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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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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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本
會於108年1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00假大寮

享溫馨喜宴餐廳會館舉辦。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

會及辦理第四屆理監事選舉、新任理事長授信典禮。

　　首先，大會由林理事長宗志親自主持，高雄市政府

社會局王同選股長及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蒞

臨指導。會議在主席林宗志理事長簡單致詞後，緊接著

進行，本次大會的重要工作是舉辦第四屆理監事改選。

在會員廠代表踴躍出席投票、見證下完成開票作業，上

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林宗志董事長高票連任第四屆理事

長，在主管機關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王同選股長監交下執

行理事長授信典禮。

　　林宗志理事長致詞：感謝三年來，全體理監事全心

無私奉獻，協助廠協會共同完成多項不可能的工作與任

務。工業局長官、各界民意代表、地方首長及會員廠對

廠協會的支持與愛護，在此深深一鞠躬，表達個人感謝

之意。

　　經濟部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代表工業局

致賀詞：首先，恭喜林理事長連任大發廠協會第四屆理

事長。林宗志理事長任內對大發工業區區內公共事務盡

心盡力的付出給予高度肯定，期待林宗志理事長領導大

發廠協會第四屆全體理監事未來三年對大發工業區有更

大助益。林理事長連任實為大發工業區全體企業與員工

的福氣。

　　最後，會員大會在12時圓滿結束。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郭阿梅執行長致詞

▲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鄭雅升主任致詞



04

會 務推動

一、時　　間：108年1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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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人(應出席231，實到163人，委託出席24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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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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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工作執行成果報告、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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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於第三屆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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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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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歲入歲出預算案、108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大會公決。

　　說  明：1、依本會組織章程辦理。

　　　　　　2、本案於第三屆第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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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會手冊附件四、五。

　　決  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三案：

　　提案人：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大發工業區華中路、光華路、華西路、華東路公共設施行道樹認養經費計畫案。

　　說  明：1、依107年3月16日第三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決議辦理。

　　　　　　2、為共創大發工業區內公共綠地美化與管理維護工作，辦理行道樹認養活動。提升園區景

　　　　　　　 觀綠美化及公共安全，並轉化工業區對外形象。特別感謝73家廠商能踴躍參與認養。 

            3、第一階段以華中路、光華路進行公共設施行道樹修剪作業。

　　　　　　　 華中路353棵、光華路238棵行道樹，共計591棵行道樹。

　　　　　　　 委託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執行樹修剪作業共計475棵行道樹。自行認養修剪116棵行道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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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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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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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經費收支預算
書案

決議通過 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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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樹。

　　　　　　　 第二階段以華東路、華西路、興業路及建業路進行公共設施行道樹修剪作業。華東路　

　　　　　　　 273棵、華西路405棵、興業路137棵、建業路200棵行道樹，共計1,015棵行道樹。

　　　　　　  委託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執行樹修剪作業共計685棵行道樹。自行認養修剪330棵行道

　　　　　　　 樹。

　　　　　　4、107年收入：3,880,333元。分期未入：1,101,667元。

               107年修剪二次支出：673,620元。

               餘額：3,206,713元。

　　　　　　5、本案分三年修剪行道樹，執行期間：107年7月至110年8月止。經費採專款專用執行。提

　　　　　　　 請大會公決，通過後呈報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第四案：

　　提案人: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案  由：改善下班時間華中路及台88下面道路口交通現況。

　　說　明：1、每次下班時間，興業路、華中路通往台88底下道路，由於紅綠燈號誌管控時間不當，致

　　　　　　　 該地區出現嚴重雍塞，大小車輛及機踏車互擠，極度危險。

　　　　　　2、建請交管單位適時彈性變更紅綠燈時間，及增加交管員警及義交。

　　決　議：1、建請高雄市政府經發局邀請大發服務中心、高雄市警察局、交通局等相關單位辦理現勘

　　　　　　　 會議。

　　　　　　2、建請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統一規劃華中路間與縣道188、興業路及大有一街紅綠燈秒數，

　　　　　　　 俾利提供用路人順暢通行空間。

十、臨時動議：

　　提案人：寶凱電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案  由：有關高屏溪揚塵影響空氣品質案。

　　說　明：高屏溪流域面積為全台灣第一大之河川，常因受環境條件影響形成區域性大面積裸露地，

　　　　　　高屏溪河川揚塵現象，影響沿岸大發工業區內公司空氣器品質造成身體健康危害之虞。

　　決　議：建請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請環保局解決高屏溪河川揚塵問題，減緩廠區從業員工受高屏溪

　　　　　　河川揚塵影響，維護高屏溪環境空氣品質。

十一、選舉第四屆理監事

　　　（一）、推選選務工作人員

　　　　　　　發票人：孫玉紋、呂素馨　　記票人：林佑明、韋俊斌

　　　　　　　唱票人：呂素馨、劉汝惠　　監票人：孫玉紋、左換順

　　　（二）、開票結果：

　　　　1.當選理事：13人

　　　　候補理事：2人

　　　　2.當選監事：3人

　　　　候補監事：1人

十二、散會：11時30分。（會後領取紀念品）

當選人 林宗志 陳三福 戴晉平 蔡智全 劉俊成 張清全 鄭明祥

票　數 178 162 158 154 142 141 140

當選人 黃裕峯 楊信育 吳德霖 簡天保 吳錦昆 林純銓

票　數 140 139 131 130 130 128

當選人 林育仁 黃琳丹

票　數 53 38

當選人 蔡西昌 林志勳 朱榮一

票　數 173 170 168

當選人 李柏毅

票　數 28



會議紀實會議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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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8年1月11日（星期五）上午11時

地    點：大寮享溫馨喜宴餐廳會館

出席人員：

理　　事：計13人（應出席13人，實到13 人，詳如簽到簿）

監　　事：計3人（應出席3人，實到3人，詳如簽到簿）

列席人員：（如簽到簿）

主    席：林宗志　　　紀錄：劉汝惠

一、主席致詞：（略）
二、主管機關代表致詞：（略）
三、來賓致詞：（略）
四、報告事項：

五、選舉事項：理事會選舉常務理事、理事長；監事會選舉常務監事。
(一)推選選務工作人員（可視選舉人數多寡分成數組開票）

　　發票人：孫玉紋、呂素馨　　記票人：林佑明、韋俊斌

　　唱票人：呂素馨、劉汝惠　　監票人：許俊賢、左換順

(二)開票結果：

1.當選理事長：　　　　2.當選常務監事

六、討論提案：

第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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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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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素馨擔任本會會計。以上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七、散會：中午12時。   

當選人 林宗志

票　數 13

當選人 蔡西昌

票　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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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電為持續精進電力搶修技術、努力為台灣來電，今(17)日在有「搶修英雄培育搖籃」之稱的高雄訓

練中心舉辦第51屆「台電技能競賽」。台電表示，此次共有1051名台電菁英參賽，創近10年新高紀

錄，而台電近年持續招募新血，此次30歲以下年輕同仁(232人)與女性參賽人數(61人)也雙雙創下歷史新

高，在27個比賽項目中相互比拼。

　　台電也舉辦「屋頂作業示範體驗」，連台電董事長楊偉甫都親自登上屋頂，並與曾上「一日台電」

節目的台電學姐郭庭均示範，穿上護具模擬在屋頂工作。他說，隨著屋頂型太陽能光板日益普及，平時

為用戶送電，或是綠能太陽光電屋頂施工時，需要在房屋頂與鄰近電桿間進行拉線送電工作，也將會有

越多員工到屋頂上工作，因此，台電首度啟用屋頂工安體感場，因而希望藉此示範凸顯工安重要。

　　此次活動，台電首度將造價上億、長度近7公尺、重達26噸的發電心臟設備「汽機轉子」，特別從台

中電廠移師戶外展示「動平衡校驗」。汽機轉子扮演帶動發電機發電的重要角色，轉速可達3600RPM（每

分鐘轉速），平時發電運轉須隨時監測，若未能保持平衡，恐造成設備磨損、甚至轉子葉片斷裂影響發

電。現場實際模擬台電技師操作動平衡校驗，並由台電董事長楊偉甫與貴賓鎖上配重塊，協助轉子恢復

平衡。

　　模擬日常停電搶修作業的「配電外線團體組」與「配電事故搶修個人組」競賽。競賽現場模擬「活

線作業」搶修、更換故障設備，同仁全副武裝、身著逾10公斤裝備，登上近10公尺高的電線桿較勁搶修

技術，共有來自全台各單位超過百人爭奪「最強配電搶修王」頭銜。技能競賽配電地下電纜項目，則是



模擬平時停電事故需更換電纜線、變壓器與開關設備的狀況，同仁要能因應不同情況將線路與設備快速

而正確連接、儘速恢復正常供電。現場有超過60人參賽，須在時間內完成電纜接頭安裝，將多達6層（絕

緣、遮蔽、披覆與導體層等）、寬3公分的電

纜線剝開，安裝接頭，再經壓接、包覆絕緣

防水層，確保連接密合。

　　而因應智慧電表趨勢，現場也有智慧電

表裝設競賽，有別於傳統電表，智慧電表需

裝設通訊傳輸系統，用電資料可即時回傳，

讓企業分析用電大數據，民眾也可透過住家

能源管理系統、手機APP或是結合智慧家電輕

鬆掌握自身用電，比賽現場以3人一組、超過

20組逾60人參賽，看誰裝得快又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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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106年12月25日修正發布放流水標準，主要為氨氮、重金屬、致癌性物質及

真色色度等管制項目、限值。因此對全台各污水處理廠不同之處理對象、方式，作該法規修正對污

水廠處理效能影響評估。

水質項目 新標準 現有標準

氨氮
100(110/1/1起施行)
75(113/1/1起施行)
30(116/1/1起施行)

─

鎘 0.02(110/1/1起施行) 0.03

鉛 0.5(110/1/1起施行) 1

總鉻 1.5(110/1/1起施行) 2

六價鉻 0.35(110/1/1起施行) 0.5

銅 1.5(110/1/1起施行) 3

鋅 3.5(110/1/1起施行) 5

水質項目 新標準 現有標準

鎳 0.7(110/1/1起施行) 1

硒 0.35(110/1/1起施行) 0.5

砷 0.35(110/1/1起施行) 0.5

錫 2(110/1/1起施行) ─

真色色度 400(110/1/1起施行) 550

自由有效餘氯 2(110/1/1起施行) ─

銦 0.1 ─

鎵 0.1 ─

鉬 0.6 ─

動報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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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於108年1月29日辦

理「下水水質標準」修正說明會，並就工業區用

戶廠區雨污水分流、流量計校正、異常水質主動

通報等事項重點說明及宣導。相關會議資料可

逕至經濟部工業局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

合污水處理廠網站（http：//moeaidb.gov.tw/

iphw/0513090/）下載或逕洽大發工業區污水處

理廠索取。

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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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在地20年、東南亞最大、台灣唯一的

印刷版材研發專業製造商太普高（3284

），在歡度營運20週年慶的同時，推出研發成

功新世代的T-20免沖洗環保版，領先中國大陸

其他同業，繼美國柯達、日本富士、德國愛克

發等國際大廠之後，正式擠身國際，正式跨入

全球環保印刷版材市場。

　　太普高選在新年的1月5日假高雄林皇宮飯

店舉辦20週年慶祝晚宴，同時在公司全體員工

、國內外客戶代表、原物料供應商、與會貴賓

及媒體記者等約500位見證者掌聲中，宣布歷時

8年研發與測試調整的免沖洗環保版材開發完成

太普高精密影像股份有限公司
新品發表會暨20周年慶祝晚宴

，並正式命名為『T-20免沖洗環保版』。

　　『T-20免沖洗環保版』具有免強鹼顯影、免用水清洗、免上膠與免乾燥等環保特點，相較傳統PS 版

材、當今主流數位CTP版材，使用者具有環保低碳排放、縮短製版流程、提高製版質量、降低製作成本、

提高設備效能等特殊貢獻優勢【詳附註說明】。

　　摘錄中國南方都市報2010.04.18日報導，以一個中小企業的傳統PS製版廠每月使用5000張印刷版材

為例，估計一年將產生270噸的「二氧化碳」，這麼多的二氧化碳約需植樹14,890棵來吸收，若改用數

位CTP製版技術可以將這種污染減少一半，而使用免沖洗的CTP環保版，基本上接近零排放。另以台灣市

場一年膠印版材用量約1,020萬張為例，估計每年約需使用168 萬公升「強鹼」來顯影，相當耗損8,876



個50加侖油桶的強鹼；經過強鹼顯影後的版材，約需使用10,194 萬公升的「清水」來清洗，相當耗損

40.78座奧林匹克標準游泳池蓄水量，而這些清洗過的廢液排放如不慎流入民生用水將嚴重殃及百姓健康

。

　　平版印刷版材問世近70年，從早期(1950年)的傳統PS版材，進階到20年前的數位CTP版材，及至近年

全球國際大廠積極開發的免處理或免沖洗環保版材，各階段產品除皆對印刷製版產業有革命性的替換性

外，並都有較長期的產品生命週期特性。

　　尤其免沖洗環保版材的問世，因它對下游印刷製版產業具有特殊貢獻優勢，未來極有可能成為印刷

製版的終極版材。

　　太普高精密影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3284），1998年10月21日設立於高雄大發工業區，20年來

皆以台灣在地製造為榮，產品行銷過全球70幾個國家地區。兩年前公司加入新的營運團隊，除延續版材

本業的研發外，近年來積極擴展投資版圖，現為大立高分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4716）法人監

察人、天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號5310）法人董事，除企業策略聯盟及參與手機遊戲的營運投資

外，去年底董事會已通過銅廢液回收及再生事業投資案，以實現多角化的營運策略。

【附註說明】

T-20免沖洗環保版，對下游印刷製版產業具有下列等特殊貢獻優勢。

☉環保低碳排放：免除化學藥劑的處理，相對減少了顯影廢液、廢氣和廢渣產生，降低對地球環境的污

　染。

☉縮短製版流程：無須通過藥水沖版，省去顯影、清洗、上膠、乾燥等工序，簡化了製版流程。

☉提高製版質量：免經藥水顯影的工序，減除對顯影液溫濕度、補充量等控制，具有較大曝光寬容度，

　排除印版顯影質量問題。

☉降低製作成本：無化學廢液產生，減少廢液處理及污水排放費用，也免除了購買化學劑及相關儀器成

　本與維修費用。

☉提高設備效能：屬負型製版輸出，提高輸出設備效能並降低雷射耗量，更因免除顯影設備的擺放空間

　，大大提高廠房運用效能。

專 題報導



題報導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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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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計畫表

108年第一季 (1-3月)

1/14(一)已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1/15(二)已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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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第二季 (4-6月)

預訂108/4月函文通知調查參
加人數

(報名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08/5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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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108年第三季 (7-9月)

預訂108/7月函文通知調查參
加人數

(報名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08/8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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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108年第四季 (10-12月)

預訂108/10月函文通知調查
參加人數

(報名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08/11月初開課

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回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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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三公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人員回訓(3小時)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回訓(3小時)

座訊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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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徵稿注意事項季刊徵稿注意事項

07-7872773 787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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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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