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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會4月27日上午10時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3樓大禮堂舉辦「104年大發工業區模範勞

工表揚大會」，由莊理事長義隆致歡迎詞表示，

恭喜今年脫穎而出的模範勞工，每位模範勞工都

是受到公司老闆、主管的肯定，推薦至廠協會接

受表揚的勞工伙伴，實至名歸。期盼透過表揚活

動給予每位模範勞工更多的鼓勵，讓更多勞工夥

伴樂於工作，努力提升自我價值，發揮專業長才

，創造職場高峰。本會以「大發之光獎牌及壹仟

元禮券」，表達最高的敬意與感謝。

此外，莊理事長邀請本會理監事、大發服務

中心黃主任滿清上台等貴賓，並逐一與每位模範勞

工合影，整個場面簡單隆重、井然有序，每位出席

人員均深感主辦單位的用心，共享榮耀時刻。

104年大發工業區

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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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模模範104

大隆保利龍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副組長

優良事蹟 

該名員工在公司任職期間已滿五年

以上，工作態度佳、學習能力強、

兼具責任感以及領導能力，各方面

都表現優異。

唐新富 ★

★★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

優良事蹟 

工作負責、認真，與同事相處融洽

。

王咨婷 ★

★★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充填機操作員

優良事蹟 

1. 該員工作細心、認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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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稱表率

，樂於助人，為人和善。

梁美鳳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課長

優良事蹟 

在緯航有21年多年資，擔負生產課

課長，21年來對於生產課組員總是

呵護的關懷與照顧，帶領生產課約

30人，盡心盡力，往前衝出優良績

效、付出不喊累。值得讚許表揚。

陳丁榮 ★

★★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

優良事蹟 

積極負責，熱心助人。

呂國鈺 ★

★★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倉儲課／稱量員

優良事蹟 

1. 該員擔任倉儲課稱量員乙職，工

作負責、認真、細心，並主動積

極且愛乾淨。

2. 與同事相處融洽，親切好溝通，

並且會互助協調、合作把工作處

理完成。

3. 主管交辦事項，確實執行不拖延

。

張簡振宏★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副組長

優良事蹟 

25年多來，交辦事項，盡心盡力，

對於品質把關，非常謹慎，工作認

真，給予肯定鼓勵，特別推薦獎勵

表揚。

許昇財 ★

★★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設計部／課長

優良事蹟 

服務於景航公司10年多，對於新進

人員培訓、教導，都非常細心，與

現場工作人員問題處理，能有良好

溝通解決，以和善互動，帶領大家

，值得獎勵，帶領友善職場。

黃啟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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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民工程股份公司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

部門職稱 維修站／領班

優良事蹟 

本廠於94年3月間，因林君於維修

專業領域技藝超群，對廠內各項裝

備熟稔，工作態度認真、負責，特

於退休隔日即禮聘回廠，擔任維修

站領班原職，服務迄今已十餘年。

林文添 ★

★★

宏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部門／品管工程師

優良事蹟 

為人熱忱、樂於助人、工作態度積

極進取，應對進退皆合宜，工作方

面表現非常出色。

周怡吟 ★

★★

臺灣企銀大發分行

部門職稱 徵授信部門／領組

優良事蹟 

該員工作勤奮，樂於協助同仁，與

客戶間互動良好，工作態度深具服

務熱忱，頗獲客戶好評。

黃泰源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押出課／領班

優良事蹟 

1.工作盡職不推諉，勇於承擔，盡

到工作職責。

2. 與工作同仁相處融洽，並協助同

仁盡到工作職責。

3. 足堪表揚做為勞工之楷模。

張勝欽 ★

★★

榮民工程股份公司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

部門職稱 維修站／領班

優良事蹟 

簡君於99年2月間至本廠物化處理

站服務，其間因工作態度認真、負

責，技術純熟，晉升為物化站第二

班領班乙職。

對工作充滿熱情，在教導新進員工

上，以親力親為之態度，極盡所學

之態度傾囊相授。簡宏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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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性溫和、品性敦厚，主管交辦事

項使命必達。

張少凡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主辦會計

優良事蹟 

1.負責盡職，確實盡到帳務管理的

最高標的：直接報帳（稅捐處與

國稅局）。

2. 與同事相處融洽，並主動積極教

導及助同仁做好工作職責。

3. 工作品德與意願及能為俱備足堪

做為模範勞工之典範。林美麗 ★

★★

仁望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組長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

王妍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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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模模範104

仁望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作業員

優良事蹟 

103年度全年未請假並配合加班。

吳　芬 ★

★★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進取。

洪淑慧 ★

★★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廠部／副主任

優良事蹟 

1.嫻熟工廠運作，適時提出改善建

議。

2.經驗傳承，提攜改進。

3.認真盡責，貫策使命。

黃朝立 ★

★★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倉管課／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主管交付之任務能

積極執行。

龔明進 ★

★★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進取。

呂耿順 ★

★★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進取。

江怡萱 ★

★★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檢驗室／檢驗員

優良事蹟 

1.熱心公益，樂於助人。

2.工作認真、配合度佳。

3.務實專業，表現稱職。

彭景儀 ★

★★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會計

優良事蹟 

1.協助公司完成新軟體之推動，節

省人工作業所需時間及成本。

2.外語能力良好，與工務部門配合

招待國外駐廠技師，讓業主有賓

至如歸之感，得以讓業務順利推

展進行。

蔡月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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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務助理

優良事蹟 

任職公司期間克盡職守，工作認

真、負責主動、協調能力佳，對於

交代之任務均能及時完成。且經驗

豐富，提攜改進不遺餘力，並常於

趕工之際主動加班完成公司所交付

之工作進度。

蕭珮岑 ★

★★

台灣記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班長

優良事蹟 

該員工作勤勞真誠，善用本身技

能，主動協助同事，為公司創造更

多效率，且工作認真刻苦，服從公

司整體工作安排，為公司建立良好

形象。

吳碧詩 ★

★★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組／業務

優良事蹟 

1.為人忠厚老實。

2.公司交辦的事能使命必達。

許福盛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CNL 操作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

2.配合度佳。

3.不斷自我提昇技術。

4.增進效能

林紘善 ★

★★

台灣記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班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主動積極、樂於助

人與同事相處和諧融洽，對本身工

作兢兢業業，以負責任的能度做好

自己的工作。

王俊儀 ★

★★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組-Ｂ／組長

優良事蹟 

1.工作配合度高。

2.依公司排定工作完成任務。

鄭美雲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CNL 操作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不斷求技術精進、提高效

率。

黃世雄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檢組／技術人員

優良事蹟 

有責任感，配合度高。

葉美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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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檢組／技術人員

優良事蹟 

有責任感，配合度高。

陳亮勳 ★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生產一部／領班

優良事蹟 

1.協助BD06建廠／試車過程盡心盡

力。

2.協助DBOH試車盡心盡力。

3.主動尋找問題並解決。

陳瑞鵬 ★

★★

易利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課／查貨人員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認真。

2.對待客戶詢問能完整回覆。

3.對貨物倉儲極具了解。

4.面對客戶總能微笑以對。

潘欣妤 ★

★★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製一部造紙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1. 工作認真、堅守崗位。

2. 5S執行認真，評比優良。

3. 配合計劃性停車、主動協助，配

合度佳。

4. 與同仁互動良好，配合同事請假

代班，使製程順利生產。

許登進 ★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品保部／副領班

優良事蹟 

1.身為正常班副領班，深知該肩負

更多非例行工作之責任，也會安

排時間處理，工作態度積極。份

內工作皆有計畫性的執行，成果

及效率都是上乘。

2.主動與新同仁分享工作經驗及面

對問題的態度，引導新進同仁更

快熟悉工作內容。

劉源和 ★

★★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課／理貨人員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認真。

2.處理事情積極、快速。

3.交辦事項能儘速完成。

湯麗華 ★

★★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服務部／主任

優良事蹟 

良好工作態度及服務熱忱調任至服

務部門，辦理雇主引進外籍勞工事

務，秉持公司理念；有興用心、服

務真心、客戶安心，服務勞雇雙方

及協調勞資爭議，促進勞資關係和

諧。

黃俊霖 ★

★★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大發廠生一部／副領班

優良事蹟 

1. 該員平時工作表現優良，敬業樂

群、認真負責。

2. 對於出貨管理、生產調和，日常

的作業均可依計劃完成。

3. 對於臨時勤務配合度高，均可全

力配合現生產及出貨調度。

李宗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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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清潔工

優良事蹟 

任勞任怨，努力盡職。

王黃桂花★

★★

德豐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現場操作人員

優良事蹟 

1.任勞任怨。

2.凡事身先士卒。

3.待人和氣。

邱文敏 ★

★★

大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倉管課／職員

優良事蹟 

公司交辦的事能使命必達。

許素真 ★

★★

川博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

優良事蹟 

1.工作細心。

2.配合加班。

3.認真盡責。

李惠琳 ★

★★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駕駛

優良事蹟 

任勞任怨，努力盡職。

呂進興 ★

★★

久發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

2.對上級交付事項均能積極處理完

成。

3.有責任感，配合度高。

蔡佩均 ★

★★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工程部保修二課／電儀工程師

優良事蹟 

1. 確保廠內各項儀電設備安全可靠

。

2. 維護廠區電力系統供電無虞。

3. 如期完成設備，保養維修作業，

得以順利生產。

4. 協助廠內工程改善順利。

5. 確保承攬商廠內作業安全。林炳城 ★

★★

中達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廠長

優良事蹟 

該員進入公司以來，擔任廠長職位

，平時服務熱忱，解決產線問題，

發掘缺失並督導改善，提升公司業

蹟；每年辦理消防演練，均能有條

不紊，井然有序，協助全員完成演

練，確保全公司安全。

鄭榮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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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儲備幹部

優良事蹟 

擔任產品充填機工，任勞任怨，努

力盡職，表現良好，對週遭環境會

自主清潔整理，不怠各項應盡之份

內工作。

蘇成德 ★

★★

太洋製膜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組長

優良事蹟 

1.任職製造課團隊。在工作崗位上

工作認真負責，盡心盡力。

2.組長的工作多於煩瑣並涉及組員

溝通與協調，協助組員達成公司

訂定的目標完成工作，並以整體

績效考量，發揮團隊精神。

梁延村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組長

優良事蹟 

1.精明幹練，工作勤奮，事半功

倍。

2.做事效率佳，能在時間內完成公

司交待工作。

簡子清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組長

優良事蹟 

1.技術優良，腳踏實地，盡忠職守

。

2.貫徹主管交待事項，正向積極。

3.組員之間相處氣氛融洽。

莊啟巡 ★

★★

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課長

優良事蹟 

1. 擔任課長期間，多次提早發現異

常，立即反應，減少損失與傷害

。

2. 在安全方面，除隨時提醒他人，

亦能指正不好行為，並要求改善

，獲得安全部門肯定。

3.主動積極協助，樂於幫助他人。莊滿國 ★

★★

火鶴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組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

2.工作技能佳。

3.工作學習能力強、處事圓滿。

4.盡心盡力，有同事愛。

5.達成主管交待之事務。

柯淑霞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組長

優良事蹟 

1.刻苦耐勞，樂觀進取，認真負責

。

2.教學指導認真，品管嚴謹。

3.提升公司產品品質。

劉千旗 ★

★★

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2004/09/06進入世德工業現職製造

部組員，對自己的工作都能嚴格要

求自己，積極面對每日新的工作，

新的挑戰，搓牙的工作需隨時自主

檢查及倒料、收料，半成品的存放

。

洪秀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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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生產部／生產技術員

優良事蹟 

主動積極敬業樂群，平時熱衷於工

作崗位上，犧牲奉獻創新求進，在

2014年度歲修期間因工作需要主動

配合延長工時，並提出由公用區人

員協助提早啟動公用設施縮短生產

線停工時間，其優異之表現，足為

同仁之楷模。許文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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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永常 ★

★★

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三課／領組

優良事蹟 

1.主管交付之任務能積極執行。

2.不良品報表填寫，確認品質安

定。

3.努力不懈怠，任勞任怨。

徐敏鳳 ★

★★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生產二部／操作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配合長官事項都能如期

完成。自動發現問題，並立即處理

。

施世龍 ★

★★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品管實驗室／品管技術員

優良事蹟 

1.該員從生產技術員轉換為品管技

術員時，積極認真，即時補足單

位不足人力。

2.平時工作時，自發主動的將公共

的事務預先完成，使單位的工作

更為順暢。

樂亞卿 ★

★★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作業員

優良事蹟 

工作表現優良、主動積極、學習力

強，回報問題也嘗試解決問題，有

潛力。

莊志豐 ★

★★

台灣通用磨坊灣仔碼頭高雄廠

部門職稱 配料員

優良事蹟 

1. 做事認真、積極負責。

2. 在配料端，對於食品定全的危害

均能主動與迅速的通知品保部門

。

3. 不論是平日的工作，或是臨時性

的任務都能妥善的完成。

葉玉珍 ★

★★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工務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工作熱忱，配合性好。

2.主動積極，工作品質優良。

3.熱心參予公司活動＆且能主動提

供必要協助。

4.與同仁相處融洽。

顏宏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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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司機

優良事蹟 

1.每天提早1個小時上班，整理公司

環境。

2.協助部門單位。

葉火城 ★

★★

永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工部／助理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在本廠服務近21年，工作認真負

責，與同仁相處融洽。

2.對所從事工作之能有提昇之精神

，對所從事工作之態度具服務熱

忱，配合度佳，上級多次獎勵。

林素貞 ★

★★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營業部／專員

優良事蹟 

1.認真負責、和善待人。

2.配合度高、向心力佳。

蘇建銘 ★

★★

尚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 全力參與Timtos機台展示，完成

後提出改善方案。

2. 主動詢問戴協理，夾取中心治具

使用方法並應用。

3. 可獨立完成交付解決客戶問題任

務。

施憬翰 ★

★★

正能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倉管課／倉管員

優良事蹟 

年青有為，刻苦耐勞，上進求精，

是公司接訓未來的領導幹部。

曾泓彬 ★

★★

谷林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現場操作員

優良事蹟 

1.威龍於98年2月來到本公司服務，

任職這5年多以來，威龍充分表

現應有的工作態度，且人緣很好

。

2.在工作上，細心謹慎、表現優異

，協助公司進行工作環境改善。

威　龍 ★

★★

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守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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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顯通 ★

★★

昌明螺絲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打頭部／組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

2.配合加班。

3.技術精湛。

張嘉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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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欣螺絲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工

優良事蹟 

工作熱忱、配合性好、主動積極。

林慶瑞 ★

★★

金富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經理

優良事蹟 

該員工至本公司服務已餘12年之久

，擔任廠務部經理乙職。能主動對

於公司各設備，設施之維護，主動

提出對於設備改善以提昇公司產品

品質。為人認真盡責，待人圓融，

品行端正，足為表率。

林振順 ★

★★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總務課／課級專員

優良事蹟 

1. 協助廠區AED設置。

2. 參與勞委會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

入選獎。

3. 協助建立承攬商出入廠刷卡及追

縱制度。

4. 慈濟義工。

莊國華 ★

★★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鍛造／加熱員

優良事蹟 

1.目前鍛造用料壓模由他設計。

2.工作認真盡責，配合工作調度。

3.與同事間相處融洽。

葉志偉 ★

★★

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管課／課長

優良事蹟 

1.在工作崗位上，非常盡心盡責去

完成每一項作業。

2.對於公司所指派的每一項作業都

能準時在預期間間內完成。

3.對下屬在工作指導上也非常仔細

教導與指正。

簡玉芬 ★

★★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高雄所／倉儲組長

優良事蹟 

1.此員於工作上認真負責。品德優

良、待人和氣。

2.在公司擔任倉儲組組長一職，將

內部整頓乾淨，內部貨品放置分

明。

3.上級交待之任務從不推卸，並都

能在最短時間內處理完畢。黃源進 ★

★★

阿法拉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維修服務部／資深業務秘書

優良事蹟 

該員於公司轉換期間，承受極大壓

力配合網管人員修正本公司所屬報

與零件供料系統，主動加班達成修

正錯誤報價與零件價格錯誤，由於

此系統資料庫龐大，修正過程極於

費時且長達半年。

柳玉蘭 ★

★★

皇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配合度高且盡責，

對單位貢獻良多。時常為配合客戶

需求而趕工以達成任務。主動授與

後進工作經驗，做好生產事宜。事

情皆以公司事務為優先，足為表率

。

王隨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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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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負責、效率高。

2. 負責特殊工作項目，表現優異，

品質穩定。

3. 學習能力強，抗壓性高，配合度

高。

4. 自愛、自律與同事間相處非常融

洽，且樂於助人，待人彬彬有理

。

鄭珮婕 ★

★★

展業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保部／品保組長

優良事蹟 

1.處理事務細心負責。

2.針對品質問題嚴格把關。

3.面對客戶異常問題回覆迅速並立

即處理後續相關作業。

王慧玉 ★

★★

納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專案經理

優良事蹟 

1. 認同公司經營理念及價值。

2. 誠實苦幹、任事主動積極進取。

3. 照顧新進同仁不遺餘力。

曾永昆 ★

★★

乾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操作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誠懇，為人善良、任

勞任怨表現自己工作崗位上，值得

讚揚。

劉新泰 ★

★★

原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課／品管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分析仔細。

林韋宏 ★

★★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精肉課／班長

優良事蹟 

工作負責、認真。

黃素珍 ★

★★

高辰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現場／技術員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服務熱忱。

謝國泰 ★

★★

國巨股份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大發廠／R+M 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平日負責設備維護與保養，提作

設備稼動率。

2. 運用專業知識，設計新零件與工

具，提升設備產能。

3. 遇設備重大異常，安排技術員搶

修，主動積極回報，使設備在短

時間排除。蔡政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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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欣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張簡鳳琴★

★★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儲運部／主任

優良事蹟 

勤勞、負責、樂觀、進取。

涂永倫 ★

★★

翊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技術人員

優良事蹟 

1. 工作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2. 勝任技術部相關工作。

3. 主管交辦事務皆能盡力負責完成

。

郭誌賢 ★

★★

莫爾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部／財務經理

優良事蹟 

1.提升網路銀行。

2. 人資控管SOS訂立。

3. 提供公司人員良性溝通處所及管

道。

王　圍 ★

★★

祥乙實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作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

2.勤奮學習。

3.配合公司趕工值得全體同仁之模

範。

劉含笑 ★

★★

祥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二廠平車組／作業員

優良事蹟 

1. 配合工作，刻苦耐勞、任勞任怨

。

2. 努力學習，勇於承擔工作責任。

3. 樂於幫忙同事或支援其它部門。

丁嘉珠 ★

★★

莊宏億軸承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業務助理

優良事蹟 

該員任職期間克盡職守、積極、敬

業負責，深獲肯定。

梁卿雲 ★

★★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副組長

優良事蹟 

1. 對於組裝作業及管理，認真負責

，發揮團隊精神，使工作更順暢

。

2. 技術嫻熟，全力配合調度與出差

，深獲長官與客端讚賞。

郭政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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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員

優良事蹟 

1. 工作態度佳：能主動承擔，積極

進取，具工作熱忱。

2. 學習能力強：具專業知識，強化

工作品質。

3. 具創新能力：常思考、有創見，

能適時提出改善對策，有效地改

善作業。李明珍 ★

★★

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生產組長

優良事蹟 

1. 忠厚老實、工作積極。

2. 堅守工作崗位，細心作業，工作

態度良好。

3. 對週遭環境都會自主整理，任勞

任怨，努力盡職，表現良好。

4. 公司決議事項密切配合及率先履

行。陳盈志 ★

★★

鈦晟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主管

優良事蹟 

該員工於我公司服務期間盡責盡

職，積極認真甚為員工表率。

李英 ★

★★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組員

優良事蹟 

1. 對從事工作之態度具認真學習及

對客戶有服務熱忱。

2. 在公司服務超過八年以上，對公

司盡心盡力。

3. 與其他部門協調無礙與同仁們相

處融洽。

簡良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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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負責，熱心助人。

洪珍文 ★

★★

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包裝部／包裝組長

優良事蹟 

1. 工作認真負責，善盡職責。

2. 與同事相處公私分明，在人員的

溝通及協調上皆能克服困難。

3. 處理事情有條不紊，井然有序。

4. 恪遵廠規，不怠忽各項應盡之份

內工作。

陶怡縈 ★

★★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會部／財會部經理

優良事蹟 

1.盡所執業務。

2.力求精進成長。

3.謙容接納學習。

4.以身作則，配合度高。

5.申請公開發行期間，帶領公司團

隊，完成公開發行任務。

詹麗玲 ★

★★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鈑金 NCT／NCT 技術員
優良事蹟 

1. 熱心協助班長處理機台及程式，

模具作業窒礙排除。

2. 配合公司趕貨加班作業，並協助

班長與其他作業員溝通協調。

3. 幫助鈑金下料部份發現不良品並

協助改正缺失。

王信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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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組長

優良事蹟 

本公司陳運福服務滿12年餘，工作

認真負責，參與公司新產品研發、

製，並積極參與訓練，取得多證照

。在工作上能配合廠長協助廠務運

作，且帶領組員效率良好，是一位

優秀的核心幹部。

陳運福 ★

★★

瑞孚宏昌船舶推進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CNC 組／副組長
優良事蹟 

1. 簡員自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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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心公益。

簡來興 ★

★★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課／課長

優良事蹟 

1. 工作認真及專業。

2.103年5月及6月多次夜間反應異

常，出勤指導、任勞任怨，表現

優異。

3.廠區工程規劃設計，如期完成。

黃俊雄 ★

★★

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 在職超過10年，耐勞、認真、不

嫌惡工作辛勞。

2. 全力協助主管加工程序、正確性

之核對。操作流程改善之建設與

執行確實。

3. 熱心協助同仁，增加工作效能，

主動上進。林文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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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責、認真，有責任心、守本份。

林志強 ★

★★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助

優良事蹟 

1. 服務期間，認真負責。

2. 配合公司、完成工作。

3. 同事相處融洽。

4. 最難得的是無論任何物品的採購

都能為公司著想，以最經濟的成

本達到效果。

簡惠娟 ★

★★

達和清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務工程師

優良事蹟 

洪員擔任業務工程師，對進廠物料

品質要求克盡職守，嚴加把關，與

同仁相處融洽，主動協助同仁解決

工作上問題，充份發揮本公司推動

企業文化，展現最佳同理心、互助

、尊重之企業文化。

洪正松 ★

★★

福華電子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裝配課裝配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Line電測機構作業由原先
8H/3500pcs提升工作手法增至
8H/4000pcs，提升幅度12.5%足勘
楷模。

陳麗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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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模模範104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班長

優良事蹟 

該員工作態度具服務熱忱，對新進

員工照顧，公司指派任務皆能如期

完成。

郭桂芬 ★

★★

輝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班長

優良事蹟 

1. 有效達成單位年度工作目標。

2. 專業知識、工作技能、溝通協調

均佳。

3. 認真勤奮、主動負責，提升個人

及單位整體效益。

4. 領導統御能力佳。

林素月 ★

★★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佳、學習能力強、具工作

熱忱。

孫嘉政 ★

★★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二課氨氣／專員

優良事蹟 

1. 工作態度熱忱高，並主動教導新

進同仁。

2. 認真負責，上級交辦之任務均能

如期完成。

3. 積極主動，參與各項事務。

葉淑美 ★

★★

樂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1. 工作努力認真細心。

2. 態度優良，對於新進員工能與關

心指導。

3. 發現問題，能解決問題。

林昆益 ★

★★

輝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一級工程師

優良事蹟 

1. 新設備評估周全，降低採購成本

，提昇生產效率及品質。

2. 技能專業傳授，提昇作業者專業

度，使工廠生產順利。

3. 波峰焊接技術優秀，使生產品質

符合客戶需求。

柯昆典 ★

★★

環球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物流部／收料員

優良事蹟 

1.平時工作認真負責，負責原料倉

庫收料。

2.與主管配合良好；原料、棧板堆

疊整齊良好。

3.會主動與主管協調進料及庫存之

狀況。

4.盡心盡力執行主管交辦事項。簡文彬 ★

★★

聯合發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配料員

優良事蹟 

1.負責生產線原料調整控管。

2.維持現場製造流程順暢。

鄭裕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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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洋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木外組／高級木工技師

優良事蹟 

1. 在單位上是個能做亦能教的資深

師傅。

2. 歷年績效考核皆達甲等以上。

3. 在碼頭維修工作能完全勝任，亦

能負起全責。

4. 有足夠經驗與技能能勝任海外維

修工作。吳福地 ★

★★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組長

優良事蹟 

1.服務年資長達12年。

2. 擔任生產課加工組組長，工作效

率及配合度佳。

范俊雄 ★

★★

中日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營業二部／糸長

優良事蹟 

工作克盡心力，同事合作無間，堪

稱典範。

黃信銘 ★

★★

豐亞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輪部／製模員

優良事蹟 

李員為本公司資深員工，任職本公

司輪部，負責模具開發工作，擔任

幹部以身作則，服務認真，熱枕負

責，堪為表率。

李清輝 ★

★★

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營運部／司機

優良事蹟 

陳君為本公司資深員工，任事積極

負責，待人熱誠，對交付之任務均

能圓滿達成，頗獲客戶好評。

陳坤征 ★

★★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鋼管廠廠務一課／工程師

優良事蹟 

一、專業技能：

承辦廠內環保申報作業，辦理廠內

相關環保許可證之變更／展延。

二、工作態度：

主動設計廠區塗裝製程環保紀錄表

單，提醒紀錄人員數據是否符合許

可證核備量。陳世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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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4年4月27日(星期五)上午9:00

會議地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多功能會議室

主 持 人：莊理事長義隆

會務報告

(一)會議方面：

 1月26日 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

服務中心假聯合發股份有限公司召開「

聯合發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於大門、後門

及兩側畫設紅線」。

 1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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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職業災害預防宣導會」。

 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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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水電協調小組104年第1

次會議暨水情說明協商會議」。

 1月30日 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台

北喜來登大飯店B2月星廳召開「第七屆

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2月 4日 出席勞動部假蓮潭國際文教會館102大

型會議室召開「104年推動工作與生活

平衡補助計畫說明會」。

 2月 9日 出席經濟部南部產業發展推動辦公室假

大發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開「104年度

協助企業運用政府補助資源說明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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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防火宣導座

談暨春安期間治安專案宣導會」。

 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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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第1次會議及教育訓練」。

 3月31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經濟發展

局第二會議室召開「和發產業園區廠商

使用大發污水處理廠協商會議」。

 3月31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假勞工局澄清會

館2樓視聽教室召開「104年度勞動基準

法令宣導會」。

 4月 2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假經濟部工業局仁大工

業區服務中心2樓會議室召開「104年第1

季高雄市產業園區業務聯繫座談會」。

 4月 8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假警察局交通大

隊9樓會議室召開「高雄市104年4月第2

次道路活動申請審查會」。

 4月15日 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潮

港城國際美食館米蘭廳召開「第七屆第

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4月23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4樓

403會議室召開「2015高雄會展論壇」。

(二)活動方面：          

 2月 6日 出席九九旅部隊及林園海巡署部隊弟兄

舉辦「勞軍活動」。

 4月26日 本會與高雄市政府、高雄市議會、大發

工業區服務中心、高雄市大寮區公所、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大寮區農會、

大發扶輪社、3510總監辦公室假高雄捷

運大寮1號出口處共同舉辦2015大寮公

益馬拉松『大發有情、扶輪有愛』。 

散會：12時30分。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九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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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發有情、扶輪有愛」公益馬拉松路跑活動，於

4月26日早上六點在捷運大寮站鳴槍後起跑，大

發扶輪社長蕭德乾邀請立委林岱樺、蔡副議長昌達、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陳局長家欽、大寮區長王區長宏榮

、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大發廠商協進會林宗志

副理事長、國際扶輪3510總監辦公室蔡東賢總監、和

春技術學院羅執行長世雄、輔英科技大學何詠碩學務

長等貴賓到場鳴槍，區分全馬、半馬、精實組與健康

組等四組，六千餘名選手中，除了來至國內外運動好

手外，也有機關單位、學校師生、軍、警等，不少民

眾更是攜家帶眷來共襄盛舉，讓活動熱鬧非凡。

為了提倡全民運動，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大

發扶輪社、大寮區公所等單位，共同舉辦「大發有情

、扶輪有愛」公益馬拉松路跑活動，以及行銷大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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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特產。主辦單位致贈每位選手一份大寮區農會

「紅晶鑽」紅豆、大發工業區產品「華珍煎餅」

、「允偉鮪魚鬆」以及運動衫當伴手禮，讓全國

民眾知道大寮的美與熱情。

大寮公益馬拉松路跑活動屬公益性質，大發

扶輪社依馬拉松報名人數捐出不同愛心基金，全

馬組、半馬組每人一百元，精實組、闔家健康組

每人五十元，並把全數金額捐給大寮區弱勢民眾

贊助用途。另活動當天現場贊助單位正官庄致贈

高麗人蔘飲一瓶、寶礦力公司致贈寶礦力運動飲

料一瓶、瑞得萬實業有限公司致贈蘋果氣泡酒一

瓶給每位參加路跑選手。

為了讓馬拉松路跑活動順利進行，林園警分

局動員近二百警力與義交人員，於清晨五點起在

會場周邊、跑步路線各交通要道、叉路等地，執

行人車交通管制勤務、待命，確保參加活動的人

員生命安全。輔英科技大學發動了全校外籍學生

支持在地馬拉松活動；高應大也邀集報名二百多

位師生參加活動，翁園國小學童獨輪車、鼓術隊

表演，又跟隨選手跑騎十二公里，讓馬拉松活動

宛如嘉年華會般熱鬧。活動於下午14時圓滿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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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強化地下工業管線災害之通報及緊急應變

機制，在經濟部及高雄市政府的指導下，

經濟部工業局特與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合作，

結合地下工業管束區域聯防組織、工業區區域聯

防組織及環保署環境事故技術小組，透過事故模

擬情境的臨場演練，提升地下工業管線事故應變

處理效能，特訂於本（104）年5月8日於高雄市

大發工業區旁萬大河濱公園擴大進行工業區地下

工業管線災害事故緊急應變演練，預計動員35個

單位共上百位人員參演，觀摩人數預計達300人

以上。

本次模擬應變演練，將以高雄市工業區為例

，呈現面對地下工業管線災害的嚴峻考驗下，如

何兼顧區域民眾之安全，與外界救災單位合作，

以有效控制災害規模，減少附近居民之傷亡與環

境污染問題，係本次演練擬傳達訊息。演練構想

源自於近幾年發生的災害事故，內容為假設某承

攬商於高雄市大發工業區旁台29線之高屏溪堤防

旁進行地質鑽探，因未依施工作業規定，導致施

工不慎擠壓地下工業管線造成丁二烯洩漏後之各

項應變處理機制運作演練。

本次演練，將可強化高雄市工業區地下工業

管線災害防救相關機關與地下工業管線業者及區

域聯防組織對於災害事故發生時之處理聯繫、應

變搶救及相互支援管道，透過各項救災資源、人

力及裝備之整合，提升整體救災能力，以期災害

損失降至最低，有效保障工廠員工及鄰近住民之

生命、財產安全。

行經市區道路下的工業管線，若發生化學品

外洩，甚至引發火災爆炸意外事故時，極可能殃

及周邊住戶及附近民眾釀成重大災害，事態更形

嚴峻不易控制，因此平日管線維護管理及整備訓

練格外重要。藉由事故案例研析、通報測試、沙

盤推演及實兵演練等經常性練習，期於事故發生

時能在最短時間內啟動應變機制、正確應變搶救

，將有助縮減事故規模、防止災害擴大，進而降

低災害傷亡及損失。

104年高雄市工業區
地下工業管束災害事故緊急應變暨區域聯防演練

指導單位：經濟部、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執行單位：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石化事業部

協辦單位：台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地下工業管束區域聯、防組織總會、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

規劃單位：工業技術研究院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網站新聞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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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外之地下工業管線例行巡檢及維護保養 廠外施工作業衍生地下管線災害

階段
一

階段
二

地下工業管線區域聯防組織初期應變 地下工業管線災情偵測與確認

階段
三

階段
四

工業區服務中心應變協調、監控、通報及支援 外借支援、聯合救災

階段
五

階段
六

地下工業管線災害應變中心成立 災情控制、二次災害防止

階段
七

階段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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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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