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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d Stainless Steel
Forged Stainless Steel

FLANGES

擁有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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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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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但是對本公司品質的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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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深信產品製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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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7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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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ged Stainles







務推動會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五屆理監事名錄
任期自民國111年1月7日

至114年1月6日

職　別 公　司　名　稱 姓　名 聯　絡　地　址

理事長 弘偉環保工程(股) 公司 劉正光 大發工業區光華路16號

常務理事 鋒富貿易有限公司 蔡宗憲 高雄市大寮區田單七街20號

常務理事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葉俊賢 大發工業區華東路57號

常務監事 景航企業(股)公司 楊信育 大發工業區華西路22號

理事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公司 張覺光 大發工業區華西路8號

理事 宏欣機械工程(股) 公司 張清全 大發工業區莒光二街13號

理事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 戴晉平 大發工業區大有三街15號

理事 塑友企業(股)公司 陳三福 大發工業區大有三街5號

理事 上鎧鋼鐵(股)公司 林宗志 大發工業區莒光二街16號

理事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公司 陳文宏 大發工業區華東路25號

理事 忠興行(股)公司 黃裕峯 大發工業區建業路9號

理事 傑期企業(股)公司 蔡西昌 大發工業區大有四街5號

理事 𡘙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志勳 大發工業區華東路48號

理事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徐邦辰 大發工業區華東路46號

後補理事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 簡天保 和發產業區和業二路26號

後補理事 天辰環保有限公司 黃天佑 大發工業區興業路25、25-1號

後補理事 新恩事業有限公司 侯秉宏 大發工業區富民街2號

監事 上峰塑膠工業(股)公司 吳德霖 大發工業區華東路66號

監事 瑩越資源(股)公司 林純銓 大發工業區華東路46-1號

後補監事 和緯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俊成 大發工業區田單四街28號

後補監事 上順水泥製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李俞宏 大發工業區華東路40號

顧問 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 黃宇斌 大發工業區華中路1號

顧問 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合污水處理廠主任 黃成龍 大發工業區建業路15號

顧問 大發警察駐在所站長 楊慶德 大發工業區華中路1號

顧問 大發警察駐在所所長 黃旭德 大發工業區華中路1號

顧問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 林建忠 大發工業區光華路5-3號

榮譽理事長 運錩鋼鐵(股)公司 顏德和 大發工業區華西路12號

榮譽理事長 大隆保利龍(股)公司 莊義隆 大發工業區華西路27號

榮譽理事長 上鎧鋼鐵(股)公司 林宗志 大發工業區莒光二街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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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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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於111

年1月7日(星期五)上午假大寮區享溫馨喜

宴會館舉辦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辦理第五屆

理監事選舉、新任理事長交接典禮。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楊伯耕處長、工業局呂正

華局長、高雄市政府羅達生副市長、林岱樺立委

、許智傑立委、高雄市議會曾麗燕議長及高屏地

區工業區主任、理事長等貴賓蒞臨指導。

　　本次大會的重要工作是舉辦第五屆理監事改

選。在會員廠代表踴躍出席投票、見證下完成開

票計票作業。弘偉環保工程(股)公司劉正光副董

事長高票當選第五屆理事長。在主管機關高雄市

政府社會局監交下羅達生副市長執行印信交接典

禮。

　　新任劉正光理事長致詞：首先感謝林宗志理

事長在六年期間帶領理監事團隊無私為工業區奉

獻，讓園區綠意盎然的行道樹，能紓解工作壓力

、大大提昇外界對大發工業區形象。未來3年本人

將追隨林理事長的腳步繼續推動行道樹認養工作

。對於大發、和發工業區消防隊設置進度業持續

關注。大發工業區非常困擾交通問題、道路路面

平整解決方案、全區整體路名牌美學工程…等等

工作，將與大發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一同努力完

成。大發汙水處廠ROT案會請益黃成龍主任為全體

廠商權益把關。與大發安促會伙伴在工安、環保

業務持續支持加強防災應變之工作。更期望廠商

代表、工業局、市政府、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大發汙水廠持續支持大發廠商協進會，讓會務蒸

蒸日上。

　　工業局呂正華局長致賀詞：首先，林宗志理

事長任內對大發工業區區內公共事務盡心盡力的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付出給予高度肯定，並頒發感謝狀給林宗志理事

長。期待劉正光理事長領導大發廠協會第五屆全

體理監事未來三年對大發工業區有更大的助益。

　　最後，會員大會在高雄市羅達生副市長監交

下完成。12時圓滿結束。



一、時　　間：111年1月7日（星期五）上午10時20分。

二、地　　點：大寮享溫馨喜宴餐廳會館。(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296號)

三、出席人員：計146人(應出席269，實到146人，委託出席詳如簽到表)

四、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　　席：林宗志　　　　記　　錄：劉汝惠

六、主管機關代表致詞：略

七、來賓致詞：略

八、報告事項：

　　(一)理事會工作報告：

　　　　1、定期召開法定會議、健全會務組織及參加有關會議。

　　　　2、上次會議報告事項。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1、審查110年收支經費案。

　　　　2、財產目錄。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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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工作執行成果報告、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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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第四屆第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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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如大會手冊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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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歲入歲出預算案、111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大會公決。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請追認本會110年度經費收支決算
書案

決議通過 照案實施完畢，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二、請追認本會110年度工作計畫案 決議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三、請追認本會111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書案、工作計畫草案

決議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務推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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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1、依本會組織章程辦理。

　　　　　　2、本案於第四屆第10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提請大會公決，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3、如大會手冊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十、選舉第五屆理監事

　　(一)推選選務工作人員

　　　　發票人：劉汝惠、陳沛瑩

　　　　記票人：張美麗、陶國立  

　　　　唱票人：劉汝惠、陳沛瑩   監票人：楊士儀、韋俊斌 

　　(二)開票結果：

　　　　1.當選理事：13人

　　　　 候補理事：3人

　　　　2.當選監事：3人

　　　　 候補監事：2人

十一、會議結束。餐敘。（餐會後領取紀念品）

會 務推動

當選人 簡天保 黃天佑 侯秉宏

票　數 44 47 45

當選人 劉俊成 李俞宏

票　數 69 32

當選人 劉正光 蔡宗憲 葉俊賢 張覺光 張清全 戴晉平 陳三福

票　數 136 110 94 93 101 99 96

當選人 林宗志 陳文宏 黃裕峯 蔡西昌 林志勳 徐邦辰

票　數 107 103 103 97 102 93

當選人 楊信育 吳德霖 林純銓

票　數 123 8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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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五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議紀實

一、會議時間：111年1月7日(星期五)上午11:50

二、會議地點：大寮享溫馨喜宴餐廳會館1樓蔚藍海洋廳（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296號）

三、出席人員：應出席理事13人、監事3人，實到理事13人、監事3人

四、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 持 人：劉理事長正光　　　　紀錄：劉汝惠

六、主管機關代表致詞：略

七、來賓致詞：略

八、選舉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

    (一)、推選選務工作人員

          發票人：劉汝惠、陳沛瑩     記票人：陳沛瑩

          唱票人：劉汝惠

    (二)、開票結果：

          常務理事：劉正光(13票)、蔡宗憲(11票)、葉俊賢(10票)

          常務監事：楊信育(3票)

          理 事 長：劉正光(13票)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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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址處所案。

　　說    明：本會會址設於本市大寮區華中路一號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一樓。以上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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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本會總幹事、會計等工作人員案。 

　　說    明：聘僱劉汝惠擔任本會總幹事，陳沛瑩擔任本會會計。以上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十、會議結束：12:10

務推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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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2022台電版奧運今登場 

年度技能競賽逾千人同場競技

為
持續精進電力核心技能，台電公司於1月19

日假高雄訓練中心舉辦第54屆技能競賽。

今年共有72個單位1,150名員工響應，創10年來新

高，包含超過300名30歲以下的年輕同仁參賽，在

33個競賽項目中與前輩們大車拼。台電公司董事

長楊偉甫也實際體驗礙子綁紮操作，並擔任校閱

官，與同仁一起示範運用AI人工智慧及自動化遠

端監控，透過巡檢機器人進行智慧巡檢。



　　台電為鼓勵同仁互相切磋、傳承核心電力技

術，於1969年首度舉辦年度技能競賽。今年參賽

選手中最年輕年僅19歲，最年長將滿65歲，老將

新秀同場一較高下。在33個項目中，有許多屬於

分秒必爭的類型，包含「配電饋線自動化」等項

目。在配電饋線自動化項目中，參賽人員必須在

90分鐘內完成饋線設備異狀查修、光纖熔接及測

試上線。為提升配電系統整體線路設備強韌並減

少停電修復時間，台電自1995年起逐步推動配電

饋線自動化系統，遇突發停電事故可由電腦快速

判定故障點後遙控開關隔離，快速復電以縮減停

電範圍，除可減少第一線人員於天氣惡劣時出勤

的危險性，還可將復電時間縮短為人工查修的10

分之1。「配電地下電纜」則是模擬平時辦理地下

電纜接頭施作，以供連接開關及變壓器等供電設

備。參與競賽的68位選手須快速且正確的在105分

鐘內將電纜剝除後安裝接頭，確保與設備緊密接

合。為推動智慧巡檢及數位轉型，今年技能競賽

亦設計「變電所巡檢機器人」示範亮點。台電今

年也邀請曾為新竹火車站及嘉義市立美術館操刀

動報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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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識別系統與指標設計的角白設計團隊，為台

電打造技能競賽專屬識別LOGO，藉由轉化頒獎台

為逐漸攀高的意象，代表「傳承與登峰」，並擷

取台電企業標誌中的閃電符號代表「台電人」，

將競賽精神標語「創新傳承 技藝登峰」立體化。

　　在台電董事長楊偉甫(圖左)及台電工會理事

長吳有彬(圖右)全副武裝模擬第一線人員事故維

修，象徵勞資和諧，一同為台灣民眾提供穩定電

力。活動圓滿結束，大家依依不捨，期待明年再

相聚砌磋技能。

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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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於1月7日上午假大寮享

溫馨喜宴會館辦理「大發工業區第二期行

道樹綠美化頒感謝狀」典禮。

　　首先感謝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

進會林宗志理事長於107年首次發起，結合廠商協

進會全體理監事、區內廠商共同參與大發工業區

第一期行道樹綠美化認養活動，在全體理監事拋

磚引玉下，認養全區1600餘棵行道樹，經過3年行

大發工業區第二期行道樹綠美化認養
頒發感謝狀典禮紀實

道樹的維養，大發工業區內整體綠美化環境，獲

得企業主、從業員工及鄰近居民的讚許。

　　為持續提升園區景觀綠美化及工業區對外形

象。110年再次發起第二期行道樹認養活動。特別

感謝90家廠商能踴躍參與認養。未來將由第五屆

劉正光理事長承接大任，繼續推動，讓大發工業

區成為全國唯一由區內廠商認養全區行道樹的工

業區。

動報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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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工業局為感謝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共同

帶動綠化永續經營與營造優美園區環境，由呂正

華局長親自出席典禮致贈感謝狀以申謝忱。南區

工業區林怡妏執行長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宇

斌一一致贈感謝狀給認養行道樹廠商。

　　整個典禮隆重盛大，出席廠商踴躍，活動圓

滿順利完成。

活 動報導

13



相
信是很多人對於國農牛乳的第一印象，其實也是國農15年前經典廣告詞，我們的牛奶遍布全台早餐

店、量販店、超商通路等，消費族群多為家長及孩童，且同時也是全台第一間將牛乳以鐵罐包材充

填的乳品廠，當時因免冷藏常溫保存及方便攜帶，可說是當時台灣保久乳界的龍頭。

　　深感消費者飲食習慣

的改變，2019年成立新品

牌天守極乳，並將熱銷「

老」口味賦予「新」生命

，我們將國農經典四大天

王口味「果汁、麥胚芽、

草莓、巧克力」改良至「

減糖12%，生乳加倍UP」更

研發出保久乳飲品市場少

見的口味，希望能以新品

牌、新包裝、新風味、新

面貌帶給消費者對於保久

乳飲品的新的想像與期望

，「原來保久乳飲品可以

這麼好喝方便又新奇！」

質廠商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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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國農與天守極乳所採用的生乳

酪農牧場為台灣在地牧場，其中更有榮

獲農委會所頒佈全台僅5%的「五梅獎」

的牧場，乳源均為國產牛乳，新鮮直送

工廠加工，兩天內鎖住生乳營養，且公

司也會定期到牧場訪廠，執行例行「酪

農戶訪察」，在收乳的檢驗上也是依據

農委會所訂定的「乳品加工廠收購酪農

原料生乳驗收標準」，也符合CNS3055

的生乳標準。

　　現今消費者願意以較高消費選購較

高品質的牛乳，由此可知，不管是現在

或是未來，牛乳品質的提升是必要的改

變。以保久乳市場而言，「人無我有」

15年前的國農與現在的市場當然差異非

常大，2019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

也讓消費者了解保久乳的優勢，不用出

門採買也可以網路訂購宅配到府，減少外出與人

接觸的機會，且牛奶也可以容易保存，保質期又

長，非常適合居家防疫，天守極乳採用小包裝設

計，不必擔心拆封喝不完造成浪費。就算必要外

出，瓶裝保久乳也能方便攜帶出門，成為「最佳

防疫營養囤貨備品」，這也是保久乳市場的一個

小火花。

　　在行銷策略上也與保久乳刻板印象大不相同

，主打走入在地邁向國際，因為保久乳不用冰又

可以有較長的保存期，且營養足夠，我們不僅與

MLB CUP Taiwan大聯盟全國次少棒青少棒合作、

與國中小運動校隊及盃賽等配合，成為運動場上

每位奮戰的學童的運動後營養補充品，因小瓶裝

可隨身攜帶，在公益部分不論是弱勢族群、偏鄉

地區及醫院抗疫作戰等等，都是我們天守極乳對

這個社會報與回饋的情懷，取之社會，用之社會

，我們在有限的能力下盡可能做到的回饋。

優 質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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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傳統的鳳農市場販售的雞肉小攤，到今天的沅順食品，因為堅持『食材新鮮、誠信服務』，在客戶

間獲得好口碑，也在市場中逐漸打響知名度。為了使更多消費者能享受品質新鮮的雞肉食品，沅順

食品更積極擴大服務範圍，滿足更多的客戶群。

走過的歲月點滴　努力不懈的未來

質廠商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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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沅順早期以新鮮雞肉為出發點，提供客戶

多樣化的生鮮食品，從雞排創業商到大型生鮮

超市，沅順食品都能給您最優質的生鮮肉品。

除了生鮮產品之外，我們的研發團隊也致力於

調理產品的開發，不僅提供食材，更給予您最

便利快速的美食享受，讓您能在短時間輕鬆上

菜，成為你一應俱全的好夥伴。

　　調理方面，更不斷研發多元豐富的料理食

品。沅順食品，不僅給您多樣化的選擇，更讓

您在購買上一應俱全。

生鮮肉品

　　您只需要特定的部位，但您不想要買整隻

雞？沅泰就是解決您困難的好夥伴，我們提供

生鮮雞肉的分切部分，為你嚴格把關肉品的優

良品質，給予您最頂級的雞肉商品。

調理產品

您想要快速上桌，但您不想要花時間料理？沅

順涵蓋各種口味的調理食品，從南洋風味到中

美洲口味，讓你用味蕾享受全世界。同時省時

省力，讓您輕鬆上桌無負擔。

優 質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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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暨大發廠商協進會共同辦理

111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計畫表

111年第1梯次 (1-3月)

預訂111/1/28月

函文通知調查報名人數

(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11/3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6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6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6小時)

111年第2梯次 (4-6月)

預訂111/4月

函文通知調查報名人數

(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11/5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6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6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6小時)

111年第3梯次 (7-9月)

預訂111/7月

函文通知調查報名人數

(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11/8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6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6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6小時)

111年第4梯次 (10-12月)

預訂111/10月

函文通知調查報名人數

(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11/11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回訓(6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6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6小時)

區宣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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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 區宣導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111年委託建平通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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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元/月

1100公升/桶 9,000元/月

抓斗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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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裕大、小子車

▲建裕環保收廢棄物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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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宣導園

季刊徵稿注意事項季刊徵稿注意事項

07-7872773 787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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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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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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敬總公司 INFusion Headquarters
831134台灣高雄市大寮區華東路41號

No.41, Huadong Rd.,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83162,Taiwan(R.O.C.)
Tel:886-7-787-6987　Fax:886-7-787-8077

富敬二廠 INFusion FAB Ⅱ
831139台灣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三街3號  

No.3, Dayou 3rd St., Daliao Dist., Kaohsiung City 83163,Taiwan(R.O.C.)
Tel:886-7-787-4107　Fax:886-7-787-2077

統益科技 INJEX Co., Ltd.
831140台灣高雄市大寮區萬丹路305號

No.305, Wandan Rd., Daliao Dist.,Kaohsiung City 83167,Taiwan(R.O.C.)
Tel:886-7-783-5498　Fax:886-7-783-5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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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