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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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第二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4年1月9日(星期五)上午10時50分整。

●地　　點：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三樓大禮堂。

(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一號)

●出席人員：計139人　●列席人員：

●主　　席：莊義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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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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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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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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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收支經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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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工作執行成果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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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依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結論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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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歲入歲出預算案、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大會公決。

說  明：1、依本會組織章程辦理。

2、本案於依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結論辦理，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專題報告：

▲

講題：中華電信4G行動寬頻及行動加值業務。　

▲

主講人：許世榮　產品經理。

散會：12時10分。

▲(左至右）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王副主任梅芳

．大發廠商協進會莊理事長義隆致歡迎詞

．中華電信吳清喜副總

．和春技術學院何校長慶祥

．社會局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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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4年1月9日(星期五)上午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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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0日 出席中山大學假外貿協會高雄辦事處召開「雲端應用服務推廣活動」。

 9月24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603會議室召開「台日創新設計研討會」。

 9月25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假岡山本州服務中心會議室召開「103年第3季高雄市產業園區業務聯繫

座談會」。

 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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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次會員

會議及教育訓練暨事業雇主座談會」。

 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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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會」。

 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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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第六屆第十一次理監事聯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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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會議」。

10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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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調整說明會」。

10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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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03會議室召開「勞動部長座談

會」。

10月14日 出席行政院環保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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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減量推

動說明會」。

10月17日 出席康林國際公司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企業講座-企業調整勞動

成本的四十個錦囊」。

10月23日 出席羽台資訊有限公司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開「財務講座-高雄縣市合併

後帳務處理應有的省思」

10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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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會」。

11月 4日 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大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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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水電協調小組103年第2次會議」。

11月10日 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工業局二樓第1會議室召開「空污總量管制推動計畫研商會議」。

11月14日 出席義守大學假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2樓會議室舉辦「高屏澎東在地訓練服務成果

發表會」。

11月26日 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開「經濟部103年產業升級轉型行

動方案推廣說明會」。

12月 2日 出席行政院環保署假大發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經濟部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輔導

說明會」。

12月17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假交通局16樓第一會議室召開「省道台88快速道路交通改善事宜

」。

▼(左)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致詞

　(右)大發廠商協進會莊理事長義隆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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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 出席康林國際公司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企業講座－人資人員必備

的新增修勞工法令與判決 」。

12月23日 出席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假楠梓加工出口區莊敬堂召開「產業趨勢與園區發展論壇

」。

12月23日 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6樓603會議室召開「本會第七屆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暨理事長交接典禮」。

12月26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會議室召開「103年第4季高雄市產業園區業務聯

繫座談會」。

(二)活動方面：

 8月29日 本會與彰化縣工業會在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舉辦「103年彰化縣

產學團隊縣外交流就業促進計畫」。

 9月 5日 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彰濱工業區鴻勝化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召開「彰化縣毒災災害防救

演練暨彰濱工業區區域聯防實兵演練」。

 9月12日 本會與服務中心.大發扶輪社.林園分局共同舉辦「大發有愛、 捐血捐愛心」活動在大發

駐在所前廣場。

 9月26日 出席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假高雄軟體科技園區A棟海景旗艦會議廳舉辦「2014高雄人

力資源暨產學論壇」活動。

 9月26日 出席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舉辦「逗陣藝起來獄見愛」之教化暨技訓成果展。

10月17日 出席臺灣企銀大發分行舉辦「臺灣企銀大發分行新建工程開工動土祈福典禮」。

10月24日 本會與彰化縣工業會等單位共同舉辦假緯航企業(股)公司舉辦「彰化縣政府勞工安全衛

生宣導觀摩活動」。

10月29日 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逢甲大學中科校區舉辦「全國工業區工安文化促進

活動、績優單位人員暨安全伙伴成果發表會」。

11月 5日 出席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假高雄蓮潭國際會館國際廳二廳舉辦「第九屆國家人力創

新獎」經驗分享交流會。

11月21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高雄國賓大飯店2樓國際廳舉辦「第11屆高屏南地區傑出經

理獎暨第9屆高屏南特殊貢獻獎」。

12月 4日 本會與大發警友站、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高雄女子監獄舉辦「牽手有愛、捐血捐愛

心」捐血活動。

12月10日 本會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大寮區公所、大寮區農會、大發扶輪社、大高雄記者公會

、高雄監獄、高雄女子監獄、更生保護會、輔英科技大學、和春技術學院、中山工商假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籃球場舉辦「大寮農特產嘉年華會」。

12月10日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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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第二次預登記說明會」。

12月26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會議室召開「103年第4季高雄市產業園區業務聯

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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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財務方面：

請楊常務監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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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工作執行成果案、歲入歲出決算案。

說　　明：檢具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103年工作執行成果案、歲入歲出決算案，

送請理監會審查後提請大會公決。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提請大會公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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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104年預算草案、工作草案。

說　　明：檢具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104年預算草案、工作草案，提請理監事聯

席會議審議，決議通過後提交會員大會公決。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提請大會公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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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寮公益馬拉松『大發有情、扶輪有愛』賽事案。

說　　明：大發扶輪社邀請本會共同協辦大寮公益馬拉松『大發有情、扶輪有愛』賽事。

          日期：104年4月26日(星期日)

          地點：大寮捷運站1號出口

決　　議：照案通過。敬請本區從業員工踴躍報名參加。

散    會：10時50分。

▲(左)大寮區公所王區長宏榮致詞

　(右)楊常務監事信育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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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104年技能競賽台灣電力公司104年技能競賽

台電大練兵
全台848位高手同台競技

台
電公司第47屆技能競賽今(4)日上午在高雄

訓練中心舉行，共有848位員工參賽，由台

電副總經理李鴻洲主持，董事長黃重球也列席現

場，場面盛大。台電表示，技能競賽的核心精神

是「創新精進 傳承競技」，在競賽中，由前輩

帶領新人共同參賽，互相切磋觀摩並鼓勵同仁突

破創新，以此方式融入工作中，使電力技術紮根

茁壯。

台電指出，本屆參賽的選手中，有年資才2個

月的新進人員，也有已服務40年的屆退資深工程

師，其中女性選手有32名。競賽除了團體組8類

與個人組17類競賽項目之外，為使來賓更了解台

電員工平常的工作內容，特別設置「配電基本技

能體驗」，開放來賓親身體驗「剪電線」與「鋸

電纜」等基本作業，與台電養成班新進學員進行

對抗賽；並且特別安排「宙乘車更換間隔器及礙

子清洗作業示範」，以呈現鐵塔高空作業之迅速

與專業。
▲(上）台電黃董事長重球致詞

　(下）大發工業區黃主任滿清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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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民國58年起，台電每年均舉辦電力工程技

術技能競賽，以提升公司整體技術水準。技能競

賽其實就是台電現場工作的縮影，以團體組的配

電外線類別為例，參賽選手須在1萬1仟伏特的高

壓電威脅下，穿著厚重不透氣的絕緣護具，並佩

帶11公斤工具進行高空作業，在2小時內發揮團

隊默契以完成無停電更換變壓器。嚴格的比賽要

求，是為了確保員工在工作時，能在更加嚴酷並

充滿變數的環境中，仍然保持一貫的精準作業，

維護自身安全，同時確保穩定供電。

▲ (左）台電技能競賽▲

(右）台電輸電女嬌娃亮點表演

▲

(下）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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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珍食品

屏東縣東港鎮中山路70號

08-83-26377

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32號3樓

07-787-4567

    
好
煎
餅

台
灣
華
珍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華
珍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華
珍食品創立於1978年，台灣屏

東縣東港鎮，秉持著「服務、

品質、創新」的經營理念，堅持為顧

客提供最健康、優質的台灣好煎餅（

日式手燒煎餅）、獨家研發首創萬巒

豬腳魯肉餅榮獲「2013年台灣百大伴

手禮」等各類喜餅，產品通過國際食

品安全認證並獲得多項大獎。

華珍「台灣好煎餅」系列食品發

源自日本，卻在台灣發光發熱，獨特

的風味與口感來自於全世界只有7台的

煎餅製造機，其中有5台在日本，2台

在就在華珍食品的中央工廠。各式口

味包括花生、南瓜子、黑豆、香橙、

辣椒、芝麻等口味，都是顧客指名度

極高與令人懷念的美食。

為追求品質管理與生產效率的提

升，同時因應海內外大量訂單的需

求，於2010年在大發工業區成立中

央工廠－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除了用料高級實在，並通過HACCP及

ISO22000兩項國際食品安全認證。由

於華珍堅持使用高檔食材，歷經多次

摻油、餿油、劣油等風暴，華珍食品

皆能安然度過！

台灣好煎餅，曾陸續榮獲「高雄

捷運試乘紀念餅」、「高雄捷運通車

紀念餅」、「高雄世界運動會指定宣

傳餅」暨「世界大會外賓指定伴手禮

」；「Hello Kitty台灣地區煎餅」

、「統一夢時代 OPEN小將煎餅」指定

代工廠商等殊榮，真正是南台灣的伴

手禮之光！

獲選2008年高雄捷運
試乘餅暨通車紀念餅

獲選2009年高雄世運會
指定宣傳餅暨伴手禮

專 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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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快樂捐血日活動花絮
有你
真好

環
球油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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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位捐血(25袋)(公

司同仁9位)，許多是年年響應熟悉的老面孔，特別感謝頂瑞公司贊助精美實用筆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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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世界衛生組織

統計，全球每年採集

的捐血為1.08億個單位，其中近50%是在

僅佔世界人口不到20%的高收入國家中採集

的，這代表著有許多地區的患者不能及時輸

血或者獲得安全血液。其實捐血除了可以拯

救生命之外，對自己本身的健康也有著許

多好處喔！下次看到捐血車不妨停下

來進去挽袖捐血吧！

人力資源部 2015.1.20

持持身體身身身身身身身身 健康健健健健健健健健 ，再再再再再再再再再次次

活 動報導



和
春技術學院、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

工業區與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簽訂產學

策略聯盟典禮儀式

和春技術學院、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

工業區與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於104.01.09假大

發工業服務中心3樓多功能會議室，在大寮區公所

王宏榮區長，屏東科技大學產學合作中心鄭春發

主任的見證下，締結產學策略聯盟，未來共同推

動產學合作計畫、教育訓練計畫、學生實習專業

技能與輔導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大發工業區為綜合工業區以傳統產業居多，

學校開設多元產學特色專班，採訂單式培育計劃

，依廠商需求培育專業的技術工程師，自大一即

進入企業工作，解決產業缺工問題，並提供學生

學習機會，讓學生就學即就業，創造產業、地方

、學校的三贏。

和春技術學院－

締結產學策略聯盟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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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專線：07-7833958/0939728941(僅接受預約)
高雄市大寮區三隆里大寮路160巷61-1號
營業時間：11:30AM-09:30PM(週一公休，遇假日順延)
http://www.safeglass.com.tw/my-house/my.htm

璞居坊

My house

休 閒 餐 廳

高
雄(

西) 　

台
88　

 

萬
丹(

東)

仁
德
路

到
本
店
的
路
線

第二出口 路線：台88第二出口左轉→

第一個紅綠燈右轉→

第一個巷子左轉

包公廟

加油站

加
油
站

1 6 0 巷

鳳 林 三 路
鳳山

大
寮

路璞

9折
憑大寮公益

馬拉松完跑證書

活動4月26日
至6月30日止

1人限用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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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