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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5

務推動會

本
會4月28日上午10時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

心3樓大禮堂舉辦「105年大發工業區模範

勞工表揚大會」。由林理事長宗志致歡迎詞：恭

喜今年脫穎而出的131位模範勞工，每位模範勞

工都是受到公司老闆、主管的肯定，推薦至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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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僅以「大發之光

獎牌及壹仟元禮券」，表達最高的敬意與感謝。   

　　林理事長特別邀請林岱樺立委、許智傑立委

、蔡昌達副議長、經發局呂德育主秘、黃天煌議

員、本會理監事、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上台

等貴賓領獎並與每位模範勞工合影，整個場面簡

單隆重、井然有序，每位出席受獎人員均深感主

辦單位的用心，與家人共享榮耀時刻。

　　仁望有限公司張馨尹代表全體受獎模範勞工

上台致謝詞：感謝仁望有限公司陳安富董事長肯

定平日工作態度，對於未來人生職場有鼓勵向上

，分享給全體受獎人共同為工作表現加油！最後

感謝林宗志理事長用心安排表揚活動。

105年大發工業區

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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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廠協會林理事長宗志

▲經發局呂主秘德育 ▲許立委智傑 ▲林立委岱樺

務推動會

▲模範勞工張馨尹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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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5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倉管組／食管組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

2.主管交辦事有效率。

杜威宏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熱心服務。

吳榮文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檢組／品檢員

優良事蹟 

1.認真盡責。

2.待人和氣。

吳元寶 ★

★★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營業助理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

做事仔細又積極。

簡郁珊 ★

★★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

2.主管交辦事有效率。

蕭志貞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副廠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積極解決問題。

李佳再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總務部／採購

優良事蹟 

1.有責任感。

2.配合度高。

郭秋霞 ★

★★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司機

優良事蹟 

1.自律嚴謹、表現稱職。

2.工作配合度高、向心力足。

3.經驗豐富、提攜後進。

4.態度優良、人緣極佳。

鍾俊洪 ★

★★

08

務推動會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部／專員

優良事蹟 

1.專業職掌表現稱職。

2.經驗豐富，提攜後進。

3.富正義感，人緣佳。

4.樂於改善提案，成效顯著。

陳正富 ★

★★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生一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王員除分內工作均能完成外，且

  能主動提出製程改善提案。

2.能積極配合幹部要求進行品質改

  善及異常處理。

王品富 ★

★★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製造工程師

優良事蹟 

該員工負責工程監造，面對眾多業

主及現場師父，皆能夠良好溝通，

使工程達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平日

工作勤奮不懈，細心負責，對於所

承接的專案，總是主動積極發現，

解決問題，創造利潤，堪為員工楷

模。許閔翔 ★

★★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經理

優良事蹟 

1.盡心盡力完成任務。

2.配合度高。

3.有責任感。

莊博丞 ★

★★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製五部／領班

優良事蹟 

1.與同事相處融洽，主動關懷班員 

  工作狀況。

2.對於倉管業務狀況及效率均佳。

廖勝祥 ★

★★

宏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工程助理

優良事蹟 

該員工負責CNC電離子切割機排板

業務，面對繁雜的各種下料圖，皆

能夠正確，迅速地完成排板作業，

並達到節省材料、降低成本的效果

。遇到業務量鉅大時，更能主動加

班，勤勉負責，堪為員工楷模。
★

★★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經營管理部／經理

優良事蹟 

1.刻苦耐勞，使命必達。

2.配合度高。

3.用心思考，盡力完成。

李坤協 ★

★★

仁望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助理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良好、待人和善、人緣

好。

張馨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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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5

仁望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師

優良事蹟 

配合公司工作調度，俱敬業精神。

李政融 ★

★★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廠務助理

優良事蹟 

美菁除了協助廠長在平常廠務業務

執行面達標之外，與總公司及各關

係企業間的協同作業配合度，也獲

得主管的肯定。值得本公司所有主

管同仁為學習楷模。

黃美菁 ★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工環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張員巡查若發現異常除立即通報

外。

2.能積極配合幹部要求進行品質改

善及異常處理。

張加明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員工呂安鐘任職於緯航公司，年資

13年從事焊接技術與指導，並接任

職工福利委員，幫助同仁及關懷協

助。同仁及公司共同推薦嘉許勉勵

。

呂安鐘 ★

★★

忠興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部／會計

優良事蹟 

羽庭除了在財會作業面的本職學能

盡職表現，並在過去一年兼任集團

所有關係企業行政作業交辦事項效

率，也獲得各級主管的肯定。值得

本公司所有主管同仁為學習楷模。

劉羽庭 ★

★★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大業廠／廠長

優良事蹟 

郭廠長自建廠時期加入團隊以來，

對於廠區建置執行與全員工安觀念

推行，努力不懈的毅力與精神，值

得本公司所有主管同仁為學習楷模

。

郭世男 ★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廠務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遵守上級交辦事務與要求之作業

程序。

2.對於所派予任務與訂單、工廠製

程生產臨時變化、富積極態度面

對並全力完成，富敬業精神。

蔡承翰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設計部／設計B組組長

優良事蹟 

員工盧建焜任職於緯航公司約25年

，親和、熱心助人，身為組長帶領

組員及新進人員，衝出亮麗的績效

。

盧建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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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事業部／倉庫行政

優良事蹟 

員工陳明隆於94年3月到職，對於

倉庫繁忙的工作，總是認真完成亂

中有序的任務，值得嘉勉。

陳明隆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押出課／值班主管

優良事蹟 

1.用心鑽研操作技術，使工作之推

  動更為順暢。

2.與同事相處融洽。

3.主動積極配合公司的產銷運作。

曾如發 ★

★★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開發部／協理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任並主動協助客戶

解決相關問題。

吳典倫 ★

★★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財務人員

優良事蹟 

1.應收帳款控管良好。

2.工作品質及效率佳。

3.與同仁相處融洽。

羅思惠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押出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

2.與同事相處融洽。

3.主動積極配合公司的產銷運作。

黃暉翔 ★

★★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副理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且負責。

配合公司制度且工作上配合，使生

產線順利。

教導相關人員，於短時間內即上生

產線。

簡士傑 ★

★★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服務部／翻譯主任

優良事蹟 

良好工作態度及服務熱忱，擔任服

務部門翻譯主任一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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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芳 ★

★★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組／組員

優良事蹟 

熱心、喜歡助人。

吳陳金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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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5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組／組立組長

優良事蹟 

盡責，每日把手邊工作完成，

做到今日事今日畢。

傅奕燐 ★

★★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

優良事蹟 

工作細心負責、與同事相處融洽。

謝美芳 ★

★★

部門職稱 樣品部／協理

優良事蹟 

1.研訂會計標準作業程序俾供會計同

  仁迅速熟穩業務，提高工作效率。

2.督導測試資訊管理系統，建構Ｅ化

  模式，簡化人工作業，提升行政效

  率。

3.跨部門進行良率改善協調，大幅降

  低產品、客訴異常案例。呂阿華 ★

★★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組長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認真負責。

黃信豪 ★

★★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

優良事蹟 

工作表現良好、主動積極。

林政憲 ★

★★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調理部／經理

優良事蹟 

1.擔任調理部廠長以來，主動發掘問

  題，亦隨時充實本質學能，圓融相

  處研提改善措施，實施經驗分享。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對單位有多

  項貢獻。

3.執行力強，深厚分析能力能即時提

  供及有效改善現場作業問題。張簡束蘭★

★★

大隆保利龍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大成型廠／課長

優良事蹟 

該名員工自入職以來認真負責，對

於主管所交待的事務均能如期完成

，自升任課長以來對新進員工耐心

的教導，多年來培訓多名人員獲得

一技之長，推薦該名員工本年度的

模範勞工，以慰其多年來無私奉獻

的辛勞。蔡志遠 ★

★★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分公司

部門職稱 領組

優良事蹟 

該員對本身經辦業務認真負責，工

作態度積極且效率佳，爰予以推薦

。

孔婉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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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課／品管員

優良事蹟 

1.該員擔任品管檢驗、實驗職務，

工作表現主動積極，任勞任怨，

待人誠懇與同事相處相當融洽。

2.常主動與同事砌蹉，相互傳授技

術與經驗分享。

3.不與人爭長短，認真負責，堪為

楷模。洪慧雯 ★

★★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副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工作積極負責且主動積極支援製

  程開停機。

2.工作品質良好且溝通協調態度佳

  。

3.異常處置及預知危害能力佳。

4.落實各項定期保養，及安全檢點

  執行。李進福 ★

★★

天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課／操作員

優良事蹟 

1.表現優良。

2.部門工作準時完成，井然有序。

薛順安 ★

★★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管廠）

部門職稱 鋼管廠廠務課／高級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執行成品庫存之管控，定期追蹤庫存狀況

  ，使其降低庫存之壓力  。

2.規劃成品儲存、全面編儲位易於管理並節

  省人員尋找時間。

3.平時努力學習電腦處理能力。

4.待人誠懇和善、樂於助人，且工作積極投

  入。王進財 ★

★★

久發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行政

優良事蹟 

1.做事認真，配合度高。

2.與公司同仁相處和睦，人緣佳。

3.盡忠職守。

黃菀思 ★

★★

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主管交辦事務，皆能盡力負責完成

。

黃劉月瑛★

★★

中日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工廠加工部

部門職稱 高雄工廠加工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工作認真，指派任務均

可達成，可以成為其他勞工的典範

。

黃振丁 ★

★★

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領班

優良事蹟 

1.擔任領班乙職，克盡職責。

2.製程操作上，尋求合適及最佳化，並能

  溝通與協調，使所有操作者之技能提升

  。

3.有效訓練教育新進人員，能符合公司要

  求。

4.新製程引進親力親為，尋找問題點改善

  ，使作業流暢。黃文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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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5

太洋製膜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課／課員

優良事蹟 

1.服務年資長達二十年。

2.工作負責，不遲到、早退。

3.與公司同仁相處和睦，人緣佳。

吳翠花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資深技術員

優良事蹟 

安份守己、負責盡職。

對主管指派工作均能達成。

各項工作配合度佳。

顏壬鵬 ★

★★

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保部／課長

優良事蹟 

在公司任職近19年，從不請長假，

有事情會提早申請，特休從未使用

完，以工作為重，做事認真負責，

假日及平日即使再晚電話也會接會

回，並立即處理甚至親自跑一趟處

理事務，平常熱心幫忙同儕，足以

為整個部門的楷模。蔡淑慧 ★

★★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人資部／課長

優良事蹟 

1.擔任職工福委會總幹事，舉辦旺

年會、家庭日、員工旅遊、企業

日等活動，服務全體員工並配合

公司大愛精神邀請弱勢，獲得員

工一致好評。

2.妥善管理外籍勞工，獲得內部長

官、外部管理單位以及外籍同仁

的肯定。洪松在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資深技術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主動積極。

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周文彬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包裝部／包裝人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有效率並主動辦理

員工聯誼活動，對交辦事項總能不

負使命如期完成。

楊秀霞 ★

★★

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研發部／主任

優良事蹟 

能積極面對新的工作，新的挑戰，

遇到問題會自己尋找其他部門溝通

與協調，工作認真，克盡職守，對

於長官交辦任務，均能依限完成，

對於同仁遇有困難能適時予以協助

，深受長官及同仁肯定。

侯建成 ★

★★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保處品管課／副課長

優良事蹟 

1.責任心強，主動協助。

2.作業品質管制，良率改善提升。

3.輔導課內人員能力提升。

4.領先管理，專案改善。

游美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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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巴期夫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高雄廠工程暨維修部／機械領班

優良事蹟 

1.對於被指派之任務，都能夠主動

  盡力並儘快達成，同時也能兼顧

  工作品質。

2.對於工作上所需的公司人力物力

  資源，能做審慎的考量，有效的

  運用。

3.對於非上班時間有緊急狀況需要

  ，能全力配合入廠處理。

林裕峯 ★

★★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課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遭遇問題不放

棄研究創新改善方法，舉例如下：

1.碳化爐感溫棒失效監測方法

2.廢水處理色度過高使用沈降法＋

  活性碳過濾去陰法。

顏國恩 ★

★★

台灣寶理塑膠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生一部／管理師

優良事蹟 

現職公司公用製程區管理師，進入

公司以來，平常工作相當熱心與努

力，能主動積極以對，力求盡善盡

美，與相關部門或同事的聯繫時，

能尊重對方並與其協調合作如期完

成工作。這些工作表現堪稱公司的

模範勞工，足為表率。洪金龍 ★

★★

正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生管部／業務主管

優良事蹟 

服務逾10年，工作期間表現優異。

熱心助人，協助各部門鎖事，獲得

好評。

李毓婷 ★

★★

台灣東京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員工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克盡職守。

李佳珮 ★

★★

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一課／副股長

優良事蹟 

1.積極對機械設備改善。

2.人員管理，能與同事間協調取得

  共識。

3.確實建立資料記錄。

4.有效掌握各班人員現狀缺失，加

  以改正。

5.傳授相關專業技術，糾正程序錯

  誤。

林郁森 ★

★★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助理工程師

優良事蹟 

1.生產過程中降低損耗，降低公司

成本。

2.生產原物料短缺時，精確調整生

產流程，縮短出貨交期。

謝佳君 ★

★★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總務部／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勤快、熱心助人，足為員工之

楷模。

趙千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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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5

永臻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班長

優良事蹟 

1.該員為人處世佳，與同事相處融

洽，主管交辦工作使命必達。

2.1991年9月進入公司，現職製造部

製五課班長，嚴格要求自己，積

極面對工作，除自身工作外，另

接製三課電極文書管理，並將實

施記錄處理井然有序。林秀菊 ★

★★

谷林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電焊組／電焊技術員

優良事蹟 

雖然年青自身擁有電焊技能，還能

指導內部的同仁，在工作上能發揮

自己的專長，且能如期完成主管交

辦事項，在不影嚮工作品質下能改

善之前比較耗時的焊接技術，改善

後省時省料品質不變，足為楷模。

江榮盛 ★

★★

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總務／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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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於助人。

陳豐山 ★

★★

宗亞特用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副課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處理得當。

2.人員調度合宜。

3.主管交辦事項極有效率。

韓天龍 ★

★★

伊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行政

優良事蹟 

對於交辦事宜從不推拖，認真、細

心負責。

平時熱心助人，誠懇親切，獲公司

同仁好評。

負責ISO9001推動，認真執行，足為

表揚！

王憶萍 ★

★★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認真負責、盡心盡力。

2.配合度高、工作態度佳。

吳明忠 ★

★★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倉管

優良事蹟 

與同事相處融洽，對新進同事多給

予照顧幫忙。

吳旭生 ★

★★

尚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管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認真負責，在指定的時間內完成

  指派工作。

2.工作中發現問題，主動提出解決

  方法。

3.熱心協助需要幫助的同仁。

4.公司交辦工作事項，全力以赴努

  力達成。簡益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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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技研發課／課長

優良事蹟 

1.在擔任品保單位主管時，針對每

項產品檢驗要求都非常謹慎；對

  有瑕疵的產品能即時提出修正方

案與改善措施呈報給上級與客戶

  。

2.與日本客戶的接洽與應對也都能

讓客戶非常的滿意與稱讚。簡加成 ★

★★

長呈實業（股）公司　總公司

部門職稱 高雄所／行政組／行政

優良事蹟 

1.此員於工作上負責、盡職，待人

  和氣。

2.主管交辦事務，皆能盡力負責完

  成，深獲肯定。

陳曉琪 ★

★★

俊鼎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大發廠／領班

優良事蹟 

對於現場工作方式與改善有諸多貢

獻，且能教導其他工作人員，以身

作則，為現場同仁之典範。

柳明祥 ★

★★

禹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製一課／組長

優良事蹟 

1.資深幹部，衝勁十足。

2.配合度高，工作效率快。

3.堪稱禹青模範之光。

張進旺 ★

★★

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班長

優良事蹟 

1.積極任事勇於負責。

2.樂於助人，與人為善。

3.績效優良，足為楷模。

李愛玉 ★

★★

阿法拉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客戶服務部／資深工程師

優良事蹟 

1.熱心工作。

2.服務態度優良。

3.提供訓練機會予資淺工程師。

歐純興 ★

★★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鍛造／副組長

優良事蹟 

認真好學，取得天車、堆高機證照

。

在工作崗位能竭盡所能教導新進人

員，並配合工作調度。

對本身工作技能駕輕就熟。

黃友文 ★

★★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門／領班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學習能力強，效

  率高，表現優異。

2.接觸管理職務，虛心受教，更積

  極與努力，很快速進入狀況，並

  獨當一面。

3.待人親切，有禮貌，樂於助人，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員工、好領

  班，是一位好部屬。楊春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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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5

原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課

優良事蹟 

配合公司進度，任勞任怨。

鍾惠容 ★

★★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營業課／司機

優良事蹟 

1.服務年資已滿16年，對公司有充

份的向心力。

2.工作態度認真、盡忠職守，均能

如期完成主管交辦事項。

3.待人誠懇且服務親切，屢獲客戶

好評，與同仁間相處融洽。

黃寵讚 ★

★★

乾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領班助理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向上、對於工作盡忠

職守。

吳瑞隆 ★

★★

捷欣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課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黃水潭 ★

★★

展業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吃苦耐勞、異常反應及

異常排除快速，為公司著想的好員

工。

陳治嘉 ★

★★

高辰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現場人員／領班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服務熱忱。

蔡忠勇 ★

★★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　大發廠

部門職稱 大發廠／工程師

優良事蹟 

擔任生產線工程師，負責作業流程

與環境改善，優良實蹟表現如下說

明：

A.對現場環境製作製具來加強作業

  人員安全防護與作業方便性。

B.設計自動化機台，改善品質及降

  低產品耗損率。

C.減少作業員操作錯誤與時間。

吳承翰 ★

★★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主任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負責、積極。

深具服務熱忱。

郭信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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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焊接課／作業員

優良事蹟 

1.盡忠盡職、任勞任怨、不惜辛

  勞。

2.努力學習，勇於承擔工作責任。

3.能全力配合幹部工作指派。

黃秀寶 ★

★★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組長

優良事蹟 

對於本身工作腳踏實地、勤奮認

真、任勞任怨、技術優良，深獲顧

客好評。

李冠樺 ★

★★

期發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積極負責、熱心助人。

莊春生 ★

★★

華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

優良事蹟 

盡職負責、努力不懈、任勞任怨、

和善待人、配合度高。

吳美蕊 ★

★★

翊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司機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待人和善。

張志明 ★

★★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人總部／副管理師

優良事蹟 

敬業樂群，充份配合主管交辦及份

內事項，認真執行，與同事間相處

愉快，足為表率。

吳怡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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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認真負責，盡忠職守，與同仁

相處融洽。

陳素玉 ★

★★

鈦晟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門／業務

優良事蹟 

該員工於我司服務期間，對工作盡

心盡力又盡責，積極認真的態度值

得員工學習。

王慈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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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5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作業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負責盡職，工作9年

間，工作表現優異，且會分享經驗

提攜後進，對交付事情會100%完成

。

陳雨農 ★

★★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包裝課／課長

優良事蹟 

陳桂香課長服務於本公司16年餘，

平日認真負責，且能帶領課員完成

交待之任務，每年10幾次的外部稽

核都能順利通過，是一位能力強、

責任心重且擁有領導風範的優秀幹

部。

陳桂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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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員自92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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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東慶 ★

★★

達和清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課／業務工程師

優良事蹟 

對於負責業務克盡職守，並能主動

協助同仁，增進整體團隊向心力。

洪正松 ★

★★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班長

優良事蹟 

1.本職學能強，能從事多項工作。

2.主動積極，負責盡職。

3.擔任領導幹部，體恤部屬，親力

  親為。

羅子景 ★

★★

新藝不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會計課／課長

優良事蹟 

擔任財務會計課長，盡忠職守、認

真負責，殊值肯定。

陳燈堅 ★

★★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採購

優良事蹟 

1.為人謙恭有禮，待人和氣。

2.工作認真努力、負責。

3.努力吸取新知，增長知識。

徐珮琳 ★

★★

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經理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積極、圓融平和，對公

司認同向心力佳。

2.內部協調衝突，降低報價部門各

同仁之衝突。

3.持續自我學習成長提升（利用工

作之餘時間上課學習）。

4.協助相關部門新進人員專業教育

訓練，及其工作協助。沈昭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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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裝配課裝配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1.擔任端子鉸合作業，工作勤奮認

  真。

2.自動自發節省自動機故障排除與

  維護保養，稼動率高達標。

3.積極教導同仁，協助同仁、工作

  節省，協調性高，並善於溝通，

  建立良好團隊合作默契，表現優

  異。

李明香 ★

★★

德豐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化驗課／課員

優良事蹟 

細心、耐心、勇於負責。

鄭屹珊 ★

★★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經理

優良事蹟 

1.主動積極，負責盡職。

2.與同事相處融洽。

王慧英 ★

★★

聯合發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包裝部／副組長

優良事蹟 

資深員工，經驗豐富、敬業樂群、

工作認真努力、任勞任怨，竭盡所

能完成交辦任務。

羅玉英 ★

★★

億居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課／課長

優良事蹟 

工作熱忱認真。

長官交付事項能限期完成。

友愛同仁，能適時于以協助。

有效提昇工作場域環境及程序之改

進，使工作更為有效率，深受長官

肯定。

吳品賢 ★

★★

樂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門／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協助研發，成果卓著。

2.交付任務，精準完成。

3.任勞任怨，維持產線順利。

廖杰庠 ★

★★

環球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務助理

優良事蹟 

1.人緣佳，與同事互動良好。

2.完成主管交辦的事項。

3.有問題會主動與主管溝通討論，

  協助解決問題。

4.遇到不熟悉的電腦軟體程式，會

  主動學習應用並完成客戶需求。

許藝薰 ★

★★

鴻洋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質保證課／高級品保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有足夠的專業知

  識與技能。

2.任職設計課、品質保證課，歷年

  績效考核皆達優等以上。

3.多次帶領團隊，順利完成公司指

  派海外服務維修任務。

4.擁有「中華民國遊艇駛執照」。張  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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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5

豐亞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組長

優良事蹟 

簡員為本公司資深員工，任職本公

司生產課負責產品生產工作，擔任

幹部以身作則服務認真，熱忱負責

，堪為表率。

簡福龍 ★

★★

金富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作業員

優良事蹟 

勤勉不懈，配合度高。

工作情緒穩定度高。

工作態度優良。

抗壓性強。

許清水 ★

★★

金大祥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門／會計

優良事蹟 

做事仔細、認真負責。

許秀玉 ★

★★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加工組／作業員

優良事蹟 

1.服務年資達11年。

2.擔任生產線加工組認真負責的作

業員。

方寅昌 ★

★★

金大祥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出貨部門／業務助理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

李  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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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5年3月29日（星期二）上午10:00

會議地點：寒軒美饌會館陽明店5樓至真廳

　　　　　（三民區陽明路201號）

主 持 人：林理事長宗志 

會務報告：

(一)會議方面：

12月21日出席立法委員林岱樺服務處假順昌發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門口前召開「大發工業區華中路

委託公路總局代管案會議」及「大發工業區聯外道路-光華路(東段)移轉高雄市政府接管

案會議」。

01月04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假高雄市政府四維行政中心經濟發展局會議室召開「104年第四季高雄市

產業園區業務聯繫座談會」。

01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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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會議室召開「105年春安期

間製造業職災宣導會」。

01月26日出席經濟部商業司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開「105年度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提案暨計畫書撰寫說明會」。

0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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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

發計畫申請說明會」。

03月14日出席高雄市大寮區公所假大寮區公所3樓會議室召開「105年度幸福高雄、創新卓越-學習

列車-員工協助方案EAP樂活系列-樂活中醫、五千文明的動人詩篇-從科技人到文化志工

研習」講座。

03月15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假高雄市政府勞動檢查處2樓視聽教室會議室召開「105年會計服

務業、金融保險業」勞動法令研習會。

03月17日出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假壹零壹科技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召開「105年

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研提TIMS系統電腦線上操作說明會」。

03月18日出席教育部假高應大建工校區行政大樓地下1樓國際會議廳召開「105年度教育部協助大

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研發菁英計畫」說明會。

03月23日出席經濟部工業局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召開「製造業氣候變遷調適宣導說明會」。

03月23日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大發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召開「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第二期

土地標售招商說明會」。  

(二)活動方面：

01月12日出席經濟部假中油高雄煉油廠宏南活動中心舉辦「經濟建言座談會」。

01月15日出席寶凱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假寶凱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辦「年終尾牙聚餐活動」。 

01月18日出席台郡科技(股)公司與輔英科技大學假輔英科技大學行政大樓4樓J402會議室舉辦「台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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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科技(股)公司與輔英科技大學專班簽訂合約」。

02月25日本會與大發警友站假阿珠山產餐廳舉辦「春酒餐會」。

03月23日大高雄記者公會、民眾日報與大陸廈門產業CEO參訪活動。

03月24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南區工業區理事長聯誼會假鳳山和樂宴會館舉辦「第

六屆第二次聯誼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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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駐在所用電案

說    明：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於105年1月15日、2月16日函請大發駐在所自行申請獨立電路。本  

　案申請電路設計、電錶設計裝設費及未來電費支出，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大發駐在所申請獨立電錶相關費用及電費支出比照義交上下班時段指揮交

　通勤務費模式，由大發廠協會、大發警友站共同負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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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發行季刊廠商名錄贊助廣告頁案

說　　明：本會發行季刊透過每三個月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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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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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季刊廣告頁函請區內廠商及全體理監事、顧問踴躍認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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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重要道路建置監視系統案

說　　明：本工業區目前有602家廠商，約2萬餘員工出入，大發工業區目前監視系統設備不足，

　未能發揮全面性監控功能，為提昇保障從業員工及企業生產安全，嚇阻犯罪不法行為

　。提請討論是否建置大發工業區監視系統案。

決　　議：照案通過。成立監視系統審議小組進行評估作業。小組成員：林宗志理事長、蔡西昌

　副理事長、陳三福副理事長、黃裕峯理事、戴晉平顧問。

散    會：13時30分。

本次理監事會後，與議長餐敘，餐費由林理事長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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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第48屆技能競賽2月3日於台電高雄訓練

中心舉行，共有890位選手參與，由台電副總經

理林宏遠主持，台電總經理朱文成也到場為選手

加油。本次競賽參賽選手多元，有剛滿20歲的新

進員工與資深前輩同場較勁，此外有41位電力嬌

娃參加，是近三年來參賽女性最多的一次。技能

競賽活動自民國58年起每年舉辦，藉由老幹新枝

相互切磋交流，讓台電的核心技術與工作典範持

續不斷的向下傳承與精進。

台電指出，本次競賽項目有團體組5類及個人

組22類，其中「配電事故搶修」項目，呈現颱風

天時台電員工搶修復電的情形，選手登上離地8

米高的電桿更換保護設備，考驗選手如何以熟練

的作業程序，快速排除線路事故，縮短用戶的停

電時間。

台電表示，為使來賓更加瞭解各類比賽項目

，本次活動於各競賽場地安排專人解說，同時設

置「配電基本技能體驗」區，開放來賓體驗台電

員工平時穿戴厚重不透氣的絕緣護具「剪鋁線」

及「加裝防護線管」的工作情形，另安排2位電

力嬌娃現場與來賓PK，增加活動的趣味性。

台電技能競賽　嬌娃爬電桿　停電搶修大比拼

台電表示，本次活動另一亮點為「電力調度

模擬展示」，藉由狀況模擬，重現蘇迪勒颱風時

的事故狀況與處置作為，讓外界瞭解電力調度人

員如何運用專業，因應氣候變遷及瞬息萬變的電

力系統狀態，以維持供電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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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協助南部產業發展，經濟部工業局吳明機

局長於4月1日，帶領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

相關成員，至高雄召開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團務

會議，與高雄市政府、大發廠協會等代表溝通在

地產業未來發展方向。首先，第一站至大發工業

區參訪景航企業公司接著至亞果遊艇俱樂部、南

藝創意工程等3家亮點企業，瞭解遊艇休閒產業

發展需求及體驗數位內容與特效影音等多元體感

模擬設施，傾聽南部在地產業發展意見。

經濟部於103年成立「產業升級轉型服務團

」，分為8個產業分團，分別以不同領域及地區

協助產業升級轉型，其中「傳產南分團」由金屬

中心結合資策會、船舶中心、精機中心、食品所

、工研院等法人及成大、高苑科大、第一科大、

雲科大、南台科大等學校單位，共同協助南區傳

產業者提升產品品級及價值，「新興產業分團」

由資策會結合金屬中心、車輛中心、藥技中心、

生技中心、台創中心、工研院、北市電腦公會等

法人與臺灣師大、成功大學、高苑科技大學等學

校單位，協助育成新興產業，並推動產業級轉型

。

本次服務團團務會議由吳局長主持，邀請高

雄市政府經發局、高雄市工業總會、大發工業區

廠商協進會、臨海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及各產業服

務分團成員假高雄展覽館召開，由傳產南分團及

新興產業分團說明產業輔導作法與推動成果，並

邀請成功開發「愛情鎖」系列掛鎖之隆輝金屬製

鎖公司分享升級轉型成功經驗，會中請出席之產

吳明機局長帶團前往高雄與在地業者共商轉型大計

業代表提供建議，以作為服務團後續產業升級轉

型作法推動之參考。

南部地區產業為重工業主要重鎮，高雄市以

製造行業最具規模，包括基本金屬、石油及煤製

品、金屬製品等傳統產業，近年經濟部產業升級

轉型服務團亦積極結合在地資源協助發展包含綠

色能源、高值化金屬製品、船舶、數位內容、文

創觀光等產業，發揮在地特色與優勢，提升產品

附加價值率。

本次參訪廠商以遊艇五金、多元體感模擬設

施等產業為代表，包括景航企業、亞果遊艇俱樂

部、南藝創意工程等3家企業，結合在地資源及

特色，運用智慧化及文創化等元素升級轉型，其

成功經驗值得業界觀摩學習。

景航企業有限公司成立至今30多年，目前為

亞洲最大，全球第五之頂級遊艇五金品牌，全球

前百大遊艇中，超過80%皆指定使用景航生產之

產品，產品外銷世界深獲肯定。該公司在內部所

打造的展示廳，陳列著燦爛耀眼的遊艇五金精品

、精緻的手工把手、堅固的船錨、華麗的海釣椅

，及LV總裁遊艇內裝同款樓梯，其中弧線造型不

鏽鋼鋼管更是景航獨步全球的技術，展現頂尖工

藝水準，為一家從鐵工廠轉型成馳名國際並具高

附加價值的精品化遊艇五金企業。103年景航公

司更與嘉鴻集團、強生合資成立台灣首座國際級

私人遊艇碼頭(亞灣遊艇碼頭)，由傳統遊艇五金

製造業導入服務化能量，推動製造業服務化，促

成產業升級轉型，帶動高雄遊艇休閒產業風貌改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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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亞果遊艇俱樂部成立於103年，為全台首家

專業遊艇俱樂部，位於高雄新光碼頭的私人專區

，是台灣第一個遊艇俱樂部，也是唯一同時擁有

國際私人碼頭、俱樂部專屬會所、頂級遊艇船隊

之遊艇俱樂部，成為引領臺灣遊艇俱樂部的領先

品牌。遊艇產業除了前端製造生產外，更包括擴

大展示銷售和休憩等，亞果俱樂部的成立，展現

成熟度高的遊艇產業聚落，可構築海港城市的魅

力文化與生活美學，透過亞果俱樂部更可讓國外

可以更加認識我國遊艇產業之堅強實力，對 MIT

遊艇行銷推動有相當助益。

南藝創意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自92年成立至今

，積極投入新設計概念及高互動科技開發，以博

物館展示設計、兒童職業體驗館設計規劃、3D與

4D劇場規劃建置、自由度模擬平台以及互動多

媒體等為主。在高互動科技產品中又以動作模擬

(Motion)、3D虛擬即時模擬(3D VR Real Time)

等相關模擬技術在國內市場中獨樹一格，其中廣

為人知的電影「痞子英雄」樂園-體感互動設備

建置、統一夢時代購物中心-5D懸吊飛行劇場與

4D動感劇場建置；高雄科工館高樓層旋轉溜滑梯

、十鼓仁糖文創園區-臺灣寶藏、科工館-交通夢

想館腳踏車模擬器等為代表作品。

此外，傳產南分團致力於協助南部產業升級

轉型，在經濟部支持下，金屬中心已投入4.6億

元自主經費建置「經濟部傳統產業創新加值中心

」，預計於106年1月完工啟用，傳產加值中心未

來將結合中科院、紡織所、石資中心等法人單位

研發能量，以智慧製造與試作試模兩大主軸，建

立示範場域與服務體系，加速關鍵技術導入傳產

創新產品之試量產或開發應用。去(104)年12月

第一期廠房工程已完工，成立國內最完整的「3D

列印鑄造砂模營運服務中心」，未來將提供產業

鑄造砂模試作平台服務，可大量縮短產品開發時

程與模具成本，進而提升國內鑄造產業國際接單

能力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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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紀實

▲工業局蕭副局長振榮至上鎧公司拜會林理事長

大發大小事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申請說明會▲服務業創新研發說明會

▲大發監測中心104年下半年度連線會議

▲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第二期土地標售招商說明會

▲勞安促進會安全伙伴促進計畫暨區域聯防協進會105年度第1次會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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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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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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orged Stainless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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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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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