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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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務推動

大發之光-大發工業區110年度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為紀念「五一勞動節」，大發工業區廠商協

進會於4月27日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大禮堂

盛大舉辦表揚典禮。

　　首先，是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

長致歡迎詞表示：恭喜今年112位模範勞工。每

位模範勞工都是受到公司老闆、主管肯定，各廠

翹楚與優秀的勞工伙伴，實至名歸。感謝各位在

工作崗位上默默付出，為大發工業區的產業和台

灣經濟有莫大的貢獻。也期盼透過表揚活動，鼓

勵更多勞工夥伴於工作上提昇自我價值。在此，

表達最高的敬意與感謝。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許乃文副執行長致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林怡妏執行長致詞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頒獎

▲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許乃文副執行長致詞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陳石圍副局長致詞

▲經發局王宏榮副局長與大發污水廠黃成龍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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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期企業公司劉冠旻小姐代表模範勞工致感謝詞並與貴

賓合影。

務推動會

詞時，首先恭喜112位大發工業區模範勞工，肯

定勞工朋友對國家發展和社會經濟的努力與貢獻

，讓國家經濟穩定發展，社會能安和樂利。

　　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林怡妏執行

長表示：各位受獎模範勞工是工作領域中的佼佼

者，大發工業區有612家廠商，能夠在如此多家

廠商中脫穎而出，更是歷經嚴謹的評審程序脫穎

而出的箇中翹楚。就是大發工業區菁英中的菁英

。

　　高雄市政府經發局王宏榮副局長、勞工局陳

石圍副局長代表陳其邁市長到場祝賀全體模範勞

工。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大發汙水

廠黃成龍主任…等多位貴賓蒞臨領獎並與每位模

範勞工合影。模範勞工家屬一同共享榮耀，分享

家人的驕傲與喜悅。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劉冠旻小姐代表全體

模範勞工致謝詞表示：我很榮幸當選今年大發工

業區模範勞工，首先感謝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蔡老闆對我的肯定與信任，感謝同事們對我的認

可與支持。進入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個人盡自

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屬於自己崗位上的工作，提高

工作效率，與同事和睦相處。在座的模範勞工們

都是各廠推薦優秀的員工，今後我們在工作上要

時時提醒自己，發揮模範勞工的表率作用，再接

再厲，創造公司與員工雙嬴的共融景象。感謝各

位長官蒞臨，特別感謝林宗志理事長用心安排表

揚大會活動。感謝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提供優質

場地。給勞工伙伴一個榮耀的回憶。

　　大發服務中心黃宇斌主表示：舉辦模範勞工

表揚大會最主要是肯定勞工伙伴，因為在工作崗

位上的卓越表現及辛勤付出，才能得到此項殊榮

，實至名歸。雖然從事不同的工作，有著不同的

生活背景，但共通點都是堅守崗位，以敬業、積

極的精神與認真負責的態度，盡自己的力量為臺

灣各行各業的發展奉獻一己心力。是大發之光更

是台灣之光！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積極，服務熱

誠。

朱乙青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檢組／品檢員

優良事蹟 

敬業樂群，工作認真負責細心。

在崗位上與同事相處融洽。

蔡錦華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CNC切割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交辦事務皆能辦

妥。

吳明璋 ★

★★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課／副課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

能為同事相互解決難題，

與同事相處融洽。

陳進福 ★

★★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司機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葉恩彰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總務部門／主任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對工作兢兢業業，

服務熱忱。

邱燕貞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物料管理員

優良事蹟 

工作熱忱負責，積極認真。

劉冠旻 ★

★★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工程師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勇於負責。

不計較，親和力十足。

陳讓 ★

★★

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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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10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廠課／組長

優良事蹟 

一、勤勉盡責，工作表現稱職。

二、富正義感，樂於助人。

三、儘心指導新人、提攜後進、傳  

　承經驗。

張秀英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處／司機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敬業樂群。

洪輝煌 ★

★★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課／總務

優良事蹟 

思維邏輯條理清晰、規劃執行能力

強，對主管交付之任務能精確執行

工作態度努力積極、認真，獲得公

司同仁認同與尊重，使工作推展與

執行更加順遂。

王志寶 ★

★★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部／經理

優良事蹟 

1. 工作表現優異。

2. 解決問題能力強。

3. 公司政策配合度高。

洪嘉均 ★

★★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林瑞文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梁惠珠 ★

★★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公司

部門職稱 維修部／儀電組長

優良事蹟 

1.帶領儀電團隊維護系統正常，並

維持生產線運轉率高於目標值。

2.協助相關廠內各單位儀電改善或

新增相關項目。

3.自主改善廠區耗能部分，降低能

耗達成節能減碳目的。

4.自主協助同事相關儀電諮詢事

項，並有效傳達相關正確訊息。

5.與同事間相處和樂，樂於助人。

蔡春福 ★

★★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資材部／副課長

優良事蹟 

1.擔任主管後，工作負責盡職，主

管交辦的事項均能如期完成。

2.工作能力佳，表現優異。

張淑嬅 ★

★★

部門職稱 廠務部／業助

優良事蹟 

兢兢業業，認真負責。

部門職稱 工務部／助理工務

優良事蹟 

1.怪手技術超群。

2.配合度佳。

3.對工作熱忱。

4.對交辦事項都能如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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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越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組長

優良事蹟 

針對廠內機械設備維修保養，

有其專業技能及完整保修計劃，

讓設備維持最佳狀態，降低設備故

障率。

陳鴻文 ★

★★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物流事業部／協理

優良事蹟 

執行物流營運及車輛調度相關事宜

表現優異，獲各級主管肯定。

藍明鴻 ★

★★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一組／業務經理

優良事蹟 

工作服務熱忱，敬業認真，負責盡

職，重視客戶需求，顧客對其熱忱

服務給予讚賞肯定。

羅國章 ★

★★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部／會計

優良事蹟 

做事認真，有責任，好相處。

凌雯玲 ★

★★

瑩越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負責，品德優良。

提攜後進不遺餘力，主管交辦事項

皆能配合完成。

林祺欽 ★

★★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肉品事業部／經理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責任心重，調度得

宜，配合度高。

劉昱圻 ★

★★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二組／組長

優良事蹟 

在工作安排分配上派送流暢，與組

員互動和睦，相處融洽，自動自發

做事認真負責，對於主管所交辦的

事項，均能如期完成，深得主管讚

許。

鄭明允 ★

★★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AI自動生產部門／副廠長

優良事蹟 

頭腦敏捷，反應快，

工作認真，責任感重，

領導能力佳…

熊俊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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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10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倉勤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協助其他單位完成工

作，值得表揚。

陳智強 ★

★★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會計 

優良事蹟 

擔任會計職務，協助人事處理，工

作認真，任勞任怨服務同仁，值得

表揚。

李柏儀 ★

★★

部門職稱 電子化學品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該員工作表現優良、敬業樂群、認

真負責。主要工作為雙氧水現場生

產調和、槽車灌充、日常5S清掃等

。於各項工作皆認真負責，使顯影

劑可維持高品質順利出貨，足為勞

工楷模。

蔡宗智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沖片組／組長

優良事蹟 

1.任職24年，主動積極，認真負責。

2.擔任沖片組組長，安排及協調人員

　調度、生產作業流程規劃及機械設

　備操作指導等，克盡職責。足為所

　有組員之表率。

毛國安 ★

★★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門窗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擔任技術員乙職，配合進度完成，

協助同事，並關懷同仁，值得表

揚。

張鳳彩 ★

★★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製一部玻纖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一、負責大發廠區長春端採購業務

　　，資料審核確實、嚴謹把關、

　　當責盡職。

二、防疫期間均能主動對公用區域

　　進行環境消毒作業，對防疫作

　　業主動積極，配合度高。

三、陳員對上級指派作業均能積極

　　執行、敬業樂群，對廠務部運

　　作助益良多，可為勞工表率。

柯孟甫 ★

★★

大連化學工業(股)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儀電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一、陳君負責現場儀表管線修改工
　　作，歲修期間規劃安排各項高
　　危作業現場監工及閥件作動測
　　試，工作細心負責，對工廠作
　　業安全有貢獻良多。
二、陳君自行提案改善廠內抽水馬
　　達配置控制盤及配線測試，降
　　低維修成本。
三、陳員主動積極、敬業樂群，對
　　儀電部門運作助益良多，可為
　　勞工表率。

陳永昊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組裝組／資深專員

優良事蹟 

1.任職25年，任勞任怨，盡忠職守。

2.歷任組裝組副組長、組長，負責成

　品組裝、測試、包裝及出貨事宜。

　卸任後仍協助新進人員培訓、指導

　等相關作業，殊堪嘉許。

梁源豐 ★

★★

長春石油化學(股)公司大發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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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莊佳玲 ★

★★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經理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服務熱忱

邱俊欣 ★

★★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組長

優良事蹟 

1.配合公司人力調度

2.工作態度認真負責並主動積極

陳政聰 ★

★★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駕駛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

莊智鋒 ★

★★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許鴻泉 ★

★★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文管人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配合度高

李惠婷 ★

★★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黃劉月瑛★

★★

經濟部工業局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

部門職稱 服務組／清潔工

優良事蹟 

1.負責總機、門禁管制及來賓接待

工作。

2.疫情期間各項防疫工作。

3.公文系統文件掃描歸檔作業。

4.負責收受水體樣本、轉碼及數據

登錄作業。

綜上，工作負責盡職、表現良好。張簡麗津★

★★

部門職稱 廠務部／總務

優良事蹟 

該員工負責處理公司物料彙總、廠

商加工、員工差勤……等業務，工

作態度負責積極。處事明快，效率

過人，對於份內業務及主管交付的

業務，皆能如期順利完成。平日待

人和善，與同事相處和睦，樂於助

人，堪為員工楷模！

部門職稱 工程部／班長

優良事蹟 

該員工平日負責設備製作，除自身

擁有優良精湛的技術，且勤奮努力

、積極負責以外，更能帶領組員，

不吝技藝相授，凝聚向心，每每皆

能肩起重要任務，達成困難使命。

為公司創造可觀利潤與優良口碑，

足為同仁楷模！

部門職稱 清潔工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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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10

經濟部工業局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

部門職稱 環保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1.負責區內廠商預先處理系統輔導
　、稽查及相關法規說明、釋疑。
2.協助區內廠商辦理廢汙水納管及
　聯接申請。
3.輔導區內廠商每年二次定檢申報
　相關作業。
4.工業區內水汙染事件追緝查證作
　業。
5.辦理廠內處理單元提升效能之相
　關前瞻計畫。
綜上，工作負責認真、表現優異。

何伊庭 ★

★★

煜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單位／技術人員

優良事蹟 

服務滿25年以上

工作認真，配合度佳

洪見志 ★

★★

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改善維修部／儀電維修工程師 

優良事蹟 

1.擔任儀電維修工程師善盡職責，
　對所負責之儀電設備能妥善安排
　及執行各項維護保養，使設備維
　持良好的妥善率及可靠度。
2.積極提供及推動改善建議提案，
　多年來協助工廠完成十多項專案
　及數十件改善提案，成績斐然。
3.主動學習、勇於承擔且樂於分享
　，足為後進表率，員工楷模實至
　名歸。

廖家輝 ★

★★

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為公司之資深外勞，擔任組長，任

勞任怨，績效良好。

是公司與外勞間良好的溝通橋樑，

維護雙方權益。

安迪 ★

★★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簡陳文昌★

★★

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領班

優良事蹟 

1.推動工廠安全意識於班員，實現

　零事故零傷害。

2.依據生產目標帶領班員實現縮短

　歲修工時、達成工廠產量目標與

　最小化生產損耗。

3.協調各項工單，達成工時損失最

　小化。

4.積極培養人才，延續經驗傳承，

　使工廠永續經營目標向前邁進。

陳俊良 ★

★★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務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樂觀積極深具責任感

吳冠霖 ★

★★

高辰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現場人員／組長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服務熱忱

朱志明 ★

★★

部門職稱 廠務部／專員

優良事蹟 

熱心教導其他員工精進技能。

熱愛工作體現自我價值。

樂於協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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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寶理塑膠(股)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工務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積極，勇於面對問題，

改善生產設備使用壽命，工作安全

意識良好於工作中常會提醒他人注

意工作安全。且具有良好5S精神。

周湧文 ★

★★

中日金屬化工(股)公司

部門職稱 營業二部／資深經理

優良事蹟 

1.秉公職守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對

　公司貢獻良多

2.能以專業技能與知識，為公司推

　廣業務，成績輝煌！

邱美玲 ★

★★

成佳有限公司

黃晉嘉 ★

★★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課／操作員

優良事蹟 

該員工作認真、負責、對單位有多

項貢獻

洪憲維 ★

★★

台灣寶理塑膠(股)公司大發廠

施世龍 ★

★★

聯合發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維修組／組長

優良事蹟 

機電本質學能高，經驗豐富，熟悉

生產線設備特性。在設備預防保養

，故障維修時，能降低製程耗損並

在製程良品改善提升有傑出成效。

陳英俊 ★

★★

四海遊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營業二部／副總經理

優良事蹟 

1.積極領導採購部門降低原物料採

購價格，教育部屬以身作則，績

效良好。

2.採購專業知識、敬業精神、工作

態度佳足為表率。

3.致力於本身採購專業的研究，並

能傳承於團隊工作，凝聚同事的

向心力，激發團隊努力學習。

許慶崧 ★

★★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人事專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

2.熱心協助同仁

梁惠雯 ★

★★

部門職稱 生二部／操作員

優良事蹟 

1.主動協助同仁，共同完成任務。

2.熱心指導新進員工，加速提升工

作技能。

3.深入探究製程問題原因，提報改

善建議，經實施後，成效良好。

4.協助建立部門作業規範，標準化

管理規則。

部門職稱 廠務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認真、克盡職守。

2.對於上級交辦事項都能積極努力

完成，配合度相當高。

3.同事之間互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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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10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

優良事蹟 

1.任職業務工作從新人不斷虛心學 

　習，到客戶讚賞與信任。

2.業務期間面對工作總是默默將任

　務完成，並溫馨協助其他同仁之

　需求，工作態度給予肯定，值得

　給予讚許表揚。

楊珮芳 ★

★★

祥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粟孟強 ★

★★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生管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表現主動積極，待人誠懇，

　與同事相處融洽。

2.嫻熟自己本身工作知識與技能。

3.年度考核皆為良，值得為楷模。

簡士軒 ★

★★

天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主動積極，認真負責。

2.交付工作皆完美完成，配合度高

　，忠於職守。

3.機械殺菌設備維護調整，技藝精

　良。

4.友愛照顧新進同仁，主動關心積

　極互動。羅啟韓 ★

★★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運輸組／配送員

優良事蹟 

1. 工作積極、態度完好、待人和氣

、品行端正。

2.任勞任怨努力盡職、配合加班、

組長代理人完成交付之工作。

3.遵守行車安全、好駕駛，無違規

駕駛紀錄。

蘇建儒 ★

★★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魏妤蓁 ★

★★

祥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塑膠組／作業員

優良事蹟 

經常協助外籍移工，不論工作方面

或者生活起居等，都盡心盡力給予

同事照顧與幫忙。

陳慧琴 ★

★★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經理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認真，細心負責，處事

有條不紊。

2.上級交辦事項都能盡力配合，使

命必達。

3.協助與配合公司營運成本控管，

提升組織績效，皆具卓越貢獻。

吳鳳梅 ★

★★

部門職稱 製造工程／組長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

勤奮配合

部門職稱 線長

優良事蹟 

1.每月網版費用耗用與破網管理節
省材料成本費用。

2.協助現場多能工展開教育訓練與
支援調度工作。

3.即時反應薄帶製程薄帶屑破網問
題降低報廢損失。

4.人員休息主動協助接機生持續提
高生產印刷內層Foil產出。

5.新產品量產試驗提供異常問題點
予製程工程師評估改善。

6.連續2年考績評核為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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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1F生產部／組長

優良事蹟 

一、工作認真，足為楷模。

二、服務態度親切，深獲好評。

三、熱心公益，樂於助人。

張序安 ★

★★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裝配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工作表現優異，加工、組立動作快

速正確提昇製程效率

歐市儀 ★

★★

期發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副廠長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

認真負責

李俊儒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部／副理

優良事蹟 

在公司任職10年，工作細心認真。

處事有條不紊，對主管交辦任務使

命必達，表現優異，足堪表率。

黃惠香 ★

★★

天辰環保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組長

優良事蹟 

協助公司廠內機具產線安排認真負

責

對廠內突發問題皆能主動處理解決

任職期間態度積極足為表率。

王偉誠 ★

★★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行政管理部／人資專員

優良事蹟 

熱心親切

認真盡責

勤奮積極

邱靖雯 ★

★★

阿法拉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客戶服務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敬文於2012年2月15日加入本團隊服

務，9年的光陰全心致力於廠內5S管

理與板熱相關業務，服務期間堅持

初衷，任事負責盡職，具同理心、

包容、傾聽、提供專業服務於顧客

，並協助同儕，合作無間，提攜後

輩，力於品質及有效率之服務，是

本廠之標竿。

陳敬文 ★

★★

捷欣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作業員

優良事蹟 

該員工作盡職，交辦事項，皆能細

心完成，並協助教導同事工作上的

細節。

陳欣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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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專員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負責，盡忠職守

2.經常協調部門間有承議事項，讓

　部門間的衝突減少。

黃永文 ★

★★

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會計

優良事蹟 

在會計職位上工作準確度高，認真

確實，仔細並思慮周全。

與同事工作相處和諧並樂於互助並

提供改善工作效率之建議。

楊雅雯 ★

★★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成品組／作業員

優良事蹟 

(一)服務年資已滿9年

(二)擔任成品組作業員，盡責。

王志強 ★

★★

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二課／股長

優良事蹟 

1.熟悉課內各作業流程，且能提出

不適改善之處。

2.負責課內機台維修，生產的事宜

盡心盡力。

3.執行主管之交辦事項，改善推行

積極、認真。

4.與課內同仁在作業上之相處及溝

通良好。
林清福 ★

★★

鉅明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焊接組／組長

優良事蹟 

1.擁有獨特焊接技術與經驗。

2.技術傳承及物料控製貢獻卓越。

3.配合客戶需求，完成製程改善及

優化。

劉育友 ★

★★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資材課／倉管

優良事蹟 

102.10進入公司，現職製造公司倉

管人員。

在公司都能嚴格要求自己，不管在

收料、發料該人員需掌控貨品進出

倉庫動態。

這些事情皆處理的井然有序，足為

表率。林意欽 ★

★★

環球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1.勇於提出生產問題。

2.主動尋求改善機會。

3.樂於分享工作經驗。

4.追求工作達成率。

劉皇成 ★

★★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鋼管廠／高級技術員

優良事蹟 

擔任儲運股高級技術員，負責鋼管

最終成品之防鏽管制。

並能機動支援理貨與出貨之吊運作

業，讓工作順利推行。

樂於與設備維護人員經濟交流，維

持操作與維護良好的夥伴關係。

謝池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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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巴斯夫(股)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生產部／資深技術員

優良事蹟 

1.負責公用區管線標籤的張貼及檢
　查工作。
2.負責公用流體P&ID圖的核對及更
　新工作。
3.帶領公用區人員排除各種設備的
　故障，使得公用設備能順利運　
　轉。
4.長期協助公用區組長掌控公用區
　各項設備的運轉操作。
5.針對公用區的設施提出多項的改
　善建議。

陳明佑 ★

★★

正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生管／生管

優良事蹟 

主動協辦各項活動，待人和氣，服務

熱誠，向心力優，足為同仁之表率。

李毓婷 ★

★★

金富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薏蓉 ★

★★

真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維修

優良事蹟 

1.主管交付之工作必確實完成回報

2.工作區域整理有序

3.與同事相處融洽，合作無間

王昭堂 ★

★★

台灣巴斯夫(股)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生產成本控制部／主任

優良事蹟 

1.提供主管的報表數據及資料正確

　且準時

2.在個人工作項目範圍外，支援公

　司新專案推動的報告資料

3.工作認真，努力付出

倫懿明 ★

★★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配送司機

優良事蹟 

刻苦耐勞，人品端正，德行優良

對待客戶誠信。

黃文寶 ★

★★

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射臘單位／作業人員

優良事蹟 

1.作業上細心、仔細。

2.工作配合度高。

3.團隊精神佳。

4.出勤率高。

5.吃苦耐勞。

6.克盡職責。

黃素卿 ★

★★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一部／操作員

優良事蹟 

對本職工作兢兢業業，經常主動幫

助同仁，24年的工作經歷，始終堅

守崗位，為公司樹立良好形象。

張簡明得★

★★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務

優良事蹟 

1.任職期間，工作認真、積極，有

熱忱。

2.國外業務推展，及參展事項，都

有佳績。

3.與客戶均能秉持高品質服務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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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王姿文 ★

★★

昌明螺絲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線管人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態度良好。

謙虛和善，配合度高。

林宏榮 ★

★★

皇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倉儲

優良事蹟 

從事倉儲駕駛工作，負責盡職，腳

踏實地，堅守本份，做事工作認真

，態度及配合度佳，恪遵規定，表

現良好，足為同仁之表率。

李冠毅 ★

★★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公司

部門職稱 客服部／客服專員

優良事蹟 

1.結清公司懸而未決的應收款帳目

　。

2.以公司營運成本及客戶服務滿意

的最佳考量的態度處理所負責的

客戶訂單，取得雙贏的局面。

3.接受公司安排承接更多的客戶群

　。

4.細心，負責任。
歐玟伶 ★

★★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進入公司以來不管從事任何工作皆

能嚴格要求自己，一心一意做好工

作事項，足為表率。

何自信 ★

★★

大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課／會計

優良事蹟 

在專業工作上，積極提出有效性改

善，敬業樂群，無私奉獻。

王季芳 ★

★★

大東樹脂化學(股)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製造課／班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能積極主動配

　合提升製程運轉效率與異常排除

　。

2.工作效率高且能適時地達成生產

　任務。

3.工作品質及溝通協調能力佳。

4.專業技術良好，能主動學習並提

　升自我的工作能力。

柳源祥 ★

★★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公司

部門職稱 客服部／專員

優良事蹟 

1.我司某客戶其實驗室因請款方式

　不同，前任客服人員自2018年　

　起即累積近2年的寄庫庫存在ERP

　虛擬倉未請款，經長時間與客戶

　核對後，結清所有待請款帳約　

　NTD48萬元。

2.接受公司安排承接要求嚴謹的客

　戶訂單業務。
柳馥瑋 ★

★★

部門職稱 品管檢驗室／化驗員

優良事蹟 

任職逾5年，對品檢工作專業上精益

求精，敬業精神，積極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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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公司

部門職稱 製程一課／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協助高規96%硫酸新線擴產能，試

　車量產事宜。

2.協助高規96%硫酸製程、品質及出

　貨確認。

3.協助主管指派之各項任務。

高愷璘 ★★★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門／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聰明穩定，配合

　度佳。

2.學習能力強，領悟力高及靈敏度

　夠。

3.與同事相處融洽，樂於助人。

曾碧芬 ★★★

順慶實業有限公司

潘素慧 ★★★

英欣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部／會計

優良事蹟 

1.公司所要求的各種財務報表及會

計資料皆能準時完成。

2.主導公司的各種電腦自動化及系

統如ERP和ApAccpac。

3.協助各項進出口業務成效極佳。

4.協助公司所整併的工廠業務。

蔡欣儒 ★★★

久發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工作細心

李青芬 ★★★

川博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部／品管人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應變能力佳。控管

產品品質，能立即反應各製程問

題。

張傑貿 ★★★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鍛造組／鋸料整備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注意排程，組長毋須頻

繁確認。

鋸台故障，會自行處理。

協助幹部分配工作和加班工作。

王韻晞 ★★★

雙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服務年資迄今屆滿10年，認真負責

，工作勤奮。忠厚老實，品性端正

，交辦之工作皆能如期完成。熱忱

服務，精神可嘉，以身作則，足堪

楷模。

王瑞豊 ★★★

部門職稱 門市部／內勤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認真，負責，能與同事

間互相配合。

2.積極向上，熱心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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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10

莊宏億軸承有限公司

梁卿雲 ★★★

鈦晟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修臘部門／組長

優良事蹟 

該員工於我司服務期間，盡心盡力

，認真負責，甚為員工表率。

胡雙喜 ★★★

宗亞特用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外銷業務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

極力爭取公司權益

降低費用成本

陳雅慧 ★★★

億居金屬工業(股)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副廠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盡責，向心力強。

2.對主管服從性及完成度高。

3.具團隊精神。

4.對同事及後輩樂於協助配合及教

　導。

高森永 ★★★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製造課／副組長

優良事蹟 

想法積極正面，積極面對工作不逃

避，對於客戶間的問題皆能獨自應

對，遇到難題也先自行處置，考慮

後果嚴重的問題，會提出商討較好

計策，抗壓性高，對其自身該負的

責任，不會找理由推托，休假亦配

合工作，適度的加班，消化自身工

作量，是位優秀的員工。

簡延勛 ★★★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課長

優良事蹟 

1.做事認真負責。

2.對待員工耐心指導，幫助員工處

理問題。

3.達成主管交辦事項，確保工作進

度，符合生產品質需求，達到生

產安全。

葉金生 ★★★

億居金屬工業(股)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組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盡責，向心力強。

2.對主管服從性及完成度高。

3.具團隊精神。

4.對同事及後輩樂於協助配合及教

　導。

陶郁琳 ★★★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製圖

優良事蹟 

工作主動積極、認真負責。

郭婭琇 ★★★

部門職稱 管理部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人品端正，工作嚴

謹，處處為公司設想，高度敬業，

表現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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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廠商相挺　支持在地鳳梨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為照顧

在地農民、提昇農產內銷市場發起認購鳳梨活動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長張清榮及大樹農會總幹事

歐幸娟特別拜會林宗志理事長，感謝大發工業區

廠商協進會全體理監事、區內廠商大力支持、踴

躍認購;並保證大樹鳳梨是優質水果，也是很好

的伴手禮。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局長張清榮表示，透過農

會行銷的鳳梨、荔枝等農產品有一定品質保證，

他要求農民必須達到生產履歷的水準才能進入農

會的行銷系統，就是要讓消費者買到好吃、健康

的鳳梨。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表示，日前

中國宣布暫停進口台灣鳳梨，掀起國內全民挺鳳

梨熱潮，為響應政府支持本土農產品，區內企業

主紛紛相挺，總共向大寮農會採購鳳梨約1800箱

，贈送給員工及業務往來客戶，以實際行動表達

支持本土農產品的心意，並藉此拋磚引玉，鼓勵

員工及眷屬多支持在地農民，讓溫暖不間斷。

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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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環境毒物與新興污染物研究中

心為與大發工業區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於3月29

日下午3時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會議室，與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團隊，

簽訂產學策略聯盟合作意向書。環境毒物與新興

污染物研究中心林永璋教授與服務中心黃宇斌主

任代表簽署，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

長、正修科技大學產業策略發展中心主任戴志璁

教授也親臨會場見證簽約儀式。雙方建立夥伴關

係後，未來將加強產學交流合作，促進大學量能

與產業實務結合。

黃宇斌主任表示，雙方具體合作內容包含：

建立聯絡平台，媒合廠商環保議題需求和研究中

心量能，提供技術輔導與服務輔導區內廠商空氣

污染、水處理技術、土壤和地下水調查、食品檢

測諮詢及檢測和環保議題相關講座師資交流。

正修科大「環境毒物與新興污染物研究中心

」近年來致力於檢測服務外，亦提供企業專業諮

20

活 動報導

110年度『產業園區產業輔導創新計畫』
正修科大環境毒物與新興污染物研究中心與大發工業區簽訂合作備忘錄

詢與產學精進研究計畫，輔導產業創新升級。且

培訓檢驗技術、化工、環工、食品科學及農業生

技等相關領域人才，進入合作企業無縫接軌。針

對產業環境問題培訓該企業從業人員，由問題根

源解決，同步提升的從業人員可長期服務合作企

業，達到污染減量、環境永續的目標。

林宗志理事長表示：期望透過新型態的產學

合作平台，嫁接產學橋梁，促進產學互動，協助

廠商解決環保議題進而增加產業競爭力和增進學

校研發量能，共創雙贏局面。

▲110年度正修科大環境毒物與新興污染物研究中心與大發工業區簽訂合作備忘錄

▲

110年度正修科大環境毒物與新興污染物研究中心與大發

工業區簽訂合作備忘錄



活動照片紀實大發大小事

▲經濟部王美花部長參訪

▲台電公司辦理「110年度技能競賽」

▲中華民國南部工業區會長交接

▲110年大發工業區上半年度水電小組暨抗旱會議

▲110年第一季回訓照片

▲110年第二季回訓照片▲國巨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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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移工交通法規、社會秩序警語宣導單

Telephone Number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110
林園分局勤務中心07-6412004
林園分局大發駐在所 07-788400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林園分局　關心您

22

政 令宣導

印
尼

違反交通法令宣導
Melanggar tata tertib berlalu lintas

逆向行駛。

Berkendara berlawanan arah
 

在人行道、快車道行駛。

Berkendara di trotoar jalan dan di jalan khusus mobil
 

不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或在劃設之慢車道不靠右側路邊行駛。

Tidak berkendara di daerah atau batas yang telah di tentukan, atau berkendara di daerah yang telah di 
tentukan dan tidak berkendara di jalur lambat sisi kanan jalan
 

不依規定轉彎、超車，停車、或通過交叉路口、闖紅燈。

Tidak sesuai dengan ketentuan berbelok arah, mendahului, berhenti, atau menyebrang sembarangan 
serta menerobos lampu merah
 

在夜間行車未開啟燈光。

Berkendara di malam hari tidak membuka lampu

違反社會維護法宣導
Melanggar ketertiban social
 

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

Membuat kebisingan atau ribut sewaktu malam hari, mengganggu ketertiban public
 

於公共場所酗酒滋事、謾罵喧鬧，不聽禁止者。

Mabuk ditempat umum, berisik dan tidak bisa di nasehati oleh orang lain



外籍移工交通法規、社會秩序警語宣導單

Telephone Number 〈聯絡電話〉       
緊急聯絡電話：110
林園分局勤務中心07-6412004
林園分局大發駐在所 07-788400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

林園分局　關心您

政 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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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南

違反交通法令宣導
Những điều vi phạm an toàn giao thông

逆向行駛。Đi ngược chiều
Berkendara berlawanan arah

 

在人行道、快車道行駛。

Đi trên đường dành cho người đi bộ, và đường dành cho xe đi nhanh .

 

不在劃設之慢車道通行、或在劃設之慢車道不靠右側路邊行駛。

Không đi ở đường dành cho xe đi chậm, phải đi vào lề đường bên phải.

 

不依規定轉彎、超車，停車、或通過交叉路口、闖紅燈。

Không tuân thủ quy định về vượt xe, rẽ trái rẽ phải, dừng xe hoặc dừng đèn báo hiệu. 

 

在夜間行車未開啟燈光。

Trong đêm đi xe không bật đèn

違反社會維護法宣導
Những điều vi phạm luật bảo hộ xã hội :
 

製造噪音或深夜喧嘩，妨害公眾安寧者。

Gây ra tiếng ồn hoặc mất trật tự trong đêm, ảnh hưởng tới trật tự an ninh

 

於公共場所酗酒滋事、謾罵喧鬧，不聽禁止者。

Uống bia rượu gây rối trật tự ở nơi công công, chửi bới ồn ào, không

nghe lời khuyên nhủ .

印
尼







一般事業廢棄物、廢塑膠類、廢橡膠類、

植物性殘渣、乾樹枝、乾樹幹、木棧板、

一般木製傢俱⋯⋯等

建裕環保有限公司

乙級廢棄物清理許可



一般事業廢棄物、廢塑膠類、廢橡膠類、

植物性殘渣、乾樹枝、乾樹幹、木棧板、

一般木製傢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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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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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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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總公司 Kaohsiung HQ
高雄市831大寮區華東路41號

No.41, Hua-Dong Rd.,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
Tel:886-7-7876987 Fax:886-7-7878077

台灣二廠 Taiwan FAB Ⅱ
高雄市831大寮區大有三街3號  

No.3, Da-You 3rd St.,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Taiwan
Tel:886-7-7874107 Fax:886-7-7872077

統益科技 INJEX Co., Ltd.
高雄市831大寮區萬丹路305號

No.305, Wan-Dan Rd., Da-Liao Dist.,Kaohsiung City Taiwan
Tel:886-7-783-5498 Fax:886-7-7835607
 

　專業領域

  塑件製品射出‧中空成型

  塗裝及水轉印二次加工

  產品一貫化服務 (模具開發至成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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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發廠高雄市大發工業區莒光二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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