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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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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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顯聲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門／經理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做事仔細用心。

陳献仁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機台操作員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良好、認真負責。

吳家修 ★

★★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前處理／查貨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服務熱忱

自己有多餘時間，會幫助同仁

細心，思想靈活

謝秋燕 ★

★★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倉庫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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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冠宇 ★

★★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運輸部門／駕駛

優良事蹟 

配合度高，認真負責。

王正誠 ★

★★

傑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司機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交辦事務能辦妥，

錯誤率低。

林裕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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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地管理優良，其施工品質、交

期、服務態度、專業能力、特殊

需求配合度獲得業主贊賞。

2. 對於施工現場環境及工安宣專用

心指導、執行。

王仲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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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9

弘偉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廠課／工務

優良事蹟 

1. 求知欲強、努力學習、考取多張

証照。

2. 提攜後進、悉心教導新進人員。

3. 工作表現佳、配合度高。

林冠賢 ★

★★

長春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電子化學品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該員工作表現優良、敬業樂群、認

真負責。主要工作為顯影劑現場生

產調和、槽車灌充、日常5S清掃等

。於各項二作皆認真負責，使顯影

劑可維持高品質順利出貨，足為勞

工楷模。

莊易勳 ★

★★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管部／助理

優良事蹟 

平日擔任工程助理一職，對於主管

交辦的事項，皆能有效率、妥善的

完成，並且主動分享經驗，協助其

它同仁完成多項業務。

平日待人和睦，主動積極，樂於分

享自身經驗與所學，堪為同仁模

範。李幸樺 ★

★★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專員

優良事蹟 

1. 客戶的要求均能完成。

2. 工作上認真常幫助同事解決問

題。

3. 份內的工作都盡心盡力完成。

4. 是同仁心中的模範。

呂鈺羚 ★

★★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陳淑貞 ★

★★

宏欣機械工程有限公司

李昌駿 ★

★★

富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一部成型課／作業員

優良事蹟 

1.達成率高。

2.配合度高。

3.停線時主動幫忙其他人員。為人

熱心，是個優良模範勞工。

武氏晨 ★

★★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務工程師

優良事蹟 

1. 工作態度積極。

2. 樂於協助同事及主管處理各項事

宜。

3. 主動開發各項業務。

4. 客服工作處理完善。

李慧蓉 ★

★★

部門職稱 製造部／技工

優良事蹟 

擔任冷作工職務，平日表現勤奮、

細心、負責，對於交派的工作，每

每皆達到迅速、高品質的效能，為

公司提昇優良的口碑。平日勤勞不

懈、努力不怠，更樂於提攜後進，

為公司作育優秀人才，實足為員工

楷模。

部門職稱 廠務部／副領班

優良事蹟 

1. 負責大發廠區長春端採購業務，

資料審核確實、嚴謹把關、當責

盡職。

2. 防疫期間均能主動對公用區域進

行環境消毒作業，對防疫作業主

動積極，配合度高。

3. 陳員對主級指派作業均能積極執

行、敬業樂群，對廠務部運作助

益良多，可為勞工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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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維修部／維修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建立良好員工關係，使團隊融洽。

2.個人職務內工作能自主且以利他

的方式有效達成。

3.提升人員自主保養意識。

4.導入自動化保養器具、提升廠內

設備稼動率。

5.帶領人員建立良好工作習慣，提

升工作素質。
顏子汯 ★

★★

淨寶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程操作／組長

優良事蹟 

處理緊急事件得當，降低災損，使

公司減免損失。

應承峰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行政

優良事蹟 

於96年9月到職，任職廠務生管行

政乙職，期間面對工作總是默默將

任務內完成外，並溫馨協助其他同

仁之需求，工作態度給予肯定，期

許持續優良表現，值得給予讚許表

揚。

王沛玲 ★

★★

瑩越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特助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對工作業務兢

兢業業，以順利完成公司交付之重

責為重，並不計個人之得失。

劉 皓 ★

★★

喬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程一部／副理

優良事蹟 

為人處事態度謙虛，平易近人，平

日熱心助人，工作上能主動協助同

仁並解決因難。

黃繼緣 ★

★★

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拋光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任職於景航公司14年多，從事拋光

技術乙職，噪音粉塵拋光工作的環

境下，總是戰戰競競的面對拋光專

業領域完成產品的成就感與交付，

這樣認真的工作態度多年，公司期

許簡坤信持續良表現，給予推薦表

揚。簡坤信 ★

★★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在緯航公司任職氬焊焊接技術員乙

職，期間派訓國際考照，面對工作

技術不斷提升及共同解決技術上的

問題，完成賦予之任務。認真、努

力的工作態度給予肯定，並推薦表

揚。

李志明 ★

★★

瑩越資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司機

優良事蹟 

執行公司車趟計畫，達成率99%以

上，並定期自主保養車輛，大幅降

低故障率，且連兩年無違規駕駛紀

錄。

余順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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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9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研／組長

優良事蹟 

交辦的事項，都能在時間內完成，

自動自發，樂於與同仁分享，做事

認真。

羅裕盛 ★

★★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鈑金組／機械操作員 

優良事蹟 

認真做事，有責任，於公司任職15

年。

余華映 ★

★★

部門職稱 廠務部／外籍移工

優良事蹟 

1.出勤率高。

2.配合度好與同事相處融洽。

3.工作態度積極，發現問題能立即

反應解決。

陳氏草 ★

★★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服務組

優良事蹟 

評量各項表現穩定積極、認真負責。

黃惠美 ★

★★

優嘉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行政／出貨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表現良好與同事間工作

和睦，敬業樂群。

許博淳 ★

★★

  師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

部門職稱 財務處／協理

優良事蹟 

表現優異，提攜後輩不遺餘力，是

同事的學習榜樣。

張慧玲 ★

★★

經濟部工業局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部門職稱 服務組

優良事蹟 

對本職工作兢兢業業、積極主動。

吳林美金★

★★

高雄臨海林園大發工業區聯合污水處理廠

部門職稱 技術員

優良事蹟 

1. 上班準時上下班。

2. 工作認真，上級臨時交代任務盡

心盡力完成。

黃茂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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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振偉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氣焊組／組長

優良事蹟 

1. 因應客製化產品多樣化需求，協
調安排回管、毛細管等工作製作
，並嚴格管控焊接及探漏作業，
確保加工品質。

2. 積極安排人力培訓(多能工訓練)
及管理考核，提升人員調度彈性。

3. 協助公司從事產品相關售後服務
（維修作業）。

4. 克盡職責，配合生管課執行製造
命令，落實產品製程管制及工作
目標達成。

張石堂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業務部／經理

優良事蹟 

1.負責國內客戶之開發、聯繫及服務。
2.負責客戶訂貨單派工、產銷安排及協
調出貨。

3.負責與其他部門溝通及協調，以利業
務作業之推展。

4.瞭解產品市場需求及技術發展之趨勢
，與設計部門共同研擬開發或改良產
品效能。

5.客戶使用產品滿意度意見調查及提供
改進意見。

6. 確保接單／交單作業之順暢及客戶信
用調查及帳款催收。

陳家昌 ★

★★

展業科技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鑽孔成型部／技術人員

優良事蹟 

於本公司服務期間，表現優異，遇

突發事件應對反應快速，對其工作

負責用心、虛心請教，針對公司要

求極力配合支持、十分優秀，值得

推薦。

黃婉瑜 ★

★★

大連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黃翔瑋 ★

★★

峻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鈑金組／組長

優良事蹟 

1.依據鈑金結構圖，安排雷射切割機

、AMADA沖床及其他機具設備從事

鈑金加工作業程序。

2.因公司產品客製化比重高，積極與

業務部及製造、設計相關單位共同

研擬改良產品外觀結構及改善加工

製程、提升作業效率。

3.負責機具／模具設備定期保養與維

護、相關儀器設備之測試與校正。

4. 負責生產作業環境之機台及人員安

全防護。

謝一賢 ★

★★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李光麟 ★

★★

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鋼管廠

部門職稱 鋼管廠／股長

優良事蹟 

1. 擔任儲運股股長一職，全力做好成品
分類與品質管理，並掌握出貨數量之
正確性。

2. 執行成品庫存管控，並定期追蹤庫存
成品去化狀況，降低庫存之壓力。

3. 規劃與督導塗裝作業人員進行改善，
提升塗裝作業環境與人員安全。

4. 督導承攬商人員調度及配合理貨與出
貨業務之執行，使工作順利推展。

5. 身為主管能為以身作則，積極投入工
作，並積極協助同仁進行改善，實為
同仁表率。

邱永吏 ★

★★

部門職稱 技術員

優良事蹟 

在廠工作成績優良，熱心助人、交

辦事項儘力完成。

部門職稱 生一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1. 原負責反應區現場技術員工作，

工作細心負責，多次發現場異常

狀況，主動追查並找出異常點，

避免危害發生，對工廠安全有重

大貢獻。

2. 對自己工作區域駕輕就熟，故安

排學習反應區盤控工作，也能於

短期間學習完成，對部門人力運

作有明顯助益。

部門職稱 司機

優良事蹟 

工作負責認真、不推諉塞責、任何

事情交付給他，一定賣力辦得妥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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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範勞工 事蹟簡介109

鈦晟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澆注部門／技術員

優良事蹟 

該員於我司服務期間，嚴守工作崗

位，認真負有責任感。

陳安斌 ★

★★

恆達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總務

優良事蹟 

1. 利用下班後在職進修機會考取相
關證照，並將所學技能用於工作
上所需，減少公司成本支出。

2. 訂定整廠周邊設備各項保養計畫
，配合走動管理之點檢與巡查，
維持設備良好妥善率。

3. 工作態度積極、盡職，對廠區提
出多項提案降低成本，同時改善
作業環境，減少工安事故發生率
。

林志源 ★

★★

高辰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現場人員／廠長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服務熱忱。

鄭漢民 ★

★★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加工組／操作員

優良事蹟 

1.服務年資已滿5年。

2.擔任製造組操作員，認真負責。

陳旺裕 ★

★★

原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鍾惠容 ★

★★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品保課／品保工程師

優良事蹟 

該員擔任品保工作，表現主動積極

、任勞任怨、待人誠懇，與同事相

處融洽且相互傳授技術與經驗，堪

為楷模。

陳美婷 ★

★★

鉅超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廠助

優良事蹟 

做事認真、為人和善

工作細心、熱心助人

林來順 ★

★★

頂瑞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加工組長

優良事蹟 

1. 工作認真，為人誠懇幽默。

2. 資深員工，與公司一起打拼成長

，提攜後輩不遺餘力。

葉建通 ★

★★

部門職稱 課長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主動付出貢獻寶貴

經驗，把守產品品質關卡。

08

務推動會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製造課／工程師

優良事蹟 

面對工作在不懂的情況下勤快發問

，與客戶間的對應能獨自處理，抗

壓性高，對其自身該負責的工作不

推辭，積極面對工作不逃避，並能

適時配合工作進度加班，上下班時

間正常，無遲到早退等情事，休假

亦配合工作，做適度的調整。謝瑋庭 ★

★★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鍛造組／倒角員

優良事蹟 

工作循規蹈矩、熱於幫助他人、配

合度佳。

黃永漢 ★

★★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劉千僖 ★

★★

成佳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每天提早來公司上班，環境打掃樹

木澆水，工作、做事上積極、熱心

服務助人。

林德雄 ★

★★

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洪珮雯 ★

★★

福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裝配課組裝二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該員平時工作態度，主動積極能主

動完成負責工作，且為達工作目標

，願意主動承擔額外之責任，以達

成工作之公司目標，提升公司團體

績效。

林香水 ★

★★

長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分公司

部門職稱 倉儲組／組員

優良事蹟 

1.擔任倉儲工作由工讀生做起，一

路工作態度積極負責、盡職。

2.工作中發現問題，主動提出解決

方法。

3.與同事相處融洽，樂於協助同事

。

4.對主管交付之任務使命必達。余玟萱 ★

★★

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工環組／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協助本區廠商化學災害暨區域聯
防緊急應變實兵演練相互觀摩活
動。

2.扮演環保業務推動與外部協調聯
繫工作，辦理各項職場環安教育
訓練工作。

3.主動積極、刻苦耐勞、認真負責。
4.工作配合度高，處理事情態度謹
慎極具執行力。

陳士傑 ★

★★

部門職稱 素食生產部／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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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門職稱 行政組／組長

優良事蹟 

1.為本公司資深員工，擔任行政組

長，負責業務、倉儲、運輸等協

調事宜及協助主管同事達成交辦

任務。

2.對於組員的教育訓練也能確實落

實且關心組員需求。

3.在崗上與同事相處融洽，對外接

洽客戶親切有禮，值得讚許表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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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寶理塑膠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技術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1.獨立執行產品認證相關作業。

2.積極負責，並能主動協調工作。

蕭有彤 ★

★★

金大祥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方俊銘 ★

★★

倫飛電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物料員

優良事蹟 

1. 認真負責，聰明穩定，配合產線相關
物料運作，效率高，脾氣好，人緣佳
，值得嘉許。

2. 自動自發，領悟力高，可獨當一面，
並協助管理者完成使命，且能及時反
應異常與協助處理。

3. 自愛，自律，配合度高，任勞任怨，
是管理者理想之左右手，也是物料領
班人選。

4. 與同事間相處非常融洽，且樂於助人
，待人彬彬有禮，是位不可多得的好
朋友，好同事。

陳詩敏 ★

★★

雙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電機課／工程師

優良事蹟 

服務迄今屆滿16年，嫻熟於自身專

業，熱忱不減。

常年海內外出差，盡忠職守，恪盡

本份。

所賦重任，皆能圓滿達成。

提攜後進，以身作則，足堪楷模。

林照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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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殺菌設備維護調整，技藝精

良。.

何文平 ★

★★

順昌發鋼鐵企業有限公司

林宏宥 ★

★★

煜升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規劃部／規劃工程師

優良事蹟 

待人和善、具服務熱忱

工作盡責。

陳麗如 ★

★★

期發塑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會計部／會計

優良事蹟 

盡忠職守、熱心助人

李慈憫 ★

★★

部門職稱 加工部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勤懇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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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部／領班

優良事蹟 

1.帶領班組員安全的進行歲修工作

與日常作業。

2.理解公司製程並可迅速釐清問題

原因並下定解決方式。

3.具獨立思考能力，進而提出改善

方式增進作業效率。

林穎萱 ★

★★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人總部／副管理師

優良事蹟 

認真盡責、敬業樂群。

吳怡珍 ★

★★

祥成行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儲運部／主任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深具服務熱忱。

鄭堯傑 ★

★★

祥乙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加工／技術員

優良事蹟 

認真負責，不畏辛苦，主動積極。

黃美香 ★

★★

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維修改善部／機械維修經理

優良事蹟 

服務於太洋尼龍股份有限司超過30

年，持續運用專業知識與技能，圓

滿達成各項重大任務，並積極將豐

富經驗傳承給後輩新進，對於機械

設備以學識技能提出創新改善，深

獲公司肯定及所有同仁的尊敬。

謝興裕 ★

★★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部／課長

優良事蹟 

1.認真負責，工作勤奮。

2.提攜後進，親切隨和。

梁嘉淳 ★

★★

旗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實裝二課／課長

優良事蹟 

1. 快速滿足客戶需求與生產排程。

2. 不良率管控績效佳，低於0.1%。

3. 生產性改善，提升生產作業，

C.T.

4. 生產部品改善，每月節省（594K

元／日）

何智良 ★

★★

祥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裁管組／作業員

優良事蹟 

1. 任勞任怨努力盡職、配合加班、

完成主管交付之工作。

2. 工作積極、態度完好、待人和氣

、品行端正。

3. 任職期間、對單位主管、同仁尊

重、且配合度佳。

金淑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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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組長

優良事蹟 

1. 擔任外勞人員組長，領導能力

強、溝通能力佳。

2. 任勞任怨、待人熱誠、積極任

事。

KOMARUDIN郭 馬 ★

★★

樂利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技術員

優良事蹟 

協助維護製程改善。

鄭志胤 ★

★★

昌明螺絲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製造打頭部／師傅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任

技術純熟穩定

按部就班、刻苦耐勞

許東雄 ★

★★

世華金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副組長

優良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認真

指導新人不遺餘力

足勘員工表率

王冠偉 ★

★★

中日金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工廠

部門職稱 加工熱處理／課長

優良事蹟 

1. 領導教育部屬以身作則，績效良

好。

2. 專業知識、敬業精神、足為表率

。

3. 工作盡忠職守，認真負責。

張國明 ★

★★

川博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包裝部／組長

優良事蹟 

關心同事、熱心助人。

工作配合度高、積極負責。

李佳憓 ★

★★

阿法拉伐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維修服務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工作表現認真、勤奮

多次協助客戶解決問題

黃啟明 ★

★★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KI課KIC班／副工程師

優良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全力達成生產任

務。

2.對新進同仁不吝於教導，幫助同

仁排除工作上的疑難。

3.嚴守工安紀律，遵循SOP，維護

職場及同仁安全。

4.主動提出製程改善，提高產品品

質。楊世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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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特浦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三課／副股長

優良事蹟 

1.本部門對品質的要求極高，一點

侵入性的污染操作疏失即會影響

到品質，該員熟悉自身工作責任

及規範，在工作崗位上認真盡

責，對公司產品製程能提供優良

的改善技術。

2.傳承經驗，提攜後進。

3.態度和譪、人緣極佳。
曾漢鈺 ★

★★

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管理部／會計

優良事蹟 

1.工作多年在會計職位上認真一絲不苟，

細心確實，甚為適合此職務，值得託付

責任。

2.任勞任怨，不計較工作之繁複，確實掌

握工作時效，對於工作職掌範圍之項目

會確實執行，並詳確督促提醒相關作業

程序之同仁，以利如期完成工作。

3.工作準確度甚高，並稽核出工作線上相

關部門之誤差，並將所需改善之事項如

實呈報上級以利改善工作程序。表現甚

為優良。

楊淑滿 ★

★★

金采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許嵩吟 ★

★★

捷欣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工務部

優良事蹟 

該員工在公司的工作內容項目：公

司派車後將貨物準時送達客戶要求

的目的地，並將貨品有條理的卸貨

，若遇現場施工機械有問題時，也

能協助幫忙維修，讓多數客戶對該

員工的服務態度極為讚賞，另公司

主管交辦事項皆能盡心盡力，且達

成率高，足為同仁楷模，以茲鼓勵

。

林啟賢 ★

★★

真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

優良事蹟 

任勞任怨，獨立作業，勇於負責。

交付工作，努力執行，確實檢查與

回報。

維護下屬，但不偏袒。

能作為下上之溝通橋樑。

洪詮益 ★

★★

慶鍾佳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敬業樂群、服從安排。

陳鳳婷 ★

★★

台灣美加金屬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課精鍊部／技術員

優良事蹟 

工作積極、能度良好，交辦事項皆

能如期完成與同事間相處融洽。

賴佳欣 ★

★★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廠

部門職稱 行政總務／行政專員

優良事蹟 

1. 推動廠內5S改善與稽核。

2. 協調內外部會議安排及活動策畫

。

3. 快速支援廠內防疫物資。

4. 解決各類事務設備問題。

5. 致力廠內綠化維護。

高南雁 ★

★★

部門職稱 後處理單位／作業人員

優良事蹟 

1. 在整型作業期間，協助整型治具

製作及加工機加工方面的協助，

發揮個人專長。

2. 人力調配方面也非常配合，不會

有所抱怨，工作上，品質有異常

，會主動告知，並協助改善處理

，該員工是不可或缺的小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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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旻勳 ★

★★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儲運處／領班

優良事蹟 

1. 好的指導員：教育新進同仁，清晰及條

理的說明，帶領同仁快速了解作業流程。

2. 節省成本：回收棧板在利用，由於客戶

端的使用習慣而造成棧板損壞而拋棄

，棧板的使用次數也因此降低，也會造

成重購的成本增加，該員每日均利用

時間整理棧板在2019年因此而節省了

1,152,640元，也從而廢物利用，降低

環境及空氣污染。

3. 客戶滿意：因帶領下屬完成國外客戶的

稽核，並獲得客戶的讚揚及讓公司業績

的提升。

張維升 ★

★★

正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協理

優良事蹟 

協理廠區各部門大小事宜，檢驗各

項產品之品質。

李政甫 ★

★★

宗亞特用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廠務部／副課長

優良事蹟 

1.人員管理得宜，多能協助解決同仁工
作上問題。

2.主動積極，公司交付事項皆能如期完
成。

3.主動發現作業執行問題，並提出建議
方案解決問題。

4.自律甚嚴，以身作則，帶領同仁遵守
公司規定。

5.率領同仁積極參予公司事務，凝聚向
心力。

王毓甯 ★

★★

誠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組立二課／課長

優良事蹟 

1. 盡忠職守，兢兢業業。

2. 創新治具，改善製程。

3. 領導工作團隊，完成外部安裝工

作。

4. 教導工作伙伴，不遺餘力。

5. 品質管控，認真負責。

6. 維護工作安全，環境整潔真用心

。

韋文彪 ★

★★

聯仕電子化學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物管／資深專員

優良事蹟 

1. 協助公司導入ERP系統，整合

MRP、MPS、Schedule等資訊並台

共享，提高作業效率。

2. 訂立工作標準作法，並持續提出

良性建議，不斷創新與改進。

3. 服從主管並配合部門指揮與調派

，發揮團隊精神。趙晉慶 ★

★★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訓練部／工程師

優良事蹟 

自92.6.2進入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服
務至今年資將近17年，現職擔任訓練部
門生產工程師，主要職責為培訓與稽核
作業，該員任職期間不管從事操作員、
領班、工程師職務都能嚴格的要求自己
積極面對新工作接受新挑戰；其次在工
作表現方面該員細心認真、負責盡職，
具有高度的服務熱忱，平時會主動與生
產領班人員討論製程設備操作技術，並
盡心指導新進人員分享實務操作方面寶
貴經驗足為公司員工之表率。

洪順宏 ★

★★

金富苑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生產部後處理／副組長

優良事蹟 

該員於工作崗位上克儘其職做事認

真、責任感極佳，遇事主動積極，

遇人親切、隨和善於指導員工做對

的事，在廠內獲得員工高度好評，

故足以為業界表率。

蘇許鳳連★

★★

部門職稱 

優良事蹟 

工作認真積極，為公司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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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巨股份有限公司大發廠

部門職稱 線長

優良事蹟 

1.從事大發廠夜班品管工作近十七年，
風雨無阻、盡忠職守。

2.擔任夜班品管線長職務期間，協助品
檢管理與教育訓練。

3.對於產出狀況積極達成，並做適當人
員調配與安排。

4.休假日及颱風天主動到公司協助生產
事宜，達成產能目標。

5. 對於品質問題能即時向上反映，降低
公司損失，對品質把關工作貢獻良多。

6. 連續3年以上考績評核為優等。

陳似吟 ★

★★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調味組／技術員

優良事蹟 

自民國100年到廠任職包裝作業員

因工作認真，細心負責，因此經過

公司培訓調任為調味組技術員，對

公司生產作業、ISO表單稽核，均

能作出重要貢獻，且為人和善、熱

心待人與各部門均互動良好，受全

廠同事讚賞，更是研發的核心人

物，特推薦吳淑如為今年本公司之

模範勞工。

吳淑如 ★

★★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裝配課／技術員

優良事蹟 

1.工作態度優良，協助班長，教育

新人，處理問題。

2.以專業知識，達成上司所交付任

務對於各項問題，均能以所學之

技能解決，深獲上司肯定。

郭錦惠 ★

★★

四海遊龍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部門職稱 高雄廠／組長

優良事蹟 

任職工作長達15年，不吝嗇分享工

作經驗提攜後進。

於廠區帶領工作部門同仁，皆能如

期完成主管交付任務。

鮑帷榕 ★

★★

順慶實業有限公司

張淑雅 ★

★★

部門職稱 業務部／業務助理

優良事蹟 

1. 工作認真、負責、有責心。

2. 待人處事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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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公司行政大樓啟用典禮

公司簡介

　　可寧衛蘇伊士環境資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可寧衛蘇伊士)，於2018年由國內可寧衛集團、

法商蘇伊士環境集團取得榮民工程(股)公司（榮

民公司股權於2019年12月移轉經濟部）過半之股

權，負責「南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大發

事業廢棄物處理廠」的營運管理業務。

　　可寧衛蘇伊士營運項目為以焚化、化學處理

、蒸分餾等方式處理一般及有害事業廢棄物(含

醫療廢棄物)，提供全面性的廢棄物處理服務。

經營理念

　　可寧衛蘇伊士秉持專業服務、社會責任以及

利他的精神，為工業客戶提供整體廢棄物處理的

服務，以國際的標準將廢棄物減量化、無害化以

及資源化，為子孫留下一個乾淨的地球。可寧衛

蘇伊士於2018年11月接手營運大發廠後，隨即進

行舊有設備之效能提升整改工作，更換旋窯、熱

交換器、燃燒機等設備，提升消防以及安全設備

、更新控制閥、燃燒控制系統以及CEMS系統，提

高燃燒效率降低污染物排放、新建氮封破碎混合

進料系統（SMP），大幅提升廠內的安全以及廢

棄物處理能力。

行政大樓整修概念

　　長久以來，民眾對於廢棄物處理業均抱持較

為負面及髒亂的印象，為了提升企業形象，行政

大樓之整修以強調可寧衛蘇伊士環保節能的企業

，將此概念擴及整體辦公區環境景觀及行政大樓

主體建築之外觀。

　　景觀部分將轉角處圍牆移除，以彰顯並強化

原本隱蔽不明顯之廠區出入口，提高來往路人及

訪客清楚之識別度；其它環繞辦公區之圍牆，由

老舊磚砌圍牆整修為玻璃樣式較具空間通透感之

圍牆，提高與周遭環境的親和度，降低原磚牆所

帶來之壓迫感及隔離感，並且重新調整人車動線

，將汽機車及使用人員分道，並將廠區及辦公區

之動線，清楚區劃分開，確保廠區及辦公區之安

全維護。

　　色彩運用部分，重新調整原本較偏暗沉之感

受，提升整體環境之色彩明度及亮度，利用較高

彩度及明度之色彩，提升使用者對於可寧衛蘇伊

士之環保節能的感受；將原環境之植栽景觀配置

重新調整及部分原遮擋視野之植栽，以減量化之
▲行政大樓啟用典禮由大發工業區廠協會林宗志理事長及

大發(兼鳳山)服務中心黃宇斌主任致贈賀禮

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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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大樓啟用典禮 ▲行政大樓啟用典禮



活 動報導

17

設計手法，提高整體環境之舒適感。

　　行政大樓之外觀整修，以公司LOGO識別標示

並利用可寧衛蘇伊士之企業色系，利用建築概念

之手法，將其轉換為高彩度之金屬烤漆隔柵，提

高參訪人員對於辦公區及整體廠區之辨識度，並

將可寧衛蘇伊士永續經營之理念，強調並傳達給

所有來訪者。

　　此外，環保建築也逐漸普及整體工業區，可

寧衛蘇伊士已於行政大樓以及廠區廠房之屋頂規

劃太陽能發電系統，能將行政大樓現行之用電，

逐步轉換為以太陽能光電系統為主的綠電替代，

以落實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的理念。

▲行政大樓外觀

▲室外休憩區

▲可寧衛蘇伊士同仁合照

▲行政大樓室內-2樓茶水間 ▲行政大樓室內-1樓大廳 ▲行政大樓及室外景觀



HEE 新恩事業有限公司

本公司為專營電子科技化學材料、工業清洗劑、塗料溶劑、氟碳產品、油品添加劑等之生產、經

銷、貿易業務，本公司匯集許多同好在化學材料業界服務已達二十餘年，在IC、LCD、LED、PCB、太陽

能、光電業、金屬加工業、塗料業、醫藥生技.....等產業，擁有實際業務及製程等相關經驗之精英，

針對問題能夠盡速為客戶服務。

與客戶建立長期且良好的合作關係是我們的目標與期望，因此，我們提供高效率的服務，且不斷

新增產品項目，並以更優惠的價格，更優質的售後服務，來獲得客戶的認同。

基於以上的理念，於是在2017年投資約新台幣壹億元在高雄大發工業區購置新廠房，投資新設備

等。包括無塵室、自動充填系統及VOC氣體回收設備等投資項目。

本公司積極拓展其他產品，加強與客戶之長期合作關係，引進或開發環保溶劑，這也是今後公司

發展的重點方向，保護環境，珍愛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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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線、過濾設備專管專用 

採用PALL高規過濾設備

濾心規格0.5/0.2/0.1∼0.02um

VOC氣體排放設備 、溫溼度控制系統

無塵室Class 100等級

各式充填站可充填各式包裝容器 

Tote/200L/20L/10L/1Gal/1L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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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由董事長蕭戊堅創辦於1965年，廠址設於高雄市四維一

路，早期為傳統家庭式醬料製造廠，初期主要經營醬油及黑豆等產

品。爾後不斷創新研發開發各類醃漬物等加工產品蔚為一時風潮。

　　承蒙各食品業界者的支持及愛護，新來源業績得以日益成長茁

壯，為因應產品市場需求量增加，工廠於1980年擴廠遷移至大發工

業區。無論是為生產技術、人員培訓、品質管制及安全衛生各方面

皆為全方面的大大提升。亦配合時事的需求，不斷的創新研究開發

各式醬料類製，更於2007年獲得ISO 22000及HACCP國際品質驗證

，獲得國內外大型通路例如美式量販店、連鎖餐廳及超商超市肯定

與長期合作。

　　本公司熱銷產品如韓式泡菜、東北酸白菜、黃金泡菜、鮮嫩香

脆筍⋯等。深受消費者的肯定與愛戴，我們的另一強項是可以幫客

戶量身訂做客製化的配合能力，讓我們的客戶滿意。

　　今後新來源將會繼續專注於研發生產更多的新產品，以積極創

新的生產技術，迎合現今的消費需求，開創新世代所需之更高品質

的商品及消費者的信賴與期待，尊重生命、關懷社會、熱愛台灣。

活 動報導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沿革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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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工業區-必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協助大發工業區抗疫　聯合捐贈漂白水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持續升溫，消毒水需求量增加，為配合政府抗疫動起來，高雄市大發(兼鳳

山)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黃宇斌、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理事長林宗志、永安工業區主

任鄭雅升、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長孫成儒及必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石昭元聯合捐贈漂白

水供大發工業區內廠商使用，以實際行動支持並協助大發工業區抗疫。

捐贈漂白水活動由必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於3月10日起下午14時在華東路70號發放給大發工

業區內廠商及從業員工領取使用。首日發放領取十分踴躍，每人每廠提供20公升桶子，排隊領取秩序

良好。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廠協會、林園分局及必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捐賑漂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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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徵稿注意事項季刊徵稿注意事項

07-7872773 7873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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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