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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4年8月18日（星期二）上午10:30

會議地點：璞居坊休閒餐廳（大寮區大寮路160巷61-1號）

主 持 人：莊理事長義隆

會務報告

(一)會議方面：

 5月21日 出席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假該校6樓國際會議廳召開「HIWIN論壇

-傑出總裁講座」。

 6月 1日 出席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假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簡報室召

開「大發工業區內各類型事業廢棄物處理座談會」。

 6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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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會議及教

育訓練」。

 6月22日 出席經濟部工業局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廠假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會議室

召開「因應水汙染防治費開徵工業區污水處理費調整說明會」。

 7月 6日 出席勞動部假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召開「工業生活平衡研習工作坊」。

 7月 8日 出席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假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城中區進修推廣大樓-CE37會議室召開「建

構在地化的優質品牌」研討會。

 7月10日 出席立法委員林岱樺國會辦公室假大發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大發工業區事業廢

棄物處理廠空氣飄散異味、廠地合約、以及事業廢棄物處理說明會」。

 7月13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假經濟部工業局永安工業區服務中心2樓會議室召開「104年第2季高雄

市產業園區業務聯繫座談會」。

 7月14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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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5日 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嘉南高爾夫球場召開「第七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7月20日 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召開「為南區全國性特殊事業廢棄物

綜合處理中心」空氣飄散異味問題進行現地輔導。

 7月24日 出席勞動部假大發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因應貿易自由化之經貿議題與勞動政策

」廠商說明會。

 7月24日 出席中華產業機械設備協會假中油煉製事業部宏南訓練教室202教室召開「製造業製程

設備安全作業及災害預防宣導」。

 7月28日 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召開「榮民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督導會議」。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十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大發廠協會大發廠協會
莊理事長義隆莊理事長義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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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9日 出席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603階梯教室召開「區域經濟整合與地方

產業發展座談會」。

 8月15日 出席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假大寮區潮寮里潮龍寺廣場召開「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設

廠地方說明會」。

(二)活動方面：

 5月 8日 出席經濟部工業局、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大寮區萬大河濱公園舉辦「104年度高雄市

工業區地下工業管束災害事故緊急應變暨區域聯防演練」活動。

 5月28日 出席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假該監崇善堂舉辦「脫胎、築夢-收容人多元就業博覽會」。

 6月24日 本會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舉辦「堆高機操作人員複訓」。上下午共2場次。

 6月26日 出席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假高雄展覽館304A會議室舉辦「高雄市104年度社團領袖研討觀摩

交流活動」。

 7月15日 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嘉南高爾夫球場舉辦「第一次高爾夫球隊聯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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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中秋燒烤活動案。

說　　明：近年國內工安事件頻傳，高雄市政府社會局來函請本會辦理大型戶外活動加強安全規畫

措施。本會是否停辦中秋燒烤活動。提請討論。

決　　議：近年因戶外大型活動工安事件頻傳，基於活動安全考量，今年停辦中秋燒烤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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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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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5時，在大發駐在所前舉辦「

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活動，敬邀全體理監事踴躍出席。

決　　議：照案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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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案。

說　　明：依本章程二十一條本會第二屆理監事自101年12月24日至104年

12月23日止，任期屆滿擬辦理改選事宜，有關召開第三屆會員

大會舉辦選舉會議日期、地點，提請理監事會議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辦理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屆時另函通知會員廠

。

▲

提案四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本會會員廠資格之審定案。

說　　明：本會會員廠目前為260家廠商（如名冊），提請理監事會議討論

。

決　　議：照案通過。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散    會：12時30分。

論

大發服務中心大發服務中心
王副主任梅芳王副主任梅芳

林副理事長宗志林副理事長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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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大發扶輪社於9月

11日上午9時起假大發駐在所前廣場共同

舉辦「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活動。此次活動

有大發扶輪社長余易蒼、大發工業區廠協會副理

事長林宗志、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黃滿清及

其所屬團體，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愛心捐

血活動。

林園分局劉耀欽分局長號召約50位警察同仁

發揮愛心，大寮消防隊也踴躍參與這項活動，與

工業區員工及附近民眾一同大排長龍，排隊上車

捐出熱血，為此公益活動奉獻一己之力。

主辦單位準備豐富禮品，有20吋米奇旅行箱

、泡茶機、高級迷你音響、14吋360度多功能循

環扇、LED萬年曆電子鐘、KT足球刷毛毯、大寮

農會紅晶鑽紅豆等7大精美禮送給每位熱心捐血

人士。每位熱心捐血人士均可獲贈大寮在地農產

品紅晶鑽紅豆一包，除了發揮愛心，還能帶回家

烹煮，實為一舉兩得。

當天正好工業局蕭振榮副局長帶隊南下大發

工業區做專案考核，大發廠商協進會劉汝惠總幹

事做說明，廠商最近有捐贈警用機車，台郡也曾

捐贈消防隊勤務車，又發起捐血活動，對地方上

有實質的貢獻，蕭副局長表示，值得其他工業區

學習。

大發有愛大發有愛
捐血捐愛心捐血捐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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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際建材大展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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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訂於9月10日上午

在和春科技大學舉辦「犯罪預防宣導暨警

用機車捐贈典禮」，活動中安排「反詐騙」、「

反飆車」、「反黑幫」、「校園及婦幼安全」宣

導，以及山達基教會志士分享反毒先驅L. 羅恩 

賀伯特的反毒理念。警察局副局長宋孔慨出席校

閱新車部隊，立委林岱樺、許智傑、市議員王耀

裕、李雨庭、黃天煌等人也到場參與。

由於，警政署規定警用機車使用年限6年，林

園分局公部門經費不足，警用巡邏車即使超過年

限仍未汰換，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大發警友

站及林園、大寮地方人士及企業合資160多萬捐

贈30部警用巡邏機車，強化林園分局巡邏設備。

捐贈者包括大隆保利龍、上鎧鋼鐵、台郡科

技、楊慶德、楊信育、賴自強、黃瑩珠、熊壽昌

，以及永利達國際等企業。捐贈警車儀式結束後

，特勤中隊示範從高空垂吊、模擬攻堅及拳技表

演，刺激場面令和春技術學院及高英工商學生們

看得拍手叫好，騎警隊則吸引不少女同學駐足合

照，周邊展示警用車輛、武器、酒測器、測速搶

等裝備，供學生親身體驗拍照。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莊義隆表示，

林園分局轄區遼闊有工業區、農業區、住宅區等

，昔日工業區經常發生治安事件，警方進駐後保

障勞工、企業安全，地方回饋更精良的裝備，能

提升員警值勤機動性，打擊犯罪更精進。

犯罪預防宣導暨
警用機車捐贈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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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春科技大學張威龍校長表示對此次捐贈警車典禮給予最

大的認同與支持，也提到犯罪及交通安全預防宣導，應從教育

基本面做起。 

警察局副局長宋孔慨表示，非常感謝慷慨解囊之熱心人士

及企業，共同捐贈警用機車的義舉，警方當會妥善運用，讓治

安更平穩，交通更順暢，維護民眾安居樂業的環境。

①林園分局劉分局長耀欽　②王議員耀裕

③林立委岱樺　④大發廠協會莊理事長義隆

⑤許立委智傑　⑥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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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對全球貿易自由化風潮席捲而來，身處地球

村中的台灣企業無不受到影響，為強化高屏

澎東在地產業體質，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

分署推出【因應貿易自由化在地訓練服務暨就業發

展及協助計畫】，以協助事業單位及勞工提升勞動

競爭力及就業安定。計畫服務範圍更擴及轄區內符

合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認定之

加強輔導型產業、受衝擊產業、受損產業及可能受

貿易自由化影響之產業。

對一般企業而言，所有影響企業經營環境的外

部因素中，經濟環境的影響毋寧是深遠且重大。當

經濟景氣好，市場對於產品需求將提高，各級產業

所需人力勢必增加，甚至供不應求；若經濟持續低

迷，消費者對產品需求萎縮，將直接影響企業的生

產導致獲利縮水。體質不佳的企業將因業務緊縮而

倒閉或裁員，失業問題將日益擴大，甚至影響社會

安定。故企業如何隨著景氣變動而作機動調整，人

力素質的提升是關鍵。

其次，外部環境的變化將可能影響產業結構的

轉型。亦即當產業面臨轉型時，衰退產業由於在薪

資水準、公司遠景及事業評價上均不及新興產業，

於是勞動者湧向新興事業，造成傳統產業尋求人力

資源的障礙。因此，新興產業的勞動供過於求，造

成結構性失業人口的增加；另一方面，夕陽產業的

勞力需求則無法獲得滿足，整個經濟社會的人力資

源運用發生扭曲。外部環境改變與衝擊將間接或直

接對企業人力需求造成影響。於是，任何經濟變革

或區域經濟整合競爭都是考驗企業體質的最佳試驗

。

因應未來加入各種區域經濟組織之衝擊，企業

對於人力培訓必須具有新思維與做法。如表1所示，

在企業主角度而言，人力培訓目的主要在於提高員

工人力素質、對員工的激勵、減少事故與災害及因

應外部環境競爭。但對員工而言，接受教育訓練的

心態在於學習新知能、獲得晉升、加薪與跳槽。分

析此兩者差異，相同點均是提高人力素質與因應外

部環境競爭為主要目的，而相異之處為企業主必須

以成本與利潤作主要考量，而員工則偏向於自我成

長與自我利益。

「企者，無人則止矣」

，人力是知識經濟時代

具重要性的生產要素，

因此，若人力培訓的基

礎建立在彼此自我利益

上，則注定將會「分」

，唯有建立在彼此自我

成長的基礎之上才能「

合」。因此，人力培訓

需求與目的若不能以人

為主體設計，則終為事

倍功半。企業人力培訓

的模式如圖1所示：

目的 說明 兩者相異處 兩者相同處

企業主

提高人力素質

激勵員工

減少事故與災害

因應外部環境競爭

以降低成本獲得

利益為主要考量

降低生產成本

增加企業競爭力

增加企業利潤

提高

人力素質

因應

外部環境競爭

員　工

學習新的知能

獲得晉升

加薪、跳槽

以自我成長與自

我利益為考量

獲得晉升

加薪、跳槽

表1 企業主與員工在人力培訓目的的異同

人力提升與高雄地區
在地產業發展的新契機

樹德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副教授 黃坤祥

企業環境分析

企 業 主
需求分析 訓練計劃的

擬定與實施
訓練計劃評估

員 工
需求分析

圖1 企業進行人力培訓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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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與發展」雖為人力資源管理之重要任務

，但國內學者專家卻發現：主管層級之支持不足、

缺乏激勵訓練之誘因、訓用不能合一、訓練未與組

織目標結合、缺乏有系統之規劃與重量不重質等。

因此，課程設計除了新技術的訓練與養成外，人才

留用的相關措施亦不可輕忽。其相互關係如圖2所示

：

人力培訓的思維
企業倫理
進取精神
創新精神
合作精神

人力培訓模式
OJT
Off-JT
SD

人才留用策略
參與管理
感情聯繫
彈性管理
健康關懷

在時代的轉變中，企業所面對外在不確定的因素影

響將更為顯著，其中又以政治與經濟因素的衝擊最

為劇烈。台灣的企業經營環境正值區域經濟整合趨

勢的興起，加上國內政情並不穩定，使內外在政治

環境疑慮加劇，政府的產業政策（如租稅、工時、

薪資等）對於企業經營的前景均投下變數。其次，

面對加入亞投行、簽署服貿、貨貿協定、加入TPP、

RECP等區域組織，競爭型態將擴大到全球。昔日政

府的保護逐漸消失，這使得企業勢必將面臨「適者

生存」的淘汰賽。

在外部政經環境影響擴大下，企業體唯有自我

提昇以因應挑戰。全球化時代對人力的重視凌駕於

一切生產要素，亦即未來主宰產業的將是無窮盡的

知識與腦力開發。也因此，傳統以學習新技術為主

的思維，必須有所變革。

進行人力培訓時，首先須明瞭業主與員工對工

作認知的異同，在協調兩者異同與需求之後，才能

規劃出合適的教育訓練，而非僅於利益交換的過程

。課程重點除了學習新技術外，應強調企業倫理的

尊重、員工進取、創新與合作精神。為使人力培訓

達致最佳效果，企業必須在管理上搭配人才留用措

施。運用參與決策、感情聯繫、訓練代替考核、尊

重的彈性管理與健康的關懷等方法，務必使人盡其

才、人盡其用。

藉由參與此案與南部地區傳統產業(受貿易自

由化影響的企業) 進行學理與實務的交流，發掘到

台灣經濟發展的生命力來自於傳統中小企業。這些

「隱形冠軍企業」並非外界所想像的脆弱，相反地

，它特有的韌性與彈性反而有助於迎擊外來的挑戰

。但也正視到未來勞動市場結構老化與少子化所帶

來的諸多危機。因此，現今面臨的重要議題在於如

何再吸引人力投入、提升與人力彈性化運用。政府

在人力政策相關之規劃，如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因應貿易自由化在地訓

練服務計畫、產業人才投資方案、青年就業旗艦計

畫等，是有效提升企業人力資源素質的關鍵。

有企業告訴我，風平浪靜訓練不出好的水手，

唯有正面面對外在衝擊才能使企業真正永續經營。

看到企業不畏外在可能帶來的衝擊，依然努力在自

我崗位的打拼精神，著實令人感動。

勝一化工由於思考到組織體系之變革，欲進行

工作盤點來重新檢視工作分配。由於企業內高素質

員工之配合，與企業高層的實質支持，使得工作盤

點的進行十分順利。此一工作十分繁複與費力，勝

一能逐一克服並建立體系，著實令人敬佩，也的確

符合標竿企業之美譽。

勁揚企業則展現了企業第二代的改革企圖心與

學習的積極性，經理非常認真與具前瞻眼光，很難

得小型企業能如此重視員工教育訓練。雖然從事的

是傳統螺絲加工產業，但我深覺他們的發展潛力無

限。透過分署因應貿易自由化在地訓練服務計畫、

小型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來提升員工知能。所有

課程規劃不假手他人，由公司親自規劃，更重視3C

課程之涵養與員工基礎技能培育。

從這些輔導案例中，或許並非知名的股票上市

知名科技企業，但在政府人力提升政策的引導下，

使台灣能儘速脫離勞力密集的依賴，提升人力素質

與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應是再創台灣經濟奇蹟的重

要路徑。

圖2 人力培訓與人才留用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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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紀實

▲勞安促進會安全伙伴促進計畫暨區域聯防協進會104年

度第3次會員會議

▲「因應貿易自由化之經貿議題與勞動政策」廠

商說明會

▲林園分局劉耀欽分局長參訪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考察 ▲台電高雄訓練中心卸任、新任主任交接典禮

▲經濟部工業局蕭副局長振榮拜會大發廠商協進會理監事▲優嘉實業、上鎧鋼鐵訪視輔導服務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第七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工業局吳明機局長 王金平院長 秦嘉鴻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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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好嚴選

輕鬆生活

韭菜鮮豚韭菜鮮豚

卡好手工水餃

●全程7℃新鮮切塊：全程以冰水保持低溫

7℃新鮮切塊，切好後送入4℃低溫冷藏。

●豬前腿肉：細挑3:1瘦肥比例前豬腿肉，

餡料飽滿。

●20∼30℃最適醒麵溫度：外皮緊實有嚼

感，手工捏花、Q彈有勁。

●衛生安全：

1.不加味精、不加防腐劑

2.嚴選新鮮肉品，產地直送蔬菜

3.生產工廠經ISO22000與HACCP食品衛生

安全認證

● 彰化在地契作：全省以彰化韭

菜品質最佳

● 180天後採收第一次：韭菜半

年後方可採收第一次，兩年就

需輪種。

● 清晨前採收、人工挑黃葉：每

日半夜三四點的韭菜新鮮採

收，手工摘除黃葉、處理乾。

●日本品種高麗菜：特有日本

種，鮮甜脆爽的口感最適合做

水餃，120天完熟採收。

● 雲林沿海契作：與農友契作、

保證收購，沿海海風帶來豐富

礦物質，讓蔬菜更鮮脆。

高麗菜鮮豚高麗菜鮮豚

● 嚴選天然食材

● 真食的美味：使用無漂白麵粉，不添加含防腐劑、色素、香料、甜味劑、漂白劑、膨鬆劑

及品質改良劑等添加物。

● 老麵二次發酵：12小時古法催熟，口感扎實有彈性。

大地全麥大地全麥

全麥麵粉含量達51%以上，符合全

麥食品標準，完整保留麩皮及胚

芽、胚乳，咬下鬆軟嚼進麥香。

特別添加養生燕麥粒，健康

全穀類營養，更富口感層

次。

芝麻燕麥芝麻燕麥

選用國產在地黑糖，飽滿桂

圓肉揉麵入味。

黑糖桂圓黑糖桂圓

卡好冷藏饅頭

產品 規格 優惠價(含稅) 保存方式

卡好水餃高麗菜鮮豚 625g(包)．20包(箱) 99元(包) 本品冷凍保存

卡好水餃韭菜鮮豚 625g(包)．20包(箱) 99元(包) 本品冷凍保存

卡好冷藏大地全麥饅頭 6入 (包)．15包(箱) 69元(包) 本品冷藏保存

卡好冷藏芝麻燕麥饅頭 6入 (包)．15包(箱) 69元(包) 本品冷藏保存

卡好冷藏黑糖桂圓饅頭 6入 (包)．15包(箱) 69元(包) 本品冷藏保存

PS:本公司備有專人提供試吃活動，須提前申請，歡迎來電。

桂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屏課課長：方皓德　TEL：0935250821、07-7871302　FAX：07-7871935

電鍋
加熱

微波
加熱



2014年的9/1早上，我開著車從新竹南下，在88

快速道路大發工業區交流道下來，經過兩個紅綠燈，

到達世華金屬，正式開啟了高鐵通車人生！

雖然20年前就跟大發工業區結下良緣，但是我

萬萬沒有想到現在我會結束在台積電14年的生管工

作，投入世華金屬的行列。

日子一天天過的很快，我很快瞭解到在父兄過

去將近20年的努力下，世華金屬的不鏽鋼鋼管，在

台灣的同業中是有相當的水準。特別是2007年起首

創全國唯一生產履歷—所有不鏽鋼鋼管內部噴印鋼

捲號碼，材質，員工編號，製造日期，每一支鋼管

都可以溯源管理，讓客戶安心。也期望在我的加入

後，可以把世華的招牌擦得更亮!中心思想就是客戶

滿意與持續改善。有滿意的客戶，才有滿意的價格

，也才能讓員工滿意！

我們在去年開始不惜成本改用全新一級料的塑

膠袋，讓產品形象加分，為的是讓世華經銷商在推

銷世華的管賣相更棒!接著推出隔日送達的服務(隔

日送達條件依地區不同，請來電洽詢業務)，即便因

此大大增加運輸費用，為了讓客戶更快拿到鋼管，

在所不惜！今年二月開通0800788222免付費專線，

讓客戶打電話到世華買管不用錢，都是基於為客戶

著想，也正是父兄20年前創業的初衷！

對於品質，我們添購了日製萬能材料試驗機等

設備，在六月通過JQA(日本品質保證機構)的查廠，

順利取得全國唯一的JIS G3446認證(日本工業規格

機械構造用不鏽鋼鋼管)，這也是日本海外第四張，

更是證明世華是世界一流的

品質，跟日本鋼管廠相較，

毫不遜色！

今年世華不但參加北

中南一系列由經濟日報主

辦的建材展(台北世貿一館

11/13-11/16)，還有9月

的泰國管材展，以及12/2-

12/4在高雄展覽館的台灣國際金屬科技展，期待各

位貴賓的蒞臨指教，也邀請您一起鑑賞世華不鏽鋼

鋼管—圓管圓，方管方，金面金光，砂面水噹噹。

世華金屬科技董事長特助 葉俊儀

世華金屬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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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促進就業市場供需均衡、增進社會繁榮及經濟發

展，協助企業客戶與一般雇主，招募聘雇外國

勞工來台工作；滿足就業市場的勞動力需求，同時搭

配本國人力以解決人力資源市場長期缺工之問題。結

合各項人資管理，推出資源整合方案，替企業客戶打

造更優質專業的人力管理作業流程，有效整合外部資

源，形成利益共享的體系。

考量外籍勞工合理分配及有效管理下，以促進本國人

就業為目標，協助產業適度引進外籍勞工，同時促進

產業發展。另在國內長期照顧資源及人力不足的情況

下，適度引進外籍看護工，以解決國內重症失能者之

基本照護需求問題。

有興國際健全的服務團隊，擁有專業的實務經驗、人

力資源管理知識、宿舍建購與管理能力，以迅速、精

確的作業提升服務品質，並連續 8年接受私立就業服

務機構評鑑均榮獲 A級殊榮。並透過專業雙語人員之
雙向溝通，提供外勞生活資訊、法令諮詢、入出境相

關問題以及心理輔導等服務，以穩定外勞情緒，進而

提升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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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勞提升工作效能、獲

取企業最大利益為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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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89939　傳真：07-7879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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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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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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9001 ISO 14001 ISO 50001 OHSAS 18001 TOSHMS





 97 98 102

 2008

 AEO

 ISO/IEC 17025 TAF



(CNS/JIS/ASTM) PE
API API ( )

317
07 611-7171 
07 611-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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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裕環保有限公司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