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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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紀實

本
會第三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2月24日(星期

五)上午十時假服務中心3樓大禮堂盛大舉

辦。主管機關高雄市社會局人民團體科王同選股

長、南區工業局管理處執行長郭阿梅及高雄市政

府經濟發展局王宏榮副局長、中華民國工業區廠

商聯合總會南區理事長會長許正雲、大發工業區

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高雄臨海林園大發聯合污

水處理廠張旭昇主任及多位地方民意代表出席指

導，以及廠商會員代表約200餘人與會。在林理

事長宗志的主持下，會議過程可說極為順利圓滿

。

　　大會開始由林理事長主持致詞：他表示對今

天上級長官蒞臨指導以及廠商代表踴躍的出席，

致上萬分感謝之意。報告為有效改善工業區治安

及協助交通事故蒐證功能，大發廠協會將今年在

大發工業區內重要道路建置監視器，提昇廠商及

從業員工之財產安全。有關大發工業區排水系統

，由於本區側溝排水系統未全面暢通，已向工業

局爭取經費改善大發工業區排水問題。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王同選股長致詞：首先肯

定林理事長對工業區內廠商的反應事項均能盡心

盡力的付出感到萬分的欽佩，也期望林理事長熱

忱能給大發工業區廠商更多元化的服務。

　　南區管理處郭執行長特別感謝致詞：特別感

謝林理事長領導廠協會對大發工業區有著極大的

貢獻，並積極扮演了代表廠商與工業局、市府一

個溝通的平台。林理事長的鼎力支持與協助使得

大發工業區內重要道路建置監視器並順利運作，

實為大發工業區全體企業與員工的福氣。

　　會議開始林宗志理事長對105年之年度之會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務做整體性報告，與會各廠商代表均無異議通過

。常務監事戴于喨報告審查105年收支經費。與

會人員鼓掌通過。

　　最後，會員大會在12時圓滿完成。

▲林瑩蓉議員致詞

▲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致詞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王同選股長致詞

▲高雄市政府經發局王宏榮副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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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請追認本會105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105年度工執行成果報告案  
決議通過

　照案實施完畢。報請主管

　機關核備。

　二、本會106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案、106年度

　　　工作計畫草案
決議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三、105年度運用結餘經費計畫案 決議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一、時    間：106年2月24日（星期五）上午10時0分整

二、地    點：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1號）

三、出席人數：計221人（如簽到表）

四、列席人數：（如簽到表）

五、主　　席：林宗志理事長　　紀錄：劉汝惠

六、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

　　　　　1.定期召開法定會議、健全會務組織及召開教育訓練課程、參加有關會議。

　　　　　2.上次會議報告事項。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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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工作執行成果報告案、1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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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第三屆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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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照案通過實施完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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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歲入歲出預算案、106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大會公決。

　　說  明：1.依本會組織章程辦理。

　　　　　　2.本案於第三屆第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105年12月31日提請大會公決，通過後呈報

　　　　　　　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三案：

　　提案人：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105年度運用結餘經費計畫-監視器建置案。

　　說  明：1.依第三屆第6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2.大發工業區重要道路治安維護監視器建置案，105年12月31日捐款為新台幣1,890,000

　　　　　　　元，俟正式發包作業完成後動支。

　　決  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八、臨時動議：

　　提案人：上峰塑膠工業(股)公司/吳德霖董事長

　　案　由：為提昇企業的競爭力同時也基於公平正義原則，建請將每週六之用電修訂為離峰用電計

　　　　　　費。

　　說　明：1.勞基法修訂為一例一休，國內所有企業均感受到製造業成本大幅增加而政府在未與東

　　　　　　　南亞國家有投資協議之情況下，不應鼓勵南進政策。

　　　　　　2.高壓電用戶與台電之間既有契約容量基本電費的協議，星期例假日是離峰用電外，每

　　　　　　　週六是尖峰用電計費。平日則為尖峰用電計費。

　　決  議：建請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協處。

九、會議結束：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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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歡迎詞

『為產業整體需求 分析現況及未來趨勢發展』

高雄市工業區聯合廠商座談會

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政 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宣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宣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令 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導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為產產產產產產產產產產產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業整整整整整整整體體體體體體體體需需需需需需需需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分分分分分分分分析析析析析析析析現現現現現現現現況況況況況況況況及及及及及及及及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未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來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趨勢勢勢勢勢勢勢勢勢勢勢勢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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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岱華立法委員於1月23日下午在大發工業區

服務中心三樓會議室召開「為產業整理需求 

分析現況及未來趨勢發展」高雄市工業區聯合廠

商座談會。高雄市各工業區廠協會理事長均到場

與會。

　　本會林宗志理事長首先為廠商發聲，要求工

業局提昇大發污水處理功能，保障廠商生產機能

。

　　一例一休的議題各工業區與會代表一致提出

異議，且雇主因一例一休，需增加不少勞動成本

，人力調配困難，吵得沸沸揚揚不是沒有原因，

政府修法沒辦法讓企業了解，同時降低灣有競爭

▲林岱樺立法委員主持會議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秦嘉鴻理事長致詞 ▲勞動部廖蕙芳政務次長回覆一例一休廠商問題

▲林岱樺立法委員主持人回覆廠商問題

▲工業局吳明機局長與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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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宣導政

▲106.01.23『為產業整體需求 分析現況及未來趨勢發展』高雄市工業區聯合廠商座談會媒體聯訪

力。

　　高雄市鳳山工業區廠協會理事長江楠樟表示

：廠商接到一張500萬的緊急訂單，需要3個月趕

工，但政府為何管那麼多，修法增加麻煩，且執

行的人和在位者講的不一樣。

　　仁大工業區洪總經理表示，傳統行業請不到

員工，去年發現3名員工偷東西，還不敢罵人，

就怕趕走員工。擔心台灣企業主、從業員對未來

失望。

　　臨海工業區廠協會理事長洪清坤表示，政府

「管太多了」，建議政府應該用輔導代替處罰，

「拚經濟才是正港」。

　　廠商表示，外籍勞工來台灣賺錢，一周休兩

天要去哪？沒得加班就是逃跑，逃跑責任還是歸

給給雇主。這段時間雇主不敢讓勞工加班，機器

不運轉晾在那邊，政府是否能坐到企業這裡來了

解痛苦。

　　立法委員林岱樺主辦高雄市工業區聯合廠商

座談會，勞動部政務次長廖蕙芳表示，許多廠商

誤解一例一休，當務之急是在6個月內讓大家了

解，將收集基層聲音，再加以調整。並於2月17

日至大發工業區召集高屏廠商辦理「勞動基準法

修法」座談會詳細說明修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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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勞動基準法修法」座談會

▲106.2.17「勞動基準法修法」座談會與會代表合影

▲106.2.17「勞動基準法修法」座

談會勞動部廖惠芳政務次長說明

▲106.2.17「勞動基準法修法」座

談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106.2.17「勞動基準法修法」座

談會工業局游振偉副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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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新鮮事園

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參訪記實

本
會藉由教育訓練參訪交流互動，吸取學習

新知識及受訪廠商勞工安全及緊急應變管

理運作經驗，以精進本工業區勞安、區聯群組作

為，及提升會員廠安全意識。特於105年11月25

日上午8時舉辦「105年安全伙伴105年度第三次

會員教育訓練善化啤酒廠參訪活動」。

　　本會陳三福副理事長致詞後，大發工業區服

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

衛生協會黃建平處長、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周建宏

技正、吳宗哲檢查員及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

促進會王志成召集人帶領著安促伙伴40餘人，浩

浩蕩蕩地前往善化啤酒廠。

　　首先，由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周建

宏技正宣導「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全衛生法

施行細則」，接著由吳宗哲檢查員說明「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辦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透過課

程介紹主要價值為打造職場『工安零事故、健康

百分百』及提升事業單位安全衛生意識及提供實

質安全衛生設施改善之資源、互助合作體系建置

規劃及運作機制、區域聯防通報⋯等，並與安促

夥伴們踴躍交流且相互學習，進而降低職業災害

發生率。

▲大發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致詞 ▲林明德副廠長致歡迎詞

▲主辦單位感謝善化啤酒廠的協助特贈送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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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區新鮮事

　　抵達善化啤酒廠林明德副廠長親自接待。並

致歡迎詞：歡迎大家來到善化啤酒廠觀摩，善化

啤酒廠有著長遠的歷史，在工安方面累積很多經

驗值得大家切磋交流，希望藉由本次活動大家有

互相學習的機會。大發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致詞

：感謝善化啤酒廠的經驗分享讓參與活動廠家更

重視安全管理，重要的是我們也持續推動職場工

安零缺失邁進。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建平

處長表示：參與今天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舉辦

有意義的活動感到相當感動。透過課程、意見交

流與實際體驗交流提升事業單位安全衛生意識及

廠際間實質安全衛生設施改善之資源，進而降低

職災發生率。

　　最後主辦單位特別感謝善化啤酒廠林明德副

廠長、工安團隊熱情接待，特致贈感謝狀。

　　快樂學習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本次參訪

活動成效良好，並獲得安促伙伴們一致好評，期

待2017年安促進會再相見。

▲吳宗哲檢查員說明課程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黃建平處長致詞

▲周建宏技正宣導課程

▲展示製造設備的演進 ▲導覽啤酒之製作原料

▲

大發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與勞工安全促進會暨區域聯防組織召集人王志成及全體夥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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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新鮮事園

高
全存股份有限公司106年1月6日在和發產業

園區由簡天保總經理率領主要幹部舉辦動

土典禮。高雄市政府史哲副市長、經濟發展局曾

文生局長、立法院林岱樺立法委員、高雄市議會

蔡昌達副議長、黃天煌議員等貴賓均應邀出席。

　　高全存公司是從門窗鐵件起家，目前跨足鋁

板帷幕高單價產品，和發新廠預計投入2.96億元

，未來5年預計引進50名員工。簡天保總經理致

詞時表示，因應國際專業分工之趨勢，公司產品

走向多角化、專業化之生產模式，以提昇競爭力

，目前中鋼大樓、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大魯閣

草衙道的帷幕都是高全存的作品，也爭取到新高

雄車站的金屬內裝及天花板，並配合新南向政策

爭取到東南亞國家多個建案的訂單。

　　史哲副市長致詞時表示，很高興在今年一開

始就有和發產業園區廠商動土，讓和發產業園區

在新的一年就取得好彩頭，這也是和發產業園區

北側基地-和春基地第一家動土的企業，感謝高

全存公司選擇繼續投資高雄，創造就業機會，繁

榮故鄉的發展；並以美國西雅圖飯店式公寓SoMa 

Towers的造型雨批為例，高全存公司以超高板金

工藝完成特殊設計呈現葉子形狀的高難度作品，

讓公司名聲揚威海外，高全存公司將鋁門窗從一

般的造型轉變成漂亮的裝置藝術，就是產業升級

轉型的最佳典範，也期盼未來新廠正式啟用後，

高全存公司能發揮母雞帶小雞的功效，引領周邊

廠商爭取更大市場的訂單，繁榮產業發展。

　　合發土地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市府委託的和

金雞再報喜高全存公司動土金雞再報喜高全存公司動土

▲高全存董事長簡天保董事長夫婦與高雄市經發局曾文生

局長、王宏榮副局長、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

任、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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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區新鮮事

▲高全存動土儀式出席來賓 ▲高全存動土儀式出席來賓

▲

高全存動土典禮語會來賓大合照

11

發產業園區開發單位）表示，市府在105年12月1

日公告出售和發產業園區第一期標竿區及第二期

和春基地土地，105年12月14日更有100家以上的

廠商參加售地說明會，目前又有7家廠商提出登

記，面積超過萬坪，更有約有132間提出詢問，

約70公頃土地需求，佔全區售地約9成。而整地

、道路主體等9項工程亦正在進行，對於各管線

單位亦已協調與園區工程同步施做，使廠商設廠

完成後即可營運生產，儘早投入市場爭取商機。

和發廠業園區聯絡人：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業輔導科　林建良代理

科長0929-590-005

▲高全存簡天保董事長

致詞

▲高雄市史哲副市長致

詞

▲黃天煌市議長致詞▲蔡昌達副議長致詞▲林岱樺立法委員致詞



區新鮮事園

悅讀悅讀企業、學校、社區共創三贏—營造書香　　　　的潮寮

位
於大發工業區旁的潮寮國小，於105年新校

舍興建完成之時，即蒙熱心教育的台郡公

司慨然捐贈210萬元鉅資，興建具高水平的圖書

館供學校師生使用。如今又蒙熱心公益的里長慨

然應允提供經費，讓就讀於大學的潮寮國小畢業

校友，以工讀的方式，回校服務，管理圖書閱覽

，使學校的圖書館在假日轉變成社區圖書館，讓

週休二日的大寮區社區民眾有一新休閒閱讀的好

去處。

　　「平地樓台，跨州連郡」，台郡公司的捐贈

鉅資，良善義行，讓圖書館能「平地樓台」，造

福學子；台郡公司的豐富館藏，回饋地方，更是

「跨州連郡」，造福鄉里。潮寮國小校內圖書館

的對外開放，一來方便社區民眾及地方學子，於

週休二日時使用館藏，讓學生在休假時擁有一個

好的閱讀休閒環境，達到社區資源共享的目標。

二來方便在地學子就近服務學習，希望能發揮教

育教化能量，讓潮寮國小畢業的大專生能為社區

服務盡一份心力，三來藉由潮寮國小優良舒適的

學習環境，活絡社區文教氛圍，吸引社區民眾進

入校區參與校園活動，讓社區里民在舒適完善且

現代化的環境中快樂學習。

　　潮寮國小圖書館目前對外開放（開放時段：

每週六、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

16：30），期盼工業區員工及地方人士多加利用

，讓圖書館成為企業、學校、社區三贏的新設施

，共創書香「悅讀」的潮寮！

　　　　　　　　　　　潮寮國小校長　龔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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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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印尼 泰國泰國 菲律賓菲律賓 越南越南

專業外勞仲介，服務熱忱親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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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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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