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01年度大發工業區

模範勞工表揚大會』

於4月18日上午10時在大

發服務中心3樓大禮堂

舉行，本會顏德和理

事長親自主持表揚

大會，並邀請工業

局主任秘書呂正華、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局長鍾

孔炤、經發局副局長黃益

雄、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

聯合總會吳國平常務理事，及多位貴賓、各界代表

蒞臨指導。

顏德和理事長致詞表示，首先，恭喜今年脫穎

而出的111位模範勞工。模範勞工都是各公司表現

優秀、認真工作的員工，受到公司老闆、主管的肯

定，推薦至廠協會接受表揚的勞工伙伴，真是得之

不易、實至名歸。台灣的經濟有各位長期堅守工作

崗位，無私、認真的付出，才有今日的經濟成長，

各位辛苦的付出功不可沒，本會以「大發之光獎牌

及壹仟元禮券」，表達最高的敬意與感謝。

接著工業局主任秘書呂正華致詞：今日來到大

發工業區，內心深感榮耀，感謝基層的勞工努力

及付出，創造工業區產業發展，提升產值表示敬

■呂正華主秘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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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發廠協會顏理事長將表揚大會舉辦的如此盛

大，就是對勞工朋友的鼓勵與支持，再次恭喜今天

１１１位模範勞工及家屬，並代表工業局感謝顏德

和理事長用心。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鍾局長上台致問，除了感謝

與恭喜勞工朋友外，並提到勞工局在照顧勞工部

份，市府做了多項計畫，落實勞工福利。各位勞工

伙伴在工作中有任何需要輔導及協助都請向勞工局

各科室提出，期望共創雙贏的職場。

■黃滿清主任致詞

模範勞工台郡科技公司王志成代表致謝詞

大會主席廠協會顏理事長、服務中心黃主

任、各位長官、各位伙伴大家好：

我是台郡科技王志成，很榮幸也很高興能代

表101年大發工業區各廠商最優秀的員工分享心

得。

首先感謝台郡科技董事長及主管的不嫌棄提

名小弟，才能在此與各位見面，當然也要感謝廠

協會主辦這樣的活動，讓各位平時在公司在工廠

努力工作的伙伴，聚集在這裡一齊接受表揚、接

受榮耀。

公司提名模範勞工，表示對我們這一年來努

力的肯定。被提名為模範勞工代表行為、工作都

是其他員工的表率，因此當選的開始也是責任加

重的開始。往後一年大家會用放大鏡來檢視我

們，這是無法避免的，因為各位都是模範勞工。

我期許我們能為公司再創造更多的價值，將

價值量化就是我們能為公司賺多少錢或節省多少

錢，公司獲利才得以永續經營，才能創造更多福

利。讓大家一起打拚，讓各位的公司在工業區都

是優質廠商，讓大發工業區能在全國工業區是獲

利最佳的工業區。當然除了賺錢以外，安全、健

康也是必須的，因此要請各位努力讓自己的公司

成為獲利最高、福利最佳、工安零事故、環境無

污染的工廠，再來一起打造足以成為全國模範的

大發工業區。

敬祝各位笑得開、吃得下、睡得著，那就是

萬事如意了，以上分享、謝謝各位！

此外，顏理事長邀請多位貴賓、長官上台，包括

工業局呂正華主秘、高市府勞工局長鍾孔炤局長、經

發局黃益雄副局長、前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羅世雄執

行長、市議員李雅靜⋯⋯等各位貴賓，並且逐一與每

位模範勞工合影，整個場面井然有序，莊嚴隆重，每

位出席人員均深感主辦單位用心，共享榮耀時刻。

最後，顏理事長邀請與會全體理監事接受來賓

掌聲致謝。

會後，本會在籃球場舉辦餐會，宴請模範勞工

及家屬、與會貴賓及廠商代表，為此美好的盛會畫

下一圓滿的休止符。

■模範勞工當選代表王志成致感謝詞

■勞工局鍾局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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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之光模範勞工照片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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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同濬科技（股）公司

姓名 吳麗珠

事蹟 

負責採購，降低生產成本，提

升公司產銷競爭力。

單位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楊舜霖

事蹟 

盡忠職守，不遲到早退。

單位 弘偉環保工程（股）公司

姓名 黃怡錚

事蹟 

1.主管交辦事務皆能盡心負責

完成。

2.職掌工作執行效率佳且能如

期完成。

3.工作認真、責任心強。

單位 三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姓名 陳莉文

事蹟 

1.個性善良好相處，時常協助

主管完成工作事宜。

2.工作上認真負責，與同事間

互相協助幫忙。

3.在單位內頗得人緣，是個很

優秀的人才。

單位 同濬科技（股）公司

姓名 林燕文

事蹟 

資深員工，原生管／裝配課

長，對公司生產管制，產能改

善，貢獻良多。

單位 三洋藥品工業(股)公司

姓名 林旭信

事蹟 

1.輔佐業務，工作盡心盡力。

2.善於幫助同事解決問題，不

遺餘力。

3.與同事融洽愉快，堪成表率。

4.工作負責、認真、細心，並

主動積極。

單位 弘偉環保工程（股）公司

姓名 彭景儀

事蹟 

1.檢驗職掌工作認真、負責。

2.推展ISO14001不遺餘力，具

顯著成效。

3.熱心公益，待人和氣，人緣

佳。

單位 久發環保工程(股)公司

姓名 葉世甄

事蹟 

本員工服務於本公司將近八年

之久，為人隨和，且工作態度

熱忱，是不可多得的優秀員工

。

單位 運錩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李嘉鑫

事蹟 

1.工作負責認真。

2.做事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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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德豐國際科技(股)公司

姓名 周政平

事蹟 

不挑剔工作，任勞任怨。

單位 榮民工程(股)公司大發廠

姓名 謝明宏

事蹟 

1.出勤不遲到早退。

2.工作時能不待督促自發主動

積極。

3.謹慎懇摰，無驕姿貪惰，言

行遵重。

單位 傑期企業（股）公司

姓名 辜俊銘

事蹟 

工作認真，對於交付均能如期

完成。

單位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陳麗香

事蹟 

盡忠職守、克盡本份，提攜後

輩不遺餘力。

單位 優嘉實業（股）公司

姓名 黃政道

事蹟 

配合度高

單位 榮民工程(股)公司大發廠

姓名 蔡信旭

事蹟 

1.工作積極負責，貫徹命令。

2.對事務之分析、理解、判斷

及斷決能力均佳。

3.謹慎懇摰，無驕姿貪情，言

行尊重。

單位 傑期企業（股）公司

姓名 黃蕙菁

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態度，積極進

取。

做事效率高，人際關係良好。

單位 優嘉實業（股）公司

姓名 謝秋女

事蹟 

維護公司利益（潤）熱心參與

各種活動配合工作需要。

單位 德豐國際科技(股)公司

姓名 洪偉仁

事蹟 

盡忠職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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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大隆保利龍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林秋杏

事蹟 

工作勤奮

單位 豐亞塑膠企業(股)公司

姓名 鄧學仁

事蹟 

該員畢業於高雄工專電子科

系，具有電子實務經驗，為公

司研發安全開關及出料自動

控制，讓舊設備缺點，完全改

善。

單位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姓名 黃基福

事蹟 

75年12月進入緯航已有25年3個

月，與緯航一起打拼成長。工作

表現上，自我要求、認真學習與

同事間相處非常融洽。公司賦予

副組長職責，帶領同課員工一起

學習，指導新進員工技術學習。

單位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公司   

　　 大發廠

姓名 韓湘潔

事蹟 

1.總機客人招待反應相當良

好。

2.請假加班系統ERP輸入核對作

業良好。

3.總務用品管理作業優良。

單位 大隆保利龍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黃銀愛

事蹟 

克勤克檢　忠於職守　

熱心助人　敬業樂群

單位 豐亞塑膠企業(股)公司

姓名 陳秀雅

事蹟 

工作認真，和譪可親。

對生產流程控管有獨到見解，

讓生產線流暢，如期完成訂單

，順利出貨。

單位 緯航企業有限公司

姓名 于智芬

事蹟 

進入緯航，一路上無怨無悔建

立每一作業流程文件資料與各

位同仁討論工作上每一細節，

完成每一項任務。在工作的任

何表現，競競業業，認真態度

與學習，給予推薦表揚獎勵。

單位 長春人造樹脂廠(股)公司

　　 大發廠

姓名 鍾國仁

事蹟 

鍾君自100年4月由輪班工作調任

新加坡CM2建廠工作，即盡心盡力

完成長官所指派工作，建廠相關

配合作業均自行獨立完成。

單位 上鎧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楊秀玲

事蹟 

辦事效率迅速敏捷，提攜後輩

不遺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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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強生遊艇（限）公司

姓名 鄭婷婷

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勤苦耐勞。

單位 先怡企業有限公司

姓名 郭麗雯

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正面，倉庫管理確實

有效率，對產品出貨流程與庫存數

量嚴格把關，物料管理杜絕浪費，

除負責之業務能獨立完成外，與同

事相處融洽，熱心助人，主動協助

其他部門，於公於私均足為表率。

單位 乾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呂慧明

事蹟 

任職期間，任勞任怨；以廠為

家，盡心盡力，值得表揚。

單位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

姓名 黃志忠

事蹟 

交待工作盡力完成，表現優

異。

單位 乾瑞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邱惠琳

事蹟 

1.主動積極，對於工作安排能主

動進行協商，使工作之推動均

能圓滿成功，深得客戶讚許。

2.與同事和睦相處，亦樂於幫助

他人亦深得同事愛戴，因此堪

為員工之楷模。

單位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

姓名 朱保城

事蹟 

和同事相處融洽，學習態度

佳。

單位 上峰塑膠工業(股)公司

姓名 林美麗

事蹟 

1.積極負責，並能主動協調，

使會計作業均能自行完成申

報。

2.與同事和睦相處，並樂於幫

助他人堪為員工之楷模。

單位 先怡企業有限公司

姓名 徐淑娟

事蹟 

對自身負責之工作積極有責任

感，且確實能落實公司對品質

之要求以達最高標準，對降低

產品不良率視如已任；同事間

和睦相處，熱心助人。

單位 強生遊艇（限）公司

姓名 鄭淑芬

事蹟 

工作負責、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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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大連化學工業(股)公司大發廠

姓名 陳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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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態

度佳足為表率。

3.平常工作表現積極，配合工作

需求，可交付重任。

單位 台灣企銀大發分行

姓名 黃泰源

事蹟 

1.擔任本分行徵授信業務人員

，工作認真仔細，深得往來

客戶之讚許。

2.為人至孝，父罹癌，泰源對

其照顧無微不至。

單位 大連化學工業(股)公司大發廠

姓名 王嘉宏

事蹟 

1.負責研發實驗，努力細心，

能力好，工作盡力完成。

2.積極認真，學習態度佳。

3.對負責實驗投入，會提問題

與工程師互動佳，工程師的

好幫手。

單位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姓名 黃惠美

事蹟 

擔任本中心清潔工30餘年，維

護區內環境整潔，不遺餘力，

表現優異。

單位 大連化學工業(股)公司大發廠

姓名 簡丙坤

事蹟 

1.態度認真，任勞任怨。觀察細

微，能發現設備損壞的真因。

2.對大型設備的拆裝作業規劃及

執行優秀多次順利完成任務。

3.對專案具備判斷能力及執行能力。

4.交付任務適時完成，達成使命

單位 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姓名 陳坤榮

事蹟 

擔任工程車、清潔車之駕駛及

車輛清潔保養維護，盡心盡

力，表現優異。

單位 翊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李瑞章

事蹟 

專業知識對本職工作有具體貢

獻、工作態度負責

單位 台邵科技（股）公司

姓名 王志成

事蹟 

1.協助公司完善生管規劃與排程

2.獲員工服務滿意度滿分佳績。

3.帶領資材舉辦月活動大獲好評

4.代表公司安衛促進會召集人。

5.工安推動績效傑出。

6.續任安衛促進會召集人。

單位 易宏熱鍍鋅工業(股)公司

姓名 葉建宏

事蹟 

敬業樂群，遵守公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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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禹青企業(股)公司

姓名 蔡秋妹

事蹟 

處事認真、負責、用心，與同

事相處和睦樂於助人，對所交

辦事項用心、認真的完成，會

主動發現問題向上反應，以利

上級及時處置，減少公司無形

損失。

單位 微勤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鄭文正

事蹟 

工作認真、負責，交待之工作

都能確實完成，協助幹部完成

工作事宜，協助幹部指導作業

人員，工作品質要求。

單位 捷欣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王淑淨

事蹟 

1.承接訂單負責業務與生產部

之協調，良好溝通能力，促

進出貨順逐，客戶反應佳。

2.核對各分公司應收帳務，態

度積極認真，善盡監督責任

。

單位 尚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黃惠枝

事蹟 

1.財會知識充足，人事管理熟悉。

2.同事諮詢問題熱心回答同事。

3.工作觀念正確，態度積極。

4.新指派任務除萬難如期完成。

5.執行庫存電腦管理工作成效佳。

6.相處應對合宜有禮貌。

單位 岳峰企業有限公司

姓名 詹濰謙

事蹟 

堅守岡位，認真工作。

表現良好，熱心助人。

單位 樂利得實業有限公司

    （廠本部）

姓名 黃添榮

事蹟 

負責盡職

單位 新藝不鏽鋼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林德成

事蹟 

認真負責、刻苦耐勞。

單位 寶鴻塑膠工業（股）公司

姓名 湛增興

事蹟 

1.和同事相處融洽，常幫助他

人。

2.工作謹慎、負責。

單位 群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黃月理

事蹟 

盡忠職守，任勞任怨。

工作敏捷，待人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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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天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洪淑女

事蹟 

1.遵守制度，事務條理分明。

2.工作認真，負責勤勞。

3.協助業務處理客訴事件。

4.執行HACCP、ISO22000驗證制度。

5.幫助出貨之協調工作。

6.配合公司要求，完成任務。

單位 頂瑞機械（股）公司

姓名 戴祥濠

事蹟 

由於該員對工作負責、認真，

且考核成績優異，故推薦之。

單位 昉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郭宗旻

事蹟 

勤奮、負責，工作能度積極足

為勞工楷模。

單位 瑞孚宏昌船舶推進系統(股)公司

姓名 龔孟祥

事蹟 

1.龔員自88年7月到職至今，

工作主動積極進取，績效卓

著，足勘員工楷模。

2.熱心公益。

單位 塑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林斌銓

事蹟 

敬業負責，配合度高。於指定

時間內完成公司指派工作。

單位 圓立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謝慈蘭

事蹟 

1.她工作是與司機們和廠商間

協調車輛事宜，常有耐心與

之溝通至事情做到最完善。

2.對自己工作能度具高度服務

熱忱，對長官交待事宜配合

度良好。

單位 期發塑膠企業(股)公司

姓名 黃明解

事蹟 

盡忠職守、刻苦耐勞。

單位 莊宏億軸承有限公司

姓名 林永松

事蹟 

該員任職期間配合度佳，服從

管理，職務表現有提昇。

單位 鈦晟有限公司

姓名 朱燭招

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認真，樂於助

人，有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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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福華電子公司

姓名 鍾雲珠

事蹟 

該員作業認真，工作任勞任怨

積極配合產線作業項目

主動協助他人作業

敬業樂群足堪表率

單位 顏光色料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吳新田

事蹟 

1.服務年資長達20年。

2.擔任環安工作，有敬業精神及

任勞任怨。

單位 雙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林志明

事蹟 

工作態度積極，配合度高。

單位 台灣特浦（股）公司

姓名 黃政閣

事蹟 

1.整年上班無請假，且每日必

早到工作。

2.工作認真不抱怨。

3.交辦事項不拖延

單位 台灣東京窯業(股)公司

姓名 陳東山

事蹟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克盡職守

單位 長興公司大發廠環安室

姓名 孫瑞欽

事蹟 

1.推動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表現優良。

2.執行TOSHMS/OHSAS18001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證，得

主管嘉許。

3.致力廢棄物利用，善盡環保。

單位 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陳紹鑾

事蹟 

陳紹鑾課長在本公司服務滿十

餘年，由基層作業員做起，認

真、工作，屢獲公司嘉獎記功

獎勵，並能率領部門同事完成

任務，為人人和，與同事和諧

相處，足為所有同仁之楷模。

單位 金軍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姓名 張簡煌瑞

事蹟 

1.長年擔任中班組長，任勞任

怨。

2.能配合公司加班，降低人力

短缺困擾。

3.積極、機警常能防範事故於

未然。

單位 中日金屬代工(股)公司

姓名 陳以昇

事蹟 

熱心公益、任勞任怨、工作效

率佳。

單位 環球油漆(股)公司

姓名 吳佳真

事蹟 

1.盡心完成份內工作及協助主

管達成交辦任務。

2.工作認際負責。

3.專心細心，工作態度良好。

4.品德優良，待人和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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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正熊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朱豐隆

事蹟 

擔任工程部現場按裝工程及人員

調派工作，克服現場困難且在最

短期限內完成工作，確保良好品

質，使公司獲得客戶之信賴及好

評，平日不僅其對本身擔任之工

作有責任感外，協助其他同仁。

單位 理成工業

姓名 黃福安

事蹟 

平日主動積極、熱心協助同仁

處理維修工作事務，並不時提

供適當之建議以縮短設備故障

修復時程，且於個人工作表現

善盡個人職責致力降低控制維

修成本。

單位 台灣巴斯夫（股）公司

姓名 林長順

事蹟 

1.協助工程，強化安全意識。

2.協助人力物力調度，降低費用。

3.指導新進員工。

4.確實督導下屬，達成生產績

效，品質完全符於GMP規範，

　落實EHS相關規範。

單位 加高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林孟雯

事蹟 

1.認真積極，效率高，人際好。

2.設備改善提昇效率及良率。

3.生產工具進行設計改善。

4.配合公司派遣支援海外工廠

指導海外工廠作業人員。

5.協調生產線，使作業順暢。

單位 台灣巴斯夫（股）公司

姓名 張簡弘基

事蹟 

1.帶領組員達成且超越進度。

2.確實執行廠區操作機具的自

動檢查及保養，確保人員安

全。

3.負責配製廠區安全護具管理

，使其發揮到最大效能。

單位 祥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陳曉華

事蹟 

任職於公司製造部組長一職，

平時待人誠懇熱心和氣與同事

之間相輔相誠，上級交辦之事

項不惜辛勞去達成，盡責盡職

實值嘉勉之員工。

單位 台灣巴斯夫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李俊興

事蹟 

1.認真負責，積極有效率。

2.樂於幫助需要幫助的同仁。

3.勇於提出建議，改善工作品

質與環境。

4.對工安環保有充份的認知，

並落實在工作上。

單位 輝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張錦雯

事蹟 

1.可擔負大責任且具執行力並

能嚴格要求自己。

2.製程中發現異常及洞悉能力

敏銳能及時反應處理。

3.公司賦予專案，盡力完成。

4.按部就班，不投機取巧。

單位 納爾科（股）公司

姓名 邱敏雄

事蹟 

1.具有服務精神，敬業樂群，

能完成公司交付任務。

2.主動協助同仁完成工作。

3.秉持刻苦耐勞精神，不斷學

習，充實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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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台灣巴斯夫（股）公司

姓名 林裕

事蹟 

1.配合生產排程，進行廠內設

備維護保養，任勞任怨。

2.參與工廠改善專案執行，主

動節省成本，績效卓著。

3.改善工安設施，配全工安改

善工程，盡心盡力。

單位 鈺仁鋁業有限公司

姓名 倪鳳玲

事蹟 

1.負責業務估價作業，長達十

餘年，盡忠職守。

2.詳究、業務成本掌控，避免

公司接案虧損，功勞甚巨。

3.材物料專業，教育提攜後

進，降低人力管理成本。

單位 亞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洪英展

事蹟 

1.服務熱忱。

2.認真負責，懂得自我提昇。

3.處事圓融，謙卑有禮。

4.配合度佳。

單位 倫飛電腦實業(股)公司

姓名 黃雅雯

事蹟 

1.細心認真，遵守規定，高效率

完成上級交付事項。

2.具多項能力，資料收集整理有

條理，品質之檢驗警覺性高，

品質管制貢獻良多。

3.配合度佳，樂意幫助同仁。

單位 台灣寶理塑膠(股)公司

姓名 黃淑玲

事蹟 

1.整合生二部生產流程之表單

與紀錄資訊化。

2.協助簡化工作流程，以節省

人力提升工作效率。

3.並能降低記錄之錯誤，對於

本單位有莫大貢獻。

單位 永臻電子工業(股)公司

姓名 黃惠秋

事蹟 

1.認真負責，與同仁相處融洽

2.對技能有提昇精神，熱忱、

配合度佳，上級多次獎勵。

3.積極參與事務，協助多項工

作效率及改善方案，提升工

作效率及降低生產成本。

單位 台灣美加金屬（股）公司

姓名 張明正

事蹟 

1.堅守本分，任勞任怨。

2.主動協助工務及生產課長維

修工作。

3.配合度良好，參與球磨輪班

工作數年績效卓著。

4.積極配合外勤調度。

單位 台灣寶理塑膠(股)公司

姓名 黃李溪

事蹟 

負責本廠之增設改善案工程，

任勞任怨，對於工程之品質及

安全預算進度方面控制得宜，

尤其在預算方面能在品質兼顧

下又能詢得最低價格廠商，深

得日本總公司之肯定。

單位 中鴻公司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鋼管廠）

姓名 左換順

事蹟 

1.積極做好份內工作，熱心參

與任何事務及服務同仁。

2.主動推動環境、設備、安全

改善，協助各單位改善工作

，樹立員工自動自發典範。

13

大 發之光



單位 慶鐘佳味食品(股)公司

姓名 李元珍

事蹟 

1.廠內資深員工

2.工作表現配合度良好

3.年度全勤

單位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郭玉玲

事蹟 

1.勇於接受新事務的學習。

2.努力改善工作流程，以達到

更好之效率。

3.熱心服務、樂觀進取。

單位 富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林培芳

事蹟 

1.工作態度認真負責。

2.盡忠職守。

3.敬業樂群。

4.熱心公益。

單位 揚達化工（股）公司

姓名 姚志雲

事蹟 

在工作崗位上認真負責、配合

度高。

單位 味帝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張順忠

事蹟 

1.工作認真、負責足為楷模。

2.服務態度、親切，深獲好評

　。

3.熱心公益，樂於助人。

單位 達成聚化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吳惠珍

事蹟 

盡忠職守、堅守崗位，提升自

我能力為公司謀利。

單位 柏緯鐵工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曾鵬蒼

事蹟 

熟悉工作，工作認真盡責。

配合工作需求調度，且協助新

進加熱員的訓練。

對本身工作技能要求能更精

進，皆能積極參予公司委外訓

練及操作。

單位 原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鍾惠容

事蹟 

1.品行優良

2.吃苦耐勞

3.努力為公司付出

單位 仁望有限公司

姓名 謝進良

事蹟 

謙卑有禮，交辦事項不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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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英欣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許國棟

事蹟 

1.擔任生產線領班，盡職負責

使產量及品質皆達成目標。

2.協助ISO9001/ISO14001系統

的推行。

單位 川博企業有限公司

姓名 王家鴻

事蹟 

工作認真守時，負責的部門整

潔有序，帶動同事間和氣與活

力，任職期間皆主動配合加班

來完成訂單，提昇公司的專業

形象。

單位 大東樹脂化學(股)公司

     高雄廠

姓名 楊福明

事蹟 

1.落實執行環、安、衛檢查。

2.協助做好成品倉儲管理。

3.積極協助班級其他成員職責

任務，達成班級生產任務。

4.推動及主辦員工聚會活動。

單位 有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阮　時

事蹟 

職責內認真負責，配合異常事

件處理，致力於提昇服務品質

，堪為員工模範，特此推薦。

單位 太洋製膜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謝政達

事蹟 

1.盡忠職守，做好份內工作。

2.改善工作環境、管線流程、機

器設備、操作方法，善盡心意

，獲得上級主管接受、採納為

工廠公司盡到一份心。

3.樂於協助處理緊急事務。

單位 龍隆無塵科技（股）公司

姓名 黃文輝

事蹟 

認真負責

單位 鴻洋遊艇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莊東漢

事蹟 

1.在個人工作崗位充滿熱忱。

2.工作配合度非常高，處理事

情態度積極具執行力。

3.歷年考績多次達優等。

4.獲「鴻洋遊艇（股）公司－

101年度模範員工」殊榮。

單位 世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龔世忠

事蹟 

1.熱心服務

2.工作態度認真

3.對於學徒認真、用心教導

單位 鋐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姓名 楊進安

事蹟 

現場管理制度訂立與確實執行

。

單位 億居金屬工業（股）公司

姓名 馮俊肇

事蹟 

該員服務年資達推薦年資規定

，服務期間，配合度高，具服

務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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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喜入厝

大 發 工 業 區大 發 工 業 區

服務中心落成揭牌典禮服務中心落成揭牌典禮

因應新時代產業的變遷，本中心所提供之服務

內容愈趨多元化，因此肇建於民國79年的服務大

樓，外表日漸斑駁、設備老舊，服務空間設施已不

符合現況使用，因此極力向工業局爭取「北中南老

舊工業區之更新與開發計畫」經費，重新整修大樓

門面及格局。

本工程於100年10月19日開工，工期135天，於

101年3月14日竣工，工程總經費17,203,639元，主

要整建工項包含增設殘障坡道及室外樓梯、屋頂防

水改善(含隔熱)、外牆拉皮、室內整修及牆面油漆

及環境周圍空地綠美化等，更新後的大樓已呈現煥

然一新，提供廠商舒適、美觀的服務園地。

本中心歡喜入厝特於101年4月18日舉行「服務

大樓落成揭牌典禮」，衷心感謝各界代表及區內廠

商共襄盛舉，為此次活動增添無限光彩，並使活動

能圓滿完成，本中心將繼續秉持熱忱及效率服務區

內廠商。

∼ 歡喜入厝 ∼∼ 歡喜入厝 ∼

■貴賓揭牌

BEFOR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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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喜入厝

大發歡喜入厝、餐會照片集錦

■

蔡
副
議
長
昌
達
在
餐
會
致
詞

　

(

右)

高
主
任
新
宗
致
詞

　

(

中)

黃
滿
清
主
任
餐
會
高
歌
一
曲

■
(

左)

顏
德
和
理
事
長
於
餐
會
致
詞

■(左)顏德和理事長揭牌典禮致詞
　(中)黃滿清主任於揭牌典禮致詞
　(右)呂正華主秘揭牌典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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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務推動

會議時間：101年3月9日(星期五)下午17:00

會議地點：高雄漢來飯店12樓東方樓

出席人員：略

主 持 人：顏理事長德和    紀錄：劉汝惠

會務報告

1.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相關事項報告：因服務中心舉辦員工自強活動不克出席改以書面報告。

2.前次會議辦理情形。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

進會

案    由：大發工業區北側空地綠美化案。

辦理情形：大寮區公所於100年12月發包北側縣

188閒置空地綠美化工程，目前已竣

工尚未移交本會。100年12月23日於

永安工業區服務中心召開「高雄市

產業園區業務聯繫座談會」本會顏

理事長建請藍局長增設入口景觀或

會議紀實
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一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第一屆第十一次理監事會議

■顏德和理事長與林岱樺立法委員與經濟展局局長藍健菖與會人員合影

■顏德和理事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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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式車阻，防止汽機進入以維持環境整潔及避免遭破壞景觀。本案市府持續追蹤。    

主席裁示：本案持續列管。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大發工業區服務中心

案    由：台88大發交流道下道路改善事宜、拓寬部份188縣道及興業路水溝加蓋案。                                      

辦理情形：1.台88大發交流道下道路改善事宜及拓寬部份188縣道，公路總局原預定最晚於101年1月完成施

工。

2.公路總局高雄工務段於101年2月2日來函移請市府續辦該案，顏理事長於2月24日拜會藍局長

協處本案。近期養工處擬與公路總局高雄工務段商討解決方案。

主席裁示：本案持續列管。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吳理事德霖(上峰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案    由：建請政府相關單位修法規定廢土壤處理或砂石堆置業須在室內作業，以杜絕空氣污染。影響廠商

產品品質。

辦理情形：環保局於100年10月14日召開「地勇選礦股份有限公司屢遭陳情協談會議」，會議結論係請地勇

公司於會後一個月內提粒狀物散逸改善計畫書，並於三個月內依改善計畫書內容完成改善。

主席裁示：本案持續列管。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有關大發北開發案。

說    明：本會顏德和理事長向經濟部施顏祥部長及高市府經發局藍局長當面建請儘速開發大發工業區北方

土地（原規畫金屬科技產業園區），以解決目前區內廠商設廠及擴廠需求，致工業區內土地供

給不足之窘境。

辦理情形：1.高雄市經濟發展局藍建菖局長於100年10月1日上午9:30假大寮區公所三樓大禮堂召開「高雄市

政府開闢綠色產業園區徵詢地方意見座談會」徵詢地方人士建言。

2.高雄市經濟發展局藍建菖局長擬訂101年3月2日召開產業園區報編推動小組及溝通協調小組第

一次會議。

主席裁示：本案持續列管。

會務方面

1月 3日出席行政院環保署召開「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提案變更敦親睦鄰備忘錄之有關區

內廠商撥付大寮敦親睦鄰每年820萬元可行性」會議。

1月 4日假高雄漢來飯店召開「行政院長與南部工業區廠商員工座談會」。

2月 8日出席本區莒光一街19號、19-1號勘察道路劃設紅線會議。

2月15日出席本區縣188與華中路口現勘交通號誌改善作業會議。

2月15日出席行政院勞委會職業訓練局南區職訓中心舉辦101年度「協助事業單位人力資源提升計畫彙管作業

服務」推動說明會。

2月23日出席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在鳳山行政中心舉辦「工廠觀光化產業輔導計畫推動說明會」。

2月24日拜會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藍局長協處本區台88大發交流道下道路改善工程案會議。

活動方面

1月 4日假高雄漢來飯店舉辦本會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

會 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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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3日出席大發工業區警友站春酒餐敘。

2月12日出席假中油公司高雄廠舉辦經濟部長與高屏地區產業代表新春聯誼茶會。

財務方面

1月31日止現金及銀行存款合計數3,695,237元整

提案討論

■提 案 一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有關大發工業區北側綠帶認養案。

說　　明：由於台88系統提供便捷交通，往來車輛均使用北大門進出。目前大寮區公所發包綠化工程已完

工。由於北側綠帶雜亂影響工業區門面，顏理事長於2月24日拜會藍局長敬請貴局邀請相關單位

協助本區北大門左側用地(大寮區大寮段地號3301、3301-1、3287)綠美化，提供大寮區民眾及

用路人一個優質環境。

決    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二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有關大發工業區水塔用地認養案。

說　　明：本會擬向工業局爭取認養華中路與莒光三街口鄰近公共用地(地號：潮州寮段6653號、面積：

3980平方公尺)，建請服務中心協助辦理申請認養以作為提升本區廠商營運發展計劃使用。

決    議：照案通過。建請大發服務中心協處本會認養事宜。

■提 案 三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有關101年模範勞工表揚案。

說    明：本會擬訂101年4月下旬舉辦模範勞工表揚大會。提請理監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為慰勞全體理監事、顧問辛勞，全體理監事、顧問所屬公司可再增報一員模範勞工免

費表揚，相關事宜請顏理事長全權處理。

臨時動議

■提 案 一

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大發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案    由：有關本會總幹事聘任案。

說    明：由於本業務日益增加及提昇服務區內廠商品質本會擬聘任劉汝惠擔任本會總幹事乙職，自即日起

生效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決    議：照案通過。

散　　會：19:30

餐　　敘：本次餐敘感謝100年傑出經理人得獎人莊義隆理事、楊信育理事、林宗志理事作東，蔡西昌監

事贊助洋酒。

會 務推動

20



會 務推動

林園分局王欽源分局長

　　    致區內廠商一封信

流，讓民眾及學童於上、下班（課）路途中更能感

到信任與安心，並能順利平安抵達。希望我們的認

真與努力能獲得廠商先進支持與肯定。

在此，謹以一封簡短的信，向先進表達本分局

除維護治安外，更不忘致力於改善交通的心意。竭

誠歡迎您們，共同參與社區治安座談會，將您寶貴

的意見，提供我們作為改進的方向。改善交通並非

一人所能為，警方執法的目的，出發點乃為維護大

家的用路安全。希望先進與我們共同呼籲大家養成

良好的用路習慣，以愛護本地的心、疼惜在地人的

情，一同創造「安全優質的交通環境」。

順祝  闔家平安

林園分局分局長 王欽源　　　　　 敬啟

　　 愛的大發工業區各位廠商先進您好：

我是今年4月初，新上任的林園警察分局分局

長王欽源，初來到林園、大寮地區服務，承蒙區內

廠商先進一直以來對本分局的鞭策與指導，讓我們

更能貼近民眾的心意，竭誠為民服務。

今年自1月起至4月止，於林園、大寮地區發生

了高達19件之多的A1死亡事故，每個事故發生，至

少影響一個家庭的完整，長期居住在本地先進們，

想必亦與我們同樣有相當沉痛的感受。  

交通事故，乃民之所痛也。本分局為積極改善

林園、大寮交通問題，分別從交通教育、交通工程

及交通執法三大方面同時進行：

於教育面，我們強調「交通安全教育從小做

起」，積極與轄內學校溝通配合，結合志工媽媽們

一同加入維護交通安全行列，共同呼籲家長及孩童

騎乘機車應戴安全帽，保護自身安全，也教導小朋

友能從小養成良好習慣，長大後成為守規矩的用路

人，父母也少了一份擔心。

另針對工程面，有關轄內標誌、標線、號誌未

劃設、不清楚、或其他影響交通安全之處，一一函

請交通局等相關單位進行會勘並改善。

最後，在執法面，自4月起，本分局於轄內幹

道、易肇事路段(口)、交通流量較大、大發工業區

等13處交通要衝，上、下午尖峰時段，編排交通崗

勤務，藉由員警正確的手勢及哨音，協助疏導車

敬

■顏德和理事長拜會林園分局局長王欽源

尊重你我生命

酒後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大發廠協會理事長顏德和

林園分局分局長王欽源
關心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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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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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令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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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小故事

五
代十國時期，南唐李後主為抵抗強國後周，爰向後周世宗柴榮使用離間計，並派遣

使者送給後周大將趙匡胤三千兩白銀，並附拉攏書信一封。孰知趙匡胤不為所動，

將書信及白銀悉數上交後周世宗。同樣的，某次後周使者曹彬奉命給吳越國送些兵器，送

完後曹彬即起程返國，為的是不願接受吳越國的招待餽贈，但是吳越國官員還是追上了曹

彬，並給了他大批的金銀珠寶。曹彬說：「我如果堅決不接受，將可能被人誤解我是借吳

越人之名來沽名釣譽，而且也會貶抑朝廷的器度⋯。」於是他全部收下，但嗣後也是全數

上交朝廷，自己一點也沒留。

現今公務人員都應當效法古人忠直誠信的作為，並於執

行職務時，能廉潔自持、依法行政，以公共利益為依歸，提

升國民對於政府之信任及支持，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

各項法令規定，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才是最高上策。企業經

營，追求創新、利潤不也需要仰賴一批忠直誠信的員工，才

能確保公司最大的利益，創造不斷攀昇的業績嗎？

法務部我爆料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

法務部矯正署高雄監獄廉政檢舉專線 

07-7882540

企業誠信　創新利潤企業誠信　創新利潤

才

政 令宣導

代十國時期，南唐李後主為抵抗強國後周，

拒拒
趙匡胤  的的

受不當餽贈受不當餽贈

和和曹彬曹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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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郡家庭日活動已是台郡文化的一環，提

供員工正當休閒也讓員工眷屬一同來參

與，因此特別安排在勞動節前的星期日於4月29日

舉辦。也感謝潮寮國小梁校長及潮寮國小行政團隊

的協助，提供這麼好的場地，讓我們有一個好的開

始。加上老天的照顧，賞給我們一個風和日麗的好

天氣，一掃前天的鳥雲及豪雨。

本次活動主題：照顧員眷、關懷在地。因此除

了延續親子巴比Q、台灣文化元素外本屆首次邀請大

寮永安兒童之家院童及老師一起來參與，展現台郡

除了照顧員工及眷屬外，亦將擴及關懷在地團體。

9點活動開始，首先登場的是文化傳承，邀請高

雄在地新世界掌中劇團，由王泰郎團長率領，是高

雄市愛河布袋戲展演祭主要劇團，在高雄市歷史博

物館及中正文化中心表演，本次表演布袋戲1~5代木

偶介紹及展演(由傳統掌中戲木偶∼3D萬能電影版布

袋戲木偶)，並邀請小朋友操偶體驗，特別是表演一

些創新布袋戲木偶拔刀術(抽刀拔劍斷樹劈偶)，布

袋戲吹氣球，布袋戲抽弓射箭，布袋戲耍火棍，布

袋戲跳街舞，布袋戲零距離川劇變臉，並在表演當

中與觀眾做互動式演出，獲得掌聲不斷。

10點表演結束由台郡董事長致詞，表達對員工

及眷屬的感謝，特別邀請服務中心黃主任致詞及台

郡副總經理致詞。永安兒童之家董事長也特別回贈

感謝狀一幀，表達感謝台郡的安排。

隨後進行資深員工表演，表揚本年度滿五年及

滿十年員工，並分別由員工致感言。接下來展開烤

肉及卡拉OK及闖關遊戲，遊戲有棒球九宮格、籃球

機、射擊王、移動靶、丟青蛙、轉滾球等等遊戲，

參加員依家庭日識別證至各遊戲闖關，闖關完成還

贈送LED鎖鏈燈、12色粉蠟筆、生肖鎖鏈燈、細桿

6色彩色筆等等紀念品，也可兌換彈珠汽水、棉花

糖、爆米花。除上述活動外特別安排來自南投的原

住民風味烤大豬活動，讓所有參加伙伴有吃、有

玩、有拿。

下午3點，活動結束、大家相約明年再見。

■闖關活動

台郡公司台郡公司

第　  屆家庭日活動紀實 台郡科技福委會/王志成 屆家庭日活屆家庭日活88

活 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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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布袋戲操偶體驗 ■黃主任致詞

■原住民風味烤大豬 ■烤肉活動(永安兒童之家伙伴)

台郡家庭日照片集錦

■資深員工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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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報導

台電公司101年度台電公司101年度
技能競賽活動紀實技能競賽活動紀實

3月7日上午於台電公司高雄訓練中心舉行台電

公司101年度技能競賽，優秀員工共有792位報名參

加，開幕典禮由台電公司副總經理林宏遠主持，並

邀請大發廠協會顏德和理事長、大發服務中心黃滿

清主任、中央及地方行政長官、民意代表出席指

導，共襄盛舉。

穩定可靠的電力供給為國家經濟發展之命脈，

台電公司肩負此重責大任，自民國58年起，每年均

舉辦電力工程技術技能競賽，以鼓勵員工潛心學

習，提昇核心技術能力。今年的技能競賽分為團體

組6類及個人組23類，共計66個單位792位優秀員工

參加，參賽者個個技術精熟，其中33名女性選手亦

是巾幗不讓鬚眉，將在競技場上與台電各方好手同

台較勁，爭取榮耀。

在專注於精進核心技術之外，台電公司亦力求

突破，以自行開發之「應用Google Maps開發建置輸

電線路雷擊事故資訊平台」，在去年於「亞洲電力

雜誌」全亞洲電力公司之評比中，拿下「年度最佳

創新電力技術」金牌獎，「大潭複循環火力發電計

畫」亦拿下「年度亞洲電廠」銀牌獎，成果斐然。

為鼓勵創新，本年度亦持續舉辦「創新成果」競賽

類別，以鼓勵同仁積極投入創新研發，並將創新項

目之推動過程提出分享，促進各單位間彼此教學相

長，創造企業價值。

台電公司每年舉辦技能競賽之意義經由比賽相

互切蹉觀摩，以精進整體技術水準外，亦希望藉此

落實工作安全的各項要求，故在競賽之餘亦安排工

安體感訓練觀摩，讓與會者以親身體驗作業的方

式，來提升對工作潛在危險的認知，進而重視工安

防護。經由技術水準的創新提昇，以及工作安全的

保障，台電公司以誠懇踏實的態度實現「誠信、關

懷、創新、服務」之經營理念，並一步步邁向「成

為具有卓越聲望的世界級電力事業集團」之願景，

為台灣的永續經營與發展，奠定更穩定的基礎。

■現場狀況

■台電公司副總經理林宏遠致詞

■大發服務中心主任黃滿清致詞技術為本  創新突破技術為本  創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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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側第二期綠帶現勘

台郡公司贈與大寮消防隊救災勤務車

經濟部長與高雄地區座談會

大發之光v.s歡喜入厝餐會照片

觀光工廠產業輔導推動說明會

本會鄧副理事長與高市府經發局共同主

持本區北側綠帶第二期綠化事宜會議

顏理事長拜會高市府經發局藍局長協助

縣188拓寬案

活動照片紀實大發大小事大發大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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