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莒光二街16號　　電話: 07-7888001　傳真: 07-7888010

擴張網

各種金屬網

SHANG
KAI
STEELCo.,Ltd
Expanded Metal for Building and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營業項目





時　　間：103年2月17日(星期一)上午10時30分整

地　　點：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三樓大禮堂(高雄市大寮區華中路一號)

出席人員：計197人

主　　席：莊義隆　　記錄：劉汝惠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略

來賓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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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　由 決　議 執行情形

一、請追認本會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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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度工作計

畫案
決議通過 已報主管機關核備

三、請追認本會103年度經費收

支預算書案
決議通過 已報主管機關核備

(二)監事會監察報告：

1、審查102年收支經費案。

2、檢附102年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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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工作執行成果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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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依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結論辦理，

　 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議記錄

▲

(左)莊理事長義隆報告

　(中)楊常務監事財務報告

(右)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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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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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歲入歲出預算案、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大會公決。

說  明：1、依本會組織章程辦理。

2、本案於依第二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結論辦理，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

第一案

提案人：柏卡軸封有限公司

案  由：建請本區北門與88快速道路口的機車道地下化，往屏東工業區分車道高架化案。

說  明：1、工業區北門在上下班時由於人車爭道，常發生車禍，危及區內各公司員工生命

安全。

2、上下88快速道路車輛多，請將往屏東加工區車輛高架，脫離本十字路口。

3、機車道地下化，將可保證車流及機車安全及分散車流。

4、施作空間可用台88與園區圍籬的空地拓寬。

決  議：建請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協處。

▲

第二案

提案人：盈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案  由：本區環境衛生案

說  明：鄰近工廠飼養狗，及野狗到處隨地大小便造成街道髒亂。建請服務中心尋求解決方

案。

決  議：建請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協處。

專題報告

講    題:中華電信雲端服務業務說明。

主 講 人:游憶靜產品經理、林聖岱產品經理。

散會：12時20分

餐敘：13時40分

▲

王金平服務處高秘書志

欣、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

聯合總會牛經理立宇、立

法委員許智傑、行政院政

務顧問王思明、中華電信

吳清喜副總致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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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時間：102年11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00

會議地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多功能會議室(高雄市大發工業區華中路1號）

主 持 人：莊理事長義隆　　紀錄：劉汝惠

會務報告

(一)前次會議辦理情形：

▲

第一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大發工業區北大門綠美化案。

辦理情形：本項工程已於10月9日竣工完成，高市府並於10月23日

起交由本會維管，本會是否接續維管工作。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本會擬請大發扶輪社贊助經費及理監事共同

認養，以利推動維養工作。

▲

第二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建請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年度結餘款整修本區部份道路案 

辦理情形：1.本區華東路、建業路本年度未規劃進行更新工程，目前路面損壞嚴重，影響用路人

安全堪慮，建請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函請工業局爭取年度結餘款，整修本區華東路

、建業路路面改善工程。

2.大發服務中心已向工業局爭取892萬元經費改善道路工程，擬定11月27日進行開標

作業。

主席裁示：本案特別感謝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積極爭取經費維護園區從業員工及企業主用路權益。               

(二)財務方面：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7-10月現金流量表

會計科目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本會經費收入 319,436 133,638 315,691 362,246

本會經費支出 317,881 197,541 407,265 669,067

銀行存款 1,195,676 898,750 809,957 661,367

銀行存款 6,253 6,253 6,253 6,253

銀行存款-敦親睦鄰 8,200,380 380 380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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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西側隔離綠帶認養案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莊理事長義隆致詞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二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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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依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102年10月23日工發服字第1027131678號函辦理。

決　　議：本會近期研擬積極作為，俟下次會議提出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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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聯外道路光華路部份路段水溝加蓋綠美化案 

說　　明：1.依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2年10月16日會勘記錄辦理

2.建請工業局、許智傑立委國會辦公室協助辦理「大發工業區

聯外道路光華路(光華路二段至鳳林二路路段)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兩側水溝加蓋及綠美化，以維行人安全及環境衛生。

決　　議：照案通過，函請許智傑立委向工業局爭取經費辦理光華路

          (光明路二段至鳳林二路)道路兩側水溝加蓋及綠美化事宜。

臨時動議

▲

提案一

提案單位：大發工業區勞工安全衛生促進會  王志成會長

案　　由：建請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增設光華路與光明路監視系統案

說　　明：近來廠商員工反應，光明路與光華路十字路口，監控系統已全數故障，以致發生事故

後無法提供監控錄影資料，影響事件還原，提議納入監控系統,保障轄區員工權益。

決　　議：本案原監視系統是高市府警察局裝設，敬請莊義隆理事長於產業園區座談會提案建請

李永得副市長協調高市府警察局儘速維修。

▲

提案二

提案單位：莊宏億軸承有限公司

案　　由：本區大業街停車空間不足案

說　　明：現階段「大業街」汽機車停車亂象嚴重，造成往來車輛無法順利行行駛，且廠區大聯

結車出入困難，甚至消防栓前後都被車輛檔住，如有緊急狀況後果不堪設想，針對這

些問題建請廠協會協助週邊公共用地開放停車。

決　　議：建請大發服務中心儘速邀請大業街、光華路至華中路部份廠商召開研商會議。

▲

提案三

提案單位：

案　　由：本區各路口廠商名稱告示牌更新案

說　　明：本區各路口廠商名稱告示牌已年久未修且廠商異動，建請大發服務中心向工業局爭取

經費，增設LED新型牌面，以配合本區更新後的景觀。

決　　議：建請大發服務中心向工業局爭取經費，增設LED廠商名稱告示牌。

專題報告

▲

當前經濟情勢與金融市場展望

主 講 人 ：周介華 執行副總裁

（特別感謝瑞士銀行侯冀群副總裁大力贊助）

散   會：12時30分

結車出入困難，甚至消防栓前後都被車輛檔住，如有緊急狀況後果不堪設想，針對這如如，，住住檔住輛檔車輛被車後都栓前甚至

些問題建請廠協會協助週邊公共用地開放停車。。車。停車放停地開共用週邊公請廠協

決　　議：建請大發服務中心儘速邀請大業街、光華路至華中路部份廠商召開研商會議。部份部份部份部路部路部路中路華中至華路至光華業街發服務中心儘速邀請

▲

提案三

提案提案單位單位：

案　　由：本區各路口廠商名稱告示牌更新案區各路口廠商名稱告示牌更新案

說　說　說　說　　明：本區各路口廠商名稱告示牌已年久年久年久年久未修且廠商異動，建請大發服務中心向工業局爭取務中務中中務中務中務中務中務中服務服務發服務大發服請大發建請大動，建本 路口 商異動各路口 久未修且廠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費費費，增，增設L設L設L設LL設設設L設LEDEDEDEDEDEE 新型新新新新型新型新 牌面牌面，以以以，以以以以配合合合配合配合配合配合合合合配合合本區本本本區本區本本本本區本區本區更新更新新新新新新新後的後後的後的後的後的後的的的後的後的後的的的後的景觀景觀。。經費經經經 景觀。。增設L設L設設L設設 區更新後後後的的後的後的後後的的的的景

決決決　決　決　決　決 　議　議　議　議　議議議：建：建：建：建：建建建請大請大請大請大請大發服發服發服服發服服服務中務中務中務中務中務中務務務 心向向向向工業工業工業工業業業局爭局爭局爭局爭局爭爭爭爭取經取經取取經經取經取經取經取取取取取經經經經費費，費，費，費，費費費費 增增設增設增增增設增增 LELL D廠D廠D廠D廠廠D廠廠廠廠廠商商名商名商名商名名商 稱告稱告稱告稱告告告示牌牌牌。：：：：： 牌牌。建建請請請請大請 稱告稱告稱告稱告告示牌牌牌服服服服服服務中務中務中務中務中務務 心 設 ED廠廠D廠D廠D廠廠廠商商商名名稱

專題專題專題專題專題題報報報告報

▲▲

當前當 經濟情勢情勢勢勢勢勢與金與金融市融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市場展展展展望望望望望望望濟情勢與金與金融 場展望

主 講主 講 人人 ：：：周介周周周介周介周介周介周周 華 華華華 執行執行執行執行執行行執行行執行副總副總副總總副總副總總副總總副總副總總總總總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裁人人 周周周周周 華 華 執執 總總副總副總副總總總副總總總裁裁裁裁裁裁

（特（特（特特別感別別感別感謝瑞謝瑞謝瑞士士士士士銀銀士銀士士士士士銀士士士 行行行行行侯行侯行行行行行行行行侯行 冀群冀群副副副總副總副總副總副總副副總總副總總總副 裁裁裁裁大裁大裁大大裁裁裁裁 力贊力力贊力 助助）））））））））特（特（特 感感感謝謝瑞謝

散 散    會會：：12212時3時3時3時時30分0分0分0分會會 1221 3時3時30分0分分

▲莊理事長致贈黃副主

任進介榮調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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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發展以民國49年六堵工業區為始源，開

啟產業成長扉頁；數十年來，54個工業區共同實

證台灣經濟奇蹟，卻也面臨時代變遷的各項挑戰

與困境。為了重啟產業新頁，工業局自民國98年

起投入近128億元全面推動工業區更新，從戮力

數百項工程建設、厚植產業輔導乃至於深耕智慧

化管理，深獲各界鼎力支持共襄盛舉，再現園區

榮光，充分體現「I DO Believe 只要相信，我

們就能做到」的信念。

為和民眾一同分享並展現計畫執行的傲人成

果，總會接受工業區專案計畫委辦，特於102年

11月22日在新竹工業區盛大舉辦「I DO Believe 

只要相信，我們就能做到更新蛻變  美力台灣」

-「產業園區加值優化暨產業園區廠商升級轉型

再造計畫成果發表會」；這亦是過去五年以來，

工業局及各工業區服務中心同仁共同秉持的信念

；希望藉由本次工業區更新成果微電影放映及時

光走廊，企業志工、基盤更新、產業輔導等成果

分享，室內靜態與互動展示等活動，傳達上述信

念，並與現場各位來賓共同見證工業區更新所營

造之嶄新氛圍。

發表會邀請經濟部工業局連錦漳副局長、工

業區廠商聯合總會蔡圖晉理事長、秦嘉鴻副理事

長、柯朝枝副理事長、林瑛崑副理事長、全國61

個工業區理事長、廠商代表及服務中心主任200

餘人共同參與，除了對工業局及所有工業區服務

中心同仁的付出與貢獻表示肯定之外，也對園區

廠商積極熱情參與，加碼投資共創美麗園區環境

感到欽佩。

成果發表會主要展現污水管及污水處理廠更

新之五大面向成果，分別有環境保護、技術整合

、生態環境、綠色內涵與教育展示。現場透過更

新成效影片播放、「更新蛻變  美力台灣，再創

黃金十年」啟動儀式舉行、企業廠商及服務中心

同仁最感心告白展露、更新與開發計畫七大類傑

出成果展現等方式，讓整場更新成果發表會活動

精彩熱鬧且意義非凡，完整展現經濟部工業局投

入120億經費，成功締造台灣經濟大步前進的更

新成效精粹。

「I DO Believe 只要相信，我們就能做到更新蛻變  美力台灣」

產業園區加值優化暨產業園區廠商升級轉型再造計畫成果發表會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

　102年特刊）

102年度產業園區加值優化計畫

經濟部工業局

工業區為始源，開

工業局連錦漳副局長

部工業局連錦漳副局長 工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蔡圖晉理事長

07

活 動報導



歲末及春安期間安全衛生宣導會

102-103年

製造業之墜落重大職業災害好發於屋頂修繕

作業，屋頂修繕作業非事業單位之專業，承攬

商將本求利下，只考量成本、時間，加上事業

單位墜落防災觀念不足，未能即時要求承攬商

，而致安全設施不足發生墜落災害之憾事，有鑑

於此，事業單位若有屋頂修繕作業或高處作業之

情形，請至本處網站(http://www.klsio.gov.

tw/)之特定作業網路申報系統進行線上填報(路

徑：本處首頁＞選單＞線上報名(填報)＞特定作

業網路申報系統)，並歡迎來電與本處聯繫(07-

7336959#101∼116)，本處可提供諮詢服務或至

現場輔導，一起營造安全之工作環境。

此外，再次強調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應經檢查

合格方能使用，使用超過規定期間應經再檢查合

格(勞工安全衛生法第8條)，機械維修安全三步

驟：「1.關電源。2.上鎖、標示。3.洩殘壓。」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 §57)，起重機之吊掛

作業危害風險大，作業前應確認人、機、物、環

、管5方面，「人員受訓練、機械應工檢、物件

不超載、環境應淨空、管理不馬虎」。

▲

(左)屋頂修繕作業墮落危害預

防-周建宏技正示範正確配

戴各種安全設備

(右)大發服務中心黃主任滿清

▲

(左)大發廠商協進會莊義隆理

事長

(右)高雄市勞檢處周登春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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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林科技有限公司參訪活動花絮
廣西壯族農業自治區代表單位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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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深秋，就是聚和家庭日登場的時候

，依照往例在年中，主辦單位就會召集固定

班底一起動腦激盪，發想第四屆的聚和家庭

日要以什麼方式呈現？這時管理部人資處黃

素美主任黃姐想起若干年前公司曾舉辦過「

控土窯」活動，頗獲好評，再加上N次貼同仁

建議家庭日可以舉辦類似烤肉的活動，較親

民且能闔家同樂的方式，於是乎，大夥很快

的達成共識，第四屆家庭日將以聯歡大會烤

的方式呈現。

 決定好主題後，工作人員便開始尋找適

合的場地，也徵詢過一些同仁的建議，從橋

頭的花卉農園中心，場勘到阿蓮的生態教育

農場，都不盡滿意，最後在同仁的提議下，

我們來到了距離公司僅有15分鐘車程的「憶

童年市民農園」參觀，老闆得知來意後，便

帶我們參觀園區。邁入園區大門後，右側有

一大塊翠綠的草皮，那可是老闆的得意之作

；接著我們參觀了烤肉區跟控窯區，規劃相

當得宜，較為可惜的是這地方的控窯是由老

闆為您服務，雖然少了自己動手的樂趣，但

文／管理部採購處 董宜梅　圖／編輯室

第四屆

聚和家庭聯歡大會烤精彩回顧

健康
快樂快樂

平安平安
幸福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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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吃到專業的控窯，相信也是一大享受喔！

進入大門左側是室內活動場地，有小舞台可

供舉辦活動，整體場地評估後相當符合我們

的需求，經與老闆洽談過後，我們決定以包

場方式，讓「憶童年市民農園」在家庭日當

天，成為專屬於聚和同仁及眷屬的快樂園地

。

選定活動場地跟活動主軸後，工作人員

便開始討論活動流程，一開場我們預計邀請

曾到公司表演電音三太子，且目前在國內頗

富盛名由團長嚴詠能先生所帶領的「打狗亂

歌團」來為我們炒熱氣氛，除此之外並結合

公益，發起愛心捐款活動，將募集的愛心捐

款購買物資贈與屏東伯大尼之家的院童們，

在活動當天也邀請伯大尼的院童們一起同歡

，並且義賣他們自己栽種的有機農產品和飲

料等，現場還有鐵人三項及各社團的展示，

以及專為小朋友設計的闖關遊戲，節目可說

是精彩可期。同時就在我向廠商採購欲捐贈

伯大尼院童的物資時，廠商知道了此為公司

同仁們的愛心捐贈，竟主動表示他們願意多

提供幾箱的數量，一併贈與伯大尼的院童們

，讓我超感動，也相信愛心是可以感染的喔

！

活動當天是個天氣晴朗、秋高氣爽的好

天氣，同仁們陸續於9點開始辦理報到，而在

報到處周圍四處出沒的金、銀行動雕像，讓

大人及小孩都覺得新奇有趣爭相與其握手、

拍照，9點半節目

正式開始，首先是由「打狗亂歌團」帶

來戰鼓及創意陣頭結合的「台灣好鬥陣」熱

鬧開場，熱鬧程度連「憶童年市民農園」的

陳老闆都忍不住在一旁觀看呢，我們也在這

次的節目安排中邀請伯大尼的院童們加入表

演，帶隊的林老師說院童們都非常開心能有

演出的機會，當天他們帶來二段非常賣力演

出的舞蹈節目客家童趣及熱力四射，讓現場

的來賓們都感受到這些孩子的純真、熱情與

活力。

接下來「打狗亂歌團」也帶來一連串精

彩演出內容有「稻香台灣好」、「台灣太子

舞動頭」及「幸福香火永留傳」，這其中包

括了台上台下的互動，電音三太子的熱舞，

以及得過金曲獎的嚴詠能先生帶來無數動聽

且具有涵義的農村歌舞，此外嚴團長也貼心

的邀請伯大尼的院童們一起上台同樂，讓院

童們深受感動，看完一連串精彩演出後，今

天的重頭戲「烤肉」就正式登場囉，只見大

人們忙著生火、烤肉，而平常沒見過面的孩

子們也都能興高采烈的玩在一起，就像是個

大家族的聚會一樣，那麼的自然又愉快，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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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烤肉進行的同時社團也用心的設計了「

丟沙包」、「樂樂棒球」、及「羽球樂」讓

小朋友們闖關，每個孩子都玩得不亦樂乎，

從我兒子那顆由活動開始到結束，汗水不曾

乾過的頭，就知道孩子們玩得有多High了，

相信當天參加活動的聚和同仁及眷屬，以及

伯大尼的院童們都帶著美好的回憶而歸 。

這是第四次擔任聚和家庭日的工作人員

，每次都有不同的收穫與感動，也了解到一

個活動的精彩與完整是須要靠事前充份的溝

通與萬全的準備，感謝每位參加活動的同仁

與眷屬，有您們的加入讓家庭日的活動更具

意義，倍感溫馨，感謝每位工作人員，有大

家的辛苦付出才能讓活動順利進行，尤其精

彩萬分！第四屆的聚和家庭日已圓滿落幕，

若您對於第五屆的聚和家庭日有任何的想法

或提議也請讓我們知道，讓我們一同期待第

五屆的聚和家庭日吧！

家
庭
日
心
情
點
滴
回
顧

家
庭
日
心
情
點
滴
回
顧

N次貼工環組

陳饒仁

管理部人資處 

蔡家寧

管理部財務處 

孫瑋伶

連續三年的家庭日

很幸運都能參與，每次藉

由不同主題，讓同仁們能

利用活動促進彼此家庭成

員們交流並擴大生活圈，

從小朋友成長到婚姻感情

、從休閒運動到居家生活

，圍繞著各種話題，分享

著人生最重要的小事。感

謝主辦單位與所有工作人

員，您們辛苦了。

今年同樣擔任了工作人員

，從開始參加會議後，才得知，

原來這不是單純的烤肉而已，還

有表演活動跟愛心分享，透過打

狗亂歌團的精彩表演和伯大尼的

愛心義賣與捐款，這些都是希望

能把聚和家庭日的活動宗旨「健

康、快樂、平安、幸福」傳遞給

每位同仁及眷屬，此次的家庭日

也讓我在這個週末假期增添了更

多美麗的色彩。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聚和家庭

日，由打狗亂歌團表演一系列精

彩的節目展開序幕，期間充滿愛

心的義賣活動很有意義，也能使

伯大尼院生擁有更豐富的資源，

得以健康成長。很開心家庭日與

大朋友和小朋友們共襄盛舉，陣

陣烤肉香撲鼻而來的同時，也伴

著青春、活力、與溫暖，不虛此

行！相信同仁們因為家庭日更加

凝聚、更開創聚和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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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

經濟部工業局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 副主任

學歷

高雄正修工商專校(二專部)電子工程科計算機工程組畢業

高苑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EMBA)碩士專班畢業

經歷

經濟部工業局仁大工業區服務中心 技術員

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環境保護中心 技術員

經濟部工業局永安工業區服務中心 環保組長

證照

甲級事業廢水處理專責人員證

乙級下水道設施操作技術士證

丙級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證

消防局防火管理人證

堆高機操作人員證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儀表電子技術士技能檢定術科測驗監評證

黃成龍

現任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副主任

學歷

國立成功大學會計學系畢業

經歷

經濟部工業局高雄臨海工業區服務中心       組員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服務組長

經濟部工業局高雄臨海工業區服務中心       服務組長

王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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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典獄長世志今（103）年1月16日榮調法務

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典獄長，曾歷任高雄第

二監獄典獄長、法務部矯正司副司長、法務部矯

正署雲林第二監獄典獄長等職務，於矯正界奉獻

三十餘載。陳典獄長語重心長的表示「監獄協助

更生人出監後立即穩定就業，就像將脫軌的列車

導回正軌，不再讓其橫衝直撞，相對地社會就減

少許多不定時炸彈，這是降低犯罪並改善社會治

安的良方。」

陳典獄長前於雲林第二監獄典獄長任內，腳

踏實地認真獄政創新，自101年6月即創全國矯正

機關之先猷，領先結合台塑關係企業麥寮管理部

及其合作廠商與勞委會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更保會雲林分會辦理就業博覽會，創下平均近六

成的媒合成功率，並協助三百餘個家庭重燃希望

。此舉，深受出監收容人及其家屬感謝及讚賞，

更是「身在公門好修行」的最佳寫照。

陳典獄長認為，更生人出監後若缺乏穩定的

工作，勢必淪為「伸手牌」，除了繼續成為家庭

、社會的負擔外，更促使其再犯罪。常言道「給

他魚吃，不如教他釣魚」，更生人出監後能順利

就業、自力更生，不僅增加家庭收入，家屬更不

必擔心他再走回頭路，家庭關係與親情亦獲得修

補，如此救一個人，等於救了他全家。

陳典獄長鑒於高監與大發工業區緊鄰的地緣

關係，大發工業區將是提攜本監更生人就業最重

要的貴人。未來希能針對工業區內廠商求才之需

要，挑選具基礎技能之收容人，開設相關技訓班

培訓，出監後即刻銜接至求才企業任職，達到無

縫接軌、訓用合一，以創造社會、企業與更生人

均受惠的三贏目標。

陳世志高雄監獄新任典獄長

期盼大發廠協會  　     共同拼就業牽成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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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更生人出監後順利就業、與社會

無縫接軌，高雄監獄就業博覽會於102年11

月21日隆重登場。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莊

義隆理事長本於急公好義、愛心不落人後的

精神，應邀代表廠商出席本次活動。

開幕式中莊理事長應邀致詞，除肯定高

雄監獄辦理就業博覽會的用心與創意之外，

並向參加就業博覽會收容人通報好消息：因

社會型態與價值觀的轉變，該工業區六百多

家廠商目前均處於人力短缺狀態，這就是老

天給願意回頭的浪子站穩腳步的最佳機會。

莊理事長並對台下即將「畢業」、再度

成為社會新鮮人的更生夥伴表示，工業區內

所有廠商均熱情敞開雙臂，竭誠歡迎各位更

生伙伴加入大發工業區這個大家庭，只要有

心，都不嫌太晚。同時當眾介紹廠商協進會

劉汝惠總幹事，請參加同學「認明商標」，

出監後只要有就業意願，廠協會願盡全力協

助謀職。

本次活動計有搬運先生等12家廠商入監

現場徵才，計有57名收容人獲得工作機會，

此義舉不僅協助其重回職場，更幫助無數家

庭找回希望；各界熱心支持更生人就業不遺

餘力，高雄監獄對此表示感激，也不忘諄諄

叮嚀參加者把握機會、出監後認真工作，千

萬不要再讓關心自己的人失望，並呼籲希望

更多愛心企業加入公益行列，共創祥和社會

。

脫胎．築夢

媒合廠商＆收容人就業博覽會

高雄監獄獄

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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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山工業區景觀改造與輜汽路拓寬完成

照片紀實

前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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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園分局陳銘宗分局長拜會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大發廠商協進會

②林園分局陳銘宗分局長視察大發駐在所

③防火管理、公共危險物品業務暨防火宣導座談會

④廉政核心價值暨機車安全駕駛宣導座談會

⑤大寮消防隊防火宣導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政風宣導活動

照片紀實

①

⑤

③ ④

②

廉政是政府核心價值，貪腐足以摧毀政府形象，

公務員應堅守廉潔，拒絕貪腐，

廉政檢舉專線:0800-286-586

營造全民貪污「零容忍」，

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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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租用場地收費標準
單位時段租（借）用收費一覽表

容納人數 租借（用）使用費 保證金

簡報室〈約12人〉 2,000〈半天〉 1,000

會議室〈約40人〉 3,000〈半天〉 1,000

階梯會議室〈約120人〉 6,000〈半天〉 2,000

備註：

1.本局及所屬管理機構辦理說明會等活動或工業區內廠聯（協）會於召開理（監）事會員大會，得免

費提供使用；另其他政府機關得享有八折優惠。

2.連續租（借）用二天(含二天)至四天者，以九折計；

連續租（借）用四天(不含四天)以上至七天者，以八.五折計；

連續租（借）用七天(不含七天)以上至十四天者，以八折計；

連續租（借）用十四天(不含十四天)以上至一個月者，以七.五折計；

連續租（借）用一個月(含一個月)以上者，以七折計；

3.繳款及帳號：

（1）租（借）使用者應於租（借）使用日七日前向服務中心指定帳戶繳款，或洽服務中心林宛儀小

姐繳清應繳金額後即予開立收據並將繳(匯)款單提供本場地管理人員，否則取消使用資格。 

（2）指定帳戶：台灣銀行 鳳山分行第025036070175帳號，

　　　　　　　「戶名：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大發中心407專戶」。

（3）收據請向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林小姐索取。

（4）電話：07－7871281分機7392，傳真：07-7873523

4.保證金退還須知：

場地租（借）使用完畢後，經服務中心管理人員至現場勘查，相關器材或設備無毀損，始可領回保

證金，若有毀損須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5.租借（用）使用費內含水電、清潔費、設備使用費等。

6.本場地開放使用時段如下：

（1）上班時段：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

（2）非上班時段：以不提供租（借）使用為原則，但徵得服務中心同意者例外。

7.本場地之使用說明：

（1）租（借）用本場地，請於使用前二週向服務中心提出預約申請，申請時須填寫「會議場所租（

借）用申請書」，並於租（借）使用日前七日繳清所有費用，始完成租（借）用程序。

（2）租（借）用者因故取消預定會議場所，須於一週前通知服務中心，服務中心應將所繳交費用扣

除保證金後，餘數無息退還  租（借）用者；如租（借）使用日前仍未通知服務中心者，則所

繳費用概不退還；另租（借）使用日如遇特殊情形，經服務中心認可，至無法使用會議室時，

租（借）用者可另擇期使用，或由服務中心全額無息退還已繳付之所有費用。

單位：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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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會議場所租（借）用申請書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核定書

申請單位 (簽章)               住　址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

及電話

聯絡人:                     

電　話:                     

用   途  

使用

日期

自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起至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止，共    

    □半日    □一日  

    □其他，      日

租(借)用

財物項目

□會議室：使用現有視聽設備(酌收保證金         元整)  

□階梯會議室：使用現有視聽設備(酌收保證金         元整)  

繳納費用

1.場地費：            元整

2.水電費：            元整

3.清潔費：            元整

4.保證金：            元整

5.營業稅：      0     元整

6.其　他：            ，             元整

合  計：                   元整

核　　定 同意日期、文號

1.以上申請事項照准。

2.請確實按「大發工業區會議場所租（借）用申請須知」辦理。

承辦人：          　　      組長：          　　    

副主任：          　　      主任：          　　    

會辦單位：出納：          　　    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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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國際HACCP認證 已投保1000萬元產品責任險
▼  預購日期：即日起到4月30日

▼  訂貨電話：07-7871516   傳真：07-7872450

▼  取貨日期：5月8日到5月10日

不用外出，也可在家和媽媽共享母親節大餐

百花富貴蝦＋御香嫩小排＋藥膳四寶＋鮑魚扒鮮菇＋福掌米糕

港式點心(10粒 白米珍珠丸＋10粒 蟹黃燒賣) 芝麻、花生湯圓(各10粒)

不用外出，也可在家和媽媽共享母親節大

幸福溫馨饗宴

母親節

百花富貴蝦＋御香嫩小排＋藥膳四

五道精緻美餚

港式點心(10粒 白米珍珠丸＋10粒 蟹黃燒

再來一份港式點心
芝麻、花生湯圓(各10粒)

飯後呷甜甜

(6∼8人份)

(商品以實物為主，其他食材為排盤效果，圖片僅供參考)

原價2280元

大發預購價

宅 配 價

1980元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大寮區大有四街12號











ISO 9001 ISO 14001 OHSAS 18001 TOSHMS

97

200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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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

(CNS/JIS/ASTM) PE
API API

317
07 611-7171
07 611-0594

E-mail chs@chsteel.com.tw
//www.chsteel.com.tw





CUMMINS 發電機組 CUMMINS 發電機組

多機並聯盤

防音型發電機組

CUMMINS 發電機組

CUMMINS 發電機組



Chi Y H it lChien-Yu Hospital

11.

2. 24
33. 
44. 
5. 
6. 

360360
07-6437901
http://www.chien-yu.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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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勞工健康檢查

 勞工特殊體格健康檢查(25項)

 高級健康檢查

 汽機車健康檢查

 預防保健

 成人健檢

 高雄市老人健康檢查

 癌症篩檢

 婚前健康檢查

 公務人員健康99套餐方案

　 (適用對象：公務人員及其眷屬)

 公司行號巡迴體檢



1.

2. 304/304L 316/316L

               317L 310S

3. 3 m/m~12 m/m

               600 m/m~2000 m/m

: (07) 787-5855    : (07) 787 -7939

             2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