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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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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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模範勞工表揚大會紀實

五
一勞動節將屆，大發工業區表揚102位模範

勞工，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劉正

光表示，勞工都是公司的重要資產，在疫情嚴竣

期間，每位模範勞工雖然從事不同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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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台灣各行各業的發展奉獻一己心力，這是大發

之光更是台灣之光。

    因為疫情確診人數攀升今年大發工業區模範

勞工表揚活動２９日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前廣

場舉行，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劉正光理事長、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黃宇斌到場祝福，並頒

發每一位模範勞工獎牌及禮券。

    大發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表示，大發工業區

有六百一十七間廠商，受獎模範勞工是工作領域

中的佼佼者，歷經嚴謹評審程序脫穎而出，每位

都是大發工業區菁英中的菁英。

　　大發工業區模範勞工表揚大會歷年都盛大隆

重在大發服務中心3樓大禮堂舉辦，今年因疫情嚴

峻改在戶外不群聚情況下辦理。雖然少了漂亮的

舞台，熱情的掌聲，但是肯定模範勞工表現及滿

滿祝福的心意一直都沒變。活動在模範勞工洋溢

喜悅氛圍下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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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副課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

盡心盡力完成目標。

謝清俊 ★

★★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二等技術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配合度高。

林裕清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在崗上與同事

相處融洽，發揮團隊精神，共同處

理工作項目。

陳銘毅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倉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認真

各項工作配合度佳

足勘員工表率

林茂宏 ★

★★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彭景儀 ★

★★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賽川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運輸部門／運輸人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配合度高。

交付工作均能如期完成，堅守崗位

，克盡職責。

沈政源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分條組／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

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對公司交辦任務使命必達

表現優異，足勘表率

李政宏 ★

★★

部門職稱 廠務部／四等技術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負責，配合度高。

部門職稱 工廠部／檢驗員

優良事蹟 

1.性情溫良，樂於助人。

2.專業嫺熟，提攜新人。

3.負責任心。

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11

05

會 務推動



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11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部／品管人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處事周詳，與同事

間溝通良好。

鄭惠娥 ★

★★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營業課業務部／專員

優良事蹟 

表現任勞任怨，熱於幫助別人，與

客戶應對很受好評。

施俊豪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主辦會計

優良事蹟 

1.擔任本公司主辦會計職務多年，

　均獨立完成帳務作業。

2.掌握公司製造成本分析作業，協

　助擬定經營方針。

3.自主完成稅務申報作業，並經國

　稅局查核無缺失，值得推薦表揚

　。林美麗 ★

★★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財會部／出納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良好主動積極能主動完

　成負責工作。

2.為達工作目標，願意主動承擔額

　外之責任，以達成工作之公司目

　標，提升公司績效。

3.為人熱心親合度高，與同仁相處

　融洽。王碧華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嚴謹，穩健應事，認真盡

責。

林俊志 ★

★★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前處理／班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與同事相處融洽。

同班員工很認同，凡是身體力行。

楊登有 ★

★★

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押出課／值班主管

優良事蹟 

1.擔任本公司輪班值班主管負責盡

　職，使安排之工作均能圓滿達成。 

2.針對開發產品的研發試製，能夠

　配合指派加班完成。

3.與同事相處和諧，深得同事認同

　及肯定，值得推薦表揚。

張勝欽 ★

★★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課／秘書

優良事蹟 

1.執行公司內外行政及事務處理得

　宜。

2.工作積極負責，且樂於協助同仁

　使團隊融洽有效率地完成交辦事

　項。

3.自我規範品德優良並能自主學習

　增進多元化工作職能。曾雅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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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倉管二課／副理

優良事蹟 

1.能夠遵守公司紀律，在工作時間內能
　堅守崗位，對工作負責。
2.工作上主觀能動性強，能夠較為全面
　的掌握本崗位業務，能夠較為迅速的
　執行工作上的要求。
3.工作上能夠主動的進行學習，注重觀
　察，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提出
　解決辦法。
4.定期對下屬工作進行績效評估、談話
　，指出他工作中優缺點，幫他改正進
　步。
5.能主動發掘問題，並直接處理並報主
　管。

許琮琳 ★

★★

天辰環保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經理 

優良事蹟 

擔任公司主管負責盡職，負責公司

業務推展成效卓著，自基層努力迄

今工作表現任勞任怨，獲單位同仁

肯定及上級之讚賞。

曾俊嘉 ★

★★

部門職稱 門窗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年資15年7個月

工作態度認真，精進技能

推薦表揚。

蕭明昆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自動化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年資16年

認真工作，服務同仁。

榮升組長。

黃建榮 ★

★★

師傅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經理

優良事蹟 

1.能夠遵守公司紀律，在工作時間內能
　堅守崗位，對工作負責。
2.工作上主觀能動性強，能夠較為全面
　的掌握本崗位業務，能夠較為迅速的
　執行工作上的要求。
3.工作上能夠主動的進行學習，注重觀
　察，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提出
　解決辦法。
4.定期對下屬工作進行績效評估、談話
　，指出他工作中優缺點，幫他改正進
　步。
5.能主動發掘問題，並直接處理並報主
　管。

朱素梅 ★

★★

天辰環保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課長

優良事蹟 

一.負責公司各項計劃推展，負責盡

　 職。

二.對工作交辦事項均能圓滿達成。

三.自我要求極高，對業務的執行亦

　 十分要求完美獲主管好評。

四.管理進出口業務以及各項標案對

　 公司成長極具貢獻。胡緯玲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汽車零件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年資12年

常幫助同仁解決工作上或技術上問

題，服務熱心，給予表揚獎勵。

周黃明順★

★★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製三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一、負責大發廠區製三部現場巡俥作

　　業嚴當責盡職，善於發現並提供

　　改善建議提案，成效良好。

二、防疫期間均能主動對公用區域進

　　行清潔，落實防疫措施。

三、謝員對上級指派事項均積極處理

　　、敬業樂群，對製程正常運轉助

　　益良多，堪為勞工表率。謝弘偉 ★

★★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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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11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林柏辰 ★

★★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營會組／組長

優良事蹟 

服務於柏緯公司二十七年，工作克盡職守
，待人和善誠懇，從基層工作歷練起，同
時也不斷進修本職能。工作職場充分展現
敬業負責，積極進取，執行能力強，永遠
展現出豐沛的工作熱情。
如今擔任管理幹部，在工作上是一位樂於
分享自己在工作中所學並耐心傳授他人業
務知識，積極主動的關心同事，維持同事
間友好溝通，並參與勞資協商會議，協助
員工爭取公司福利，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深獲公司高階主管與員工的信賴。
綜合以上，不只可稱為優良員工，更是好
人好事的代表，值得大家學習。模範勞工
的榮耀，當之無愧。

洪惠菁 ★

★★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博昱擔任現場工程技術員，工作態

度勤奮努力、樂觀進取，尤其常常

面對難度較高，內容較繁雜的工作

，每每能夠自動加班，不怕辛苦、

不曾懈怠，帶領外籍移工同仁，努

力達成主管交付的工作。平日友善

樂群，與同仁團結一致，常能帶頭

發揮衝勁，如期完成任務，堪為員

工模範。

黃博昱 ★

★★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建業製程二部／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且全力配合公司調

度，並耐心指導新進同仁，對於主

管交付任務部不怠慢，使作業流程

順暢。

張簡呈穎★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張景裕 ★

★★

宏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工程助理

優良事蹟 

昭如擔任工程助理職務，協助工程

師針對工程專案進行籌備規劃，平

日工作態度主動積極、細心負責，

促使工程得以順利進行。平日待人

和睦，處事圓融，對於新進同事，

更樂於教導提攜，強化群體向心力

，進而提升整體工作效率，足當員

工楷模。

陳昭如 ★

★★

忠興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亞辰 ★

★★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公共設備課／維修人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良好，與同事間相處融洽

，且服從上級工作之指示，完成交

辦事項，並提攜後進，親力親為教

導。

蔡盟堂 ★

★★

部門職稱 電子化學品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林員負責電子級雙氧水工作電子級

雙氧水現場生產調和及槽車灌充等

作業，林員工作態度當責，巡查細

心認真，發現製程偏移均應變處置

得宜，維持高品質出貨，足為勞工

楷模。

部門職稱 生一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一、張君負責生一部反應區盤控工
　　作，工作細心負責，對製程掌
　　握度高、專注力強，對於製程
　　偏差能於第一時間修正調整，
　　對工廠作業安全有貢獻良多。
二、張君當值期間發現現場流量計
　　異常，立即切換手動操作，精
　　準掌握，應變得宜。
三、陳員主動積極、敬業樂群，對
　　製程運作助益良多，可為勞工
　　表率。

部門職稱 總經理室資訊課／資訊人員

優良事蹟 

做事認真負責、主動積極、發揮所

長，可即時解決公司同仁資訊上問

題，且任職期間表現優異，能完成

主管交辦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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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總經理室／特助

優良事蹟 

1.熟悉環保相關法令並指導後進

2.認真負責，工作表現優良

3.待人和氣，樂於助人，人緣佳

陳承棋 ★

★★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努力盡責表現良好，恪遵規定。

黃惠美 ★

★★

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大發廠）

部門職稱 環保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值日並負責處理單元操作及廠區

　安全。

2.廠商服務與水質、水量監測並兼

　電氣負責人、負責全廠電設備維

　護及保養。

3.P1及P2抽水站巡查與維護。

4.上級臨時交辨事項。

綜上，工作負責盡職、表現良好。

蔡勝強 ★

★★

高辰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現場人員／課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服務熱忱，盡忠職守。

蔡榮峰 ★

★★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陳鈺芬 ★

★★

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大發廠）

部門職稱 環保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1.辦理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2.負責流程操作、監控，巡查、操

　作數據之記錄，資料彙整。

3.負責廠區機械、管線等相關設備

　之維修及檢查。

綜上，工作負責盡職、表現良好。

黃廷賢 ★

★★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副課長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

黃信豪 ★

★★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線長

優良事蹟 

1.擔任浸鍍站線長，協助現場生產
　管理與人員教育訓練。
2.現場優良實蹟如下：
　A.協助現場多能工展開教育訓練
　　與支援調度工作。
　B.即時反應生產製程問題，降低
　　產品報廢損失。
　C.協助督導現場人員作業，符合
　　SOP規定。
　D.協助新進人員適應作業環境。
　E.連續3年以上考績評核為優等。

謝艾真 ★

★★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工作上認真負責，帶領工作團隊相

處融洽，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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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洋藥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生管組長

優良事蹟 

1.該員擔任生管組長乙職，工作負

　責、認真、細心，並主動積極完

　成其交待任務。

2.與同事間相處融洽，親切好溝通

　，並與別部門互相協調，合作把

　工作處理完成，堪稱表率。

曾雪燕 ★

★★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廠務作業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良好。

葛大傑 ★

★★

懋銓鋼鐵有限公司

安素真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管課／課長

優良事蹟 

1.任職21年，主動積極，認真負責

　。

2.擔任生管課課長，負責生產排程

　規畫及進度跟催，維持出貨順暢

　。

賴佑軒 ★

★★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劉雅菁 ★

★★

台灣東京窯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

優良事蹟 

1.工作盡職，認真負責，深具責任

　感。

2.主動積極，待人誠懇，與同事相

　處融洽。

3.對於廠內突發事件及問題皆能主

　動協助處理解決。

4.熱心公益，樂於助人。

5.積極分享其他領域工作經驗，協

　助主管做最佳判斷。

蔡秋蓮 ★

★★

長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總務課／課級專員

優良事蹟 

一、協助廢棄物分類規劃，有效區

　　隔D類與R類，減廢並增加收入

　　，優於程序書規範。

二、優良內部稽核人員(具稽核師執

　　照)，協助ISO系統相關稽核。

三、於內部1/7SAP系統建置，分享

　　心得筆記並傳授。張乃巧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組裝組／組長

優良事蹟 

1.任職23年，工作認真負責。

2.擔任組裝組組長，負責所有成品

組裝、測試、包裝及出貨事宜，

克盡職責，使命必達。

林敏聰 ★

★★

部門職稱 管制課／品管專員

優良事蹟 

1.如期完成品檢。

2.品檢數據異常時，主動進行問題

分析及改善。

3.主動進行實驗室及設備操作方法

優化。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

優良事蹟 

安素珍小姐自82年09月10日至本公

司擔任會計服務至今已年滿28年，

工作認真負責，用心主動，能完全

勝任本職工作，且愛崗敬業樂於助

人，與同事相處融洽，在忙碌的工

作中，她做事認真仔細，條理清晰

，任勞任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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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氣焊組／副組長

優良事蹟 

1.任職23年，任勞任怨，配合度高

　。

2.擔任氣焊組副組長，負責半成品

　燒焊、探漏、檢測作業，並協助

　售後維修等相關事宜。

蔡朝清 ★

★★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許欣億 ★

★★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研發部／開發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且會幫忙不是職

　責份內的工作來達成整體的任務

2.公司交辦事項都能如期完成並讓

　客戶滿意

3.保持著良好的同事關係、客戶關

　係，工作態度備受肯定

侯國燦 ★

★★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國貿部／國貿課長

優良事蹟 

1.對工作熱忱，做事認真積極

2.公司交付任務，都能辦理完善

3.工作態度負責盡職，足為同仁之

　表率

陳雅如 ★

★★

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一、態度積極負責，工作技術純熟

　　。

二、與同儕相處融洽，能主動幫忙

　　，配合度高。

馬那 ★

★★

祥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慧蓮 ★

★★

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1.上級交辦事項，皆能在限期內達

　成

2.負責工地業務不畏辛勞，完成業

　主及公司要求目標

王泓森 ★

★★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儀電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主動積極，除了有效率地完成工

作外，還會主動支援其他同仁，

分享心得、技巧。

2.克服困難，找出問題，包裝系統

發生供氣壓力異常而影響生產操

作，經過多方努力觀察及驗證，

修改供氣管路後終於解決問題。吳晉瑋 ★

★★

部門職稱 製造部／助理

優良事蹟 

1.具有服務熱忱

2.工作效率佳

部門職稱 製造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認真負責

2.工作積極

3.配合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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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生產一部／管理師

優良事蹟 

1.以專業技能與知識，圓滿達成公

司交付任務，對於各項問題，均

能以學識技能努力完成，深獲公

司肯定。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對單

位有多項貢獻，工作30年間表現

良好，足為會員楷模。

3.多次代表工會出席勞資協商會議

　，促進勞資關係和諧。

林永勳 ★

★★

新來源醬園（股）公司

部門職稱 出貨組／組長

優良事蹟 

平日工作表現細心負責並能帶領組

員熟悉各種客戶要求，順利完成每

一張訂單出貨、貨單追蹤，而且待

人處事和善有禮，深獲上司及同事

肯定。

蔡育芬 ★

★★

鈦晟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澆注部門／技術員

優良事蹟 

該員工於我司服務期間，工作態度

主動積極、負責認真，缺席率近乎

0，對主管所交代之工作，都能配合

並勝任。

羅曼 ★

★★

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該員在職十數年，勤奮認真、主動
協助廠務各項作業程序，對自身所
屬工作確實執行、不出錯、不拖延
，準時完成。
對新進同仁盡力協助、無私教導，
對公司認同、全力配合作業，讓產
品交期準時出貨。發現作業問題主
動呈報廠長，積極與同仁討論改善
、盡心盡責。

蕭存仁 ★

★★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加工課熟食內包組／組長

優良事蹟 

1.專注於工作崗位上各項事宜。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

3.認真帶領組員，並給予關懷。

陳秀月 ★

★★

德豐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課長

優良事蹟 

堅守崗位。

邱仲獻 ★

★★

正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操作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極佳，配合公司作業要求

。

會主動協助各部門，完成工作。

蔡長福 ★

★★

成佳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課長

優良事蹟 

1.教導新進人員儘早進入狀況。

2.工作認真負責，協調各單位讓現

　場運作更為順暢，以提升效率。

3.與同事間相處融洽，並能幫助工

　作以外事宜。

方永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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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苑工業（股）公司

部門職稱 後處理／作業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積極、有熱忱

拾金不昧

楊陳金香★

★★

中日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高雄營業所／資深業務

優良事蹟 

1.以專業技能與知識，圓滿達成公

　司交付任務，深獲公司肯定。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盡職，對單

　位有多項貢獻。

吳昇隆 ★

★★

聯合發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PVC植毛／技術員

優良事蹟 

1.於2次大停電時迅速反應，降低生

產線損失。

2.對於所安排工作內容及時間皆能

盡力配合及完成。

3.對於工作中所遭遇之困難點及生

產製程優化改善方面能提出想法

建議。

4.與同事工作相處融洽並能適時給

予幫助及工作建議。

莊洲雄 ★

★★

真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樂於助人，勇於接受新

任務，且努力學習。

郭冠志 ★

★★

天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認真、主動、積極完成

。

2.具責任感，交付工作配合度高、

效率佳。

3.同事間相處融洽，對上對溝通良

好。

4.機械設備維護調整，專業穩定度

高。

高定遠 ★

★★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原料區／配料員

優良事蹟 

該員於民國94年7月到廠服務，自

基層開始，服務熱忱，刻苦辛勤，

完成上級交付任務，現為我廠原料

區配料專員，光陰似箭，17年如一

日，表現優異，足堪表率。

蔣金杏 ★

★★

皇華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配合度高且盡責。

對生產單位貢獻良多。時常位客戶

需求加班趕工已達成任務。主動授

與後進工作經驗，做好生產事宜。

事情皆以工作事務為優先，足為表

率。

陳耀銘 ★

★★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保部

優良事蹟 

工作積極，效率高超，並且熱心幫

助他人，堪為員工楷模。

蘇佩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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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領班

優良事蹟 

日常表現及工作配合度佳。

張育銘 ★

★★

鋐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管部／副課長

優良事蹟 

1.協助專案，進行盡心盡力。

2.配合執行工地任務不遺餘力。

3.與同事相處融洽。

黃志鴻 ★

★★

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簡銘宏 ★

★★

祥業工業(股)公司

部門職稱 財務處／會計專員

優良事蹟 

1.年資14年3個月

2.自律嚴謹，積極參與工作，守規

合群，具責任感，可委以重任，

工作表現優異

王芷瑜 ★

★★

煜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門／會計人員

優良事蹟 

1.服務滿19年以上。

2.盡忠職守。

3.熱心服務。

張簡柳枝★

★★

阿法拉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服務工程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工作熱忱，客戶優良評價。

熱心認真指導新進員工，值得嘉

許。

曾昱明 ★

★★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部門職稱 運輸組／配送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盡忠職守。

對於主管所交辦的事項，均能如期

完成，深得主管讚許。

邱柏融 ★

★★

四海遊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組長

優良事蹟 

1.負責配方調製部門及肉品加工部

　門，教育部屬以身作則，績效良

　好。

2.具備專業知識、敬業精神、工作

　態度佳足為表率。

3.能致力傳承於團隊工作，凝聚同

　事的向心力，激發團隊努力學習

　。
楊安 ★

★★

部門職稱 資材室／倉管股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負責效率高

團體工作配合度高

同事間相處融洽且熱心幫助指導同

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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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慶實業有限公司

林雪松 ★

★★

昌明螺絲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螺絲打頭部門／技師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盡責

恪盡職守，配合度高

表現良好

許淵傑 ★

★★

期發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倉儲／作業員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熱心服務

謝文輝 ★

★★

鈺山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人事主管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

有責任感

許芷琳 ★

★★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保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積極、樂觀進取、使命必達

不僅在工作職掌內盡責，在公領域

也秉持捨我其誰、積極付出貢獻心

力，以達團隊最大利益為原則及作

法。

陳素梅 ★

★★

川博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包裝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忠厚老實

為人和善

熱心助人

工作認真

李佩珊 ★

★★

鉅明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保課／班長

優良事蹟 

從事品管工作超過30年，每天仍孜

孜不倦的樂在工作，她的工作態度

值得年輕一輩來學習。

鍾梅鳳 ★

★★

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管單位／生管人員

優良事蹟 

1.認真、負責

2.工作效率高如期完成交付工作 

3.分配各上游廠商作業也都能有條

　不紊

4.積極處理工作的態度，故推荐為

　模範勞工

黃碧玉 ★

★★

部門職稱 廠長

優良事蹟 

對於工作認真、負責、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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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巴斯夫(股)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生產部／組長

優良事蹟 

1.常日班期間協助主管各項安全作

　事，輪班人力安排等事項。

2.主動溝通協調輪班工作的問題。

3.協助主管針對EHS及5S等稽核缺失

　改善。

梁正文 ★★★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資深技術員

優良事蹟 

任勞任怨，負責任，有擔當。

勤奮努力，工作認真，效率佳。

富有同事愛，關懷及幫助同仁。

謝志宏 ★★★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方素娥 ★★★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物料管理部／課長

優良事蹟 

1.各項專業知識能夠充分運用在工

作上。

2.工作態度積極，並充分配合公司

分派。

3.與跨部門工作上合作配合性態度

積極。

4.嚴守公司紀律及公司規定並付之

行動。
楊國和 ★★★

樂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員

優良事蹟 

協助製程生產

維護設備正常運作

配合公司調度支援

教導新進同仁快速上手

吳家瑋 ★★★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木工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完成品鮮少有瑕疵。

2.工作過程中注意安全，結束後維

　持工作環境整潔。

3.與同事相處融洽。

尤銘仁 ★★★

大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包整課／職員

優良事蹟 

該員工在工作表現良好，與同仁相

處融洽，待人隨和、親切，對於工

作態度謹慎認真負責，主管的交代

全心全力去達成。

許素真 ★★★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採購部／採購經理

優良事蹟 

1.到職16年餘，工作認真，負責盡
　職誠懇理性與其他部門溝通合作
　、時時以爭取公司最大獲益為前
　提題執行各項工作業務。
2.帶領採購部門人員，努力爭取降
　低成本每年為公司節省採購經費
　創造公司數百萬利益。
3.與同事合作溝通處事圓融、積極
　促成各項事務的進展，獲得同事
　多方面肯定。

李淑敏 ★★★

部門職稱 管理部會計部門／會計員

優良事蹟 

1.服務年資已滿5年

2.擔任管理部會計工作，認真盡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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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管廠

李建霖 ★★★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工作處理上，展現高積極態度，

　敬業樂群、待人和諧，與同事相

　處融洽，深獲各部門好評。

2.在去年度因內部工程師離職，一

　人擔起原電子工作及兼任機構品

　質異常處理事項，並達到一定專

　業水準，使單位在人力空缺下順

　利推展工作。

盧冠甫 ★★★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包裝／領班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盡職，經常與主管

及同事討論工作心得，提高生產作

業效率，對主管交代工作均能如期

完成，深為主管稱讚，足為楷模。

陳偉智 ★★★

雙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程部／機械課長

優良事蹟 

一、對工作認真負責，盡心盡力，努力
　　達到主管與客戶的需求。
二、努力考取相關職業証照，並於時間
　　內回訓。熟悉並加強自己的技藝能
　　力。
三、對於自已份內工作求解，做到最好
　　；對於同事，下屬有疑惑，也都盡
　　力幫助，一同解決。
四、公司內部大部份案子，都需經由他
　　手，再轉交給下屬，並協助督促、
　　查核，是否有無對錯，才可提交給
　　顧客，此用心的態度為公司贏得許
　　多顧客的信賴與長久配合。

翁雨宗 ★★★

台灣史都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部門職稱 堆高機駕駛

優良事蹟 

1.工作負責，安全並確實地完成工

作。

陳來春 ★★★

宗亞特用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採購專員

優良事蹟 

嚴格把關供應商資訊

工作認真負責

可支援他人工作

林孟蓁 ★★★

部門職稱 鋼管廠／高級技術員

優良事蹟 

一、除個人終端檢查之職責外，另取
　　得UT及RT證照，分擔產線UT檢測
　　作業，確保鋼管品質，成效良好。
二、積極配合中油管製程及API、JIS
　　外稽文件審核相關工作，對於鋼
　　管生產助益良多。
三、承接鋸台及水壓鋼管放行相關資
　　料，與下製程包裝作業人員之溝
　　通及工作協調良好，使工作推展
　　順利。
四、樂於與人員經驗交流，維持廠內
　　良好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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淬礪20年　再立標竿
　　大發事業廢棄物處理廠為經濟部輔導之

「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大發廠」

，原為國營事業由榮民工程(股)公司負責操

作運營近20年，並自2018年民營化後改由可

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經營。該

廠專職提供全面性的廢棄物處理服務，憑藉

著過往的經驗淬鍊，並透過不斷的成長改革

，可寧衛蘇伊士期許自我承先啟後繼往開來

，擦亮新招牌、成為環保界新標竿。

可寧衛蘇伊士公司─「森活•愛無限」植樹活動

念茲在茲　齊力盡心珍愛土地
　　可寧衛蘇伊士公司接手大發廢棄物處理

廠運營後，不僅致力引進國際化管理與專業

設備技術提升，並盡心於地方回饋與環保活

動的推廣。在111年植樹節前夕，可寧衛蘇

伊士公司自發性舉辦「森活•愛無限」植樹

活動，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

動報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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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寧衛蘇伊士公司

「森活‧愛無限」免費育苗發放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用誠摯的心意提供服務　用專業的技術妥善處置

可寧衛蘇伊士與你一起的下一個二十年



　　「森活•愛無限」活動開幕式由陳文宏董事

長、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大發工業

區廠商協進會葉俊賢常務理事、劉汝惠總幹事代

表出席，以及大發工業區週邊鄰里里長，偕同可

寧衛蘇伊士同仁一起種下象徵新希望、新森活的

原生種樹木，並承諾將以此為開端，在廠區持續

造林，種植百棵林木。配合活動，可寧衛蘇伊士

公司亦準備600株花苗及樹苗免費開放民眾以發票

兌換，並將活動取得之發票全數轉贈至公益社福

機構-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散播愛與美的種子，

落實「綠化生根、善愛無限」循環。

　　未來，可寧衛蘇伊士公司也將持續為地方及

台灣環保事業盡心、延續具體公益及環境有益作

為、善盡企業責任，與民眾一同共創美好將來。

   

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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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發扶輪社2號捐血車啟用-首發捐血活動3日

攜手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大發工業區

服務中心共同舉辦。

　　大發工業區廠協會理事長劉正光表示，本次

捐血活動是大發扶輪何宜達社長與全體社友共同

捐贈大發扶輪社2號捐血車。首發捐血活動選在大

發工業區舉辦，有著特別的意義。在5月感恩月要

感謝大發扶輪社友及大發工業區企業主、員工伙

伴們，在全球疫情嚴峻期間共同守護職場安全、

為經濟打拼。用熱血為血荒貢獻心力並表達對醫

護人員敬意。立法委員林岱樺、大發汙水廠黃成

龍主任親臨現場讚許大發扶輪社捐贈捐血車善舉

。

　　大發扶輪社何宜達社長指出：適逢大發社成

立30週年大發扶輪社捐出2號捐血車。車體設備是

6期環保零排放優質捐血車。期待大發社精神永續

發揚。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和同仁更是

愛心不落人後捐出熱血，發動工業區從業員工共

同響應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愛心捐血活動。何

宜達社長及社友率先挽袖捐血為此公益活動奉獻

一己之力。 

　　本次捐血活動「天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特

大發扶輪社2號捐血車啟用-首發捐血活動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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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贊助-天守極乳●天天守護全家人的幸福乳品更

加碼贈送給每位熱心捐血朋友。大發工業區廠商

共襄盛舉在疫情期間用愛心發揮軟實力。

　　一整天捐血活動，收到約計160多袋的愛心熱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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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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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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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