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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公  司  名  稱 代　 表　 人 電　話 住          址

理 事 長 運錩鋼鐵(股)公司 顏德和董事長 7879118 華西路12號

副理事長 三洋藥品工業(股) 鄧文彰總廠長 7871266 華西路45號

副理事長 久發環保工程(股) 陳有正董事長 7877260 興業路21號

常務監事 同濬科技(股)公司 吳榮治董事長 7874243 大有一街20號

理　　事 弘偉環保工程(股) 劉俊成總經理 7873226 光華路16號

理　　事 強生遊艇(股)公司 鄭景昌總經理 7872005 興業路14-1號

理　　事 大隆保利龍(股) 莊義隆董事長 7872222 華西路27號

理　　事 德豐國際科技(股) 林恆德董事長 7873181 大有三街12號

理　　事 久鉅機電(股) 張貴城總經理 7873693 利民街28號

理　　事 上峰塑膠工業(股) 吳德霖董事長 7873492 華東路66號

理　　事 豐亞企業(股)公司 黃鴻昌總經理 7873921 大有二街31號

理　　事 緯航企業(股)公司 楊信育經理 7873576 華西路22號

理　　事 榮民工程(股)公司 劉振東廠長 7879572 華東路25號

理　　事 上鎧鋼鐵(股)公司 林宗志董事長 7888001 莒光二街16號

監　　事 優嘉實業(股)公司 林育仁總經理 7872366 莒光一街19-1號

監　　事 傑期企業(股)公司 蔡西昌總經理 7875855 大有四街5號

後補理事 中小企銀大發分行 吳正加襄理 7887171 華中路一號

後補理事 長春人造樹脂(股) 林恩德廠長 7872654 華西路8號

後補理事 怡星(有)公司 王先富總經理 7886795 華東路64號

後補監事 太普高精密影像(股) 黃旭光課長 7877690 莒光二街18號

∣社團法高雄縣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第一屆理監事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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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廠區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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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江成海 燦爛大發
　顏理事長德和就職週年感言｜

時間過得真快，98年10月23日大發廠商協進會正式誕生，運

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顏董事長德和兄榮獲第一屆理事長。並於同

年11月10日就職迄今一週年，回想一年來，深感榮幸能和顏理事

長同心協力攜手合作共為大發善盡綿薄之力，學習很多，收獲也

很多，茲將成果點滴略述分享大家。

兌現就職演說願景政見

顏理事長於98年11月10日就職演說中提出五項建議願景，作

為爾後努力的方向與目標，逐一來檢視如下：

一、協助政府、廠商與好鄰居間的友善睦鄰橋樑─

大發廠協會成立的首要任務就是因應大寮事件扮演友善睦鄰

橋樑的工作。其任務依大寮事件會商決議，由區內廠商每年繳納空污費前30名，隨空污費附徵

敦親睦鄰經費820萬元為期20年，由廠協會收齊後撥付大寮鄉潮寮、會結、過溪等三村。

99年7月22日上午10時30分在立法委員黃昭順及行政院環保署、經濟部工業局、高雄縣政

府見證下，由顏理事長與大寮鄉黃鄉長簽下敦親睦鄰備忘錄。

本(99)年度睦鄰經費820萬元，分別於9月28日撥付第一期款750萬元，後於10月25日撥付

第二期款70萬元，終於圓滿落幕，每憶期間過程，真是一項艱巨的歷史任務，功在廠商，功在

國家也不為過。

二、積極協調爭取台88線大發系統交流道改善工程─

廠協會於99年2月27日由王院長金平召開之「工業區問題座談會」提案後，經建會分別於3

月25日、7月19日召開兩次協調會，黃立法委員昭順亦於6月21日邀請劉副局長健朗及相關單位

現勘，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復於8月18日召開執行協調會，其中重點結論為「縣道188線

至台21線區間路段自大排水溝起由原3米拓寬為5.5米」，經費由縣政府代養經費項下列支，由

公路總局施工，於預計明年初竣工。這種契而不捨，再接再厲的反映爭取精神，可敬可佩也！

三、爭取設置大發警察駐在所─

99年2月27日由王院長金平召開之「工業區問題座談會」提案後，於3月15日由顏理事長德

和、吳常務監事榮治、楊理事信育和服務中心主任高新宗連袂拜訪高雄縣政府楊縣長秋興和縣

政府警察局李局長福順，均體認到治安的良好與否，攸關產業的永續經營，獲得雙雙允諾後即

經濟部工業局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主任 高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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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積極籌辦，終於在7月22日正式成立揭牌，又是一項向可能爭取的成果，深獲廠商好評。

四、配合政府政策持續推動工業區更新與產業輔導政策─

工業局所推動的各項更新工項，均邀請廠協會參與，顏理事長所展現的為達成「蛻變新

大發」成為「得天獨厚投資區位」的積極性，他的用心與指導令各級長官都敬佩不己」。目前

所呈現的入口意象、指標系統改善、人行空間改善、廠商自辦圍牆修繕及綠美化、大排水溝疏

濬、節能減碳LED路燈更換、寬頻管道建置⋯等都在他的指導下逐一完成。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台88大發系統交流道下華中路台互公司圍牆彩繪的構思、設計、經費均

由廠協會負責，帶給大發工業區欣欣向榮的景象。尚有進行中的車行空間(道路翻修)改善，服

務大樓的重新調配與更新均列入控管事項，將企業經營之精神融入工業區的服務行列，這種奉

獻精神真是清望春秋。

其次在產業輔導方面，以他在企業經營成功的經驗中常常提示如何厚植產業軟實力、優化

結構創新機。因此，在產業輔導執行效益上有顯著的成果，不再一一贅述，其中對產業創新條

例在立法院審查期間，還親自拜訪陳啟昱委員、江玲君委員、懇祈鼎力支持而順利通過，實在

是把服務廠商當作自已的事業在經營，真是了不起。

五、建構廠協會新的核心價值─

廠協會的首要功能或任務，無非就是要時時為廠商著想，處處為廠商辦事。顏理事長以企

業家經營企業目標管理的精神，對任何有利於廠商的事，不管遇到任何困難即克服任何瓶頸，

務必順利達成，如前述四項即為明證。反之，對廠商有任何不利之情形，如發生火災、竊盜⋯

等，以慈善為懷之理念協助廠商。因此，創造了政府、廠商及人民都贏的局面，也讓廠協會的

核心價值展露無遺。

詼諧幽默  帶動氣氛融入工作

大家耳熟能詳的孫子兵法「談笑用兵」策略，回想一年來的共處，談笑用兵到詼諧幽默，

帶動氣氛融入工作，使每項推動的計劃都讓工作伙伴，甚或各級單位長官都願誠心誠意配合完

成。嚴格地說，向不可能挑戰成功的果實，是何等的芬芳、甜美啊！例如人行空間的改善，在

台88入華中路路口旁增設湧泉，代表著區內廠商生生不息如泉湧般的永續經營。其次是該路口

對面原188縣道閒置土地被傾倒廢棄物，是大發的門面，也是大家的門面，協調高雄縣政府清

理後於99年11月1日起由廠協會認養；發生火警時，為免於釀成又一次空污事件，親赴現場疏

處民意與感謝消防弟兄；敦親睦鄰備忘錄的簽訂過程，更是折衝於立法院與鄉里間，其各自立

場的表述到整合，若無詼諧幽默的功力，無法畢其功於一役；產業創新條例朝野各堅守防線，

遲遲不能完成立法之時，影響最深遠的是產業界，就義不容辭地分訪朝野立委，謙卑地細說產

業界無法可循的困境，在如此嚴肅問題請託下，還是以詼諧幽默的功力來說服，終獲完成立

法。⋯有舉不完的例子，總之顏氏幽默與胡氏幽默(胡自強市長)都達到異曲同工的輝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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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手相連 邁向美好的未來

廠協會與服務中心是一體的兩面，是生命的共同體，大發工業區是咱們大家的，無論廠

協會接受廠商反映出來的議題，就是服務中心須虛心接受討論的議題，工業區廠際間共同關切

的事務相當廣泛，顏理事長和本人將秉持「慈善為懷產業情」的初衷，不畏艱難，本著「面對

它、接受它、解決它、放下它」的原則，讓擁有600家廠商、17000餘員工，年產值近3000億元

的園區發光發亮。

匯江成海  燦爛大發

大發廠協會是扮演廠商與政府暨地方之間最佳的橋樑，積極為廠商發聲，一步一腳印的解

決工業區廠商諸多問題，為工業區謀取最大福祉。相信，在顏理事本質性格上那種滙江成海的

胸襟，以及全體現監事的熱忱、情義相挻下，必定使大發工業區煥然耳目一新，成為南台灣最

佳投資園區之一。值此就職週年之際，謹就成果藉月刊之一隅略述，聊表最誠擎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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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發　之　光｜

▲恭賀大隆保利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莊義隆

當選高雄縣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第12屆理事長

▲恭賀景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榮獲99年南區工業區綠

美化績優單位第二名

▲恭賀亞鉅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榮獲第19屆國家磐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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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月圓人更圓｜
原本預定在中秋前舉辦之晚會，卻因為一場大雨給攪亂了行程，因此延後在9月24日才舉

行，雖然讓人有些手忙腳亂，但也順利完成一年一度的中秋佳節烤肉晚會。

廠協會舉辦中秋活動已行之多年，尤以今年參加之廠商創往年紀錄，浩浩蕩蕩近兩千人，

把理事長顏德和的運錩鋼鐵公司廣場擠得水洩不通，幸虧有大發服務中心高主任及同仁的鼎力

相助，才得以圓滿。

接近7點晚會開始，顏理事長首先講話，手握講稿鉅細靡遺的向在座的來賓報告任期近一年

來的「施政」情形，同時邀請理監事們上台向大家致意。在這個的同時特別來賓縣長楊秋興與

黃昭順委員亦關懷勞工及產業的發展，分別向所有廠商代表表示關切。

舞台上不斷傳出優美的歌聲，美麗的主持人高碧彗是服務中心的同仁，又說又唱，並把

近200項獎品邀請來賓上台摸彩，順利的發送出去，理事長暨理監事亦不遑多讓唱起「感恩的

心」，高主任也請中心同仁合唱「你是我的生命」，⋯無形中營造了整個熱鬧氣氛，而且上台

唱歌的廠商也非常踴躍。

今年的烤肉晚會辦得很成功，這得要謝謝廠商的參與及對廠協會的支持，同時更要感謝服

務中心同仁的付出，希望來年我們有更好的idea獻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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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新大發｜

得天獨厚的投資區位

為促進工業發展，繁榮地方經濟，大發工業區於民國六十四年十月開發，六十七年底完

工，七十六年全區土地即已全部出售完畢。  

本工業區為一綜合型工業區，總面績為375公頃，包

括公共設施用地60.1公頃。民國七十二年底規劃54.7公頃

作為混合金屬專業區，且為順應時代潮流，於九十年二月

十五日變更為甲種工業區，以提昇產業多角化經營。區內

設有銀行、警察駐在所、及高雄縣勞工局附設勞工求職求

才站。目前全區設廠家數為600家，年產值約2000餘億元。

有鑑於開發迄今30餘年，部份公共設施老舊亟待改造、工

業區活力待提升、交通改善及生活機能不足等四大課題。

為落實馬總統之「愛台十二項建設總體計劃」產業政策及迎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之蓬勃經濟，經濟部工業局積極於98年推動為期4年之老舊工業區之更新與開發工

作，藉此重大政策大發工業區以友善、安全、繁榮為主軸，注入新意象、綠建築等元素，更具

親和力與活力，並取得廠商協進會共識與廠商用心投入參與，及結合地方政府、道路主管機關

之區域交通改善作為、地方民意代表認同協助之下，彰顯新樣貌之優質產業環境之大發工業

區：

在老舊公共設施景觀改造界面

塑造新入口意象－以藝術造型，彰顯工業區區位與意象，提升工業區入口區位之自明性，

袪除以輪機為象徵重污染刻板意象，並改善工業區景觀環境達成工業區特色意象之塑造。

入口意象三座如圖示-

強化老舊工業區指標導引功能並改善工業區道路意象，進行指標系統汰換。

進行人行空間改善，因華中路與光華路為本區主要出入道路，為提昇本區優美特質，將人

▲「六O年代的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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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重新彩繪鋪設與花台整修施作及加設石椅與景觀綠美化，以達工業區公園休閒化之效能。

廠商自辦圍牆修繕及綠美化-廠商響應老舊工業區更新政策，用心投入配合自辦圍牆修

繕工程共同建構優美環境，第一梯次有23家申請，補助金額6,997,500元，第二梯次有39家申

請，補助金額約13,660,750元，第三梯次有30家申請，補助金額約5,162,000元；本更新項目

深獲日商台灣特浦公司讚許，表示中華民國政府補助廠商修繕圍牆德政，開全世界之創舉，讓

廠商共同參與工業區更新，激起濃厚愛鄉土的歸屬感。

99年∼100年重點更新項目為服務大樓整修及週邊公共空間綠美化。30年的服務大樓已呈

老舊，亟需更新設備及整修，張顯自明性，完成後將成為工業區嶄新地標，及提升服務品質。

在機能強化工程界面

未雨綢繆進行大排水溝疏濬與護坡維護工程，清理區內主要排水溝，以防汛期排水功能，

因施作得宜9月19日凡那比風災廠商無淹水情事。

14

DAFA  INDUSTRIAL  PARK  ASSOCIATION
大發工業區



工業區內大有一、二、三、四街及莒光一、二、三街完成共計100盞路燈更換LED燈、污水

廠設置太陽能電池模板，以達節能減碳效益。

配合內政部營建署建置經費已完成華中等路段5773.8公尺寬頻管道建置工程。

污水廠改善工程項目包括污水廠週邊綠美化、污水廠擴建及功能提昇、污水管線更生汰

換、中繼站加壓站機械設備汰舊、污水廠展示暨睦鄰設施等，相信爾後的污水處理廠是一座示

範性的污水廠。

在環境安全提升界面

設置監視系統－為維護區內安全，主要道路路口增設監視系20座結合廠商大門180度旋轉

監視器，建構成監視網。

建置空氣品質監測中心－為改善工業區環境安全品質於98年6月底設置完成，計有17家納

入，測點有73點。

增設大發工業區警察駐在所－鑑以建構安全

優質產業環境及產業的永續經營與深耕台灣的決

心，工業區廠協會藉立法院王院長金平在立法院

群賢樓九樓大禮堂主持「99年度全國工業區廠商

與王金平院長有約全國工業區公共議題與產業發

展願景座談會」時，提出迫切需要設置大發工業

區派出所案。又顏理事長德和、吳常務監事榮治

〈高雄縣警察之友協會理事長〉、服務中心高主任新宗聯袂拜會高雄縣政府楊縣長及警察局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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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商討相關事宜，獲楊縣長與李局長體認治安的良好與否，攸關產業的永續經營，體恤廠商

所需，允可成立大發駐在所，並協請多位縣議員在縣議會會期提案通過本設置案；首創工業區

設置警察駐在所之壯舉，於99年7月22日由楊縣長親臨主持，在縣警局李局長、廠協會顏理事

長及工業局潘組長與廠商、各界代表200餘人熱烈參與，開啟投資環境安全之保障。

在交通改善界面

經服務中心及工業區廠協會多次溝通爭取，高雄縣政府於96年完成台21線道路拓寬，並於

98年2月底拓寬高79線道路，建構拓寬外環道台21線與高79線道路工程。

交通部公路總局也允諾台88線往萬丹屏東加工出口區車輛於台88線上開闢引道，避免車

輛下大發交流道穿越華中路口再上萬大橋，減少車流，並規劃拓寬道台88線及省道台88線下方

188縣道至台21線，供駛往林園車輛使用以改善88線下方華中路口人車壅塞之交通瓶頸。

已完成華中、華東、華西路部份路段車行空間改善維修施作，並於100年規劃辦理華中路

光華路全線快車道寬8m道路刨除加封10cm工程。

推動工業區更新活化工程，工業區廠協會顏理事長及廠商咸表肯定正面效益，除活化後的

亮點及增進投資金額與就業人數外，在經濟層面上，將老舊工業區型塑成為較高層次之產業園

區，將可鼓勵區內廠商增資設廠並吸引外來投資者進駐，帶動經濟發展，改善本區之交通狀況

更為順暢，可降低運輸成本並減少區內廠商員工交通事故所肇社會成本；在環境層面上，將使

老舊公共設施增添活力，提升工業區整體形象；在生活機能層面上，將使工業區內日常生活所

需之服務功能更加完備，在環保層面上，亦可達到節能減碳的效益，政策層面上，可成為政府

開發之老舊工業區再造之典範，為國內工業之永續發展奠定更穩固之生命力；庶期建構形塑為

一個友善、安全、繁榮優質的新大發工業區。

大發工業區位於高雄縣大寮鄉東南側，緊鄰台88東西向快速公路銜接國道一號中山高速

公路，距離台灣第一大國際商港之高雄港僅20分路程，又僅離台灣唯一具國際與國內航線的小

港國際機場15分路程，可說是唯一兼具陸、海、空交通便捷樞紐的工業區；同時此次執行「愛

台十二項建設總體計劃」，已確確實實地建構產業新環境，足以證明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投資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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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召開本縣工業區座談會
　（鳳山、大寮、林園）會議紀錄｜

一、時    間：99年10月13日（星期三）下午3時

二、會議地點：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三、主席：楊縣長秋興

四、參加對象：詳簽到簿（附件一）

五、主席致詞：略

六、工作報告：略

七、列管案件辦理情形報告：詳附件二

八、本次座談會廠商提案：詳附件三

九、臨時動議：詳附件四

十、散會

高雄縣工業區內廠商面臨問題臨時動議

編號 1.

提案單位：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問題內容：1.台電自備電氣室之契約用戶申請用電時，即須繳交線路補助費並簽訂契約用

量，再依此每月繳交基本費。而用電量超過時則違約罰款；用電量少時則基本

費照收。

2.既屬契約用電戶並無夏季用電量增加或冬季用電量減少情形，台電卻比照一般

用戶在契約用戶，殊不合理。

3.所有團體或用戶向台電反應皆謂此為台電營業規則或主管機經濟部的規定，反

應陳情無效。

建議或提請協助事項：提請縣政府為廠商向經濟部反應，針對台電契約用電戶撤銷夏季加價計

費等違反公平原則且不合理的陋規。

決議：主席裁示：不列管

請雲執行長向經濟部反應。

編號 2.

提案單位：奇英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問題內容：1.有關台互公司空氣臭味污染問題，委請縣府解決。

17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雙月刊　

九十九年十月 
第 二 期

創刊



2.招募外籍勞工前，要登報招本國勞工，面對鳳山就業服務站要求，實屬無理，媒

合人數、資格皆無法要求，本公司的工作有危險性，若沒有經驗，實不能錄用。

但就服站不同意。

3.工業區垃圾分類，請所屬單位幫忙清運。

決議：主席裁示：不列管

1.臭味問題請環保局去瞭解。

2.就服站服務態度不佳問題，請勞工局去瞭解溝通，並反應外勞政策的不適當。

3.資源回收方面，請環保局與服務中心協調尋覓適當處理方案

編號 3.

提案單位：國巨股份有限公司

問題內容：10/12台電跳電異常問題，造成公司產品及設備損壞，後續關於損壞部份希望縣府

主導協調。

建議或提請協助事項：希望損壞賠償部份能由縣府或中心統一召開協調。

決議：主席裁示：不列管

有關10/12日停電問題，已由工業區服務中心召集廠商及台電公司協調處理中，請台電

公司依據協商內容辦理。

編號 4.

提案單位：清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問題內容：外勞招募，須無限量招募本勞？

決議：主席裁示：不列管

請勞工局向勞委會反應外勞政策的不適當。

編號 5.

提案單位：良達科技公司管理部

問題內容：1.外勞引進遞補名額的流程宜改善。

2.台電公司瞬間停電的頻率很高，應檢討改善。

3.大發工業區臨時攤販應取締，並將街道環境整理清理。

決議：主席裁示：不列管

1.請勞工局於類似會議時行文勞委會請主任出席，並反應外勞政策的不適當。

2.請台電代表針對用電品質問題，反應給公司做檢討改善。

3.請服務中心與警察局協調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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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1

提案單位：良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發言人：蔡佩芬

職稱：管理部副理

電話／傳真：787-5233/7873328

問題類別：效率

問題內容：1、 大有一街與華中路裝設紅綠燈。

2、各街道路燈請提高亮度。

權責單位辦理情形：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1.裝設紅綠燈為固定資產，須有年度預算才可施作。本中心99年度未核列

預算，建請高雄縣政府警察局可否編列預算裝設。

2.本工業區大有一、二、三、四街，莒光一、二、三街，12M街道已全數

換裝LED燈泡計100盞，本中心將加強巡檢維護。

警察局：

本局本（99）年度新設交通號誌預算已用罄，無法再行辦理增設，且大發

工業區區內道路路權機關為經濟部，非本縣管轄範圍，建議仍請大發工業

區服務中心依權責卓辦。

決議：主席裁示：不列管

1.若工業區結餘經費可支應則支應，若不足則先由縣府代墊，事後再向工業區請款。

2.LED路燈亮度足夠，初期先適應依段時間再處理。

編號：2

提案單位：展業科技有限公司

與會發言人：蔡蓓文

職稱：會計

電話／傳真：07-7879778/07-7870825

E-mail帳號：Kathy@liangdar.com.tw

問題類別：其他

｜高雄縣工業區內廠商面臨問題提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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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內容：公司內有一些大型資源回收垃圾場，例如：辦公椅，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的王先生

說：要請廠協會載。

在居家的大型資源回收垃圾，可以打電話環保局免費載走。為什麼工業區內的要公

司自費，請廠協會載走？

建議或提請協助事項：1、可否請鄉公所的大型資源回收車到工業區內載？

2、或請工業區的車載到鄉公所的大型資源回收廠？

權責單位辦理情形：大寮鄉公所(清潔隊):

經本隊於99.10.11上午9時電詢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該中心只負責工業

區道路及路樹，區內廠商所產生之廢棄物(含各類大型廢桌椅)皆由廠商自

行委託合法清除業者清運，惟如有廠商公告回收項目無法處理者，本鄉清

潔隊可免費代為回收處理。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本工業區所使用3.5噸垃圾車，依法僅能處理工業區公共設施環境維護之

樹葉及沙土，並每月向鄉公 申請計費進場處理，不得代運廠商廢棄物，

且本中心未具備大型資源回收車輛。

決議：主席裁示：不列管

請服務中心接洽清潔隊協助處理。

編號：3

提案單位：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發言人：蔡明憲

職稱：管理部/副理

電話／傳真：07-7871555/07-7873989

E-mail帳號：sean@hele.com.tw

問題類別：法令

問題內容：加高於金融風暴期間資遣本國勞工，經徵詢結果有數名勾選願擔任外勞工作，在徵

詢調查意願表有二名願意擔任外國人工作，經電話通知此二員一名表示已找到工作

另一名表示無意願，第二次信件通知仍無回覆。勞委會以未立即通知限期報到上

班，違反就服法第42條、第57條第9款、第59條第1項第4款、第72條第2款及『雇

主聘僱第二類外國人違反就業服務法第72條規定廢止召募許可及聘僱許可裁量基

準』、『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4條規定不予許可及中止引進裁量基準』規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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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林錦鳳

分刪減外勞名額及勞工局罰款6萬至30萬。

建議或提請協助事項：因資遣員工已屬離職人員，要再進入公司依內稽規定必需再寫基本資料

表，且他們擔任外勞工作主管需與他們講解工作內容，所以未立即通知

限期報到上班。惟當初勞委會回函亦未考量就業服務法第42條規定尚存

維護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等同等重要之行政目的，而施以行政指導

予以提醒有此項法規意旨，乃致訴願人按公司規定辦理導致違反法令規

定。政府應是輔導企業做對的事，而不是立刻處以罰款，建議勞委會函

文企業時務必於文中提醒需注意哪些事項會違反法令規定。

權責單位辦理情形：勞工局：

本案勞委會依據貴公司99年4月27日加高總字第9904001號說明函、99年8

月11日加高總字第9908001號說明函，於99年9月9日廢止貴公司外國人招

募許可之處分，並同日另函本府查明且依法核處，本局已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條規定函請貴公司意見陳述，俟貴公司意見陳述後再全案審酌依法辦

理。

決議：主席裁示：不列管

請勞工局協助廠商與勞委會做說明

提案單位：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發言人：蕭新論

職稱：經理

電話／傳真：07-7873525/07-7872015

問題類別：法令

問題內容：每日自上班時間到下班時間，88號道底下平面道路由東往西行(台糖加油站前)要左

轉進入大發工業區的汽機車8成以上都違規，交通警察也視而不見，應該要紅燈就

不能再往前行，機車也應該兩段式左轉，否則從華中路要出大發工業區的車子都會

被擋住，造成回堵塞車。

建議或提請協助事項：1.從88下匝道及平面道路的紅綠燈重新測試規劃。

2.設立越線照相機，讓闖紅燈左轉的汽機車警惕。(台糖加油站前)

3.規劃機車兩段式左轉待轉區。

權責單位辦理情形：警察局：

1.經查台88線下匝道與華中路(大發工業區路口)交通號誌改善建議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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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路總局委託專業技師整體規劃號誌時制及其它道路工程改善事宜，

針對本瓶頸路口計算號誌之最佳化時制，並與鄰近之華中南路口號誌連

鎖運作。

2.有關建議設置固定桿測速照相1節，將納入明年度新設地點審核，惟未

通過設置前，將責請所轄林園分局檢視勤務規劃及執法強度加強稽查取

締。

3.本路段(華中路與188線路口)為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高雄工務段

養護，經聯繫該段承辦技師魏先生，同意由其邀集相關單位辦理現地會

勘，並視會勘結論辦理。

決議：主席裁示：本案列管

本案請警察局主動來協調處理。

編號：5

提案單位：大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與會發言人：周旻勳

職稱：總務

電話／傳真：07-7872511/07-7872518

E-mail帳號：doris@tahjou.com

問題類別：其他

問題內容：因華東路接近後段沒有路燈，天色昏暗時，經常有機車、腳踏車靠近時無法立即清

楚看見。

希望增設一座路燈於該處，維護車輛往來之安全。

建議或提請協助事項：華東路90號與88號中間，增設路燈。

權責單位辦理情形：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研議調整路燈距離。

決議：主席裁示：不列管

請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協助處理調整燈距或增設路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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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高雄縣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大發高爾夫球隊組織章程｜
總  則

第一條：本隊定名為『社團法人高雄縣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大發高爾夫球隊』；簡稱：大發

高爾夫球隊。

第二條：本隊以提倡高爾夫球運動，切磋球技廠際聯誼為宗旨。

第三條：本隊隊址設於大發工業區華中路一號。

        （即廠商協進會辦公室，電話：七八七二七七三）

組  織

第四條：本隊係由大發廠商協進會會員廠商員工及眷屬朋友組成。

第五條：本隊設隊長1人：由廠協會理事長為當然隊長，副隊長、總幹事各一名，任期與廠協

會理事長任期一致，於每屆最後一次比賽時推選，另由廠協會秘書一人掌理本球隊財

務。

費  用

第六條：本隊年費每人新台幣陸仟元整，入隊時同時繳清，入隊後若無法出席比賽，不得由他

人頂替。

第七條：新隊員加入時年費可視入隊時間斟酌刪減。

第八條：球場費用由隊員自理(果嶺費、桿弟費-----等)。

第九條：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每年提撥贊助經費新台幣拾萬元整，若經費不敷使用時得由隊

長及副隊長召募樂捐。

比  賽

第十條：本隊每月第二週六舉辦比賽一次，時間地點均事先排定公佈。

比賽遲到已全部開球完畢則成績不予計算。

比賽規則以國際高爾夫規則為主，各球場之規則為輔，並應遵守本隊章程，隊員應嚴

守規則力求公平以示風度。 

獎    勵

第十一條：1.比賽結果以十八洞淨桿計分，取前七名、十、十五、二十名、BB

2.總桿獎乙名：總桿或淨桿獎僅能任選其中一項，以總桿冠軍優先頒獎；總桿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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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年僅能得獎乙次。

3.總桿數相同時以差點高者為優勝，差點相同以18洞往前比，少者為優勝。

4.淨桿成績相同時已差點少者為先，差點相同以18洞往前比，少者為優勝。

5.最遠桿獎二名：以二洞為原則，當年每人僅能領獎一次。

6.最近洞獎四名：以四洞為原則，二桿進洞2名。

7.為鼓勵出席設有年度積分。每次出席加五分，晉升一名加一分，往前推算前一、

二、三、四、五名再加５、４、３、２、１分。總桿冠軍再加５分。

8.全年無缺席者頒給全勤獎。

9.全年度積分總成績取前三名。

差    點

第十二條：會員之差點：

1.第一次以新新貝利亞差點計算成績，第二次以第一次成績減七十二乘零點八為新

差點，男性最高三十二，女性最高為三十六，以後如淨桿有低於標準或得獎時再

調整。

2.差點之調整以有增無減為原則但年度差點總調整不再在此限，凡本隊比賽所得淨

桿數低於標準桿者，與得前五名者依下列標準調整之：

3.隊員差點每年重新調整一次，由每年參加次數中平均桿數減七十二再乘零點八

(四捨五入)，即為次年度新差點。

☆以現有差點為基礎上下調桿最多不超過3桿。

☆年度調桿最低差點為9。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出席

得分 20 18 16 14 12 10 9 8 7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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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則

第十三條：本會經費來源：1.年費。2.樂捐3. .大發廠協會每年贊助新台幣壹拾萬元。

第十四條：隊員若自請退隊本會所屬財務不得請求分拆取回，對已繳之年費亦不得請求退還。

第十五條：本章程若有未盡事誼於每年新舊隊長交接時，經出席人員過半決議訂定之。

歡迎加入大發高爾夫球團隊

電話：787-3766

聯絡人：劉汝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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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規劃與執行程序簡介｜

近年來因溫室氣體所引起地球暖化的影響加劇，加上非再生能源耗用殆盡的疑慮加深，讓

節約能源成為人類永續發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環。在國際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管制日趨嚴格的影響

下，有關能源的政策已成為各國施政最重要的指標。參考圖1所示，與能源相關的研究領域主

要可分為兩大項，一為與再生能源相關的開發研究，包含太陽能、風力能、水利能、海洋能、

生質能以及地熱能等，另ㄧ則為與節能有關的研究，包含各式各樣的節能設備或管理手法。又

依據經濟部能源局各年度有關國內能源使用的調查與統計結果可以發現，國內目前能源使用效

率不佳，平均每人每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高居世界前幾名，這代表國內仍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努

力。另外，今年八月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所舉行之第七屆全國工業發展會議亦將節能減碳列為

台灣未來十年的工業發展重點，與再生能源有關項目包含太陽能發電與風力發電，與節約能源

有關項目則包含LED產業、電動車產業、能源服務產業等。在再生能源與節約能源兩個發展主

題中，與一般製造廠有關的主題仍以節約能源為首要，且該些節能工作的實施，往往也可降低

企業的生產成本，達到一舉兩得的功效。

節能實施步驟

要做好節能達到有效的成果，就必須有系統的規劃與執行，其實施步驟可包含能源查核、

能源使用結構分析、改善規劃、實際執行與改善成效評估分析等(PDCA的觀念)，如圖2所示。

各項目的實施內容如下：

1. 能源查核：組織的建立、查核表格的建立、查核工作的分配、查核工作的進行。

2. 能源使用結構分析：查核結果統計、電能結構分析、熱能結構分析、能源使用排序。

3. 改善規劃：改善項目列表、可行性分析、改善時程規劃、改善工作分配。

4. 實際執行：管理面改善、工程面改善、進度追蹤討論、工程驗收。

5. 改善成效評估分析：節能成效驗證、M&V、獎勵措施、下階段改善。

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 黃建平副處長

圖1.能源領域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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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查核與使用結構分析

如前所述，要達到最有效的節能成果必須有計畫的進行，其中第一步驟即在進行廠內的能

源查核與能源使用結構分析，利用調查、量測、紀錄等方式，將廠內用電數據加以管理(或稱

電能管理)。舉例來說，若能瞭解廠內用電負載率，即可實施產線的調整已達到有效用電的目

的，另由數據分析後即可選用本廠最適合的電費計價方式(台電有多種的計費方式可供選擇)，

又如廠內的尖離峰負載率較高時，即可評估採用三段式時間電價計價方式，以降低電費的支

出。以我們所輔導的某廠為例，該廠員工人數約40人，週一至週六每日作業12小時，廠內契約

容量585kW，經計算後，平均每月尖離峰負載率在30％左右，可由原先二段式時間電費更改為

三段式時間電費，則每年可降低的電費在10萬元以上。

有鑑於此，建立廠內用電數據管理與分析用電狀況等電能管理工作即為節能減碳或降低電

費的首要工作。又在做完電能管理後，即可進行單一系統別的節能改善規劃與實施(由用電量

比較大的系統改起，成效會比較明顯)，表1所示即為某廠商之案例，由表中可以發現該公司主

要用電以空調及照明系統為主，因此該公司的節能規劃方向即以空調與照明系統為首要，實施

成效可能極為顯著。當完成第一階段該兩個系統節能工作後，後續階段即可進行用電比例較小

的給水汙水系統、電梯設備及其他設備用電的節能改善。

圖3所示為製造業廠務公用設備常見的節能項目，包含電力系統、空調系統、空壓系統、

排氣系統、照明系統以及其他動力設備如幫浦、鼓風機等，各廠可依前述的電能管理方式自行

評估用電結構，並依照分析結果進行全廠的節能改善規畫與工作排程，至於各系統的改善重點

與方式則可參考國內各單位的技術文件或參加相關的課程即可了解。

圖2.節能實施的步驟

圖3.工業部門廠務系統節能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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