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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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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旭股份有限公司、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榮獲喬旭股份有限公司、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榮獲

106年度高雄市光電智慧建築標章認證銀級獎106年度高雄市光電智慧建築標章認證銀級獎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廖家瑞主任推動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廖家瑞主任推動

聯防組織內工廠安全衛生工作績優獎聯防組織內工廠安全衛生工作績優獎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榮獲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榮獲

高雄市105年度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高雄市105年度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

▲單益文總監代表領獎 ▲受獎公司與勞工局長合影

▲廖家瑞主任受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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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恭賀
榮獲第榮獲第2626屆國家屆國家 磐石獎

股份有限公司

國
家磐石獎係為經濟部激勵中小企業升級與發

展，所舉辦之卓越中小企業選拔表揚評選，

經由企業經營績效評估、財務評估、實地訪審歷

程。

　　上鎧鋼鐵於民國77年創立，是我國產業用金

屬擴張網龍頭，國內市占率第一，海外則出口東

協、美國、日本、歐洲、中東、紐澳，獲得全球

客戶的肯定，持續研發創新、導入先進製程、跨

界合作的積極度，各界有目共睹。

　　「好，還要更好！」上鎧鋼鐵不以現狀為滿

足，在金屬擴張網的不斷的創新，從OEM走到ODM

，再發展到與客戶協同研發金屬擴張網創新，發

展更緊密的夥伴關係，賦予金屬擴張網多元化的

應用領域，延伸產業鏈使用模式，大幅地提升了

金屬擴張網的附加價值。

　　以鋁合金建築外觀網為例，製造過程無廢料

、抗震性高、阻擋陽光輻射、吸收熱能以降低室

內溫度等，節能功效與設計加值之服務創新，是

上鎧鋼鐵金屬擴張網跨界應用的代表作。

　　透過與研究機構、學術機構的合作，針對使

用情境的科學實驗，結合科學情境模擬軟體，更

幫助上鎧鋼鐵與客戶在應用金屬擴張網時，能及

早預知金屬擴張網的複合功能表現，具體提高了

客戶滿意度，重新定義傳統金屬網製造產業，也

帶動了新一波複合功能金屬擴張網的創新浪潮。

　　董事長林宗志堅持100%臺灣製造，以根留臺

灣、放眼世界的理念，創造公司價值，秉持著「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林宗志董事長榮獲第26屆國家磐

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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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與「品質」為本的理念，其金屬擴張網的

品質優勢遠近馳名。目前上鎧鋼鐵在金屬擴張網

的精密度品質、設計品質、複合功能品質，在我

國金屬擴張網界領先群雄，這是因為林董事長堅

持將最新技術導入廠區，也持續與國內外相關企

業機構，研究如何精進生產線，導入自動化系統

與品質管理系統，及貼合客戶需求發展技術，才

能在金屬擴張網之品質保持優勢。

　　董事長林宗志長年投入社會公益，幫助家扶

基金會、支持捐血活動、幫助維持地方治安、水

災震災之公益捐贈等等，希望上鎧鋼鐵除了金屬

擴張網本業之外，對社會能有更多的幫助。對於

友善職場環境經營，董事長認為：「只要照顧好

員工，就能產生相乘的效果。」提供同業水準以

上的薪資，定期舉辦員工旅遊與多元員工教育訓

練，普及工業環境專用客製化抗噪裝備，落實廠

區安全防護，致力於提供同仁更良好、安全的工

作環境，與同仁專業技術升級，使公司內部員工

向心力越來越好，共同營造友善職場環境。

　　30年來，上鎧鋼鐵致力於提供卓越的金屬擴

張網，與客戶共同研發新產品，透過跨國與跨界

合作導入新技術，以科學數據引領創新。展望未

來，在上鎧鋼鐵全體員工的努力下，上鎧鋼鐵也

將秉持永續經營原則，為顧客提供積極、嚴謹及

至臻至美的服務品質。

▲經濟部沈榮津部長致詞



恭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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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促進計畫
全國工業區績優單位人員表揚得獎名錄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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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家瑞先生　榮獲

全國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優良個人組」獎



2017年榮耀
　　感謝天下雜誌與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及評審之肯定，聚和國際於2017年

接連榮獲天下企業公民獎與台灣企業永續報告獎，讓我們能與同受肯定的優

秀企業於平台上相互交流，分享經驗與標竿學習，進而齊聚眾人之力，號召

更多有心企業共同致力於社會責任，成為社會向上的進步力量。

聚和國際永續經營理念
　　聚和國際秉持永續經營的三個核心價值：創新、分享與社會關懷。除持

續創新將本業做到最好、創造利潤、對股東負責外，亦對所屬的外在環境與

社會責任認真以對，積極扮演帶領社會進步與人民幸福的角色。

　　郭總經理強調，面對食安、工安、環境汙染，甚至人類當前所面臨的世

界問題，如：核彈威脅、難民⋯，企業應當有更深、更廣的體認，作出貢獻

並願意承擔更大的責任。一方面，透過聚和文化藝術基金會展現我們在社會

關懷的行動力。另一方面，透過這樣根深蒂固的企業文化，將「善-人的良知

」植入每位員工的內心深處，讓擁有身心健康與正面心態的員工，能在面對任何黑暗勢力問題，都能

成為一盞明亮的燭光，去提醒與影響周遭的人，做到利益眾生、造福社會。

環境面執行
1.節能減碳

　配合國家整體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發展，採主動自願性揭露方式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並達減量目標。

2.環境保護

　能源管理-推動各項節能專案，照明設備、空調、製程節能之改善，減少電力等間接能源的使用量。

　水資源管理-生產過程的水經簡易濃縮回收，添加到冷卻水塔或回到製程重複使用，提高用水效率。

　空污廢水處理-配合高高屏地區優先推動訂定空氣污染物總量管制計畫，持續達到符合國家空氣品質

　標準之目標。廢水皆經污水處理設施再排放至工業區污水處理廠，無重大洩漏或溢流事件。

社會面執行
1.員工培育

　重視員工訓練發展，並營造多元學習環境，不定期邀請外部知名賢達人士舉辦名人講座、音樂會及

　藝文活動，以豐富員工的文化內涵及激盪創新思維。

2.社會參與

　號召同仁參與公益活動外，包括：愛山淨山行、愛智公益平台聯合義賣⋯，亦透過聚和文化藝術基

　金會對弱勢及優秀藝文團體的各種贊助活動，積極推動心靈改革，提升國人文化水準。

經濟面執行
1.落實公司治理，105年評鑑結果位全體上櫃公司前6%∼20%

　堅持營運透明，設置7席董事，同時為確保治理獨立性與兼具利害關係人觀點，包含3席獨立董事，

　並設置審計委員會取代監察人之職權，董事任期為3年。

2.綠色創新

　致力綠色設計及綠色製造，減少有害化學物質使用、污染減量及降低能源耗用，開發多項具綠色環

　保理念的產品。如N次貼再生便條紙系列；無醛屋商品採天然物改質科技，經SGS超微量工業安全實

　驗室檢測，去醛率達到100%。

持續精進
　　CSR逐漸受到各界重視，實踐的做法也從單純慈善事業，進階到融入追求競爭力和商業策略的核心

架構中，成為推動企業成長的第二曲線。聚和國際也將持續盤點有限的資源，量身打造風險調適策略

，來與世界潮流-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接軌，並朝低碳企業邁進。

聚和國際　總經理室　王邦畯經理

聚和國際　CSR的執行與成果分享
園 區新鮮事



大
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大發扶輪社共同攜手於9月12

日上午9時在大發駐在所前廣場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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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扶輪社長林享發、林園分局長蔡文峰、立法委員

林岱樺、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鄭雅升及大寮消防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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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蔡文峰

率先挽袖捐血。蔡文峰分局長並號召百餘位警察同仁發揮

愛心。大寮消防隊員、義消夥伴及大發扶輪社社友也踴躍

參與活動。工業區員工及鄰近民眾共同加入挽袖捐輸熱血

，為此公益活動奉獻一己之力。

大發工業區106年「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捐血活動報導

理事長

之愛

分局長

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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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有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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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志理事長表示，活動希望讓工業區

員工及鄰近民眾都加入捐血，也讓大家都知

道捐血救人的好處，並推廣在地農產品紅晶

鑽紅豆，除了發揮愛心，還能帶回家烹煮，

實為一舉兩得。為此公益活動奉獻一已之力

。大發廠協會、大發扶輪社準備豐富禮品，

有天廚微波爐、厚斧微電腦電子鍋、茶道蒸

功夫、飛利浦果汁機、精雕製禮盒、迪士尼

摺疊鐵管椅、PHILIPS刮鬍刀、七彩LED充電

式檯燈、POLO衫及大寮農會紅晶鑽紅豆等10

大精美禮品摸彩。大發安促會送給每位熱心

捐血朋友N次貼。

　　一整天捐血活動募集超過200餘袋的熱血

，有效紓解血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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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社會公益付出一份心力。活動於下午5時圓滿

結束。

▲大發廠協會理事長林宗志、大發扶輪社社長林享發、立法委

員林岱樺與扶輪社友合影

▲大發廠協會理事長林宗志、林園分局分局長蔡文峰、大發扶

輪社社長林享發、大發服務中心副主任郭辛男與警員們合影

▲大發廠協會理事長林宗志、大發扶輪社社長林享發與消

防隊員合影

▲大發廠協會理事長林宗志、林園分局分局長蔡文峰、大發扶

輪社社長林享發與大發扶輪社社友合影

▲大發廠協會理事長林宗志、林園分局分局長蔡文峰、大發扶輪社社長林享發、合影

大 發有愛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三屆第八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時間：106年10月12日(星期五)下午14:20

會議地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三樓會議室

　　　　　（高雄市大發工業區華中路1號）

主 持 人：林理事長宗志　　紀錄：劉汝惠

會務報告：

(一)會議方面：

　　6月9日出席大發服務中心假本中心三樓會議

    室召開「大發工業區管線暨公設災害應變沙

    盤推演示範會議」。

　　6月15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假西湖渡假村聖恩西湖松園會館舉辦「106

    年度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工作人員講習會」。

　　6月13日假大發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辦理大發安全衛生促進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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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第2次會員會議」。

　　6月14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高雄蓮潭國際會議館102室召開「全國產業發展會議

　　南區座談會」。

　　7月12日出席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假高雄國賓大飯店2樓國際廳召開「第七屆第十二次理

　　監事聯席會議」。

　　7月19日出席南區銀髮人才資源中心假高雄市翰品酒店浩瀚廳舉辦「106年度企業交流座談會」。

　　7月21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假大發服務中心三樓階梯會議室舉辦「106年墜落災害預防宣

　　導會」。

　　7月28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假大發服務中心三樓階梯會議室舉辦「106年墜落災害預防宣

　　導會」。

　　8月4日出席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高雄分處於加工出口區管理處二樓會議室舉辦「電壓驟降防範研討

　　會」。

　　8月23日出席中華民國商業總會假高雄國際會議中心407會議室舉辦「全國產業發展會議系列會議-

　　高雄場：促進在地(或區域)經濟發展議題」。

　　8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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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開發

　　、出(標)售及管理案之道路工程(放流管北段工程)道路會勘說明會」。

(二)活動方面：

　　本會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共同辦理「106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

　　8月8日辦理「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課程」。

　　8月8日辦理「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課程」。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致詞 ▲高雄市政府林園分局施清獻副分局長致詞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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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廠協會4-6月(第二季)現金流量表

106年4月 106年5月 106年6月

上 期 結 餘 2,233,746　　 1,983,883　　 1,592,599　　

本 期 收 入 667,745　　 308,614　　 1,074,542　　

本 期 支 出 917,608　　 699,898　　 772,254　　

本 期 結 餘 1,983,883　　 1,592,599　　 1,894,887　　

資料來源：維信會計師事務所　

    8月15日辦理「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回訓課程」。

　　8月22日辦理「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課程」。

　　以上4班課程。

　　6月13日本會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假本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舉辦「人因工程

　　風險技術研習會」。

　　7月12日出席經濟部假高雄軟體科技園區A棟中庭交誼廳舉辦「第三屆總統創新獎參選說明會」。

　　7月19日出席大發服務中心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假大發服務中心後方停車場舉辦「小

　　型現場徵才活動」。

　　8月25日本會假大發服務中心3樓階梯會議室召開「大發工業區內重要道路治安維護監視器建置相

　　關事宜案」。

　　8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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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社團領袖研討交流

　　活動」。

　　9月12日本會與大發扶輪社假大發駐在所前廣場舉辦「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捐血活動。

　　9月20日出席大發服務中心與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假大發服務中心後方停車場舉辦「小

　　型現場徵才活動」。

　　9月28日出席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假聚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B1教育訓練教室舉辦「

　　106年度南部地區營造業工作環境及設施輔導改善計畫-大發(兼鳳山)工業區高階主管座談會」。

(三)財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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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維護監視器建置案。

說    明：一、本會建置工業區重要監視器案報告如下：

　　　　　1.大發服務中心於區內設置21組監視器，感謝鄭雅升主任全數修護，目前已正常運作。

　　　　　2.林園分局於工業區周邊出入口設置36組監視器，已建置完，使用中。107年擬訂於工業區

　　　　　　內外增設16組監視器。

　　　　　3.本會多次現勘，綜合多方意見，審慎評估決定在本區建置18組監視器，結合大發服務中

　　　　　　心、林園分局全區監視器共75組，形成安全防護網。建置完成請林園分局協助驗收事宜

　　　　　　，並捐贈林園分局並納入該局財產。相關設置作業依大發服務中心規定施工架設。

　　　　　4.本案委請昱緯通信器材企業有限公司依大發服務中心相關規定施作。預定於12月10日完

　　　　　　成。屆時請林園分局協助完成驗收及捐贈作業。

　　　　　5.監視器捐款收入：2,930,000元

　　　　　　建置監視器支出：1,939,418元

　　　　　　餘　　　　　款：  990,582元

　　　　　6.本案依106年6月8日第三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授權林宗志理事長全權處理。請

　　　　　　林宗志理事長報告。

決    議：照案通過。監視器捐款為2,930,000元，建置18組監視器經費為1,939,418元(含稅)，結餘

　　　　　 款990,582元。與會代表決議：為提昇大發駐在所業務巡查功能，結餘款購置TOYOTA RAV4 

　　　　　 2000cc警車乙台捐贈大發駐在所使用。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案    由：大發工業區華中路、光華路、華西路、華東路公共設施綠樹認養案。

說   明：為改善工業區周邊環境，與廠商共同推動綠美化工業區環境，以綠色環保為目標，營造綠 

　　　　　色園區，轉化園區對外形象，並降低工業區帶給民眾之疏離感，共同營造為生產、生活、

　　　　　生態，三生一體的工業區優質環境。建請大發廠協進結合區內廠商共同認養。

決　　議：建請大發服務中心統計華中路、光華路、華西路、華東路公共設施綠樹數量及提供修剪維

　　　　　養計劃書，以便下次會議討論。

散會：15：30

　　

會 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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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新鮮事園

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舉辦106年「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10月20日於

高雄市空中大學舉辦，除了頒發本市「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

位及人員」，也表揚「高市安全衛生輔導團」績優輔導員。授旗成立「

螺絲安全衛生家族-安拓實業」及「食品安全衛生家族- 師傅企業」。

特邀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安全衛生觀摩廠家。

　　10月30日假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家族成立及觀摩活動。首

先，由高雄市政府勞動條件科楊佩樺專員致詞表示：於106年10月30日

9時15分至17時30分，於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辦理教育訓練。為促

進中小企業職場安全衛生文化，透過災害事故案例檢討會、互相安全巡

視與現場危害辨識課程，降低職業災害發生。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致詞表示：今天本人很榮幸受邀，

也感謝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假本區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辦食品業安

全衛生家族成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有關勞動部為提昇地方工安防災能

量，經由勞工安全衛生在地扎根先期計畫，將效法日本蒲公英計畫，以

大廠帶小廠方式，增加安全衛生登錄團體(簡稱安衛家族)方式推展安

全衛生扎根之理念。登錄家族核心企業由優良企業，成員原則上應為同

縣市內且非工業區之100人以下廠商。主要目的為透過共同之組織平台

交流，建立廠場自我安衛管理、相互扶助及學習能力。並期能落實雇主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深化安全衛生輔導內容及協助改變做法，並利用組

織運作強化廠場合作模式，提升中小事業單位危害辨識及自我安全檢查

能力，進而降低職業災害發生，並促進安全健康工作環境之目的。而本

區產業屬性比較多樣化，本中心未來計畫將結合勞工局積極推動成立其

他各產業安全衛生家族之努力，落實強化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理念，感謝

大家參與最後預祝今天家族安衛教育訓練圓滿成功暨各位與會代表身體

健康謝謝，萬事如意。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表示：大發工業區有618

家廠，各種產業齊聚。本人接任理事長後同樣對於區內職業災害減災活

動，預防職業災害教育訓練辦理，除了支持經費外，在時間許可下，一

定親自參與，除了表示對區內職安的重視外，也以雇主的身份參與力行

，也藉此感謝職安人員的辛勞。推動職安教育訓練、環保工安業務是需

花費很多時間及精神的，特別感謝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及大

發安促會王志成會長多年努力才有今日成果。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今日可以成立食品安全衛生家族就是勞工局對大發工業區的肯定，認同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營理念，感謝黃茂松經理的付出，這麼多

人無私的努力，今日會議圓滿成功是必然的，再次感謝大家。

　　大發工業區安促會會長王志成經理表示：感謝勞工局選擇區內優質

廠商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安全衛生觀摩廠家，也謝謝 師傅黃

經理願意發揮大廠帶小廠的付出，才能促成此家族的成立。大發工業區

是幸福的工業區，因為我們有最認真的鄭主任及最優質的團體加上最好

廠協會林理事長及優質團隊的支持，降低職災促進健康職場是我們共同

努力的目標，預祝活動成功。

　　勞工局局長鄭素玲表示：職災預防有賴企業主及勞工朋友共同合作

，全面加強工作安全防護，勞工局持續辦理職安法令宣導與教育訓練、

臨廠訪視輔導、安衛設施改善補助等；自99年迄今已輔導成立9個安全

衛生家族，今年新成立「螺絲安全衛生家族」及「食品安全衛生家族」

，由核心企業帶頭，健全中小企業的安衛管理機制，強化企業自主管理

。

　　上午災害事故案例檢討會由高雄市政府勞動檢查處朱志杰檢查員主

講，下午互相安全巡視與現場危害辨識課程由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茂松經理帶領安慰家族成員觀摩現場工業環境。整個活動於下午5時

30分圓滿結束，家族成員收穫滿滿，期待下次再會。(黃茂松經理)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食品業安全衛生家族核心企業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觀摩活動分享

▲勞工局鄭素玲局長授旗 師傅企業黃茂松

經理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致詞

▲大發工業區安促會會長王志成經理致詞



活 動報導

為
了提昇改善 大發工業區職場

安全健康環 境，高雄市政府

勞工局勞動檢查 處於106年9月28

日上午假聚和國 際股份有限公司

大發廠B1教育訓 練教室舉辦「106

年度南部地區營 造業工作環境及

設施輔導改善計 畫-大發工業區高

階主管座談會」 。

   
　　首先，由高 雄市政府勞工局

勞動檢查處蔡明 恭檢查員宣導「

職業安全衛生相 關法令介紹」，

藉由職災案例分 享提昇職場安全

意識，接著洪文 哲檢查員解說「

營造業工作場所、屋頂作業墜落等災害預防暨重大職災案例」及潘玉峯技正解說「檢查實務及法令綜

合」，落實工安從上而下確實執行，以達到降低職業災害發生率目標。

   
　　安排教育訓練座談會交流互動，與會人員踴躍發言藉由訓練相互學習，吸取學習新知識及勞工安

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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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百

餘人與會。 

   
　　座談時間，由許峯源處長主持，中小企業的專業分包多元，小包雇用勞工人數常未達5人以上的勞

工投保門檻。此次座談會分別說明「被捲、被夾、跌倒、切割傷、墜落」等常見災害類型，期望加強

成效。大發工業區中小企業目前從業員約2萬人，更需推動職場安全意識以達降災目標。快樂學習的時

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此次座談會成效良好，並獲得區內廠商們一致好評，期待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

檢查處會繼續辦理。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動檢查處座談會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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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共

同辦理四個梯次工安類別回訓課程，包

含：一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職業

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三公噸以上固定起

重機操作人員、有機溶劑作業主管、特

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等。以上回訓課程

學員人數達到三百餘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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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區內從業員工多

加利用回訓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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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發工業區一公噸以上堆高機回訓課程

▲大發工業區一公噸以上堆高機回訓課程 ▲大發工業區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回訓課程

▲大發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主管回訓課程 ▲大發工業區職業安全衛生主管回訓課程

106年第一季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

106.03.02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

106.03.07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

106.03.09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上午場)

106.03.09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下午場)

106.03.21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

106.03.23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

106.03.28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

106年第二季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

106.04.07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

106.04.26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

106.04.27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

106年第三季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

106.08.08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上午場)

106.08.08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下午場)

106.08.15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

106.08.22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下午場)

106年第四季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

106.11.01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下午場)

106.11.02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下午場)

106.11.03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

106.11.08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下午場)

總計 　18場次

大發廠商協進會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共同辦理

106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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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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化高規格，最佳的服務選擇！

用心深入客製，穩固人力提升產值

打造「興」級套房，客製舒適環境

優於政府規定的社區型國際宿舍

i化綠能系統，宿舍動態一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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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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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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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興 打造‧敬請期待！



建裕環保有限公司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

∼ 深 根 大 寮 　 深 耕 大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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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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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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