、美化工業區景觀，設置創意形象看板。作為北側門認養綠

帶第二階段景觀美化計畫。

決　　議：本案原則通過，並研擬相關實施辦法於下次會議提出討論。歡迎本區內廠商提供寶貴

意見，做為本綠帶未來用途參考。

▲大發服務中心

　黃主任滿清事項說明

▲楊常務監事信育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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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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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中秋賞月燒烤聯歡活動案

說　　明：中秋燒烤活動為本會每年爰例活動。因高雄8.1氣爆嚴重事件，巨災重傷了高雄。「天

佑台灣、齊心助高雄」，響應高雄市政府奉獻棉薄之力協助受災區早日恢復正常。今

年是否停辦中秋燒烤活動。

決　　議：本會全體理監事考量8.1氣爆事件，感同身受，決定取消舉辦今年中秋燒烤活動。

臨時動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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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捐血活動案

說　　明：本會與大發扶輪社訂於9月12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5時，在大發駐在所前廣場舉

辦「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活動，敬邀全體理監事及區內廠商、員工踴躍出席。

決　　議：歡迎區內廠商、員工踴躍參加，挽袖捐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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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敦親睦鄰820萬案

說　　明：請大發服務中心說明。

決　　議：建請大發服務中心函請大寮區公所、潮寮、過溪、會結

等三里村辦公室、社區發展協會共議敦親睦鄰事宜。

▲

提案三

提案單位：大發工業區警察駐在所

案　　由：有關購置三角錐、警示燈案

說　　明：由於連日豪大雨，沖刷道路造成本區多處路面坑洞，為維護用路安全，大發駐在所於

路面放置三角錐、警示燈，因豪雨視線不佳，用路人不慎撞毀三角錐、警示燈。建請

大發廠協會、大發服務中心購置三角錐、警示燈，維護用路人安全。

決　　議：為維護用路人安全本會同意購買三角錐、警示燈、橫桿一批提供大發駐在所使用，費

用部份建請大發警友站共同分擔。

宣導事項

1.本會與中華警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區域聯防的安全專案，以低於現狀的優惠價格給廠商。

2.本會與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簽署員工健康檢查服務廠商特約醫療合約。

※歡迎多加利用、相關資訊請上本會網站：www.dafa.org.tw※

專題報告

綠色生質與節能材料研發成果與發展 工研院/沈永清副組長主講  

產業創新研發智庫服務   工究院/陳源德總監主講（相關資訊請上本會網站：www.dafa.org.tw）

散    會：13時30分。

▲

勞工局

　謝副主任世炯

▼專題報告-工研院

　沈永清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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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於9月30日上

午9時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教室

召開「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安全伙

伴促進計畫、區域聯防103年第4次會員會議及教

育訓練暨事業單位雇主座談會」。

首先，召集人台郡科技公司王志成經理致歡

迎詞：本次會議中難得請到環保局馬振耀科長專

題演講以及各單位專案宣導，內容必定精闢，受

惠無窮。接著，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

致詞，區域聯防組織於7月3日本工業區莒光一街

苯乙烯儲槽爆裂事故，啟動緊急應變機制，成立

協調通報小組及各單位協同救災作為，有效抑制

▲(左)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致詞 (右)安促會召集人王志成致詞

▲大發警察駐在所陳長義所長▲勞工局蔡火雄先生致詞

大發工業區

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安全伙伴促進計畫、區域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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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情，展現效能；為更精進應變資訊掌握，請使

用化學品廠商，務必將物質安全資料及廠區平面

圖，以備鄰近發生災害時迅速提供救災佈署之參

考。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馬振耀科長主講「水污染

防治法稽查重點」，講解水的排放如何取得許可

或水措計畫，許可種類分為4種：1.水措2.排放

許可3.簡易排放許可文件4.儲存許可證等相關水

排放等問題逐一說明。與會工安伙伴受益良多。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陳思宇技士宣導「職場戒

菸服務試辦計畫」，說明為降低職場吸菸率及二

手菸暴露率，提供於職場吸菸者戒菸服務，以增

進職場吸菸員工利用戒菸服務的可近性，提升戒

菸的服務量。

大發警察駐在所陳長義所長宣導請各廠加強

交通安全教育，確保行車安全，9月份發生8件交

通事故。近日本工業區發生4件網路詐騙，廠商

電傳給國外客戶資訊，遭駭客劫取，直接與對方

通聯並篡改銀行匯款帳戶，在國外客戶未查證，

逕行匯款進入詐騙集團帳戶，致蒙受貨款及信譽

損失，請各廠隨時注意資通安全及嚴密防火牆，

並通知客戶若有匯款帳戶變更之情事，應與公司

端確認，以防受騙。

最後，高雄市政府勞檢處廖漢璋科長主講事

業單位雇主座談會說明「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檢

查重點項目」，保障對象各業勞工、自營業者及 

受其它工作場所之負責人指揮、監督從事勞工人

員。目標是降低職場災害、保障勞工基本人權、

促進職場安全衛生、維護勞工安全及健康。會議

於12時圓滿結束。

▲事業單位雇主座談會-勞檢處廖漢璋

科長

▲環保局馬振耀科長專題演講 ▲衛生局陳思宇技士宣導職場戒菸服務

▲消防局大寮分隊火災案例及推動裝

設警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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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張張張張張張張張文忠課長
榮獲全國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

環球油漆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鄭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淑敏敏敏敏敏敏敏敏敏敏敏安衛家族召集人
榮獲全國工業區安衛家族

「「「「優優優優優優良良良良良良個個個個個個人人人人人人組組組組組組」」獎獎獎獎獎

「「「優優優優優良良良良良良良個個個個個個個人人人人人人組組組」獎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志成勞安促進會召集人

優良安促會組：

安衛家族組：

大大大大發發發發發發工工工工工業業業業業區區區區區勞勞勞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

大大大大發發發發發發工工工工工業業業業業區區區區區熊熊熊熊好安衛家族
▲①勞動部郭芳煜次長頒發優良安促會組獎

　－大發工業區安促會王志成會長

　②勞動部郭芳煜次長頒發優良安衛家族組獎－大

發工業區熊好安衛家族鄭淑敏召集人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傅還然署長頒發促進會優

良個人獎

　③大發工業區安促會王志成會長

　④大發工業區安促會張文忠先生

　⑤大發工業區熊好安衛家族鄭淑敏召集人

103年工業區安全伙伴促進計畫
－全國工業區績優單位人員表揚

　暨安全伙伴成果發表活動

－全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區績績績績績績績優單位人員表揚

　暨安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伙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伴成成成成果發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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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勞工處陳淑

雀處長及彰化縣工

業會理監事、大發

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莊義隆理事長、大

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王梅芳副主任、大

發工業區勞工安全

衛生促進會召集人

王志成、緯航企業

有限公司曾信哲董

事長及楊信育總經

理一同合影。

▲大發廠商協進會莊義隆理事長致歡迎詞▲大發廠商協進會莊義隆理事長致歡迎詞

彰
化縣勞工處陳淑雀處長、彰化縣工業會理

監事於10月24日拜會大發廠商協進會莊義

隆理事長。莊理事長特別安排至本工業區遊艇五

金件名廠-緯航企業(股)公司參訪。緯航企業(股

)公司曾信哲董事長、楊信育常務董事、大發工

業區服務中心王梅芳副主任、大發工業區勞安促

進會王志成會長親自接待。

首先，莊理事長致歡迎詞，歡迎陳淑雀處長

、彰化縣工業會貴賓蒞臨參訪、交流。特別感謝

緯航企業(股)公司的熱情接待。接著緯航曾信哲

董事長親自向與會來賓介紹公司成立及成長歷程

，讓我們了解一位成功企業家的不凡，楊信育常

務董事則介紹緯航集團及公司產品，藉由生動有

彰化縣政府暨彰化縣工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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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方式讓我們進入遊艇豪華的五金世界，最後大發安促會王志

成會長向與會來賓分享這一年來的勞工安全衛生活動成果及心得

，曾信哲董事長、楊信育常務董事陪同與會來賓參觀緯航遊艇工

藝品。

陳淑雀處長表示：由衷感謝莊義隆理事長、曾信哲董事長、

楊信育常務董事、王梅芳副主任、王志成會長的安排及分享，學

習到大發工業區工安制度推行、生產管理制度落實情況寶貴經驗

，希望作為彰化縣發展的典範，以提升彰化各工業區的勞工安全

衛生品質。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副主任王梅芳及緯航企業(股)公司曾信

哲董事長、楊信育總經理理念一致，認同生命無價。大發廠商和

政府都非常重視勞工在職場的安全及身心健康，勞委會除了訂定

法規，強制廠商在安全設施上必須達到一定的標準，做好事前預

防工作外，並經常到工廠輔導檢查。 

為了表達本工業區廠商對敦親睦鄰工作和地方產業的重視，

莊理事長致贈每位來賓大寮區農會的紅豆禮盒做為伴手禮。廠商

照顧地方農民，協助推銷在地農特產，來訪人員都覺得做法相當

有意義。

▲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王會

長簡報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陳處長致贈大發廠

協會感謝狀

▲緯航楊信育常務董事公司及產品介紹

▲大發廠協會莊理事長回贈大寮在地好

禮(紅晶鑽紅豆)

▲緯航曾信哲董事長致詞

▲彰化縣勞工處陳淑雀處長致贈感謝狀

給緯航企業有限公司曾信哲董事長

▲彰化縣勞工處陳淑雀處長致贈感謝狀

給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召

集人王志成

14

園 區新鮮事



為
提供大發工業區廠商完善的金融機構、高

品質服務，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大發分行於

10月17日(星期五)舉行新建分行動土典禮。由台

灣中小企銀黃添昌董事長、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黃滿清主任親自上香祈求工程順利，預計明年9

月完工。

動土典禮由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舉辦，雖然艷

陽高照，大發工業區區內廠商仍然踴躍出席，臺

灣中小企銀黃添昌董事長、陳長義副總經理、黃

光永處長、林德雄經理、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

滿清主任、大發工業區警察駐在所警友站楊慶德

站長、新宏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李茂林董事長、

振勝營造有限公司李俊毅董事長等人一起上香並

以金鏟動土，祈求工程平安順遂。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大發分行新建工程

開工動土祈福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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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道組織－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

新高雄紅十字會(原名高雄縣支會，民國

100年縣市合併後更名)成立於民國42年，在地

服務滿一甲子！倡導國際人道法，並以人道、

公正、中立、獨立、志願服務、統一、普遍等

七大原則行事。本會設志願服務總隊，現由急

救訓練服務團、水上安

全救生團、居家服務隊

以及社區服務隊等，與

災害防救緊急應變小組

等七百餘人志工所組成

，並籌組四支青少年服

務隊(包含輔英科技大學、樹人醫專、馬禮遜美

國學校及紅天使大專青年志工隊)。  

六零年代協助偏遠地區巡迴義診、改善農

村公共衛生、家庭計劃及災難救濟。

七零年代發展老年服務、急救及水上安全

救生訓練。

八零年代投入災害救濟、醫療衛生服務、

志願服務、青少年活動、國際人道協助。

九零年代推動國際交誼、居家照顧訓練與

服務及志工人員訓練。

現今全力整合防救災資源、開啟創新與多

元合作交流。目前積極輔佐地方主管機關高雄

市政府各局處舉辦相關訓練事項；如協助衛生

局推廣全民CPR、護理機構病房服務員訓練、初

級救護技術員（EMT）訓練；協助消防局辦理急

流救生訓練、重要溪流海域協勤警戒任務、災

害防救與救難、救援、救災服務；協助社會局

辦理急難救助、婦幼急救宣導、御風而起來世

子孫專案；協助教育局辦理各級學校教職員及

學生急救訓練；支援警察局、國軍部隊、民航

局、捷運局各項災防演習等。

關於我們

▲進駐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一景

▲81氣爆救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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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辦理第一期專業救災人員訓練(至今共10期)

1999年 導入行政院勞委會TTQS，連續五年(至102年)評核榮獲訓練機構「銀牌」(全國唯一)

        投入八八水災救援、安置與生計輔導工作(成立杉林區新小林社區組合屋駐點辦公室)

2000年 投入國內919凡娜比風災救援工作

       派遣救災隊員協助海地地震搜救行動

       協助國軍T34教練機失事搜救任務

       成立桃源區台20線生活重建支援中心

       建置高雄原鄉地區備災倉庫多處據點

       進駐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唯一民間單位)

       成立第一支原鄉山區搜索救助小隊

2011年 高雄市避難收容暨備災訓練中心正式啟用(國內第一座)

       入圍行政院勞委會第一屆國家訓練品質獎(非營利組織類)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祥和志願服務團隊績效評鑑優等

       高雄市政府績優志願服務團隊獎-金暉獎(本會救災隊)

2012年 協助南部地區610水災避難收容工作(安置人數450，為期30天)

2013年 擔任「南部地區全民戰力綜合協調會報委員」

       榮獲教育部「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社教公益獎」

       榮獲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推展「社會教育」有功團體

2014年 協助高雄市81氣爆災害現場救援與物資管理單位

       榮獲內政部消防署「全國災害防救團體優等」

重大事蹟與各界肯定

服務資訊

會址：高雄市鳳山區花園街16號  電話：(07)746-7028

E-mail：ksred830@gmail.com

訓練中心地址：高雄市鳳山區鳳松路442號  電話：(07)733-6511

FB粉絲頁：https://www.facebook.com/NKSREDCROSS 

捐款郵政劃撥：41239249

▲81氣爆物資與志工動員一景 ▲八八水災救援一景

▼凡那比風災救援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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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紀實

高雄女子監獄（民國100年1月1日起配合矯

正署成立更名為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是

全國首座的女子專業監獄，在我國落實男女平權

的觀念，讓女性收容人享有更佳之處遇與生活環

境的矯正政策下，於民國84年12月設立，位處於

高雄市大寮區內坑里台88快速道路下的過埤路段

，建築採三層樓鋼筋混凝土結構，面積約8公頃

，距離大發工業區約6.5公里，車程約10分鐘。

民國103年9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時正是南部

艷陽炙人的夏季，本會理事長莊義隆及大發工業

區服務中心主任黃滿清率領區內各企業主一行等

22人，頂著高溫不畏烈日，充分發揮南部在地人

打拼的精神，在典獄長賴秀琴的盛情邀訪下，前

往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參訪，在副典獄長

林國榮及各科室主管於大門熱情接待，一行人隨

即在引導下進入戒護區參觀，布置溫馨的舍房、

有條不紊的工場及乾淨清潔的環境，映入眼簾，

讓大家眼睛為之一亮，多樣性的技能訓練及頗具

規模的自營工場，在在都讓大夥們對我國獄政的

刻板黑牢印象大大改觀。

戒護區參觀後在行政大樓會議室舉行座談會

由典獄長賴秀琴親自主持，詳細介紹委託加工的

需求、自營作業的推展，有關委託加工部分以勞

務委託加工作業為主，主要承攬之委託加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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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計有：紙袋製作、文具包裝、電子產品製作

、各式鞋類縫製、新娘禮服加工及珠簾及門簾製

作等；自營作業現有「綠野芳蹤烘培坊」、「

Loho手作皂坊」及「花漾年華刺繡工坊」等自營

工場，烘培坊生產之食品以自然、衛生、健康為

訴求，目前除生產各式手工餅乾外，另有日頭餅

、牛軋夾心餅、土鳳梨酥及俄羅斯軟糖等，深受

各界喜愛、手作皂坊以純天然原料製作的各種手

工香皂，目前生產的10餘種手作皂均受到消費者

的認同與喜愛，其中以捷運美麗島站與夢時代摩

天輪為圖案的「在地精神」皂，結合大寮特產-

紅豆的「梵思去角質」皂，因深具地方特色，是

外出送禮時的最佳伴手禮，而結合刺繡工坊製作

的「客家花布提袋」，更是婚禮贈品的熱銷商品

、至於刺繡工坊，主要致力於傳統工藝的保存，

免於失傳，並將刺繡作品商品化，期使更多的人

能欣賞到優美的刺繡作品。

最後，期盼以女監優質、穩定的收容人力來

協助廠商勞工招募不易的加工缺口，同時也讓女

監的收容人習得一技之長，他日出監後透過就業

媒合至原委託加工廠商工廠服務，達到無縫接軌

的就業媒合服務，共創三贏（廠商、女監及收容

人）的局面。

有關委託加工、自營作業、就業媒合需求請洽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

作業科　電話：07-7920586轉260-264

調查科　電話：07-7920586轉280-283

地址：83156高雄市大寮區內坑里淑德新村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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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

壹、 時　　間：中華民國103年10月6日下午2時

貳、 地　　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會議室 

參、 主 持 人：何科長怡明(陳技士信良代)、郭執行長阿梅    記錄：林宛儀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為因應「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其相關子法修訂擬調整「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說明。

柒、綜合討論：

一、感謝區內廠商支持本局辦理各工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調整說明會」，對本次維

護費調整仍有疑義之處，請以書面提供予所轄工業區服務中心。

二、本次說明會廠商所提意見與工業局說明情形詳如附件「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調整說明

會廠商意見回復對照表」。 

捌、 散會

工業區 廠商名稱 廠商意見 工業局說明

大發 大發廠商協進會

監測井之採樣檢

測請工業局自行

辦理，可降低檢

測費用。

為符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檢測土壤及地下水備查作業辦法

」相關規定，本局依政府採購法程序委由專業

團隊執行土壤及地下水採樣監測作業，以達品

質掌握及撙節成本之目標。

大發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調漲的費用

雖不多，但仍應

說明所使用的去

向及方式交待清

楚。

本次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之調整係因應「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及其相關子法對於土壤

及地下水的檢測數量、頻率、項目增加所衍生

費用約4千萬元予以計算，每m2 面積增加固定

費用0.05元。欲知檢測相關資料之廠商，可洽

工業區服務中心。

會議紀錄

廠商意見回復對照表

南區-高雄場

南區-高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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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合作意願事業單位歡迎與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陳思宇小姐 7134000-5411 聯繫。

吸菸不僅為害自已健康，也會影響家人、同事的健康，衛生單位提供到

府服務的便利性，於職場中提供戒菸服務資訊，增進職場吸菸員工利用戒菸

服務的可近性與方便性。

吸菸員工完成問卷填寫給予宣導品乙份：配合事業單位體檢時，完成問卷並

繳回，即贈送宣導品一份(牙膏一條)。

※獎勵員工：

一、完成多元戒菸服務：為鼓勵事業單位協助多元戒菸服務，由本局提供完

成問卷調查1案10元，轉介專線1案40元及門診戒菸成功者1案100元等費

用。

二、達陣獎獎勵制度：事業單位達下列目標給予獎勵。

※獎勵事業單位

組別 接受戒菸門診 轉介專線 獎勵品 獎勵名額

金獎 20人以上 30人以上
獎盃一只及

等值參仟元獎勵禮品
5名

銀獎 15人 20人
獎盃一只及

等值貳仟元獎勵禮品
10名

銅獎 10人 10人
獎盃一只及

等值壹仟元獎勵禮品
20名

職場　　　　 服務戒菸
試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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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103年委託建平通運有限公司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

法及設施標準第三十七條規定取得處理同意委託建平通運有限公司代為清運一般暨一般事業廢棄物至

合法垃圾焚化廠，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訂定清除契約如下：

一、廢棄物種類、性質、數量：

1.種類：一般暨一般事業廢棄物(依焚化廠許可進廠處理範圍)。

2.性質：不定形適合焚化之固體廢棄物。

3.數量：每月噸數依清除廠商數訂定。

4.本區廠商委託清運之廢棄物為非有害性廢棄物，如有混雜有害廢棄物、資源垃圾，應負責

分類、撿除，大型廢棄物則需破碎以符合焚化廠進廠規定。

二、清除工具、方法及處理場所：

1.清除公司應自備合法清除車輛(車號依最新許可證為主)至指定廢棄物貯存場清運第一條之

廢棄物。

2.清除公司須確實將委託之廢棄物運至合法垃圾焚化廠處理，其清運過程如有違反環保法令

規章時，清除公司須負全部責任。

3.清除公司於清運過程應維持工業區道路清潔，不得污染地面，並遵守合法垃圾焚化廠規定

進廠相關事項清除，不得夾帶未經焚化廠同意之廢棄物進廠，如因清除公司夾帶造成焚化

廠爐體設備受損或致產生安全之虞及清運過程路線嚴重污染、民眾抗爭等情事一切刑、民

事責任皆由清除公司負責。

三、清運最低標準(分類標準、收集點、收集頻率)

1.委託清運之廢棄物，須符合清除公司之清運許可證營運範圍，不包含有害廢棄物之清運承

攬。所謂有害廢棄物之判定，則依據已公佈之環保法令規章認定之。

2.清除公司應於本會指定之清除時間至本會所指定廠商清運。本會委請清除公司隔日固定時

間至本工業區內收集廢棄物；分兩區進行，每次收集以二天量計算（每廠月結26桶），運

至合法垃圾焚化廠，因不法倒棄而發生罰款及法律責任皆歸清除公司完全負責處理。

3.收集頻率：一星期清運參次。

四、合約有效期間及計價方式：

1.計價方式：(1)每月按桶計費（本會指定用桶）。

(2)每日一桶(每月月結26桶)單價3300元，每次收集以二天量計算。

量少廠商可以袋計。

(3)以上價格包含5%營業稅。

(4)以上價格含合法垃圾焚化廠廢棄物處理費用及一切設備器具、勞務等費用。

五、歡迎  貴廠加入本區聯合清除體系。如有未盡事宜，請洽大發廠協會787-2773 劉汝惠。

大發工業區

一般暨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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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資源回收體驗營

▲彰濱工業區區域聯防實兵演練

▲彰化縣工業會產學團隊縣外交流

▲台灣電力公司台電訓練所高雄訓練中心30週年

▲職業災害宣導會▲工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調整說明會

▲雇主座談會

▲大發工業區團隊與郭芳煜次長/傅還

然署長/蔡圖晉理事長等長官

▲固定式起重機(天車)操作人員在職教育訓練

▲企業講座-企業調整勞動成本的四十個錦囊

活動照片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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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YU HSING INTERNATIONAL CO.,LTD.

有興品質  用心堅持
專業外勞仲介，服務熱忱親切

服務指標 Service o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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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89938　傳真：07-7889939

為
促進國民就業、增進社會繁榮及經濟

發展，協助雇主招募聘僱外國人來台

工作，使各產業人力短缺之問題可充分獲得

改善，搭配本國人力解決長期缺工問題。

有興國際擁有健全服務團隊，從業人員均具

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及管理知識，以迅速、精

確的作業提昇服務品質。並於西元2006年訂

定全體同仁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照之目

標，使競爭力更趨於卓越。

有興國際以用心堅持的品質與將心比心的服

務，秉持有興用心、服務真心、客戶安心、

外勞放心為宗旨。期望達到雇主控管人事成

本、外勞提昇工作效能、獲取企業最大利益

為最終目標。

▲

詳細內容請見 http://www.hs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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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mpathy 同理心
⋯⋯⋯⋯⋯⋯⋯是否將心比心

V alue具有價值
⋯⋯⋯⋯⋯⋯⋯是否提升價值

C omplete-ness完美演出
⋯⋯⋯⋯⋯⋯⋯是否完美卓越

S incerity 真誠
⋯⋯⋯⋯⋯⋯⋯是否真實誠信

⋯⋯⋯⋯⋯⋯⋯是否可靠信任

R eliability值得信任

⋯⋯⋯⋯⋯⋯⋯是否良性互動

I nteraction彼此互動

⋯⋯⋯⋯⋯⋯⋯是否獲得授權

E mpowerment充分授權

∼ 深 根 大 寮 　 深 耕 大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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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
SUH YEOU

ENTERPRISE CO., LTD.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orged Stainless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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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三民區80768覺民路563號    　電話：07-3841080 (代表號)　傳真：07-384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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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裕環保有限公司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區域教學醫院 評鑑優等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

不斷充實醫療硬體設備，重資購置最新型

的1.5T高磁場全景式磁振造影掃描儀裝設

完成，加入醫療服務行列。配合醫療團隊

的價質服務，將可大幅提昇醫療品質。

　　本院購買西門子新一代的磁振造影儀有以下特點：

1.短隧道設計：大幅減低病患受檢時的壓迫感與幽閉恐懼。

2.檢查快速：透過更精良的平行影像加速技術，業界獨家第三代雙軸同

步掃描加速技術，縮短50%閉氣時間。

3.接收線圈的沿革：輕巧病人無負擔，同時線圈可以同時整合使用，讓

檢查的範圍由局部變成全景式。

4.低分貝的檢查：設備搭配主動式及被動式雙向合一降低噪音技術，為

病患提供最舒適的檢查環境。

5.超高空間解析度：全景式磁振造影技術更提供最高的影像解析度，連

微小病灶也無所遁形，讓臨床醫師在影像判讀上更深具信心。

輔英科技大學附設醫院提供專業醫療技術及優質的巡迴健康檢查服務，期許

能安心守護大發工業區員工的身體健康。

健康醫學扎根學習／臨床實務結合應用／基因檢測技術創新／預防醫學產業推動

Health medical solid learning / clin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 genetic test technology innovation / 
promotion preventive medical indu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