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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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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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108年度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會 務推動

本
會於4月29日(星期一)上午10時在大發工業

區服務中心三樓大禮堂盛大舉行「大發工

業區108年度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首先，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

致賀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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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的員工。在場接受表揚的勞工伙伴，都是大發

之光，實至名歸。期盼透過每年表揚活動給予每

位模範勞工更多鼓勵，讓更多勞工夥伴於工作上

提昇自我價值，發揮專業長才。在此，表達最高

的敬意與感謝!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王秋冬局長致詞：大發工

業區有600多家廠商，勞工朋友多達2萬5千多人

，感謝各位勞動界好友每日工作崗位默默付出打

拼。這樣的精神，值得我們每一個人來學習。當

選的模範勞工不只是大發之光更是台灣之光。勞

工朋友對經濟發展而言極為重要，大家團結起來

在各個領域好好努力，產品源源不斷、城市美好

可愛、觀光客湧進，勞動收入將隨之增加，共創

台灣經濟奇蹟。

　　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

長致詞：特別恭喜今天甄選出112位模範勞工，

能夠在如此600多家廠商中脫穎而出，就是大發

工業區菁英中的菁英。代表專業領域的勞動典範

，值得肯定、恭賀!每年出席大發工業區模範勞

工表揚大會，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舉辦的一年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

詞

▲高雄市勞工局王秋冬局長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致詞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春美小姐代表全體模範勞工致

感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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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比一年好!深深感受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

宗志理事長的用心。

　　高雄市議會陳順利主任秘書致詞：大發工業

區廠商協進會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每年都以盛

大的活動表揚各廠模範勞工。感謝各位勞工伙伴

在工作崗位付出，造就高雄經濟繁榮。奠定台灣

經濟發展與世界接軌。誠摯的祝福每位模範勞工

健康、平安。大會圓滿成功。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陳春美小姐代表全體

模範勞工致感謝詞：感謝林宗志理事長、鄭雅升

主任安排今日的大會。各位長官、貴賓。很榮幸

代表全體模範勞工致感謝詞。首先感謝富敬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鄭明祥董事長給於工作舞台，能夠

發揮本職學能。更感謝富敬同仁及家人背後支持

。特別感謝林宗志理事長用心安排表揚活動。感

謝大發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提供場地。感謝今天

出席長官、貴賓給勞工伙伴一個榮耀的回憶，大

發真是個幸福的工業區。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王秋冬局長、經濟部工業

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郭阿梅執行長、高雄市議會

陳順利主任秘書、大寮區公所胡俊雄區長、高雄

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孫成儒分局長、大發工業

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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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勞動節是世界性節日，今年模範勞工表

揚大會整個場面隆重盛大，井然有序，每位出席

人員深感主辦單位的用心。活動在林宗志理事長

主持下12時圓滿成功結束。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外銷部門／助理

優良事蹟 

任勞任怨，努力不懈。

配合度佳，盡忠職守。

品行端正，待人和氣。

工作認真，盡心盡力。

張季淳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

優良事蹟 

配合度高，工作認真。

克盡職守，認真負責。

陳玟利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課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積極，為公司著想，

用心服務客戶。

潘惠真 ★

★★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課／理貨

優良事蹟 

工作熱忱

親切有活力

深受客戶喜愛及讚賞

彭月鳳 ★

★★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門／技術員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勤勞踏實。

為人熱心，樂於助人。

主動積極，任勞任怨。

努力工作，盡忠職守。

馬　龍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總務

優良事蹟 

工作積極，認真負責。

品行端正，待人和氣。

郭雲鶯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做事仔細用心。

洪雅萍 ★

★★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課／業務專員

優良事蹟 

1.年度出勤無遲到早退，全年全勤

，認真負責。

2.主動積極洽詢事業客戶，開發新

客源，使業務推動穩定成長。

3.細心管理政府各種各項標案工程

進度與成本，使工程圓滿完成。

王紹興 ★

★★

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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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8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部／工務

優良事蹟 

1.做事認真負責，主動積極，任職

期間工作表現優異，獲得晉升。

2.能主動爭取工作，節省成本，對

於施工事項處置得宜。

謝清俊 ★

★★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安全衛生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1.負責廠區緊急應變訓練規劃，認

真負責。

2.主辦地下管線緊急應變演練／大

發工業區緊急應變演練均獲上級

機關讚許。

3.為集團緊急應變種子教官，並於

107年度集團ERT競賽表現優良獲

得種子教官個人獎。
陳世豪 ★

★★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設計部／設計工程師

優良事蹟 

任職期間擔任設計工程師，對於客

戶與主管交辦的任務，皆能勤奮不

懈、克服艱難，竭盡心思，努力達

成客戶需求，為公司建立良好的口

碑。平日與同仁和睦相處，並不吝

分享經驗，使團隊效率更為精進，

足為同仁楷模。佘月蕊 ★

★★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產銷課／事務員

優良事蹟 

‧主管交辦事項皆能於時間內完成

，面對客戶的需求也能清楚知道

客戶要的是什麼，該如何去執行

。

‧關於客戶的相關文件，都能有條

理的整理。

‧做事認真、負責，有需要時都能

配合加班。林淑卿 ★

★★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連慶賢 ★

★★

宏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張廷宇 ★

★★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部／組長

優良事蹟 

除本職工作外，亦兼任進料檢驗之

工作，並經常主動協助主管與其他

同仁之工作。

陳春美 ★

★★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廢棄物管制組／工程師

優良事蹟 

1. 委託廢棄物特性之專業知識豐富，快
速做前置處理判斷及特殊項目檢查，
預先防範降低處理上之風險。

2. 熟悉職執掌業務範圍工作，具備管理
規劃及帶領能力。

3. 工作盡心盡力，臨時任務或專案任務
全力配合調度作業。

4. 對新進人員能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經
驗傳承，具創新創意去克服問題，熱
心幫助同仁深得同仁愛戴。

李富源 ★

★★

部門職稱 品管部／品管工程師

優良事蹟 

任職期間擔任品管工程師，積極主

動，善溝通並努力發掘問題。對產

品嚴格把關，每每提出有效可行的

改善方案，順利提昇良率與達成高

度目標，績效卓著，堪為同仁表率

。

部門職稱 製一部造紙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1.負責解綑區環境及設備清潔度佳

有效維持。

2.主動協助同仁清理外設備電管／

蒸汽管／水管紙粉，並主動清理

地面，使環境清潔乾淨，表理積

極優良。

3.許員上班均能提早到工作崗位先

行打掃，工作認真負責，品行端

正、敬業樂群足為同仁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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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實驗室／主任

優良事蹟 

1.具備實驗室專業技能，能全力配
合檢驗作業達成公司交付任務。

2.規劃管理公司實驗室，帶領實驗
室人員達成績效。

3.工作態度積極且認真，並主動給
予其他同仁教育訓練及教導。

4.實驗室能迅速提供完整數據予業
務部門及操作部門，作為報價及
生產之依據。

5.訂定實驗室貴重儀器SOP，減少
耗材物料支出成本。

李文仁 ★

★★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副理

優良事蹟 

麗蘭除了在淨寶公司所交辦事項上

盡職表現，並在8年多時間，擔任淨

寶化工的副廠工作，獲得主管的肯

定。

白麗蘭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事業部／五金課組長

優良事蹟 

在公司18年多，工作上的經驗，成

熟的技術，帶領一群伙伴，給予教

導，協助及關懷，是一位很棒的組

長。公司深深表示感謝，也值得表

揚。

楊志明 ★

★★

瑩越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副理

優良事蹟 

對於公司內部各項稅務會計流程的

執行，都能精準掌握，使公司能穩

定成長。

林麗瑛 ★

★★

忠興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總務

優良事蹟 

惠年除了在總務工作上盡職表現，

並在過去二年多的時間擔任集團所

有關係企業行政工作，獲得各級主

管的肯定。

謝惠年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事業部／門窗課組長

優良事蹟 

溫和、沈穩、耐心是他多年來不變

的個性。一路來走來，認真的態度

及技術成長，公司給予肯定並升組

長。在他帶領下，組員技術學習成

長，良好的互動。公司給予鼓勵表

揚。

林金源 ★

★★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備料組／雷射切割排版人員

優良事蹟 

認真、肯學，從廠務到雷射切割排

版、製圖跟催進料及進度。

對於在工作崗位盡忠職守及工作態

度認真值得推薦表揚。

陳瑩珊 ★

★★

瑩越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廠長

優良事蹟 

對於平日清運車輛，作業調配及廠

內處理產線的掌握及管制，都能在

最有效率的時間內完成，讓公司整

體運作更加流暢。

曾昭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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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8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針車部製－Ｂ／員工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任勞任怨，對於主管的

交代的事項都能配合完成。

張淨絨 ★

★★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資材部／倉管 

優良事蹟 

熱心助人！

林淑英 ★

★★

部門職稱 廠務部加工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上班時間準時，休息時間，提早入

廠準備，工作態度積極負責，對工

作有一定的熱忱和執著，可以讓大

家效仿的對象，有助於工廠之效能

的提升，此為表率。

劉明珠 ★

★★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駕駛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

陳坤榮 ★

★★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針車部製－Ｂ／員工

優良事蹟 

自動自發，勤奮積極，交付工作從

不怠慢，使流程順暢。

李月鳳 ★

★★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

部門職稱 生鮮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1.專注於產品品質及工作流程的維

護，避免產品損失。

2.從事工作態度負責且盡職，對單

位有多項優良貢獻。

3.執行力強，平時積極協助簡化作

業流程，有效改善現場作業問

題。劉美鳳 ★

★★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班長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積極，並全力配合公司

調度。

2.耐心教導培育新進人員。

3.認真、負責。

劉燕山 ★

★★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清潔工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

姚秋桂 ★

★★

泰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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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

吳福祥 ★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生二部／副領班

優良事蹟 

1.主動協助值班工程師進行停修工

事，規劃執行得宜。

2.提攜後進，親力親為教導。

3.廠區巡俥確實，維持製程正常運

作。

張楷堉 ★

★★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課／組長

優良事蹟 

擔任品管組長職務，工作態度積極

、負責、盡職，與各部協調溝通良

好，改善原料試驗相關問題，殊值

肯定。

何美君 ★

★★

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金型課／副股長

優良事蹟 

1.配合生產部門在模具維修上調度
、使生產製程順利完成。

2.針對金型的異狀判斷，模具的使
用改善均能正確的提供建議。

3.備品庫存建檔，使用上的管制與
作業均能完成掌控管理。

4.建立並提供報告金型的使用現況
，缺失以利於作業的掌握。

5.建立各項庫存資料、金型維修記
錄，並隨時掌控進度。

王寶皝 ★

★★

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

黃柄菘 ★

★★

仁望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操作員

優良事蹟 

工作配合度高

態度熱忱

鄭美速 ★

★★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大發廠

張簡漢銘★

★★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生產部／生產主任

優良事蹟 

1.發揮所長，對擴大產品產能有顯

著貢獻。

2.熱心投入後進同仁之培養。

3.積極進行製程之改善與異常的排

除。

鄭仲淵 ★

★★

部門職稱 大發環保組／技工

優良事蹟 

1.大發工業區工廠雨、污水巡查及
檢視，輔導改善區內工廠做好
雨、污水系統分流。

2.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至林園污
水輸送壓力管線巡查及維護。

3.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污泥系
統操作處理，污水擠壓脫水，污
泥脫水後搬運至污泥曬乾床堆
置，使污水廠暫存量為最有利空
間。

部門職稱 大發環保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機械設備
及廠區單元設施整理與維護。

2.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之廠商服
務，資料建檔水質監測，水量查
核。

3.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污泥餅儲
堆置工作及污泥委託代清理工
作。

4.大發工業區污水處理廠辦理廠商
納管聯接使用申請。

部門職稱 保修二課／機械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對機械設備保養、故障維修及設備改
善工作，負責盡職。

2.具責任感，能全力配合設備異常搶
修，並分析故障原因及採取再發防止
對策。

3.具團隊合作精神，主動安排設備保
養、拆清、維修等工作，維持製程生
產順暢。

4.參與製程擴建專案，積極配合原廠技
師進行設備測試與改善，協助製程試

車順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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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8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精煉課／組長

優良事蹟 

1.工作積極，能度良好。

2.嫻熟自己工作知識與技能，認真

負責。

3.學習力強，領悟力高。

李定洋 ★

★★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行政管理部／專員

優良事蹟 

克盡職守

服務熱忱

陳素理 ★

★★

正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服務逾15年，協助解決客戶問題，

主動承辦公司各項活動；熱心服

務。獲部門同仁好評。

李毓婷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務經理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做事認真有效率責

任心強，深受長官、同仁、客戶肯

定。

童有珮 ★

★★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管廠

蘇伍子 ★

★★

天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主動積極、認真負責。

2.交付工作配合度高，忠於職守。

3.包裝設備維護調整，技藝精良。

張志明 ★

★★

太洋製膜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課／領班

優良事蹟 

該員工在本公司任職滿22年了，在

工作崗位上工作認真負責，協助處

理主管交待事務，使工作更為順暢

。

推選本年度模範勞工，實為「實至

名歸」。

涂榮泰 ★

★★

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管理師

優良事蹟 

1.負責應收款項立帳及沖帳作業，
並定期追蹤逾期款項，管制業務
人員催款，成效良好。

2.負責固資系統維護及管理並確認
設備使用狀況，及時且合理攤提
成本，以利每月結帳作業，成效
良好。

3.審核費用憑證，確認費用之合理
性，協助公司管理控費用成本，
成效良好。

劉梅桂 ★

★★

部門職稱 鋼管廠／班長

優良事蹟 

1.全力做好成品管理與品質分類，並確

保內外銷出貨數量之正確性。

2.有效執行成品庫存管控，做好入出庫

作業規劃，並定期追蹤庫存狀況，降

低庫存之壓力。

3.於銷售量提高之狀況下，能維持出貨

作業順暢，並如期完成出貨之任務。

4.易於管理並節省人員尋找時間。

5.人員調度合宜，能於最短的時間完成

盤點作業，並確保帳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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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後處理部門／現場作業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細心，配合度高

且能獨當一面，具有責任感

吳麗香 ★

★★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課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負責，盡職，與同事

相處融洽，人緣佳。

張哲榮 ★

★★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梁孟柔 ★

★★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製造課／製造工程師

優良事蹟 

學習能力良好，份內工作完成之餘

，會自動協助其他同事，並且不吝

嗇教導同事自己所會之事，出勤作

息正常，不曾有遲到早退之事。交

代之工作，不會因困難而有推託，

人際關係良好，工作之餘也會關心

同事狀況。莊忠翰 ★

★★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何孝儀 ★

★★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儲備幹部

優良事蹟 

1.平時工作認真負責，協助班長分

配及指導作業人員加工。

2.能主動作業及配合幹部指示作

業，並協助處理班內以外之各種

加工事宜。

周永宏 ★

★★

中日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加工熱處理／班長

優良事蹟 

擔任品質管理工作共20餘年，工作

態度積極負責，參與本公司ISO9001

內部稽核人員訓練測試合格，並跨

部門進行品質管理工作，圓滿達成

公司交付的任務，對公司有多項貢

獻。

許曉芬 ★

★★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主任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樂觀積極

深具責任感

陳佳瓏 ★

★★

部門職稱 高雄分公司／倉儲組員

優良事蹟 

‧此員於工作上認真、負責。品德
優良，待人和氣。

‧在公司擔任倉儲員一職，並協助
組長將內部整頓乾淨，內部貨品
放置分明。

‧上級交待之任務從不推卸，並都
能在最短時間內處理完畢。

‧上班從不遲到早退，時常都和其
他主管，處理到最後，非常有責
任。

部門職稱 品管課／課長

優良事蹟 

梁課長是本公司的第一位品管人員
，公司的品管部門就是由她建立，
後來因健康因素離職多年，再回來
復職時本公司正處於品管部門人員
缺人、無人帶領的階段。梁課長立
即建立組織，並指導新進品管人員
快速進入狀況，且順利通過每年近
20次的第三方稽核，是一位非常負
責、能力學識豐富的領導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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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8

高辰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現場人員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

努力不懈

鄭門智 ★

★★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李雅龍 ★

★★

阿法拉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程師

優良事蹟 

工作上進、認真

至客戶端工作，博得讚賞

品行優良

張展源 ★

★★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大發廠／廠長

優良事蹟 

1.大發廠推行5S活動整理、整頓、

清掃、清潔、教養執行透徹。

2.對本身工作領域、專業技能、求

新、求精進。

3.用人唯才。

徐邦辰 ★

★★

伊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

優良事蹟 

1.擔任會計職務，認真負責，盡善

盡美。

2.對長官交付之任務，全力赴毫無

推諉，完美達成任務。

3.與同事相處融洽，樂於幫助他人

。

柳碧瑤 ★

★★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蘇文祥 ★

★★

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經理

優良事蹟 

1.任事積極負責。

2.待客親切有禮，態度謙和。

尤沛慈 ★

★★

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設計部／工程設計師

優良事蹟 

1.對本職工作任勞任怨，態度認真
負責，對委派之本職工作及工地
現場支援事項從不推諉，個性溫
和圓融，對同仁全力教導不藏私
，對長官指派工作全力配合，不
計較得失。

2.個性溫和就所有同仁及長官均圓
滿協調各項溝通事務，降低上下
屬及同仁間之爭議，減輕主管管
理之負擔及公司成本。

洪嘉宏 ★

★★

部門職稱 生產一部／管理師

優良事蹟 

1.製程停俥支援夜班，任勞任怨，

完成任務。

2.製程歲修期間，負責酸洗項目，

提早完成，節省點工加班支出，

圓滿完成任務。

3.製程開俥支援，提供製程問題解

決方案，加快開俥，避免延遲。

4.負責原料管控，調節進料時程，

降低原料庫存成本節省開支。

部門職稱 儀電部／資深領班

優良事蹟 

1.主要負責生產一部維修業務，如
遇到其他部門發生異常、需要支
援時，皆主動出擊、不分彼此，
可為同仁之表率。

2.對於新進人員毫不藏私，例如在
檢修M-5311直流馬達時，除詳細
說明工作重點及技術分享外並適
時提醒安全細節。

3.面對現場突發狀況均能即時解決
，維持工廠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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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博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包裝組／技師

優良事蹟 

為人隨和且忠厚樸實，很盡責操作

機台及維護包裝部等相關事務。

陳文良 ★

★★

鈦晟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模具部門

優良事蹟 

該員於我司服務期間，嚴守工作崗

位，盡心盡力認真、負有責任感。

翁生義 ★

★★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組長

優良事蹟 

1.擁有專業技術，對公司貢獻度卓

越。

2.工作認真、勤奮，熱心助人。

林旺達 ★

★★

國巨股份有限公司　大發廠

部門職稱 大發廠／線長

優良事蹟 

A:每月濾心費用耗用管理節省材料成本
費用。

B:協助現場多能工展開教育訓練與支援
調度工作。

C:即時反應生產製程問題降低報廢損失
-PE-Film防護壓痕改善低Foil異常。

D:人員休息主動協助接機生持續提高生
產Foil產出降低Loss。

E:反應漿料溫度高影響工品質進行調整
效果顯著。

F:連續3年考績評核為優等。

周安梅 ★

★★

昌明螺絲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出貨組／組員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常以積極熱忱的態度面

對，笑臉迎人又熱心服務，深受全

體同仁肯定。

劉彥宏 ★

★★

真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操作員

優良事蹟 

1.工作努力積極。

2.樂於教導新人，提攜後進。

3.具工作熱誠，促進團隊和協。

張簡國立★

★★

尚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經理

優良事蹟 

1.擔任採購主管完成交付任務。

2.協助和部門處理客戶反應問題。

3.負責各項新廠建設事宜，主動積

極。

4.工作中發現問題，提出有效解決

方法。

張簡光谷★

★★

莊宏億軸承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主任

優良事蹟 

該員盡忠職守，表現敬業。

莊春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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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長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足為楷模。

2.服務態度親切，深獲好評。

3.熱心公益、樂於助人。

許文聰 ★

★★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關務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良好、同事相處和睦

樂於接受新的工作挑戰

且經常協助同事

馮莉雯 ★

★★

祥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結構組／作業員

優良事蹟 

1.盡忠職守、任勞任怨、不惜辛勞

。

2.努力學習、勇於承擔、工作責任

負責。

3.能全力配合幹部工作指派與完成

。

王林喜春★

★★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組長

優良事蹟 

1.服從上級指示，完成交辦事項。

2.依生管投料計劃，有效達成出貨

交期。

3.定期人員在職教育，以增加人員

對作業技能之提升。

4.對生產計劃之執行，能清楚掌握

各站進度，並巡查監控，與品質

確保。
林玲如 ★

★★

皇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門／課長

優良事蹟 

1.擔任生產課長一職，樂在工作的

態度與積極面對工作，任勞任怨

。

2.多元配合公司各項產品生產，使

其態順利運行。

3.敬業樂群和高度工作熱誠足為表

率。林委呈 ★

★★

宗亞特用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領班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認真負責。

2.即時完成公司交辦事項。

3.班員溝通協調順暢。

劉世仁 ★

★★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刻苦耐勞，公私分

明，克盡職守足為表率。

許麗玟 ★

★★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高雄廠RV61分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該員擔任RV61分組作業人員，工作

認真，機台操作等均能達到效率目

標，同時積極配合分組長工作安排

調度。

曾麗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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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業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務工程師

優良事蹟 

做事認真負責。

針對客戶需求及異常問題，處理迅

速。

為工作及公司上爭取及獲取相當之

利益。

林芳如 ★

★★

乾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領班

優良事蹟 

負責、認真、不怠慢

處處為公司設想

陳頃何 ★

★★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吳麗勤 ★

★★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加工組／作業員

優良事蹟 

1.服務年資已滿6年。

2.在自己工作崗位，任勞任怨，配

合度好。

梁高明 ★

★★

原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維修課長

優良事蹟 

陳員自86年到期至今，行為端正，

謹守分祭待人誠懇與同仁相處融洽

陳育靖 ★

★★

鉅明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班長

優良事蹟 

該員於工務課擔任技術員期間，均

能發揮所長，對公司指示之任務，

均能如期完成，達成公司之期望，

同時亦能提出個人見解，使工期提

早完成，節省成本。

林毓深 ★

★★

瑞孚宏昌船舶推進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管部／組長

優良事蹟 

1.莊員自91年8月到職至今，工作主

動積極進取，任勞任怨，不計報

酬戮力達成任務，績效卓著，足

勘員工楷模。 

2.熱心助人，與同事相處融洽。

莊雅芳 ★

★★

鴻洋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設計課／課長

優良事蹟 

1.擔任鴻祥設計課主管11年，在遊

艇業界經驗豐富。

2.曾多帶領團隊，完成公司指派的

海外服務維修任務。

3.目前為公司新製程計畫導入的領

導者，全力投入執行。

4.獲「鴻祥遊艇股份有限公司－108

年度模範員工」殊榮。邱俊良 ★

★★

部門職稱 品管部IQC／領班

優良事蹟 

1.該員工表現優異，認真負責，與生產／

工程／供應商互動良好，值得獎勵。

2.督導檢驗員嚴格依規範執行檢驗動作。

3.在人力有限條件之下仍保持優異之戰

鬥力及良好績效，該員有功不可沒之

表現。

4.主動聯擊採購＆供應商問題討論與對

策，滿足急料上線與供應品質需求。

5.主動負責，針對人員管理有條不紊，

熱心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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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8

祥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金都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課／專員

優良事蹟 

1.積極負責應收帳款對帳，催收及

擬定客戶信用交易額度及帳款規

劃。

2.細心處理每月會計帳務結轉工作

及財務報表編製作業。

黃英雪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資材課／課長

優良事蹟 

1.負責原物料採購之詢價、議價、

發包。

2.確保採購物料與設備之品質、交

期及價格競爭等，因應公司業務

運作需求及維護公司權益。

3.認真積極，品德操守佳。

李　緯 ★

★★

順慶實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司機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態度負責。

溫貴福 ★

★★

期發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印刷部／作業員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

認真負責。

鍾麗云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總務行政課／專員

優良事蹟 

1.認真負責新進人員招募，差勤管

理，薪酬計算，勞健保管理等相

關業務。

2.積極協助ISO文管中心品質文件之

建檔，用印、分發、記錄等相關

管制作業。

宋名娟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支援課／專員

優良事蹟 

1.支援業務部處理客戶訂單及出貨

等相關業務，客戶滿意度高。

2.主動積極聯繫及維護客情，建立

良好的溝通橋樑。

鄭碧如 ★

★★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証處／QA副組長

優良事蹟 

1.確實執行主管交辦事項，並超越

主管要求標準。

2.主動積極參與公司舉辦教育訓練

及相關活動。

3.熱心協助處理其他部門同仁提出

的問題。

文振婷 ★

★★

部門職稱 製造部／組長

優良事蹟 

盡責盡忠、精勤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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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豐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研發部／組長

優良事蹟 

交付工作，絕不打馬虎；

勇於負責。孜孜不倦於追求新知識

領域。

鄭屹珊 ★

★★

億居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副廠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盡責，堪為表率。

高森永 ★

★★

億居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鍛造部／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盡責，堪為表率。

梁雅翔 ★

★★

環球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物流部／物流助理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盡職。

2.熱忱與積極的態度面對事情、努

力成果備受肯定。

3.致力運費的節省，成果顯著。

黃淑惠 ★

★★

億居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彥智 ★

★★

誠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部／設計

優良事蹟 

1.接受主管指示準時完成工作任務

。

2.作事積極認真，並具服務熱忱。

3.對所從事設計工作，能提昇技術

，增進效率。

4.能勇於任事，不畏艱難完成交辦

任務。

5.熱心協助他人，共同合作完成團

隊任務。

陳哲緯 ★

★★

部門職稱 廠務部／經理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盡責，堪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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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全存企業有限公司於3月23日假大寮區和發產業園區盛大辦理旗開得勝新廠落成典禮啟用典禮。

   典禮首先是簡天保董事長致詞：感謝經濟部曾文生次長、林岱樺立法委員、高雄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伏和中局長、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鄭雅升主任、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大寮區胡俊

雄區長、和發產業園區謝淑貞副主任、日本AMADA總經理谷中辰郎、高雄市鋼鐵協會黃理事長、中華民國

模具學會許理事長理監事及所有會員、高科大研發長郭俊賢教授、高科大模具系系友會廖會長及高科大

模具系所有與會老師及教授、和春技術學院羅執行長、大發扶輪社全體社友、高雄市鋁門窗經營協會全

體會員、各位好朋友蒞臨，增添高全存有限公司光彩，致上最高謝意。發展金屬帷幕牆，工廠腹地要夠

大，金屬材料到玻璃組裝要結合，以減少運輸成本、提升競爭力。期望和發產業園區成為台灣最專業鋁

的門窗及帷幕牆專區，從園區標售以來，高全存即積極尋找帷幕產業上下游廠商進駐，期望形成產業鏈

，提升產業競爭力。目前已有多家廠商購地投資，將於年底至明年初陸續進駐生產。他希望帷幕產業上

下整合，使高雄市成為全台最大金屬生產基地，經濟部及高雄市政府也給予帷幕牆廠商更大的協助。

　　經濟部曾文生次長致賀詞：出席高全存的新廠動工典禮，二度造訪，深刻感受到當時仍是一片黃土

，如今欣見許多廠商進駐，並且蓋起壯麗的現代化廠房，和發為門窗與帷幕產業聚落，號召許多同業及

上下游廠商作夥打拼的無私奉獻神表示欽佩。更期勉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成為金屬帷幕牆火車頭，引領

台灣經濟起飛。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伏和中局長賀詞：和發園區在水、電及通信設施仍在建置階段，就有廠商進

駐，創下全新園區開發與廠商進駐同步進行的少見案例。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是最早進駐建廠的廠商，

過程備極辛苦。伏和中也在高科大模具系碩專班開課，恰巧是簡天保董事長的老師，這份師生情誼傳為

佳話；他稱許簡天保是最認真的企業家，上課全勤無曠課記錄。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賀詞：看到和發的廠房一座比一座漂亮，給大發很大的壓力；

同時也感謝政府投入資源，解決企

業許多問題。祝福高全存企業有限

公司業績蒸蒸日上。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朝向全方

位金屬帷幕牆專業廠發展，加上大

發園區衝壓廠及管類型鋼加工廠，

合計廠房3,600坪，新廠啟用提升

高全存在帷幕牆加工的競爭力，第

二期廠區的帷幕牆安裝訓練場將為

南部提供優良的培訓場所，為南台

灣培養更多帷幕牆安裝的人材。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

理事長致詞

▲經濟部曾文生次長致詞▲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簡天保

董事長致詞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伏和

中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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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全存企業有限公司於3月23日假大寮區和發產業園區盛大辦理旗開得勝新廠落成典禮啟用典禮。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是從鋁窗、帷幕起家企業，如何從一家小企業擴大到今日令人興嘆的規模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的帷幕作品遍及全台灣各個角落，一個不斷精進的企業奇蹟正在發生。

　　首先，將客戶的設計圖 重新依照尺寸用3D繪圖成需要的組件，接著用CAD程式語言編碼，讓工作區

的各項機台能正確執行完成程式語言編碼的電腦繪圖，統一透過中央機房數據串流，讓出產的組件品質

能維持高水準，工作區接收指令後將bar code的輸入電腦，自動化工程也讓高全存的生產效率堪稱業界

第一。使用日本的Amanda機器，讓高全存能夠快速的完成所有工作，多樣化的服務內容、滿足客戶一切

需求。自動化打洞、雷射切割、銑床加工、折床加工、拋光打磨、雷射焊接，專業、精準、效率、服務

、安全、品質是高全存的經營理念。為了給客戶最精良的產品，高全存不惜成本，自行成立檢測實驗室

，嚴格把關每一項產品，萬能材料試驗機，測試模式廣泛，包含抗拉、抗壓、抗彎、抗折、撕裂、往覆

疲勞等測試模式，並提供多種測試模式，可依客戶指定增設，洛氏硬度試驗機，可針對各種金屬材料硬

度進行測試，超音波探傷儀，工件內部多種缺陷的檢測，膜厚計檢測(非)鐵金屬材料上之膜厚，解析讀

數?1μm，分光分析儀，分析金屬與金屬合金中的成分，擁有多項試驗規範的檢測項目，是高全存對於每

個客戶最好品質承諾。並矢志成為最卓越之門窗，帷幕牆加工配件五金業者，以提供建築物施工上最便

利 安全之產品為宗旨並善盡企業責任，滿足客戶、員工和廠商需求 創造三贏。亮點作品包含高雄火車

站吸睛天花板、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義大購物中心、臺北南山廣場、民視無線台大樓等。

　　高全存企業有限公司簡天保董事長大氣得說，「在帷幕牆的領域裡面，高全存沒有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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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於108年5月27日辦理『工業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部份條

文修正草案說明會。

　　工業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自88年公告實施（共27條文），為配合環保法令期間經多次修改，本次

則主要修正第10條、第21條及第25條部分條文-用戶設置自動監測(視)設備、新增八項水質收費項目、刪

除加重違規使用費及分級級距與分級費率調整等，修正後違規污水費將減少徵收約14％－36％。

　　鑒於部分水質特性影響污水處理廠之生物系統甚鉅，為避免用戶未積極處理且任意排放，致破壞污

水處理廠整體操作及維護，請區內所有廠商能強化用戶自主管理及改善前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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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成龍主任業務重點報告 ▲江組長業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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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南區銀髮人

才資源中心4月26日上午在南區銀髮中心盛

大舉辦「2019青春修煉之旅 力量是你！」3週年

慶活動。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長黃秋桂、勞動

部高屏澎東分署長程泰運為活動揭開序幕，與在

場80名致力推動實踐「銀髮友善職場、青銀職場

合作」的企業代表、資源夥伴與銀髮民眾共襄盛

舉，彼此分享展現銀髮勞動力優勢，續寫勞動市

場新篇章。

　　首先，南區銀髮中心先播放3週年慶影片，呈

現中心自105年成立以來，努力傳遞「選擇X改變

∞機會」服務精神，經3年醞釀，4力崛起(就業力

、銀響力、創業力、青銀力)，緊接著推出舞蹈表

演「青銀power秀」，現場活力四射，充滿青春活

力，展現青銀共好。另外推出青春修煉之旅成果

導覽、火星流派隨堂考、創業攤位體驗等。

　　勞動力發展黃秋桂署長表示，台灣已在去年3

月轉為高齡社會，推估115年邁入超高齡社會，這

代表台灣人口結構將逐漸轉型，65歲以上人口比

例會越來越多。有鑑於此，南區銀髮中心過去3年

來，不停開發銀髮友善職缺，向企業主傳遞銀髮

職場優勢，並提供「中高齡職務再設計」等資源

協助，同時針對銀髮人士辦理近800場銀髮勞動力

培育課程，至今已協助近2200位銀髮人士投入勞

2019 青春修煉之旅　力量是你！
南區銀髮中心歡慶3週年活動報導

動力市場，繼續發揮所長傳承經驗。為讓未來勞

動市場更加靈活充滿動力，南區銀髮中心特別將3

週年慶主題訂為「2019青春修煉之旅 力量是你！

」，鼓勵銀髮人士處在變化多端時代，勇於改變

與青年族群跨世代合作，創造第二職涯，展現「

60正好、70剛好、80美好」無限大機會。

　　南區銀髮中心主題培育課程對於培訓業界所

需人才助益，也請創業成功的銀髮人士分享運用

南區銀髮中心資源開創青銀交流世代共融經驗。

台上台下彼此分享交流，傳遞銀髮優勢，活絡銀

髮勞動力市場。

　　高屏澎東分署程泰運分署長表示，南區銀髮

中心持續推動銀髮人才運用服務，協助銀髮人士

重現勞動價值並提升工作表現，歡迎大發工業區

有意願重返職場的銀髮人士，或是有意願聘用銀

髮人才的企業，洽詢07-2222778。

專 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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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宣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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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紀實活動照片紀實

大發大小事大發大小事

▲林宗志理事長致贈大發服務中心姚秋桂隊員榮退禮品

▲經濟部5+2產業徵才博覽會活動照片

▲經濟部5+2產業徵才博覽會活動照片

▲高雄市警察局李永癸局長、林園分局孫成儒分局長拜

會林宗志理事長及鄭雅升主任

▲正修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校外參觀

▲大發工業區安促會108年第1次會員會議林宗志理事長

致詞

▲大發工業區安促會108年第1次會員會議鄭雅升主任致

詞

▲產業園區屋頂型太陽光電招商說明會林宗志理事長致

詞

▲產業園區屋頂型太陽光電招商說明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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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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