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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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令宣導

COVID-19，簡稱武漢肺炎
防疫宣導



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紀實

本
會第四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109年1月13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假大寮享溫馨囍宴會館盛大舉辦。

經濟部工業局楊伯耕副局長、高雄市社會局人民團體科洪明瑜督導及南區工業局管理處執行長

陳建堂、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高雄臨海林園大發聯合汙水處理廠黃成龍主任及多位地方

民意代表出席指導，以及廠商會員代表約200餘人與會。在林理事長宗志的主持下，會議過程可說極為

順利圓滿。

大會開始由林理事長主持致詞：表示對今天經濟部工業局楊伯耕副局長及高雄市社會局人民團體

科洪明瑜督導蒞臨指導以及廠商代表踴躍的出席，致上感謝之意。報告為有效改善大發工業區部分道

路路面刨除鋪設及標線劃設等維護工作。爭取台88增加號誌時相秒數，解決華中路下班時間塞車問題

。大發工業區強降雨造成淹水，增設1,500孔若水井，完成後可提高瞬間排水量，避免道路路面積水

。自來水汰換管線工程：分別為1.鳳山廠至鳳林路汰換管線工程。2.大寮光明路新設供水管線工程。

3.大發工業區興業路管線汰換工程。進行中工程請大發服務中心持續追蹤。大發污水廠擴整建工程預

計109年10月完工，工程金額為8,200萬元。特別是大發工業區行道樹認養綠美化，持續推動1,606棵行

道樹認養。行道樹認養期間即將屆滿，因其管理維護必須持續不斷的進行，爰誠摯邀請全體理監事及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洪明瑜督導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楊伯耕副局長致詞

▲台灣中小企業銀行鄭玉珠講師專題報告

會 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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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廠商持續支持該理念並繼續認養行道樹，以維護本工業區綠色環境。特別感謝黃宇斌主任帶領大

發服務中心全體同仁。

經濟部工業局楊副局長伯耕致詞：首先肯定林理事長對工業區內廠商的反應事項均能盡心盡力的

付出感到萬分的欽佩，也期望林理事長熱忱能給大發工業區廠商更多元化的服務。

南區管理處陳建堂執行長特別感謝致詞：特別感謝林理事長領導廠協會對大發工業區有著極大的

貢獻，並積極扮演了代表廠商與工業局、市府一個溝通的平台。林理事長的鼎力支持與協助使得大發

工業區內重要道路建置監視器並順利運作，實為大發工業區全體企業與員工的福氣。

會議開始林宗志理事長對108年之年度之會務做整體性報告，與會各廠商代表均無異議通過。常務

監事蔡西昌報告審查108年收支經費。與會人員鼓掌通過。

最後，會員大會在11時圓滿完成。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監事合影留念

會 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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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高雄市勞工局勞動檢查處

共同攜手締結安全伙伴宣言

本
會與高雄市勞工局勞動檢查處於10月4日

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簽署結盟安全

伙伴宣言，共同攜手提升工業區職場安全衛生品

質。在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王秋冬局長、陳石圍副

局長、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陳建堂執行長、大發工

業區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及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

聯合汙水處理廠黃成龍主任等人歡喜見證下，承

諾合作期間共同針對廠商可能面臨的職災風險加

以評估，檢討既有安全衛生設施、承攬管理及健

康管理等，以消除工作危害因子，達到機械、設

備或器具安全化、人員專業化、作業標準化及身

心健康等目的。

首先，大發工業區廠協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本會用歡喜心與高雄市勞工局勞動檢查處結親

家，正式與勞工局勞檢處締結安全伙伴關係，期

盼借重勞檢處的專業，協助廠商建立與改善管理

制度，並且辦理安全衛生觀摩、教育訓練宣導及

現場診斷輔導等活動，定能有效地降低職災風險

，也同時能讓廠商減少損失。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王秋冬局長致詞：期盼雙

方以締結安全伙伴的作法，轉而先用勞檢的專業

，以及產業的經驗，來協助廠商發現並改善作業

安全缺失，並結合及分享彼此的防災資源，努力

來預防職業災害，讓工業區內所有的勞工，都能

處在安全健康的環境中，快樂工作、平安回家。

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陳建堂執行長致詞：很高

興出席見證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勞工局勞檢

處締結安全伙伴關係，這種有別以往的合作模式

，相信工業區的廠商都非常樂見，祝福今天的活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王秋冬局長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陳建堂執行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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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動圓滿成功。

勞檢處陳俊復處長更是期盼，職業災害的發

生與未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未設置符合規定

的安全衛生設施息息相關。締結安全伙伴關係之

後，未來將藉由雙方的合作，針對現行作業的風

險評估、檢討現有制度的安全措施，進而建構安

全、健康的職場環境。

本次活動於11時40分圓滿結束。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與勞工局勞動檢查處簽屬安全伙伴

▲

▲

與會各廠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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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光大

經
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主任黃宇斌於1月13日上午11時假大寮享

溫馨囍宴會館辦理布達典禮。

布達儀式首先，由工業局楊伯耕副局長致詞

，大發工業區原主任鄭雅升去年調任永安工業區

主任乙職，遺缺由黃宇斌榮陞主任。今天蒞臨的

貴賓有中央、地方單位代表出席，看得出黃宇斌

主任的能力及好人緣。期待大發、鳳山工業區有

更好的發展，相信在黃宇斌主任帶領的服務團隊

會有嶄新的作為。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賀詞

：大發工業區在近20年，首位由副主任在大發工

業區服務中心榮陞，特別祝賀黃宇斌主任。黃主

任為工業區內道路、交通、供水及綠美化等工作

十分用心。期待延續工業區服務中心各位主任先

進的服務精神，服務區內廠商從業員工。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兼鳳山)工業區

主任 黃宇斌 布達典禮紀實

▲經濟部工業局楊副局長伯耕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南區工業區管理處陳建堂執行長致詞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致詞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新任黃宇斌主任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楊伯耕副局長與大發工業區黃宇斌主任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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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發之光

黃宇斌主任致謝詞：大發與鳳山工業區在過去這三年多來，在鄭雅升主任與大發廠協會林宗志理

事長、鳳山廠協會江楠璋理事長的努力之下，改善了許多過去難解的問題，而在這一波逐步蛻變的過

程裡，他有幸能夠參與其中，並且在今天能夠獲得長官的肯定，接續下這個尚未完成的重擔，內心實

感任重而道遠。未來他也將秉持著相同的服務精神，繼續與大發工業區林理事長、鳳山工業區新上任

的劉理事長共同來打拼，不僅僅是維護園區內的路平、燈亮、水溝通，園區行道樹的認養也會持續來

推動以保有目前全國評比第一的綠美化成果，另外，大發工業區近期內也將施作二項自來水的管線工

程，可望解決園區北端供水不穩定的問題⋯等等。事情雖然很多、千頭萬緒，但也會用最認真的態度

，一步一腳印的逐一來推動。最後，勉勵服務中心的同仁能夠保持服務熱忱一起來努力，以將大發以

及鳳山工業區打造成為全國數一數二的模範工業區為目標，方能不負局長及各位長官所託。

工業局副局長楊伯耕、工業局執行長陳建堂、立法委員林岱樺、許智傑等、勞動部部長辦公室主

任鄭素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副署長周登春、高雄市政府勞動檢查處陳俊復處長、高雄市政府勞

工局訓練就業中心楊茹憶主任、高雄市議員黃天煌、陳慧文、曾麗燕、何權峰、林智鴻等、南區各工

業區服務中心主任及輔英科大校長顧志遠等貴賓到場致賀。

▲各服務中心主任合影留念

▲大發工業區廠協會理監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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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之光大

喬
旭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10月份下旬經SGS

台灣檢驗科技公司實地查核「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處理」模式，組織循環成熟度結果評為

最高等級：Level 4最佳化，成為台灣第一家以

氨氮廢液回收再利用製成工業級硫酸銨通過BS 

8001:2017循環經濟查證之循環經濟再利用廠商

。

並於11月20日經濟部工業局產業綠色成長推

動計畫成果發表會上授證，並與業界分享喬旭公

司以氨氮不滅，循環再生，創造循環經濟新契機

。

忠興集團由黃振吉先生白手起家，創立至今

已超過50個年頭，喬旭股份有限公司為集團旗下

關係企業，1977年成立初期主要是回收台塑集團

旗下台灣化纖公司與其他產業製程中所產生之含

大發工業區喬旭股份有限公司

循環經濟再利用業者　通過BS8001　最高級查證

▲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循環經濟輔導成果展成品展出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黃裕峰接受BS 8001 Level4最

佳化頒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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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發之光

硫廢?液，再製成化學原料如硫氫化鈉(NaHS)、

硫化鈉(Na2S)、金屬捕捉劑、重金屬螯合劑及其

他衍生產品，並供其他產業使用。

同時建構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機構，並持續推

展其他友善環境的資源再生領域。例如自2015年

開始配合環保署氨氮管制政策規劃，提出並通過

申請許可後，開始提供回收硫酸銨廢液服務，製

造工業級硫酸銨產品。目前主要提供半導體產業

硫酸銨廢液再利用服務，所回收硫酸銨廢液生產

工業級硫酸銨產品(Ammonium Sulfate)，除了

外銷之外，也將是集團另一家關係企業未來所生

產之過氧系列化學品之主要原料來源，創造出另

一個高產值循環經濟再利用的商業模式。

自2018年起，喬旭股份有限公司領先業界導

入BS 8001:2017，依循六大原則及八大彈性框

架，將半導體產業之氨氮事業廢棄物資源化，作

為工業級硫酸銨製程原料，來協助相關產業處理

氨氮廢水，避免硫酸銨廢液任意排放造成環境衝

擊，每年可減少硫酸銨廢液排放量26,400噸，創

造出工業級硫酸銨平均每年22,080(仟元)之正面

經濟與環境效益。另一方面，在製程中持續評估

降低能源耗用之可行改善方案，並同時評估提升

廢水回收價值之可行性，將能源使用效益最佳化

。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以友善環境為前提，並以

創新之系統評估手法、多元可行性評估及試驗計

畫，符合各項環保及ISO9001品質規範要求，實

現核心經營理念及模式，並呼應循環經濟R0-拒

絕使用新料之概念，創造出跨業界合作及資源再

利用之循環經濟商業模式。

忠興集團秉持著ISO14001企業與社區共同發

展之理念，將推廣減少污染源、廢棄物回收再利

用、避免二次公害的概念，以節省能源、綠化環

境、提升生活品質等做為公司永續經營基礎，未

來持續結合產、學、研的合作及國內外廢棄物處

置之經驗分享，協助各產業處理各項複雜的廢棄

物問題，有效為我們居住的地球達成資源再利用

、造就循環經濟之永續發展。

(資料來源：經濟日報　產業綠色成長推動

成果系列專欄)

▲工業局楊伯耕副局長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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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報導活

台
電為持續精進電力核心技能，於109年1月

8日在高雄訓練中心舉辦第52屆技能競賽

。今年有超過200名30歲以下的年輕同仁參賽，

其中有61名為108年剛進公司的生力軍，在30個

競賽項目中與前輩們大車拼。台電董事長楊偉甫

也親身體驗第一線維修人員停電搶修情境，搭乘

昇空車模擬搶修後以絕緣操作棒投入開關恢復電

力。楊董事長也客串擔任一日總領班，由同仁示

範利用無人機拉引尼龍繩至拉線車、放線車等大

型機具牽引鋼索，與鐵塔作業人員合力完成架空

輸電線路延線施工作業。

台電為鼓勵同仁互相切磋提升電力核心技能

，於58年首度舉辦年度技能競賽。今年有來自全

國74個單位共1,071人參賽，當中最年輕僅20歲

，與不少即將退休的資深同仁一同比拚。競賽項

目包含配電、輸電、發電、電力調度及創新成果

等共30個競賽項目。

競賽項目中最讓民眾熟悉也最吸睛的「桿上

蜘蛛人」—配電事故搶修，係為訓練搶修人力能

迅速排除事故、減少停電時間。競賽現場模擬變

壓器保護設備遭受雷害、鹽害等天氣因素造成故

障，同仁需攜帶隨身工具及安全護具等裝備，爬

上8公尺高電桿，進行熔絲鏈開關更換。

參加「配電地下電纜」、剛滿23歲的花蓮區

處吳宜芯，是今年競賽中最年輕的女性選手。為

了參加比賽，吳宜芯總是利用平時空檔時間練習

競賽項目，同時也向歷屆得獎前輩請教技巧，她

表示去年曾獲得優良獎，這次比賽比上次更有壓

力，因為每個人都在進步，但還是要挑戰前三名

。

台電指出，穩定供電除靠第一線搶修人力外

，還有背後負責電力調度的人員運籌帷幄的努力

。本次技能競賽為加強各區處電力調度人員的應

變能力，也舉辦「配電調度中心模擬系統操作」

創新傳承、技藝登峰

台電公司109年度技能競賽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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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參賽者需在電腦上模擬配電變電所發

生故障，進行電力調度及事故處理。

除此之外，今年技能競賽亦設計「昇空車作

業」體驗活動以及「架空輸電線路延線施工作業

」示範亮點，前者相對於以傳統人力爬桿，昇空

車更有絕緣耐壓、操作靈活的特性，可兼顧搶修

效率及確保人員安全；後者則為輸電線路得以穿

山越嶺的幕後功臣。台電董事長楊偉甫也親自體

驗昇空車離地6公尺模擬復電作業，以及擔任一

日總領班，指揮無人機投放第一條引拉尼龍繩、

操作拉線車及放線車等大型機具，與鐵塔作業人

員合力完成架空輸電線路延線施工作業。

　　

13





新來源醬園 介紹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1965年，早期主要販售醬油類產品

，目前主要生產醃漬類加工醬菜食品以及各式醬料類產品，無論為生

產技術、人員培訓、品質的管制及衛生安全各方面都經過ISO22000及

HACCP國際品質驗證。

行銷通路透過參加台北世貿國際食品展覽而更寬廣，目前合作的

對象為國 防部、知名超商、量販店、連鎖超市及團膳批發業者，並於

2009年開始外銷美國、南非，將來目標為行銷全世界。

新來源將持續專注研發生產新產品，以積極創新的生產技術，迎合

市場消費需求，開創更多新時代所需的高品質產品。

＊韓式泡菜　 ＊韓式蘿蔔

＊韓式蓮藕　 ＊鮮嫩香脆筍

＊東北酸白菜



慶鐘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於1981年創立，設廠於高雄市大寮區。慶鐘

佳味為冷凍調理食品製造工廠，已有三十五年以上優良營運績效，制度

健全福利好，致力於冷凍食品研發、創新及製造，提供國人有更多不同

的飲食上的需求及選擇。

【年菜上市】-12月隆重上市
傳統名菜食不厭、創意料理嚐不盡、酸甜香辣繞舌尖、再三回味過好年

【新品上市】-鮮肉鍋貼，好市多獨家銷售
天然食材呈現最美的自然鮮甜味，堅持食物的原味、未添加人工調味料

慶鐘

古味五柳枝烤魚

百菇竹笙雞湯

荷葉鹽烤松坂豬

佛跳牆

傳香鮑片扒時蔬

極品海味魚翅羹

住址：高雄市大寮區大發工業區大有四街12號

電話：07-7871516　傳真：07-7872450



　𡘙師傅介紹

　　𡘙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大發工業區華東路48號，目前擁有五十家太

師傅便當專賣店專業連鎖體系，深受消費大眾的青睞，從採購 CAS優良廠商之

新鮮肉品，到自已的分切廠（取得HACCP及ISO22000認證）進行分切加工，再

送至調理廠（取得HACCP及ISO22000認證）進行醃漬調理加工，最後再分送至

各便當連鎖店烹調料理等一貫專業化之經營。𡘙師傅便當專賣店擁有專業的餐

飲團隊，不時研發新式口味，滿足廣大的消費群眾。

　𡘙師傅滴雞精為呵護人們而誕生

　　兒時回憶的鄉下生活，父母在都市打拼，遠離都市區域種田養雞的阿嬤，

為了要讓孩童時期免疫力尚未健全的孫兒女能夠補充足夠的營養成長，總是花

上一整天的時間，高溫蒸煮出一碗雞汁精華，這是我們記憶中最純樸珍貴的愛

。

　　𡘙師傅承襲古老滴雞精的智慧工法，高溫精煉16小時，

堅持不加一滴水，並融入獨家研發的多項精煉技術，提升口

感使滴雞精更加香醇。

　　𡘙師傅滴雞精希望能傳承這份記憶中的愛，讓人們無

須花費如此長時間的功夫，也能喝到最精華營養的滴雞精，

內含有豐富的人體所需營養，給您最完善的呵護。



大
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林宗志理事長與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黃宇斌為因應109年1月起勞動事

件法即將上路，讓大發工業區廠商儘速來瞭解新法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與影響？廠商應如何因

應？及企業的管理制度是否需要調整？特於11月25日上午10時在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3樓大禮堂召開「

勞動事件法－解析與因應策略」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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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黃宇斌主任致詞 ▲炬成勞雇法律事務所　蔡尚宏律師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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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題報導

▲

勞動事件法講座

林宗志理事長表示：本次講座特別邀請勞動

法實務專家蔡尚宏律師，以實務案例講解勞動事

件法實施後應注意事項與規畫因應措施。專業講

師分享如何因應新法，面對國際市場，提升企業

軟實力與競爭力，讓大發工業區廠商業績長紅。

大發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所帶領的服務團隊

，以服務廠商共創優質生產環境的態度，贏得廠

商代表一致認同。期待大發廠協會與大發服務中

心攜手合作共同辦理職場相關講座。

活動當天廠商代表踴躍參與約210人出席，

擠爆整個會場。蔡尚宏律師以豐富實務經驗、勞

資事件深耕之領域作為舉例講授分析，獲得全場

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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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升大發及鳳山工業區研產鏈結競

爭力再提升計畫及產業自動化升級輔導加

值計畫，大發服務中心結合輔英科技大學

及正修科技大學，協助產業並提供合適的

專業團隊輔導並透過到廠機制訪視及問卷

調查，提供技術研發輔導需求。

聯絡人：大發(兼鳳山)工業區服務中心　林宛儀組員

電　話：07-7871281分機7391



園 區宣導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暨大發廠商協進會共同辦理

109年度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回訓課程計畫表

109年第2梯次 (4-6月)

預訂109/4月

函文通知調查報名人數

(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09/5月初開課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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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第3梯次 (7-9月)

預訂109/7月

函文通知調查報名人數

(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09/8月初開課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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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年第4梯次 (10-12月)

預訂109/10月

函文通知調查報名人數

(達25人即開班)

預訂109/11月初開課

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回訓(3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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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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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紀實大發大小事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廠落成典禮

▲大寮紅豆節活動

▲經發局符和中局長拜訪扶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輔英科技大學師生參訪大發工業區

▲經發局府和中局長拜訪國巨股份有限公司

▲美中貿易戰下產業發展生存之道講座

▲2020台電盃敦親睦鄰暨節能宣導羽球邀請賽

▲2020台電盃敦親睦鄰暨節能宣導羽球邀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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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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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廢塑膠類、廢橡膠類、

植物性殘渣、乾樹枝、乾樹幹、木棧板、

一般木製傢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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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總公司 台灣總公司 Kaohsiung HQKaohsi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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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二廠 Taiwan FABTaiwan FAB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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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益科技 INJEX Co., Lt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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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