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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廣告由大發警友站楊慶德站長贊助



綠野芳蹤烘焙坊
滿6000元
免宅配費

滿6000元
免宅配費

※本廣告由大發警友站楊慶德站長贊助





本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及新、卸

任理事長交接典禮、理監事選舉於104年

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0:00假大發工業

區服務中心大禮堂舉辦。大會由本會莊理

事長義隆親自主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陳

裙科長及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滿清主

任蒞臨指導。會議在主席莊理事長簡單致

詞後，緊接著進行，本次大會的重要工作

是舉辦第三屆理監事改選。在會員廠代表

見證下投票，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林宗

志董事長高票當選第三屆理事長，在主管

機關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陳 裙科長監交下

完成新、卸任理事長交接。

首先，卸任莊義隆理事長致感謝詞：

感謝三年來，全體理監事全心無私奉獻，

協助廠協會多項不可能的工作與任務完成

。工業局長官、各界民意代表、地方首長

及會員廠對廠協會的支持與愛護；在此深

深一鞠躬，表達個人感謝之意。在全體理

監事與本會同仁的努力之下，財務運用與

執行亦深具成效總計一任三年。

新任林宗志理事長致感謝詞：感謝市

府蒞臨指導，更感謝莊義隆理事長三年來

認真、用心完成區內多項工作，對於未來

三年第三屆理監事也盡心盡力追隨莊義隆

理事長、顏德和理事長的腳步，永續服務

廠商，將工業區打造成一個更優質的投資

環境。

林宗志理事長感謝本會蔡副理事長西

昌贊助本次大會便當、戴顧問晉平贊助本

次大會伴手禮。12時大會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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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務推動

本

任理

12月

社

▲新任林理事

長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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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時　　間：104年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0時

地　　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三樓大禮堂(高雄市大寮區過溪里華中路一號)

出席人員：計188人(應出席280，實到138人，委託出席50人、詳如簽到表)

列席人員：略(如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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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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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工作計

畫案
決議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三、請追認本會105年度經費收

支預算書案
決議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1、審查104年收支經費案。

2、財產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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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度工作執行成果報告、104年歲入歲出決算案，提請大會公決。

說  明：1、依本會組織章程辦理。

2、本案於第二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提請大會公決，通過

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2、如大會手冊附件二、三。

決  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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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歲入歲出預算案、105年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大會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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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

▲大發服務中心

黃主任滿清

▲

莊
理
事
長
義
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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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說  明：1、依本會組織章程辦理。

2、本案於第二屆第1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提請大會公決，通過後呈報主管

機關核備。

3、如大會手冊附件四、五。

決  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選舉第三屆理監事

(一)推選選務工作人員

發票人：王咨婷、張季淳   記票人：呂國鈺、鄭建成、邱貴麟  

唱票人：呂國鈺、戴于喨   監票人：黃旭光、簡天保、張昭熙

(二)開票結果

1、當選理事：13人

當選人 林宗志 蔡西昌 陳三福 劉俊成 蔡智全 張清全 鄭明祥

票數 168 162 161 154 142 141 140

當選人 陳安富 黃裕 李明沼 楊信育 吳德霖 簡天保

票數 140 132 131 130 130 128

　 候補理事：3人

當選人 余易蒼 林育仁 黃旭光

票數 53 29 23

1、當選監事：3 人

當選人 戴于喨 張昭熙 林志勳

票數 153 146 132

　 候補監事：1人

當選人 李柏毅

票數 28

散會：12時00分（會後領取紀念品）

▲新任林理事長

宗志致贈卸任

禮品給莊理事

長義隆

▲上鎧鋼鐵(股)公司代表致贈感謝花束

給莊理事長義隆

▲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致贈卸任禮

品給莊理事長義隆

▲社會局陳 裙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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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三屆理監事名錄 任期自民國104年12月9日

至107年12月8日

職　別 公　司　名　稱 姓　名 聯　絡　地　址

理 事 長 上鎧鋼鐵(股)公司 林宗志 莒光二街16號

副理事長   傑期企業(股)公司 蔡西昌 大有四街5號

副理事長   塑友企業(股)公司 陳三福 大有三街5號

常務監事 易宏熱鍍鋅(股)公司 戴于喨 大有三街15號

理    事 弘偉環保工程(股)公司 劉俊成 光華路16號

理    事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公司 蔡智全 華西路8號

理    事 宏欣機械工程(股)公司 張清全 莒光二街13號

理    事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鄭明祥 華東路41號

理    事 仁望有限公司 陳安富 大業街44號

理    事 忠興行股份有限公司 黃裕 大業街6-1號

理    事 大連化學工業(股)公司 李明沼 華西路19-2號

理    事 緯航企業(股)公司 楊信育 華西路22號

理    事 上峰塑膠工業(股)公司 吳德霖 華東路66號

理    事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簡天保 田單六街28號

後補理事 有興國際(股)公司 余易蒼 光華路14號

後補理事 優嘉實業(股)公司 林育仁 莒光一街19-1號

後補理事 太普高精密影像(股)公司 黃旭光 莒光二街20號

監    事 太清鋼鐵工業(股)公司 張昭熙 光華路247-1號

監    事 太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勳 華東路48號

後補監事 太子彈簧床廠 李柏毅 華西路25號

顧    問 工業總會(國策顧問) 蔡圖晉 鳳山區文雅東街3號

顧    問 高雄市議會副議長 蔡昌達 萬丹路290號

顧    問 大發警察駐在所警友站 楊慶德 華中路一號

顧    問 易宏熱鍍鋅(股)公司 戴晉平 大有三街15號

顧    問 台灣中小企銀大發分行 林德雄 光華路5-3號

榮譽理事長 運錩鋼鐵(股)公司 顏德和 華西路12號

榮譽理事長 大隆保利龍(股)公司 莊義隆 華西路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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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2、當選理事長：

當選人 林宗志

票數 13

3、當選常務監事或監事會召集人：

當選人 戴于喨

票數 3

會議時間：104年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時30分

會議地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三樓多功能會議室

出席人員：理事 

▲  

計13人（應出席13人，實到13人，詳如簽到簿）

監事 

▲  

計3人（應出席3人，實到3人，詳如簽到簿）

主 持 人：林理事長宗志　　紀錄：劉汝惠

選舉事項 理事會選舉常務理事、理事長；監事會選舉常務監事。

(一)推選選務工作人員（可視選舉人數多寡分成數組開票）

發票人：黃旭光、記票人：林志勳 

唱票人：戴于喨、監票人：簡天保

(二)開票結果

1、當選常務理事：

當選人 林宗志 蔡西昌 陳三福

票數 13 13 13

討論提案

▲

提案一

案　　由：本會會址處所案。

說　　明：本會會址設於本市大寮區華中路一號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一樓。以上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

提案二

案　　由：聘任本會總幹事、會計等工作人員案。

說　　明：聘僱劉汝惠擔任本會總幹事，蕭維徵擔任本會會計。以上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散    會：中午11時50分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三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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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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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

榮獲 全國工業區「優良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獎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榮獲 全國工業區「優良會員廠商」獎

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潘紀元組長

榮獲 全國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優良個人組」獎

賀



專 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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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案報導

13



活 動報導

2015年12月18號午后，本公司熱情邀請到曾

憲政校長來分享校園民歌如何從淡江大學李雙澤

推動唱自己的歌活動，到金韻獎的盛況，在戒嚴

時期的夾縫中發展，一路走來的故事，配合現場

優美的歌聲，彷彿我們來到了聚和民歌西餐廳，

而當大家齊口同聲哼唱著記憶裡的民歌，就像搭

乘著時光機回到了40年代50年代的風華盛世，能

在上班的時間內享受到如此動人的音樂陶冶，真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主講/和聲：曾憲政校長
 

熱愛音樂的化工博士，就讀

台南一中時，參加合唱團，從此愛

上和聲。留美期間，組成華大學生合

唱團，任團長兼指揮。在淡江大學任教時，

與李雙澤、胡德夫、楊祖珺等人推動唱自己的歌

，在大學校園掀起創作民歌風潮。在高雄市擔任

教育局長期間，與鄉土歌謠作曲家鄭智仁醫師合

組0105曾鄭男聲二重唱，推展鄉土歌謠不遺餘力

。是一位關懷弱勢、熱愛鄉土，落實人文藝術與

科技結合的學者。

主唱：吳珮嘉小姐

政大新聞系畢業後，在台北從事雜誌記者、

編輯，從小便鍾情於歌唱表演，因此工作之餘參

加A-cappella無伴奏人聲樂團，在音樂的世界裡

悠遊演唱；29歲那年毅然決然

辭職，回到最愛的故鄉台

南，並開始致力於音樂

表演工作，在眾多藝

文活動中演繹府城之

美，最大的希望是創

作一張屬於自己生長土

地的專輯。

吉他/演唱：陳景昭先生

熱愛吉他與音樂，待過pub、民歌餐廳，流

連愛河畔玩街頭音樂。用音樂記錄生活，也用音

樂分享別人的故事。

暫放下手邊的工作，沉澱一下疲憊的心靈，

來感受兼具知性與感性的說唱校園民歌故事。

聚和名人講座暨音樂會活動∼

『唱自己的歌∼說唱校園民歌的濫觴』
2015/12/18(五)14：30∼17：00

主講/和聲：曾憲政校長

主唱：吳珮嘉小姐

吉他/演唱：陳景昭先生

▲音樂會後郭總經理與三位表演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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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園 區新鮮事

臺灣企銀基於永續經營之發展策略，並

持續提升高雄市大發工業區之金融服務品

質及通路價值，大發分行新建行舍於102年

8月完成購地，103年10月動工興建，歷時2

年4個月，大發分行新建行舍於104年12月

28日落成啟用，並於當日舉行遷址營運開

業剪綵儀式及慶祝茶會，由該行林總經理增

壽蒞臨主持，剪綵貴賓包括總統府國策顧問

蔡圖晉、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

大發工業區廠協會林理事長宗志、泰安食品

(股)公司朱董事長榮一、易宏熱鍍鋅工業(

股)公司戴董事長晉平及臺企工會黃理事長

進丁等人。總分行及區營運處多位高階主管

亦參與盛會，現場貴賓及區內廠商代表冠蓋

雲集，洋溢熱鬧氣氛，共同分享該分行遷址

營運開業之喜悅。

大發分行新建行舍座落於經濟部工業局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旁，為地上4層及地下

2層之現代化嶄新大樓，設計理念著重節能

環保，由空調、採光、照明、立面設計及庭

園造景等各面向整體規劃，並於屋頂建置

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符合綠建築特色概

念，為臺灣企銀重視環保以善盡企業社會

責任具體展現。

臺灣企銀為我國政府成立以提供中小企

業融資與輔導為宗旨之唯一專業銀行，配

合國家經濟發展政策，始終秉持在地經營

及扶植產業發展為主要經營理念。大發分

行營業範圍含括企金、個金、財富管理、

存匯及外匯等項目，提供完整的企業金融

、個人金融及財富管理等業務，提供全

方位之金融服務。

大發分行新建行舍開業營運

後，在全新寬敞並富有人性化

設計的營業大廳裡，將提供客戶

更優質洽公環境及金融服務，成

為客戶經營理財的好夥伴，全體員工

將秉持「關懷分享」、「以客為尊」的服

務理念，與客戶共同成長，成為客戶心目

中最優質的分行為努力目標。

臺灣企銀大發分行新建行舍
落成暨遷址營運開業典禮

，，，，提供全

運

成

體員工

為尊」的服

客戶心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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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如
果規定你的夏季用電要比一般人再少40%，

你會怎麼做呢？不開冷氣，晚上點蠟燭不

開燈，重回儉樸生活嗎？我親自走訪獲得「節能

智慧王獎」的家庭：陳雅惠與陳奇生，看到許多

有趣的節能撇步。

住在公寓的奇生善於利用吊燈、崁燈與畫廊

用的軌道投射燈，來營造多樣且溫馨的居家氛圍

，然而大量使用照明的用燈，也帶來一筆可觀的

電費開銷。於是他依照預算，分批將這些燈具轉

成LED、T5燈管與省電燈泡，廚房的傳統日光燈

管則打算等到它們壽終正寢時再替換。淘汰這些

耗能燈具還有個好處，原先投射燈會產生高溫熱

度，使得冷氣機必須多花電力來降低室內溫度，

汰換後則可以明顯感受到冷氣效率提升了。

住在透天厝社區中的雅惠則在購買房屋時，

便挑選了有大面積窗戶的客廳，可節省白天照明

用電。夫妻倆目前嘗試在窗戶外的車棚上方懸掛

黑網並種植攀藤植物，可避免太陽直射的輻射熱

。奇生則把女兒的玩具從遊戲室搬到客廳一角，

讓家人在晚上作息都聚在一起，減少各自房間的

多餘照明，又凝聚家人情感。

「拔掉待機電器插頭」是一般人都知道的省

電方式，卻常因為嫌麻煩而沒有做到。奇生便將

客廳常用的電視、機上盒、錄放影機等電器都集

中插在同一個可分別關閉的多孔延長線上，並且

放在伸手可及的位置。離開客廳時，只要順手關

掉延長線的開關即可，十分方便。

很多住家的浴室沒有對外窗，因此都配裝抽

風扇，洗澡完或是上完廁所離開浴室後，偶爾會

讓抽風扇多抽個幾分鐘，然而舊式的抽風扇必須

同時開啟電燈，開啟後也常忘記要回去關掉。雅

惠的先生就注意到這種浪費，因此重新設計電路

，讓電燈與排風扇能夠分開啟動。奇生則安裝一

種溼度自動感應的排風扇，能在潮濕時才啟動，

節能 

分享居家省電秘訣
good idea

智慧王智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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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並能調節風速，自然可省下更多電費。

不過奇生家有個省能之王，熱泵熱水器。不

同於一般熱水器利用瓦斯和電力，熱泵並不需燃

燒燃料，而是以少量電力吸收周圍環境中的熱氣

，加熱洗澡水。目前熱泵的價格仍然偏高，不過

若以一桶瓦斯在8-900元上下，陳奇生算過，一

年可省下8700元的瓦斯費，三年多便可回本。而

熱泵抽去空氣中的熱氣，因而兼具除濕與微冷氣

的效果，也能好好利用。

廚房裡也有省電妙招。開飲機或電熱水瓶會

在水溫降低後重複煮開，但在夏季，一般居家並

不需要如此頻繁的煮沸。於是雅惠先為開飲機安

裝一種坊間均可購買的插座定時器，設定在上班

出門前煮開一次，以及下班時煮開一次。雅惠後

來更捨棄開飲機，直接以瓦斯爐煮開水後，倒入

保溫效果良好的大型保溫瓶，可保溫熱水6小時

，半夜想泡咖啡也不愁沒有熱水。

冰箱除了減少開關次數與時間，防止冷氣外

溢之外，很少人注意到，冰箱要保持在八分滿方

能維持在最省電的狀態。食物放進冰箱前，也可

先將食物放冷之後再放入冰箱，避免浪費電力。

除了節流，也可以「開源」，雅惠的先生范

慶城利用太陽光電與小型風力發電，在發電效率

良好的狀況下，可提供家中80%的電力。他們並

利用太陽能熱水器加溫熱水。最厲害的是，靠著

電工專業，這些材料都是夫妻倆到一般購物網站

購買，再自行DIY完成。設置儲電設備並修改電

力迴路後，雅惠家右側插座全改為再生能源，平

常用來提供電視、筆電與冰箱等設備，左方則使

用台電提供的市電。

靠著省電與再生電力，雅惠夫妻倆每人每日

所使用台電的電力不到1度電，節能成效斐然。

出處：台電高雄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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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親睦鄰

台
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輔英科技大學訂於1

月18日下午3點在輔英科技大學行政大樓會

議室舉辦產學合作開設「台郡儲備幹部專班」，

邀請大發廠商協進會林理事長宗志做見證人。今

年將開始招生，招聘高中職畢業生或具同等學力

者，結合大學專班課程與職場訓練，培訓成為台

郡公司未來重要之幹部。保證畢業即就業，協助

高職生升學到就業一條龍的生涯發展，目標明確

、條件優渥，足為深度產學合作的典範。

本專班由台郡公司與職業安全衛生系產學合

作，目的為雙方秉持教育理念及社會責任，提供

青年就業與升學兼顧的機會，促進高屏地區在地

子弟能在地就學及在地就業，培育基礎厚實並契

合企業需求之人才，並發展在地特色，促使人力

升級，提高企業生產力與競爭力。產學專班採進

修部獨招方式，今年將遴選高職畢業生，進台郡

公司進行職場體驗後，經由台郡公司與輔英科大

共同筆試、面試及在校成績審查，進而篩選出30

名學生，直接保送輔英科大專班就讀4年，並成

為台郡公司正式員工。本專班採德國式技職教育

模式，課程規劃以職安系為主，融入環工、化材

及生技系等台郡指定的課程，入學即就業，台郡

公司提供學生課餘工作機會，薪水比照正式員工

代遇，讀4年畢業除可獲大學學歷外，也可賺進人

生第一桶金、專業證照及職場工作資歷，並習得

一技之長，學習電子廠完整的技術與管理，畢業

即可擔任電子廠幹部，超越一般大學畢業生。

本項協助高職生升學大學到職場就業一條龍

的生涯發展方案，台郡公司除提供大學課餘工作

機會及員工福利照顧外，也享勞基法保障、勞健

保和勞退基金、員工福利、壽險及意外險，並提

供優秀清寒新生獎學金每人10萬元、學期績優獎

學金每學期每人5千元及優秀畢業生聘任獎金每人

10萬元，只要符合標準不限得獎人數，修業期滿

由台郡公司甄試，至少聘用甄試七成以上畢業生

成為正式員工，使學生無後顧之憂，專心於學業

與工作。台郡公司秉持「大愛、健康、綠色、誠

信、精進」的企業社會責任，讓社會更有愛 讓環

境更美好，公司視人才為公司之資產，重視員工

成長，因材施教，培養人才，鼓勵員工持續學習

開發潛力，與公司共同成長。未來將持續推動在

地就業及弱勢學生關懷照顧，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具體落實社會責任，希望拋磚引玉，鼓勵更多

企業響應。

台郡儲備幹部專班招生

∼在地求學、在地就業

輔英科大提供高職生升學就業一條龍

(左)大發廠協會林理事長宗志

(右)輔英科技大學張校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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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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78899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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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裕環保有限公司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