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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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鼓山區明誠三路687號17樓   　電話：07-5531199 (代表號)　傳真：07-5547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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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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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一、會議時間：105年9月7日(星期三)上午10:30

二、會議地點：璞居坊庭園餐廳（高雄市大寮區大寮路160巷61-1號）

三、主 持 人：林理事長宗志    記錄：劉汝惠

四、會務報告：

　　1.會議方面：

　　　6月28日出席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產學合作中心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辦理「

　　　電腦輔助機械結構設計分析與複合材料應用實務」。

　　　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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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105年

　　　度第1次產業園區業務聯繫座談會」。

　　　7月19日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假合發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大寮施工處召開「高雄市和發

　　　展產業園區、出(標)售及管理案之雜項工程-管線試挖工程道路會勘說明會」。

　　　7月20日出席經濟部加工區管理處屏東分處/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中心，假經濟部加工區管理

　　　處屏東分處3樓會議室舉辦「高值化金屬產業趨勢分析廠商座談會」。

　　　8月19日出席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南區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假高雄市翰品酒店浩瀚廳辦理「台灣高

　　　齡化社會對產業衝擊的座談會」。

　　　8月24日出席大高雄新聞記者公會假高雄市輔英科技大學行政大樓召開「南部石油化業未來走向

　　　論壇」。

　　　9月6日出席工業技術研究院假高雄市政府財稅行政大樓召開「2016年台日高科技創新技術合作

　　　商機媒合研討會」。9月9日出席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假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召開「2016南

　　　方領袖校育學院」。　　

▲大發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致詞 ▲林園分局李謀旺分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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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動方面：

　　　7月13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高雄臨海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演藝廳辦理「105度工

　　　業區安全伙伴促進計畫-職業災害預防觀摩會」。

　　　7月20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高雄和樂宴會館富貴廳舉辦「第七屆第八次理監事

　　　聯席會議」。

　　　8月10日辦理大發安全衛生促進會，假區服務中心3樓階梯召開「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

　　　會、安全伙伴促進計畫、區域聯防協進會105年度第2次會員會議」。

　　　9月9日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於大發駐在所前廣場舉辦「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

　　　」。

　　3.財務方面：

      大發廠協會6-8月現金流量表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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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重要道路建置監視系統案。

　　說    明：一、依7月7日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辦理。

　　　　　　　二、請中華電信公司蒞會「大發工業區內重要道路治安監視器建置案」專案報告。以

　　　　　　　　　上，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請中華電信公司近期與大發服務中心討論施工相關事項。後續事宜於下次

　　　　　　　理監事會提出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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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道路淹水案。

　　說　　明：大發工業區為40餘年工業區，目前氣候變遷，時雨量變化大，原設計排水系統無法因

　　　　　　　應現況。建請大發服務中心爭取經費改善區內排水系統。

　　決    議：照案通過。建請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向工業局爭取經費，規劃改善全區排水系統。

六、散    會：12時00分。

104年6月 105年7月 105年8月

上 期 結 餘 277,060 95,689 317,160

本 期 收 入 426,494 322,643 325,647

本 期 支 出 607,865 101,172 476,917

本 期 結 餘 95,689 317,160 165,890

                                                    資料來源：維信會計師事務所

會 務推動

▼第三屆第4次理監事會議開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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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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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會員廠商組

105年度工業區安全伙伴促進計畫

全國工業區績優單位人員表揚獲獎名單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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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淑敏小姐 榮獲

全國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優良個人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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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宣導政

企業轉型升級好幫手
勞動部高屏澎東分署推行「在地訓練輔導計畫」
協助受貿易自由化影響的產業提升競爭力

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為強化轄

區產業體質，委託義守大學推動「因應貿

易自由化在地訓練服務暨就業發展及協助計畫」

，由不同專業領域所組成的訓練輔導團隊提供免

費企業診斷及輔導，協助受貿易自由化影響之事

業單位提升技能與競爭力，以面對快速變化的產

業及就業環境。

　　企業輔導團針對企業營運能力、人力資源及

訓練系統，提出人力資源管理及訓練課程規劃等

建議，強化企業體質及人才的培育。團隊為了深

耕服務在地產業，今年計畫執行迄今已拜訪100

多家企業，並有8成以上提出輔導申請。

　　以開發設計生產消費性電子產品公司為例，

過去研發設計萬能遙控器，隨著智慧家電的廣泛

運用，亦開發出物聯網(IoT)應用產品及智慧家

電控制器i-ctrl（艾控）等。但由於公司過去著

重設計及開發層面，對於市場行銷較為陌生亦不

知從何著手。因此透過在地訓練服務計畫，幫助

公司釐清產品定位及盤點商業模式，更提供網路

熱門行銷工具及網路行銷運作概念等資源。透過

盤點職能缺口，規劃行銷課程，以強化員工行銷

職能，讓公司更有能力站穩電子商務領域。

　　另外，位於屏東生產不銹鋼烤漆及貼皮的金

屬公司，感受人才難覓，年輕一輩對於投入傳產

意願不高，因此相當重視員工教育訓練及人力管

理，輔導委員協助公司調整訓練品質系統，產出

職能評核表及建立訓練成果評估方法與機制，同

時也規劃辦理基層主管管理技巧訓練和5S現場管

理課程，不僅提升員工職能及工作效能，公司的

營運也更加順暢，廠商十分感謝勞動部高屏澎東

分署及義守大學的協助，顧問團隊的熱心指導，

不論在人力資源管理、生產、或教育訓練方面都

獲得實質而有用的幫助。另一家擁有高技術師傅

的精密工業公司，擔心未來老師傅退休面臨技術

斷層，幸虧透過在地計畫協助，確認核心職務與

關鍵技術，產出標準化流程與程序說明書，並盤

點人力職能缺口，規劃其教育訓練，使技術得以

傳承。

　　申請勞動部高屏澎東分署所推行「在地訓練

輔導計畫」不僅有專人協助，且輔導期間全程免

費，企業可輕輕鬆鬆的培育人才，歡迎各企業主

踴躍申請，欲知詳情請洽本專案辦公室周小姐，

聯絡電話（07）216-9052。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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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勞動部高屏澎東分署與義守大學推動在地訓練輔導計畫

5年內輔導300餘家廠商轉型升級

在
面對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競爭下，為提升企

業經營能力，強化產業體質，高屏澎東分

署與義守大學特別匯集各方產官學界資源，力邀

專業人才建立在地訓練服務輔導團，針對受貿易

自由化影響或有意願投入生產力4.0的企業，以

技術提升或轉型需求為輔導重點，協助建置人力

資源機制，提供完整訓練課程規劃建議，並連結

政府相關訓練補助資源，以提升勞工職能，促進

產業升級轉型與創新經營發展。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與義守大

學多年攜手推動「因應貿易自由化在地訓練服務

暨就業發展及協助計畫」，為受貿易自由化影響

的企業，透過個案輔導方式深入了解業界需求，

提供免費諮詢與訓練輔導服務。

　　許多受輔導的廠商表示，不論人力資源管理

或生產研發能力，都獲得實質建議與協助，獲益

良多。以創辦40多年的食品公司為例，因近來台

灣食品安全事件頻傳，再加上合作廠商與通路商

對食品安全管理愈趨重視，透過在地計畫輔導團

的協助，該公司已建立了食品防護系統，增加客

戶對產品的信任度。此外，在勞動部的補助資源

下，該公司也已辦理多次員工教育訓練，有效提

▲勞動部高屏澎東分署與義守大學推動在地訓練輔導計畫

升員工專業知識及技術，培育食品安全管理系統

的專業人才。從100年執行計畫迄今，已在5年內

協助輔導300餘家廠商轉型升級，成果斐然，獲

得高度肯定。

　　此外，位於屏東的石材生產加工廠，雖擁有

強大加工技術，卻在大陸長期削價競爭下，導致

獲利逐漸下降，所幸在在地計畫輔導團的協助下

，已成功轉型為文化創意與專業加工並重的石材

工廠，開創嶄新的企業藍海地圖；同時藉由勞動

部的補助，開辦3D繪圖及資訊行銷手法等提升員

工技能的訓練課程，該公司為此還引進新型CNC

機台，成功增加生產效能。蔡董事長表示，感謝

高屏澎東分署及在地計畫輔導團隊，協助公司在

逐漸失去競爭力的產業中成功轉型，並提升員工

職能、創新公司產品的行銷策略，讓公司營業額

逆勢成長。

　　勞動部高屏澎東分署程泰運分署長表示，凡

符合「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

」的適用對象、已投入或有意願投入生產力4.0

之事業單位，皆可申請105年度「因應貿易自由

化在地訓練服務暨就業發展及協助計畫」，藉由

專業訓練輔導團，檢視分析公司核心問題，並導

入訓練資源，以提升公司辦訓能力及員工技能，

讓公司穩定發展永續經營。

資料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　

廣告

07



區新鮮事園

大發工業區105年第一次災害應變暨消防救災組合演練觀摩活動

指導單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

          經濟部工業局南部工業區管理處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第二中隊大寮分隊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第二中隊中庄分隊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第三大隊第二中隊林園分隊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

　　　　　大發工業區區域聯防促進會

　　　　　大發工業區警察駐在所

舉辦日期：中華民國105年9月13日

演練狀況：本區○○公司化學品儲槽區發生火災，

          並造成司機及兩位員工受傷。

演練流程：

初期滅火及人員疏散、並啟動廠內緊急應變小組

初期滅火

火勢過大，啟動第三階應變通知消防隊支援 消防隊到場進行指揮權交接後，設置指揮中心及水線

協助司機至沖淋器進行沖淋

廠內所有人員疏散集結點名 廠內緊急應變人員分組

滅火班人員集結著裝分派任務 滅火班將槽區四周砲塔開啟

人員劃分區域 廠內管制人員引導消防車及救護車

消防隊到場分配任務 消防隊設置指揮中心及佈設移動砲塔

消防隊佈設水線 消防隊佈設水線

▲消防車隊待命中 08



園 區新鮮事

消防隊到熱區將兩位受傷員工救出，並持續灑水降溫 廠內滅火班除污、消防隊完成滅火後集結回報

消防隊救出第1位傷患 消防隊救出第2位傷患

持續射水降溫避免復燃 受傷人員上救護車送醫

廠內滅火班退出熱區進行除污 人員進行現場圍堵止漏

滅火完成集結回報 事後檢討會議

▲高雄市消防局大隊長王國泰、大發廠協會陳三福副理事長、服務中心吳財富組長與演練廠合影

▲台灣巴斯夫演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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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105年「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活動

大
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大發扶輪社於9月9

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30分在大發駐在所前

廣場共同舉辦「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活動。

活動當天大發工業區廠協會理事長林宗志、林園

分局長李謀旺、大發扶輪社長詹勳宏、大發工業

區服務中心主任鄭雅升與副主任郭幸男及大寮消

防隊所屬團體，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愛心

捐血活動。

　　大發工業區廠協會理事長林宗志及林園分局

李謀率先挽袖捐血，林園分局李謀旺分局長並號

召約百餘位警察同仁發揮愛心。大寮消防隊員、

義消夥伴也踴躍參與這項活動。與工業區員工及

鄰近民共同加入挽袖捐輸熱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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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lin歌林塵 吸塵器、歌林6人份微電腦多功

能電子鍋、歌林Kolin 4件電動食物料理棒、超

人超大浴巾、笑臉三檔風扇及大寮農會紅晶鑽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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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發廠協協會林宗志理事長、林園分局李謀旺分局長、

大發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及大發扶輪社詹勳宏社長合影

▲大發廠協協會林宗志理事長、林園分局李謀旺分局長、大發服務中心郭幸男副主任及大發扶輪社詹勳宏社長與員警和修

防隊合影

動報導活

10



活 動報導

▲大發廠協協會林宗志理事長及林園分局李謀旺分局長完

成填表手續

▲捐血扶輪社詹勳宏社長頒贈獎品

▲捐血扶輪社詹勳宏社長頒贈獎品 ▲捐血扶輪社詹勳宏社長頒贈獎品

▲大發廠協協會林宗志理事長和大發扶輪社詹勳宏社長致

贈林園分局李謀旺分局長大寮農會紅豆並與員警合影

▲林園分局李謀旺分局長帶領警員們熱情捐血

理事長

之愛

分局長

之愛

　　一整天捐血活動，約計250袋的熱血。有了

大發人的熱心、愛心溫暖的血液，勢必造福更多

急需的人們，也確實展現大發人熱心公益且值得

讚賞的一面。

　　亮眼的成績，再再顯示大發人熱心捐血的程

度，讓人感受到大發人的愛心滿載且充分表現一

起做公益的樂趣，未來也將繼續舉辦捐血活動，

用最有愛心熱情的貼心方式，來貢獻一己之力。

活動於下午5時圓滿結束，大家相約12月1日在大

寮區公所前加入捐血活動。

11



動報導活

本
會及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與高雄市政府勞

工局勞動檢查處10月份共同辦理工安類別

回訓課程，包含：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特定

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粉塵作業主管回訓及缺

氧作業主管回訓等。以上回訓課程學員人數達到

百餘人。為了現職勞工安全衛生人員之本職學能

，以提高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管理工作實施，及工

業園區安全衛生，落實廠商正確及基本之『安全

衛生』觀念，建置出更完善、更優質安全衛生職

業環境，期能達到減少勞工職災之發生。

大發工業區105年工安類在職教育訓練回訓班活動紀實

▲大發工業區105年缺氧作業主管回訓課程

▲防火管理人回訓專班

▲大發工業區105年粉塵作業主回訓課程 ▲大發工業區105年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課程

▲大發工業區105年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課程 12



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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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新鮮事園

台灣弼奧(股)公司新廠落成活動報導

▲新井孝敏董事長致詞 ▲高雄市政府經發局王副局長宏榮致詞

大
發工業區之台灣弼奧股份有限公司生產各

種金屬加工之繞線夾、綑綁生產及銷售各

種螺旋狀夾條之優質廠商。訂於11日為建蓋完成

的新廠舉辦熱鬧隆重的新廠落成啟用慶祝典禮。

　　活動在大鼓聲中揭開序幕，祥獅生動表演帶

來好兆頭。台灣弼奧股份有限公司新井孝敏董事

長邀請高雄市經濟發展局王宏榮副局長及多位貴

賓共同剪綵。

　　新井孝敏董事長致詞時感謝與會長官、貴賓

蒞臨共享喜悅。並感謝公司幹部、員工在工作崗

位無私奉獻與努力。深刻體會到企業的發展必需

是組織、是團隊的合作，才能邁向成功之路。

　　高雄市經濟發展局王宏榮副局長致詞表示：

首先帶來高雄市陳菊市長新廠落成祝賀，並表示

高雄市政府歡迎外商在高雄市投資設廠。祝福台

灣弼奧股份有限公司企業發展業績蒸蒸日上、大

放榮景。

　　整個活動於中午

圓滿結束。新井孝敏

董事長邀請與會長官

、貴賓和員工共享自

助式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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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別 容量 收費標準 備註

教學大樓

雙人套房
2人 900元/天

綜合大樓 

二人套房
2人 900元/天

綜合大樓

三人套房
3人 1,050元/天

教學大樓(12間) 

一般教室
40人

1,800元/半天

3,000元/天

教學大樓 

大教室
90人

3,600元/半天

6,000元/天

研訓大樓

大研討室
120人

4,800元/半天

8,000元/天

研訓大樓

小研討室
20人

3,000元/半天

4,800元/天

研訓大樓

一般教室
40人

3,000元/半天

4,800元/天

研訓大樓

視聽教室
90人

3,600元/半天

6,000元/天

教學大樓 

會議室
30人

2,400元/半天

4,000元/天

實習大樓 

會議室
20人

2,400元/半天

4,000元/天

研訓大樓 

大禮堂
414人

6,000元/半天

10,000元/天

電腦教室(2間) 36人
6,000元/半天

10,000元/天

棒球場
450元/小時

3,000元/天

籃球場
600元/半天

1,000元/天

網球場 4面 100元/小時/面

排球館
6,000元/半天

10,000元/天

教學大樓 

KTV室
20人

2,400元/半天

4,000元/天

研訓大樓

大廳
50人

2,400元/半天

4,000元/天

研訓大樓地下室 180人
5,400元/半天

9,000元/天

1.人員服務費：

4小時以內，以半天計。4小時以上8小時以內

以1天計。上班日下班後或例假日17時以後以

半天計。

使用人數全天半天

100人以下　4,000元　2,000元

101-150人　5,000元　2,500元

151-200人　6,000元　3,000元

201-250人　7,000元　3,500元

251-300人　8,000元　4,000元

(以此類推)

2.寢室提供服務項目：

(1)空調(2)照明設備(3)電視(4)寢具(5)電熱

水器(6)電話(限撥大高雄地區)(7)盥洗用具

洗髮精、沐浴乳(牙膏、牙刷、毛巾等請自

備)

3.教室、研討室、會議室提供服務項目：

(1)空調(2)白板及用筆(3)照明設備 

(4)茶水、咖啡(場外自助)(5)投影機一台(6)

幻燈機一台(7)無線擴音機一台(8)銀幕(9)大

研討室另有會議系統，麥克風、大銀幕投影

機(10)小研討室另有會議系統，麥克風、大

電視(11)視聽教室另有大銀幕投影機

4.研訓大樓大禮堂提供服務項目：

(1)舞台燈光、音響設備(2)300吋大銀幕投影

機(3)茶水、咖啡(場外自助)(4)空調

5.排球館提供照明及空調。

6.網球場夜間使用燈光每小時加收150元。

7.研訓大樓大廳可單獨借用供展示活動。

8.研訓大樓地下室可單獨借用供娛樂活動。

9.本項標準係參考其他國營事業收費標準訂

定。

10.用餐依本中心提供之價目表收費。

11.總費用須另加5%營業稅為實收費用。

台電訓練所高雄訓練中心各項場地外借收費標準(105.2)

▲大研討室 ▲研訓大樓大階梯教室 ▲棒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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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105年委託建裕通運有限公司

代處理區內一般事業廢棄物價格表

子　車　容　量 費　　　用 備　　　註

660公升/桶 4,500元/月

1100公升/桶 7,000元/月

袋子 4,500元(40個)

抓斗車       4.5元/公斤

說明：

1.清除頻率：一星期清運三次（抓斗車除外）。

2.本費用採預繳方式，每三個月季繳一次。

3.以上價格包含5%營業稅、及合法垃圾焚化廠廢

  棄物處理費用及一切設備器具、勞務等費用。

4.歡迎　貴廠加入本工業區聯合清除體系。如有

　意願，請洽大發廠協會787-2773。

　傳真：787-2591。

▲建裕環保收廢棄物車子

▲建裕大、小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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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紀實大發大小事

▲林理事長為和發產業園區困境向康議長發聲 ▲產業升級轉型說明會

▲第一銀行金鑽企業登峰講座

▲105年度工業區安全伙伴促進計畫-全國工業區績優人員表揚暨安全伙伴成果發表

▲105年度工業區安全伙伴促進計畫-全國工業區績優人員表揚暨安全伙伴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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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寮區光華路136-1號（大發工業區旁）
TEL:886-7-7879936　蔡先生  FAX:886-7-7873252

E-mail:cashihor.mingbin.ltd@gmail.com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YU HSING INTERNATIONAL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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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掃描右側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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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大服務指標有興不一樣 Service objective

E mpathy 同理心
⋯⋯⋯⋯⋯⋯⋯是否將心比心

V alue 具有價值
⋯⋯⋯⋯⋯⋯⋯是否無法取代

C omplete-ness 完美演出
⋯⋯⋯⋯⋯⋯⋯是否追求卓越

S incerity 真誠
⋯⋯⋯⋯⋯⋯⋯是否真實誠信

⋯⋯⋯⋯⋯⋯⋯是否可靠信賴

R eliability 值得信任

⋯⋯⋯⋯⋯⋯⋯是否雙向互動

I nteraction 彼此互動

2.以同理心與雇主、外勞建立互信

4.豐富實務經驗在地服務即時效率

1.整合資源提出客製外勞聘僱計畫

3.母國翻譯台灣學歷強化溝通深度

5.創造安居樂業環境提升工作效能

⋯⋯⋯⋯⋯⋯⋯是否獲得授權

E mpowerment 充分授權

∼ 深 根 大 寮 　 深 耕 大 發 ∼∼ 深 根 大 寮 　 深 耕 大 發 ∼

印尼印尼 泰國泰國 菲律賓菲律賓 越南越南

有興品質  用心堅持
專業外勞仲介，服務熱忱親切

有
專

6.多元人力策略創造企業最大利益

7.永續經營為宗旨，打造三方皆贏

We are different



建裕環保有限公司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









．鍍鋅爐：長17M*寬1.8M*高3.2M

．最大鍍鋅構件：30噸

．最大產能：每月8000噸以上

．廠區面積：8000坪

．LRQA ISO 9001．ISO 14001．OHSAS 18001認證通過

．台電．中船．中鋼．中油．鐵路局

．台塑審定合格

  服務項目

鑄造鍛造．型鋼鐵材．鋼管鋼材．養殖農畜

鋼架結構．公路護欄．電力電訊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I Hong Hot-Galvanization Industrial Co., Ltd.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大有三街16號
No. 16, Dayou 3rd St., Da-Fa Industrial Park, Kaohsiung County
TEL:886-7-7873377
FAX:886-7-7873380
E-mail:ihong@ms19.hinet.net

速度快

服務佳

品質好

I H
ong H

ot-galvan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