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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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恭賀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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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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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名單

長興材料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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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茂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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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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創維艱、碌力經營

　　皇華企業起源於一個位在高雄小港臨海

工業區的小型化學製造工廠。它是由現任蔡

董事長於1978年在資金匱乏、設備短缺之艱

困條件下草創。當時主要從事生產冶金工業

使用之化學助熔材料和煉鋼熔煉之耐火材料

。

　　由於公司由零開始，面臨財務、人力、

設備不足，研發資源有限之種種挑戰。慘澹

經營之餘，蔡創辦人積極尋求國際知名廠商

之進口代理業務來彌補資金不足之經營困境

。創辦人身兼領班、廠長、業務經理各項職

務於一身，用有限之資金，從事進口材料之推廣。由於獲得國際代理廠商之信賴，逐漸取得國內之市場

占有，並建立生產所需之設備、人力。此時，公司初具規模，逐步邁向成長之路。 

尋求創新、成功轉型

　　持續發展過程，公司仍然專注於煉鋼及鑄造領域產品之生產製造及引進階段性的生產設備。於此

同時，公司也體會到生產技術、設備、環境及研發之重要性。逐漸從早期非鐵金屬的助熔劑產品轉型

到鑄造及煉鋼產業使用之粘著劑、塗模劑、保溫冒口及高溫用耐火材料，並於1997年和美國賓州BAKER 

Refractory Corp.於臨海工業廠成立合資企業，生產各種高溫用不定型耐火材料。1998年取得ISO 9001

認證，並於2010年和業內在國際最知名的德國公司簽署技術合作，於次年設立大發工業區二廠，引進先

進生產設備、致力於提昇研發能力及工作環境安全。公司的努力獲得肯定，於2015年取得ISO 14001環境

安全衛生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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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提升、邁向卓越

　　由於國內市場規模有限，成長到

一定程度，市場逐漸趨向飽和。

　　此時，公司已累積一定技術水準

，經營團隊也具備國際化視野，除了

追求成為最受客戶歡迎之供應商外，

也積極開拓外銷市場。皇華立足臺灣

，行銷國際，依據公司傳統經營理念

，加上獨創的差異化經營策略，以迅

速回應、彈性接單、專注本業研發，

以小博大。不但在國內市場佔有率最

高，也在國際外銷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數年來，榮獲高雄進出口商業同業

公會進出口績優獎，也讓臺灣自創品

牌在國際上得以和世界知名品牌競爭。

善盡責任、回饋社會

　　公司創業40年來，從零開始，堅持在臺灣生產、研發、行銷，進而邁向國際市場，成果斐然。作為

一個企業，皇華同時重視企業五大面向--包含對員工、客戶、供應商、社區及政府應盡之責任。經營之

餘，除了照顧員工也不忘回饋社會，積極參與公益活動，對國家社會盡一分力量。也因此獲得臺北工專

創校100年所頒贈傑出企業獎及中山大學社會服務類傑出企業之肯定。

培植人才、永續發展

　　中小企業最弱一環是缺乏高級人才及人才長期培育，公司有感於此，對員工在職教育訓練相當重視

，除了要求公司各部門參加生產力中心及管理顧問公司之訓練課程外，也不定時邀請專家學者授課，並

鼓勵高階幹部出國參訪，培訓國際化人才。

　　40年來，公司積極應對產業技術和環境之變遷，與時俱進。深知企業要永續經營發展必須有前瞻的

目光、策略性規劃、與靈活的執行。有鑑於此，皇華積極地培養接班團隊，觀察因應產業環境之變化，

持續不斷創新變革，以滿足未來產業之需要，朝產品創新、環保、安全、永續之發展目標邁進。

大 發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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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凱科技成立於2007年6月，為專業導

電漿材料製造公司，於2015年10月

登錄興櫃。創辦人曾聰乙董事長帶領專業

的研發團隊，透過卓越創新的材料技術，

經過多年努力，目前為國內少數擁有自主

研發能力導電漿料專業開發廠，也是目前

在技術及研發能力上能與美日韓廠商相抗

衡的專業導電漿料開發廠，並以自有品牌

「ample」行銷全世界。

專業服務、創新研發、誠信務實

　　創辦人曾董事長擁有化學及材料背景

，原任職於被動元件大廠，有感於被動元

件中非常重要且關鍵原料之導電漿料均來自於美日等國，台灣完全無掌握如此關鍵之原料技術，於是萌

生自行研發的念頭，希望將導電漿料製造技術留在國內。但因研發導電漿料必須與使用者做製程及技術

上的討論，若於原任職公司成立部門從事此業務，客戶將與原任職公司係屬競爭對手，無法取得相關之

技術，故自行創立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從事專業導電漿料之研發製造及銷售。

　　自公司成立以來，堅持以「專業服務、創新研發、誠信務實」的經營理念與「技術力、生產力、行

銷力持續提升」的營運方針，積極滿足客戶的多元化需求。成立初期，即成功開發應用於被動元件之導

電漿料，目前已有一定之市佔率，另對應用於IC電子封裝、觸控面板及矽晶太陽能電池等之導電漿料亦

有一定之研發成果。

　　勤凱科技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回饋理念，每年積極幫助許多弱勢團體，對社福機構定

期捐款，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未來，仍將堅持專注核心技術提升及品質管控，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持續發展新材料技術，提供客

製化服務，滿足客戶需求，創造公司價值。

勤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發之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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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留台灣、永續經營、照顧員工福利

　　自成立以來即致力於產品品質、製程上精益求精

，並且通過ISO9001:2015認證、ISO 14001:2015認證

、歐盟RoHS認證等。在研發創新上，秉持著「服務、

誠信、創新、合作」的核心價值，配合客戶端需求，

開發不同種類之導電漿料產品。

　　勤凱科技秉持著根留台灣之企業精神不斷在台投

資，從研發、生產到成品皆在台灣完成，公司人員也

皆進用台灣勞工。在員工福利方面，透過完善的專業

課程，提供員工完整教育訓練，鼓勵員工不斷精進本

職技能，並建立員工認股權、退休金提撥辦法等方式

激勵員工，也積極響應政府政策為員工加薪，提供結

婚、生育補助，建立兩性平等工作環境。

創業甘苦談

　　導電漿料是集冶金、化工電子技術於一體的一種

高技術電子功能材料，係被動元件、電子封裝、觸

控面板、軟性電路薄膜按鍵開關及矽晶太陽能電池產

業等領域之關鍵材料，因此客戶對產品測試的程序非常繁複及冗長，在沒有財團背景的支援下，除了資

金的需求外，對客戶而言，要更換如此關鍵的原材料，甚至由美日大廠換成一家小企業，克服客戶心理

門檻並同意測試更是一大挑戰，在少許客戶認同應把這種關鍵材料留在台灣並同意測試是個很大的成就

，客戶測試過程中，更必須戰戰兢兢的確認製程的每個步驟及產品品質不容許有絲毫的放鬆，透過不斷

的與客戶討論，與來來回回的配方修改及進入至少三個月可靠度的測試，成功的拿到第一張少量的Trial 

order，更是一大鼓勵，這中間更體認到品質及服務是獲取客戶信任很重要的因素，也是董事長最要求自

己及員工的一個項目。

服務、誠信、創新、合作

　　勤凱科技核心價值在於材料配方的客製化設計，所包含的技術層次為有機化學、無機材料、細線印

刷、高溫燒結、化學反應等，並對電子元件產業趨勢更小型化、更高容值、更耐溫、提升耐壓性及降低

金屬使用等投入研發，且在產品上均有優異之表現，故能有效提升產品轉換效率，獲得國內、外大廠採

用。

大 發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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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力提供標榜精湛工藝的金屬擴張網的上鎧鋼

鐵公司，於2017年榮獲台灣中小企業界奧斯

卡獎之稱的第26屆「國家磐石獎」，讓上鎧鋼鐵

成為台灣名符其實的金屬擴張網領域翹楚。

　　創立於1988年的上鎧鋼鐵，透過跨國合作引

進新技術，軟硬體設備不斷精進，並以打造精品

工藝的態度自我要求及標榜節能減碳與設計加值

服務創新，以客製化滿足個別客戶需求，走出一

條與傳統擴張網業界完全不同的路，也讓上鎧鋼

鐵在台灣市占率高達70%，諸如經濟部中台灣創新

園區、屏東科技園區亞太水族中心、台中歌劇院

、松山藝文文創館、鴻海高雄軟體園區帷幕、高

雄捷運、橋頭地方法院等場域，處處可見上鎧擴

張網的蹤跡。在外銷市場已有亮麗表現，包括香

港、澳洲、日本、美國、新加坡、印度、歐洲、

阿拉伯、紐西蘭及巴拿馬等地區都有上鎧擴張網

的身影。

科學實驗引領創新，打造複合功能金屬擴張

網跨界應用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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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提高了客戶滿意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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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擴張網多元化的廣泛應用於各類產業領域，並



持續專研特殊超薄金屬鎳、銅、銀、鈦等金屬網

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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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獲得全球

頂尖的建築師、 設計師、營造廠商所信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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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台灣製造，用品質走在金屬擴張網界的

最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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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信」與「品質」為本的的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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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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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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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林宗志長年投入社會公益，營造友

善職場環境，董事長認為：「只要照顧好員工，

就能產生相乘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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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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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見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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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期-大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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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期-和發廠

看 見大發



塑
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75年(民國64年)。40多年來，塑友從管件鋼材的買賣，逐步發展為專

精於法蘭片(flange)精密鍛造的廠商，塑友透過生產流程的改善與品質控管技術的導入，使塑友

的鍛造法蘭片及其他鍛造服務獲得合作廠商的認同。由於塑友的法蘭片廣泛應用在高規格標準的石化工

業上，我們要求在生產的每個環節上都必須迅速且正確無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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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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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四十年經驗的專業法蘭片(Flange)鍛造廠商

法蘭片原料取得與材料測試

　　在法蘭片原料取得方面，塑友對於法蘭品質

的堅持讓我們只向國內外知名鋼廠採購，以確保

鋼材品質的穩定性；每批材料檢測均透過材質分

析、拉力測試、金相檢測⋯等各種分析來確認法

蘭材料的品質。在選擇鍛件時，更依產品規格來

計算鍛造比，以選用適當的鋼材來鍛造法蘭片。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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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大發看



法蘭片毛胚鍛造與品質檢測

　　在法蘭毛胚鍛造方面，加熱鍛造的溫度依材

質的不同進行精確的控制，避免過熱或是溫度不

足造成毛胚損壞。品管部分，塑友所生產的法蘭

毛胚均須通過尺寸及材質檢測並100%確認無誤。

在材質及尺寸確認無誤後，法蘭毛胚的「固溶化

熱處理」是下一個不容忽視的程序。藉由固溶化

熱處理，使材質穩定，縱使程序複雜，塑友仍用

心做到最好。　　

法蘭片後製加工與品保認證

　　塑友在法蘭片成品後製與加工上，依照各類

規範，以多年經驗配合高精度CNC車床加工來確保

產品的穩定性和準確度，將每片法蘭的誤差降到

最小。優良的品質是塑友的自我要求也是對客戶

的保證，我們對每一個法蘭片的材質及尺寸皆嚴

格把關，以確保產品達到100%無誤的狀態。也因

為塑友在品質管控上的努力與執著，在1995年榮

獲了ISO-9001國際品保認證，這不但是對塑友品

質的肯定，也是產品責任的最佳保證。

未來期許：不斷的改善與突破

　　塑友深信產品製作流程，永遠都會有改善的空間，新的機器設

備，新的管理方式，均會對法蘭生產流程有所影響，唯有不斷地突

破生產瓶頸，改善生產流程，降低生產成本，並嚴格品質管制，才

能為法蘭片市場引領出一股新的契機。我們期許以此目標做為今後

努力的方向，而這也是我們回應客戶不變的允諾。

SY
SUH YEOU

ENTERPRISE CO., LT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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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鍍鋅爐：長17M*寬1.8M*高3.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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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快速度快

    服務佳服務佳

        品質好品質好

I Hong Hot-galv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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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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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民國六十八年十月，主要營業項目為化工設備、熱交換器

、壓力容器、鋼架、配管、轉動設備製造、安裝。民國八十年廠址遷設於大發工業區現址。

鑑於業務持續穩定成長並於民國九十三年於大寮鄉鳳林二路購地約4,500坪擴建廠房以加強

產能服務顧客，又為使產品達到『精益求精』之目標，本公司不斷加強專業技術，投資機械

設備以求產品之品質達到國際。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FANG CHUNG ENTERPRISE CO.,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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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認證

1.ASME S、U、U2 STAMP

2.中國特種設備A2類壓力容器製造許可

3.高壓氣體容器 型式檢查合格

4.熔接第一種壓力容器 型式檢查合格(圓筒型、多管型、夾套型、塔型)

5.熔接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型式檢查合格(圓筒型、多管型、夾套型、塔型)

6.ISO 9001認證

昉昌的位置

17



企業簡介

　　忠興集團為專業化學原料製造與銷售，屬於

循環經濟產業資源再利用產業。忠興行股份有限

公司為集團母公司，所屬關係企業;喬旭股份有限

公司(鳳明廠/大發工業區建業廠)、淨寶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大發工業區田單廠/大發工業區大業廠/

建業廠)、及銘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物流倉儲業)

與位置於中國的喬旭九江企業有限公司(九江廠)

、喬旭環保科技有限公司(江西廠)，我們以台灣

接單，兩岸生產為營運方式，兩岸共7座廠區，目

前總員工總近約200人。

　　本集團母公司於1968年以行號成立為忠興行

，初期專營分析試藥，及理化儀器，供應給研

究機構、學校實驗室、以及工廠研發部門使用。

1971年增資為忠興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開始進出口

相關化學製品。同時有薦於應提昇生活品質、和

秉持永續經營之理念，為永續經營之理念，從買

賣業轉型為製造業，於1972年成立喬旭有限公司

，開始製造漂白粉。在1977年，喬旭公司遭受賽

洛瑪颱風侵襲，廠區全毀後重建。同年增資成立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轉型從事再利用領域，從回

收並處理台塑集團旗下台灣化纖各廠區廢碳液開

始，並製造硫氫化鈉(NaHS)、硫化鈉(Na2S)、金

屬捕捉劑、重金屬螯合劑及衍生產品至今，為減

ISO9001:2015 / ISO14001:2015

廢、資源回收、改善環境而努力，產品已深受國

際業界之肯定。

　　90年代初期，電鍍業、電子業蓬勃發展為台

灣主要產業;但同時也所產生大量重金屬廢液。因

此在1990年成立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為

資源再利用廠，專責處理當時熱門產業PCB廠之硝

酸銅廢液。淨寶化工公司同時致力研發高COD、重

金屬廢液回收再利用，也正適合於目前環保意識

抬頭之際，而發揮其功能，該成果願與各界有興

趣人士，共同分享、共同研究，以達到【打造友

善環境，提昇生活品質】之目標。

　　喬旭公司與淨寶化工皆屬於循環經濟產業

之資源再利用產業，分別有C-0110、C-0202及 

D-1599等環保署許可的代碼來回收相關廢液進行

18

▲市長頒發智慧光電建築獎章證書與獎金

▲紅圈為目前現有關係企業廠區，黃圈為大發工業區建業

企業總部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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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利用。目前服務對象為塑化產業、半導體

、電路板業、包括台塑集團、台積電、聯電、南

亞電路板、日立化成、住礦電子、台郡...等國內

績優上市櫃公司都是本集團所服務的客戶。

　　銘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位置於大發工業區光

華路上，鄰近88快速道路交流道。主要業務為提

供國際貿易所需之運輸、物流配送、儲存、分裝(

含灌桶)、報關、倉儲，等各項專業服務項目。公

司也可以因應視客戶需求，提供客製化的配套倉

儲管理、流通加工、貨櫃拆卸、槽車、卸貨灌桶

分裝標貼處理等其他相關服務。銘斌公司備有合

格通過的消防安全系統並自備發電機系統及資深

專業人員，提供客戶一個能夠滿足需求的專業安

全託付管理和優質化的服務環境。

　　基於符合國際綠色供應鏈產業標準，我們已

取得法國標準集團(AFNOR-Group)法國‧貝爾國際

驗證機構ISO 9001:2015品質管理系統(QMS)與ISO 

14001:2015環境管理體系統(EMS)認證資格。並

將於2019年起，全廠區開始導入ISO45001國際職

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標準(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及BS 8001

循環經濟認證。

我們榮耀事蹟：

1.阿里巴巴外銷成功客戶。

2.在「106年度高雄市光電智慧建築標章認證」金

級獎章從缺之中，唯一以工業區工業廠房榮獲銀

級獎章　與認證—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建業A廠

、B廠、喬旭股份有限公司建業C廠、D廠。

經營理念：

　　人性化的管理與制度的規範是忠興集團對內

的一貫原則，讓全體員工在良好的環境氛圍中有

效率的達成各項工作要求。

　　對外則懷抱與人為善和以和為貴的精神，致

力於提供客戶最優質的產品與最即時之服務，在

汲汲經營事業體之時，忠興集團並未忘記身為大

自然一份子之責，舉凡製程、環境、廢污等，以

不影響環境為前提，以求達到生產與生態並存的

目標。

　　本集團雖屬於中小企業，在20年前就開始實

施全面周休二日休假制度且所有正式員工皆享有

的員工福利項目費用，全由公司全額支付。

　　我們為符合法規標準的績優企業，財務穩固

健全，福利全部遵照勞基法等相關法規，屬於低

風險穩定獲利的企業，絕對是員工與家庭長期穩

定的依靠，今年適逢集團創業50週年，座落於大

發工業區內的企業總部廠區即將落成，正開始擴

大產能，我們誠摯歡迎想長久打拼的您加入團隊

，為共同的未來努力也為我們後代子孫與地球環

境盡一份心力。

總部廠區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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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沿革　WELCOME
82.10.10　 開始經營生鮮雞肉分切加工批發。

86.07.02　 經營調理肉品加工批發。

86.08.01　 取得無煙串烤爐具之新型專利權，同時開始無煙串烤餐車之連鎖體系，擴展全省。

89.05.02　 將事業體延伸至 師傅中式便當連鎖經營，在屏東市廣東路成立第一家 師傅便當專賣店(屏

　　　　　 東店)，深受消費者青睞。

106.03.05　在高雄市小港區孔鳳路成立第五十三家 師傅便當專賣店(桂林店)。

經營理念　WELCOME
本機構是以新鮮、誠懇、好味道為經營理念以提升產品品質，發展企業貢獻社會。

作業流程　WELCOME
本機構目前擁有五十三家的 師傅中式便當連鎖體系，深受消費大眾的青睞：

因此，全員參與品質經營的管理，追求一流，塑造出類拔萃是本機構邁向成長努力的方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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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WELCOME
師傅便當專賣店擁有專業的餐飲團隊，不時研發新式口味，滿足廣大的消費群眾。在未來有計畫的拓

展加盟店，擴大 師傅服務的範圍，並不斷的提升更專業的硬體設備（如臨櫃點餐系統．保鮮設備），

讓客戶能更快速的點餐，享受新鮮美味。以南部地區為立基點，向中、北部地區多元發展是 師傅未來

要努力的方向。

證照簡介　WELCOME
師傅秉持注重品質與提供新鮮安全的產品經營理念，擁有以下證照及投保公共意外險。

關係企業　WELCOME

專用信箱或電子信箱：ti.ti2508@msa.hinet.ne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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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推廣「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理念，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大發扶輪社於9月11日上午9時在大

發駐在所前廣場共同舉辦大發工業區10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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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扶輪社長林清文、林園分局分局長林依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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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挽袖捐血，林園分局林依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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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宗志理事長表示：大發工

業區每年用捐血行動表達對社會

的關懷，讓最需要的病患得以有

及時的救援，幫助更多寶貴生命

。共同努力讓台灣醫療用血環境

更穩定，未來會繼續舉辦捐血活

動。感謝林園分局林依仰分局長

所屬警察單位忙於治安工作但愛

大發工業區107年「大發有愛、捐血捐愛心」活動

發有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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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落人後。大發服務中心

鄭雅升主任更鼓勵同仁及從

業員工挽袖捐血，提昇捐血

袋數。大寮消防隊打火兄弟

愛心更是讓人感受熱情與愛

。大發廠協會、大發扶輪社

今年採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

女子監獄堅果塔禮盒及KT透

明蓋不鏽鋼水壺、不銹鋼蒸

火鍋禮品。聚和國際股份有

限公司更加碼贈送給每位熱

心捐血朋友N次貼、除甲醛

抗菌地板清潔劑、黃金盾抗

菌清潔隨手包(三擇一)。為

大發工業區發揮軟實力宣傳。

　　一整天捐血活動，募集約計200多袋的熱血。有了大發人的熱心、愛心溫暖的血液，勢必造福更多

急需用血的病患，也確實展現大發人熱心公益，感謝所有捐血朋友也呼籲公益活動是需要大家長期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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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時30分圓滿結束。

大 發有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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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廠協會林宗志理事長

致詞

▲工業局曾琡芬副組長致詞▲經濟部黃彥毓機要秘書致詞 ▲大發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

感謝致詞

大
發服務中心於9月14日(星期五)下午14時在

大發服務中心盛大舉辦「大發工業區行道

樹認養公益廠商表揚大會」。大發工業區服務中

心鄭雅升主任與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

事長為了提升生產環境品質，結合廠商力量認養

區內1,606棵行道樹。工業局副組長曾琡芬稱許

廠商善盡企業責任，足堪高雄工業區典範。

　　工業局曾琡芬副組長致詞：首先感謝大發工

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邀請參與這場有意

義的活動。植樹綠化不僅提升園區整體環境品質

、改善空氣品質，更提供區內從業員工優質工作

環境，亦提供生物棲地處所，行道樹認養活動型

塑大發工業區為高雄工業園區典範。

　　林宗志理事長致詞：政府經費有限，環境和

環保需要每個人共同努力，身為工業區廠商一份

子，大家都責無旁貸。這次能獲得廠商熱烈響應

動報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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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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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感到也欣慰，希望未來能打造大發工業區

為綠美化模範工業園區，廠商和員工都能受惠。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致感謝詞：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號召全體理

監事和區內熱心公益企業，共同認養大發工業區

道路主要幹道，包括華中路、光華路、華西路、

華東路、建業路、興業路等1,606棵行道樹，共

有七十五家廠商共襄盛舉，衷心感謝大發廠協進

會林宗志理事長及認養廠商。

　　藉由行道樹認養提升園區整體環境品質，並

轉化工業區對外新形象。認養計畫以每年原則修

剪4次，期間以3年為一期，每棵行道樹一期認養

費用5,000元。預定9月完成修剪。預期未來三年

必能創造大發工業嶄新形象。經濟部部長室黃彥

毓機要秘書、工業局曾琡芬副組長、工業局南區

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親臨會場，一一頒發

感謝狀並與廠商合影，共同為大發工業區亮眼綠

化成果喝采。活動於下午4時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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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報導活

　　『大發及鳳山工業區研產鏈結競爭力再提升

』計畫是輔英科技大學第二年進行經濟部工業局

的工業區輔導計畫，近兩年在經濟部工業局南區

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大發工業區服務

中心-鄭雅升主任的指導下，及大發工業區廠商

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鳳山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江楠樟理事長的多方協助，輔英科大何詠碩研發

長引領眾多教授們進入大發及鳳山工業區，投入

相關廠商輔導，愈見成效產出豐碩，包括去年協

助『谷林科技有限公司』通過四百萬元的SBIR計

畫：三合一功能兩行式有機肥撒佈機開發計畫等

。成果分享會展示的合作成果有『新口味肉鬆開

發』、『粉塵環境改善』、『新疫苗培養技術開

發』、『實習、就業、共創雙贏』、『政府計畫

輕鬆提』詳述如下：

▲大發鳳山工業區成果分享會大合照

　　【傳統肉鬆變身時尚零嘴，讓人隨時隨地想品嚐!】

　　輔英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李政達教授協助鳳山工業區『唯興

食品有限公司』開發出時尚新零嘴，肉鬆除有『新原味』，更有

『山葵』、『黃金咖哩』、『青蔥』等多種新穎口味可選擇，符

合年輕人喜愛。開發過程中李教授變身李大廚，以食神的魔手烹

炒著肉鬆，讓唯興黃總經理嘆為觀止，大為訝異，原來輔英竟埋

藏著肉鬆達人!

　　【新總經理的困擾，讓職安專家幫您解決!】

　　今年8月首上任的『台灣東京窯業股份有限公司』新任總經理，一直苦於多數老員工不願意於粉

塵的工作環境中戴口罩。松永基範總經理關心員工的健康，上任後致力推動職業安全防護，邀請輔英

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系陳明仁教授，到現場從事安全衛生介紹，工廠除了增購了降低粉塵相關設備

，有效改善粉塵及噪音的困擾並成功輔導員工們於粉塵環境中戴上口罩作業。

▲唯興食品有限公司黃總經理接受訪問 ▲輔英科大陳教授粉塵環境改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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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發酵技術代替人工培養，農民畜牧好經濟!】

　　輔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系系主任吳聲祺教授利用其生物科技的專業技術，協助『高雄市農會生物

製藥廠』進行動物用疫苗培養技術的開發。利用動物用疫苗自動化發酵技術大量提供疫苗的量產，不

僅增加數倍以上動物用疫苗的量產，亦可節省傳統人工所需培養技術的時間及改善農民畜牧業的產能

。

　　【大發人才需求，輔英旗開得勝!】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蘋果手機的軟式印刷電路板的主要供應商，近年訂單滿載，常有人

力的需求。旗勝科技和輔英科技大學設有多元的實習合作機制及產學合作關係，亦提供優渥獎助學金

供實習學生申請，今年輔英科技大學有7位大四學生在旗勝科技進行全學年實習，收穫滿滿，實習後

也將留在旗勝科技繼續就業。

　　【政府計畫資源，輔英助力輕鬆寫!】

　　經濟部每年提供三百億元於產業界『產』『銷』『人』『發』『財』等多面向的『技術』『行銷

』『研發』的提升，然而產業界對於相關計畫的撰寫及申請，都覺得困難而視為畏途。今年度本計畫

也分別協助『新聯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小松生技產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新型耐火材料、素食

者保健營養補充品開發計畫。

　　輔英科技大學執行本計畫後，更加相信產官學等的多方合作將有助於高雄經濟力的提升。也希望

本次成果分享會能帶給工業區廠商更多的收穫，使得明年度可以有更多其他廠商共同參與政府的美意

，進而提升本工業區的能量與產值。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本部長分享 ▲新聯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趙經理分享

　　

　　

　　

▲大發鳳山工業區成果分享會

▲疫苗培養新技術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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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宣導政

機車騎士請注意！看到大貨車需注意這三件事

   最近常發生大型車因視線死角而發生事故，多起因大貨車的「視線死角」、「內輪差」與「安全距

離」這三大問題上，所以高雄市旗山監理站提醒機車騎士朋友，應保持「最大安全間隔」且「勿併行

」，路口轉彎時，也需注意大型車轉向，停等紅燈時，「不宜靠近大貨車旁」，以免因視線死角而發

生擦撞。(文圖摘自網路)

林園分局交通組及大發駐在所交通宣導

大發工業區外勞多，騎乘電動車夜間點
燈保平安

   夜間行車開燈不僅僅是為了避免違規(罰300元)，

除可照亮前方的路，更可以提醒其他用路人說這邊有

人以提早因應。現因警方強力執法與宣導，外勞夜間

騎車開燈情形已經大有改善，然還是偶有零星未開燈

個案，在此呼籲各外勞朋友，夜間騎乘機車務必開啟

燈光，以保障自己安全。(圖摘自網路)

寶貝老人家晨昏外出運動穿著亮麗鮮明
衣物、讓用路人看的見保平安

　　早起外出運動的高齡長者，行動較為遲緩，少數

老人家自恃清晨人車少，不遵守交通規則，甚至將馬

路當成自家後院，隨意亂走，一旦遭遇車禍，往往後

果不堪設想。(文摘自網路)



▲吳家興院長於活動現場致詞 ▲民眾參予活動並張貼蘋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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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報導

衛
生福利部自2004年起將

每年十月第三週訂為我

國的病人安全週，然推動病人

安全週活動迄今將邁入第15年

，107年病人安全週宣導主軸

為「醫病溝通」，其口號為「

病人安全我會『應』」，舉辦

多元化的病人安全推廣活動，

強期望民眾一同「響應」、「

回應」、「反應」，如此才能

一起打造維護病人安全與優質

就醫安全環境。

　　醫病溝通目的是醫療人員

和病人在進行醫療決策前，能

107年衛生福利部與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病人安全週活動

霖 園 醫 院∼病人安全我會「應」響應活動分享

夠共同分享可能的醫療結果，提供病人所有可考量的選擇，藉由討論達成治療共識並為病人量身訂且

做符合期待的醫療決策。

　　霖園醫院為響應 107年病人安全週活動，院長數次親自鼓勵病人回應醫療人員的提問與主動反應

自己或家人的特殊狀況，說清楚、聽明白、勤發問、做筆記以減少醫療人員與民眾間的溝通不良，拉

近醫院與民眾間距離。

　　活動期間於一樓門診候診區設置「聖誕樹」，呼籲民眾一同響應並且參與病人安全的議題，期望

民眾能更加積極參與自己的醫療過程，民眾可填寫響應卡後化為果實黏貼於一樓門診的「聖誕樹」上

。

　　院內臨床各科與各行政單位近百名同仁一同共

襄盛舉，亦提供精美小禮物鼓勵病人、家屬與民眾

。更舉行病人安全我會「應」∼有獎問答活動，以

贈送禮品方式進行(七個普獎與三個特獎)，增添活

動之樂趣。

　　提升醫療品質，重視病人的安全，給病人和家

屬優質的服務和環境，一直是院內努力的目標。透

過衛生福利部、醫策會「病人安全週」的活動，以

年度病人安全週響應活動主軸，院長的親自帶領，

採多元方式進行，期藉各項活動宣導促使全民總動

員，期待醫院的服務可以讓每個同仁與民眾能自豪

的說：「病人安全我會應，就醫安全有保障！」

吳興家院長、吳守康、張曉立、張怡文、孫愛媖

▲醫師頒發有獎徵答獎品予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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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大寮區上寮路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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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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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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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興 打造‧敬請期待！

開放式煮食與用餐環境

中控系統智能式套房

休閒娛樂節慶活動舉辦

，您唯一的選擇！安 全











．鍍鋅爐：長17M*寬1.8M*高3.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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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快速度快

    服務佳服務佳

        品質好品質好

I Hong Hot-galv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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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GOLDEN FU-KING INDUSTRIES INC.

台灣總公司 Kaohsiung HQ
高雄市831大寮區華東路41號高雄市831大寮區華東路41號
No.41, Hua-Dong Rd.,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No.41, Hua-Dong Rd.,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
Tel:886-7-7876987 Fax:886-7-7878077Tel:886-7-7876987 Fax:886-7-7878077

台灣二廠 Taiwan FAB Ⅱ台灣二廠 Taiwan FAB Ⅱ
高雄市831大寮區大有三街3號  高雄市831大寮區大有三街3號  
No.3, Da-You 3rd St.,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No.3, Da-You 3rd St.,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
Tel:886-7-7874107 Fax:886-7-7872077Tel:886-7-7874107 Fax:886-7-7872077

統益科技 INJEX Co., Ltd.統益科技 INJEX Co., Ltd.
高雄市831大寮區萬丹路305號高雄市831大寮區萬丹路305號
No.305, Wan-Dan Rd., Da-Liao Dist.,Kaohsiung City TaiwanNo.305, Wan-Dan Rd., Da-Liao Dist.,Kaohsiung City Taiwan
Tel:886-7-783-5498 Fax:886-7-7835607Tel:886-7-783-5498 Fax:886-7-7835607
  

　專業領域

  

　　本公司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1989年8月成立，自始秉持著「專業、積極、踏

實、創新」的經營理念於生產塑膠射出產品，目前為國內前五大機車品牌的成型供應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