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務報導：（１０４年１月～３月） 

1.本會辦理第１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１月７日至１１日﹝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伍耀璋、蔡宗億、廖振魁、陳彥光、 

楊昇儒、張家成、戴吉男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2.本會辦理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講習訓練」複訓班，於１０４年１月８日上 

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黃 

鎮志、張恭維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3.本會承辦「KPI 與績效考核管理制度設計應用」講習，於１０４年１月１ 

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4.本會承辦「績優工廠觀摩(１)」活動，於１０４年１月２０、２１日﹝二 

天﹞辦理，有４３人參加。參觀：合正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致贈 

蕭總經理義勇感謝牌；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董經理 

水茂感謝牌；麗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市﹞致贈林總經理明輝感謝牌 

。宿～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台南） 

5.本會承辦「解僱、資遣、調動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講習，於１０４年 

１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周志盛 

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 

6.本會辦理「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４年１月２１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 

，有１９人參加。 

7.本會辦理第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 

０４年１月２２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２人參加。 

8.本會「第十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於１０４年１月２８日上午十一時 

，假大和屋國際美食婚宴會館舉行，出席會員代表有１００人參加。會議 

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彰化縣政府魏縣長明谷；勞工處～林處長麗芳；社 

會處～鐘科長泂偉；建設處～林科長其春；彰化縣工商投資策進會梁總幹 

事志傑、劉副總幹事錫惠；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駱主任慧娟；彰化縣榮 

民服務處楊處長樹湘；台灣省工業會孫顧問北辰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 

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一年來理事會工作報告與監事會監察報 

告，並討論七個議案，會後餐敘聯誼。 

9.本會承辦「業務議價談判戰技精實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１月２９日上午 

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慶東老師擔任，計有 

７６人參加。 

10.本會承辦「工作關係與工作教導技能提升訓練營」講習，於１０４年２月 

３日上午九時四十分至下午四時四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鍾惠玲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11.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第１場「業務開發及職場災害預防～防火管理 

人員講習訓練」複訓班，於１０４年２月５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喬、張恭維、黃偉良等 

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12.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承辦「２０１５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說明會 

，於１０４年２月５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廠商代表４３家、５６人參加，說明會由陳組長慶龍主持並作工作說明 

報告。 

13.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第２場「業務開發及職場災害預防～防火管理 

人員講習訓練」初訓班，於１０４年２月１０、１１日﹝二天、１６小時 

﹞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 

、沈毓喬、黃偉良、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14.本會辦理第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 

０４年２月１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９人參加。 

15.本會辦理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安全衛生 

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４年２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6.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承辦『２０１５花在彰化～產業策展』活動，於１ 

０４年２月１９日至３月１日﹝十一天﹞假溪州費茲洛公園舉行，有４４ 

家廠商參展，入園人數有６０萬多人，本會春假期間派人輪流值班。 

17.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３月３日 

至９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許秀櫻、蔣麗雅、蔡慧美、陳惠敏、陳庭芝等５位老師擔任，計有 

２８人參加。 

18.本會辦理第１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４年３ 

月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陳惠敏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19.本會辦理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講習訓練」複訓班，於１０４年３月５日上 

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 

毓喬、張恭維、黃偉良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20.本會承辦「供應鏈管理的存貨控管」講習，於１０４年３月５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廖中皇老師擔任， 

有６０人參加。 

21.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場「企業財務管理實務」訓練班，開 

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３月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典禮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本班聘請侯秉忠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４月１９日結訓。 

22.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２場「AutoCAD 電腦輔助製圖實務應用 



」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３月１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業成電腦 

公司教室舉行，典禮由邱專員創福主持，本班聘請王淑妃、郭根男等２位 

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安排﹝夜間班、２４天、７２小時﹞上課，訂 

於５月１３日結訓。 

23.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３場「國際展覽與行銷人才」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３月１４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邱專員創福主持，本班聘請李淑茹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安 

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４月２５日結訓。 

24.本會辦理「慶祝４０週年慶系列活動～高爾夫球聯誼賽」活動，於１０４ 

年３月１８日上午七時，假彰化高爾夫球場舉行，有４５人參加。錄取總 

桿冠軍：陳明仁、淨桿冠軍：張國鵬、淨桿亞軍：張慶修、淨桿季軍：林 

秀花、殿軍：黃瑞彬、第五名：楊再振、第六名：張國大、第七名：游博 

厚、第八名：高健藏、第九名：黃西材、第十名：高茂生。 

25.本會辦理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管理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０４年３月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台灣糖業股份有 

限公司中彰區處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26.本會辦理「ISO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內部稽核員」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３ 

月２０、２７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加。 

27.彰化縣政府指導、本會主辦第３場「業務開發及職場災害預防～陌生客戶 

開發技巧實務」講講，於１０４年３月２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震宇老師擔任，有８２人參加。 

28.本會辦理第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 

０４年３月２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６２人參加。 

29.本會辦理第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 

０４年３月２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30.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４場「進出口貿易實務管理」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３月２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李淑茹、賴勝文、唐存卓、陳 

俊茂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夜間班、１６天、４８小時 

﹞上課，訂於５月１４日結訓。 

31.本會承辦「TPS 豐田式管理在塑膠射出成型廠之體現」講習，於１０４年 

３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劉洋貴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32.本會承辦「物料管理常見問題與解決對策」講習，於１０４年３月２５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 

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33.本會辦理第２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３月２５日至２９日﹝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柯昭德、陳新福、蔡宗億、廖振魁、陳彥光 

、劉文峰、張家成、戴吉男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4.本會承辦「基層主管全方位管理入門與領導功效倍增特訓」講習，於１０ 

４年３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７９人參加。 

35.本會辦理第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 

０４年３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36.本會辦理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講習訓練」複訓班，於１０４年３月３１日 

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 

沈毓喬、張恭維、黃偉良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會務報告：（１０４年４月～６月) 

1.本會承辦「以最新重大勞資新聞解析企業解雇處分合法性」講習，於１０ 

４年４月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沈以軒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2.大陸山東省「威海市經貿交流」訪問團，由市台辦徐主任恩祿擔任團長一 

行７人，於１０４年４月１～２日蒞臨本縣交流訪問。第一天：健和興端 

子股份有限公司、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田尾花卉市場、田尾公路花園 

，午餐於溪湖羊肉火鍋店宴請與會人員。第二天：台明將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及本會拜訪，午餐於富山日本餐廳宴請與會人員。 

3.本會辦理「慶祝４０週年慶系列活動～聯歡晚會」活動，於１０４年４月 

２日下午五時，假大和屋國際美食會館舉行，有５６０多人參加。典禮由 

吳理事長仁村主持，本會歷屆理事長～陳潭、吳水、楊銀明、蔡其建、詹 

正恩、許叙銘；歷屆常務監事～張振添、張清波、陳世曉；彰化縣政府魏 

縣長明谷、勞工處林處長麗芳、社會處王副處長蘭心、建設處陳副處長文 

慶、彰化縣警察局郭副局長士傑、張科長樂村；彰化縣工策會梁總幹事志 

傑；彰化市邱市長建富；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廖主任本鴻、陳副主 

任宇源；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台中辦事處駱主任慧娟；台灣省工業 

會蔡理事長圖晉；嘉義市工業會陳理事長建言、李總幹事淑娟；彰化縣進 

出口商業同業公會白理事長煌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彰化辦事處陳主任懷 

超；捷聖興業報關股份有限公司詹執行長春龍；開原報關公司張經理麗株 

；山東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台辦徐主任恩祿；山東省泰安市企業與企業家聯 

合會張會長平等蒞臨指導；會中吳理事長仁村致贈「歷屆─理事長、常務 

監事」感謝牌並邀請魏縣長見證；歷屆理事長頒發榮獲「長青企業卓越獎 

」廠商計２３６家；吳理事長仁村頒發榮獲「高爾夫球優勝人員」計１１ 

人獎杯及紀念酒，會後餐敘聯誼（音樂饗宴）。 

4.大陸山東省「泰安市企業與企業家聯合會」訪問團，由張會長平擔任團長 

一行１２人，於１０４年４月２日下午五時參加本會慶祝４０週年聯歡晚 



會，晚會中張會長致贈本會紀念品，吳理事長致贈訪問團感謝牌及紀念酒。 

5.大陸山東省「威海市經貿交流」訪問團，由市台辦徐主任恩祿擔任團長一 

行７人，於１０４年４月２日下午五時參加本會慶祝４０週年聯歡晚會， 

晚會中徐主任致贈本會紀念品，吳理事長致贈訪問團感謝牌及紀念酒。 

6.彰化縣工商投資策進會委託本會辦理「解密科技寶藏科技巡禮～企業參訪 

」活動，於１０４年４月８日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台北市松山文 

創園區產業科技應用體驗展；新竹工業技術研究院。 

7.本會承辦「銷售魅惑學～讓人無法抗拒你與產品」講習，於１０４年４月 

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8.本會承辦「成本分析、控制與降低成本樽節開支技巧」講習，於１０４年 

４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３２人參加。 

9.本會與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辦理「展覽行銷與參展技巧」研討會，於１０ 

４年４月９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由郭副理事長永斌 

、彰化縣工商投資策進會梁總幹事志傑主持，聘請中國輸出銀行台中分行 

經理謝麗卿、外貿協會市場拓展處專門委員陳廣哲等２位老師擔任，計有 

６３人參加。 

10.本會辦理第１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 

於１０４年４月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1.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國內商品展覽「台 

北國際汽機車零配件展」活動，於１０４年４月８日至１１日，假台北世 

貿南港展覽館及世貿展覽館舉行，宅興實業有限公司、美佳交通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耐特橡膠工業有限公司、偉廷密封元件股份有限公司、鈞豐金 

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５家申請補助，陳總幹事永興及陳組長慶龍在活動 

中前往致意。 

12.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５場「企業採購管理與談判議價技巧實 

務」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４月１１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本班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有 

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５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３日結 

訓。 

13.本會辦理５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４月１４日上午 

八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 

喬、張恭維、黃偉良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14.本會承辦「有效運用人力資源管理提升企業經營效益」講習，於１０４年 

４月１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２０人參加。 

15.本會辦理第３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４月１４日至１９日﹝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 



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來文士、伍耀璋、陳 

新福、蔡宗億、廖振魁、陳彥光、劉文峰、張家成、楊昇儒等９位老師擔 

任，有５７人參加。 

16.本會承辦「績優工廠觀摩(２)」活動，於１０４年４月１５、１６日﹝二 

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嵩贊油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縣﹞ 

致贈賴董事長烱彰感謝牌；忠興織帶廠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郭董 

事長元瑾感謝牌；誠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苗栗縣﹞致贈陳董事長雲 

輝感謝牌。宿～兆品酒店（苗栗） 

17.本會辦理第３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管理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０４年４月１６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１人參加。 

18.本會承辦「勞動契約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講習，於１０４年４月１７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周志盛 

老師擔任，有４５人參加。 

19.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６場「問題分析與解決教育」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４月１９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有２７人參加。 

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２４日結訓。 

20.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場「企業財務管理實務」訓練班，結 

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４月１９日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８日開訓，聘請侯 

秉忠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３２人參加。 

21.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企業管理講習及招 

商服務－第１場「領導管理六大職能～團隊共識與凝聚力」講習，於１０ 

４年４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王 

人國老師擔任，有８５人參加。 

22.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４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盛源製網股份 

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23.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４月２３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生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24.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４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上昱大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25.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７場「業務行銷說話技巧及口才」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４月２５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有３０ 

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訂於５月３０日結訓。 

26.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３場「國際展覽與行銷人才」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４月２５日中午一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４日開訓，聘 

請李淑茹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２９人參 

加。 

27.本會辦理第２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４月２８、２ 

９日﹝二天、１６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喬、黃偉良、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 

５０人參加。 

28.本會承辦「中小企業融資暨信用保證基金」說明會，於１０４年４月２８ 

日下午二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吳理事 

長仁村主持，本班聘請臺灣企銀彰化分行襄理黃清林、信保基金中部服務 

中心主任陳昭賢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６２人參加。 

29.本會「第十四屆第四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４年４月２８日下午 

四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８人，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 

會議由張召集人承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 

個議案。 

30.本會辦理第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 

０４年４月２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31.本會承辦「薪資管理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講習，於１０４年４月２９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樓舉行，本班聘請周志盛老師擔 

任，有９１人參加。 

32.本會承辦「製造現場生產計劃與管理」講習，於１０４年４月３０日上午 

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林致賢老師擔任，計有 

８８人參加。 

33.本會承辦「最新營所稅結算申報重點實務解析與新增法令說明」講習，於 

１０４年５月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黃素絹、鄭麗玲、許仕傑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７５人參加。 

34.本會辦理６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５月７日上午八 

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喬 

、張恭維、黃偉良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35.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５月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盛源製網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36.本會承辦「說故事行銷～打造感動人心的故事行銷技巧」講習，於１０４ 

年５月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潘文俊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 

37.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５月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上昱大興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38.本會辦理第１場「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４ 

年５月８日至１７日﹝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伍耀璋、賴俊甫、李忠霖、陳 

永興、戴吉男、戴宗坤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39.本會召開「第１４屆第５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１日上午十一時 

，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吳理事長仁村、陳總幹事永 

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議由游常務監事讚福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40.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１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生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41.本會辦理第４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１日至１７日﹝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 

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桂美俊、陳 

新福、蔡宗億、陳彥光、戴吉男、廖振魁、張家成、楊昇儒等９位老師擔 

任，有６０人參加。 

42.本會辦理「大陸山東威海市經貿交流」訪問團，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２日至 

１５日（四天）由吳理事長仁村擔任團長、郭副理事長永斌、游常務監事 

讚福擔任副團長，有２７人參加。拜訪：威海市人民政府致贈張惠市長紀 

念牌；參觀：錦湖韓亞高爾夫球場、雨潤公司、市規劃館(市民文化中心) 

東部濱海新城考察、南海新區考察。遊覽：牟氏莊園、蓬萊閣景區、古船 

博物館、煙台山公園、張裕葡萄酒文化博物館、月亮灣。 

43.本會召開「第１４屆第６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２日下午 

五時，假皇冠假日酒店﹝山東省煙台市菜山區港城東大街２９９號﹞舉行 

，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２人參加，本會陳總幹事永興、劉 

組長雅云、陳組長慶龍等列席參加。會議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會中作上 

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８個議案。 

44.本會辦理第１場「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５月 

１２日至２８日﹝２１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 

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桂美俊、陳新福、潘美娟、來文士 

、陳金鐘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45.本會承辦「職業災害的法令認知與實務爭議」講習，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３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周志盛 

老師擔任，有３９人參加。 

46.本會辦理「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３、２ 

０日（二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姜俊賢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47.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３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盛源製網股份 

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48.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４場「進出口貿易實務管理」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２４日開訓 

，聘請李淑茹、賴勝文、唐存卓、陳俊茂等４位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 

、１６天、４８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49.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３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上昱大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50.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２場「AutoCAD 電腦輔助製圖實務應用 

」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５月１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業成電腦 

公司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３月１３日開 

訓，聘請王淑妃、郭根男等２位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２４天、７２ 

小時﹞上課，有２６人參加。 

51.本會承辦「採購管理常見１８個疑難處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５月１ 

９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張致莊老師擔任，有６６人參加。 

52.本會辦理第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 

０４年５月１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53.本會辦理７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１日上午 

八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 

喬、張恭維、黃偉良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54.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３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１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生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55.本會承辦「人資主管應備勞務管理法令」講習，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２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謝清風老師擔任，有 

５９人參加。 

56.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０４年彰化縣就業服務聯繫會報」會議，於１０４年 

５月２２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彰化縣政府簡報室舉行，會議由彰化縣長 

魏明谷主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劉署長佳鈞、彰化縣工業會吳理事長仁 

村蒞臨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五個議案，會後 

邀請大葉大學李主任紹毓經驗分享並由魏縣長致贈感謝牌，有４７人出席 

參加。 

57.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５場「企業採購管理與談判議價技巧實 

務」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３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 

４月１１日開訓，聘請張致莊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５小時 

﹞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58.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６場「問題分析與解決教育」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４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４月１９日開 

訓，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計 

有２７人參加。 

59.大陸山東省「威海市經貿旅遊文化交流」訪問團，由劉副市長廣華擔任團 

長一行６人，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５日蒞臨本縣交流訪問。參觀：歐典食品 

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會後於溪湖阿秀羊肉火鍋店宴請與會人員。 

60.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４年５ 

月２６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蔣麗雅老師擔任，有５６人參加。 

61.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１場「 

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７、２８日﹝二天﹞辦理 

，有７６人參加。研習課程～現行外勞政策說明：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處長林麗芳擔任。人口販運及逃逸外勞查緝重點與成效：聘請彰化縣專勤 

隊隊長蔡崇富擔任。勞工作業場所工安應注意事項：聘請林伯森老師擔任 

。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呂副理秀琴擔任。現行外勞管理概況 

與法令(外勞申訴態樣與處理)：聘請勞工處丁怡珍小姐擔任。勞動條件及 

勞動契約：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簡廠 

長維亮擔任。觀摩：誠岱機械廠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潘總經理義 

德感謝牌；正隆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簡廠長維亮感謝牌。 

夜宿～桃園龍潭渴望會館（桃園） 

62.本會承辦１０４年產業安全衛生文化促進活動～第１場「職業安全衛生法 

、附屬暨新訂法規」講習，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孟龍、林志展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８５ 

人參加。 

63.本會辦理「危險物品保安監督人複訓」講習，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８日上 

午八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張 

恭維、沈毓喬等３位老師擔任，有１４人報名參加。 

64.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４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盛源製網股份 

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65.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企業管理講習及招 

商服務－第２場「管理升級合理化改善、管理高效率、部門好體質 SMT 
得來速」講習，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９３人參加。 

66.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生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67.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４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於１０４年５月２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上昱大興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68.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８場「管理幹部五力強化」訓練班，開 

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５月３０日上午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 

﹝白天班、４天、２８小時﹞上課，訂於６月２７日結訓。 

69.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７場「業務行銷說話技巧及口才」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５月３０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４月２５ 

日開訓，聘請黃永猛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４小時﹞上課， 

有３０人參加。 

70.本會辦理第２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６月１日 

至５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陳惠敏、王芷柔、蔣麗雅、姚亭羽、蔡慧美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４６ 

人參加。 

71.本會辦理８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６月４日上午八 

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喬 

、張恭維、黃偉良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72.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場「勞 

工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活動，於１０４年６月４、５日﹝二天﹞辦理，有 

４３人參加。課程研習～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述、作業場所常見災害類型 

預防與職災案例分析探討及相互交流：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觀摩：光陽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莊專員家政感謝牌；台灣國際造船股份 

有限公司﹝高雄市﹞致贈李副理燕強感謝牌。 

夜宿～麗尊酒店（高雄市） 

73.本會承辦「供應商管理與進料管制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６月９日上午 

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師擔 

任，有５１人參加。 

74.本會辦理「慶祝４０週年慶系列活動～端午節澎湖勞軍」活動，於１０４ 

年６月１１日至１３日﹝三天﹞辦理，由吳理事長仁村擔任團長，有３６ 

人參加。慰問：澎防部、空軍馬基隊、軍安總隊 219 工作組、澎湖憲兵隊 

、海軍 146 艦隊、海軍馬支部、成功艦、陸軍偵二連、機步營。遊覽：澎 

湖生活博物館、跨海大橋、通樑古榕、二崁古厝、大義宮、四眼井、天后 

宮、林投公園、奎壁山遊憩區。夜宿～澎湖海悅大飯店 

75.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９場「豐田式生產管理及精實生產」訓 

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６月１４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 

３２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７月１９日結 

訓。 

76.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場「勞 

工安全衛生法令」宣導會，於１０４年６月１６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 



時三十分，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講題：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述 

說明、工安制度建立與落實、機械作業常見災害類型之預防與改善對策、 

職業災害案例分析與探討暨 Q & A 問題研討，本班聘請丘蔚興老師擔任， 

有１１０人參加。 

77.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企業管理講習及招 

商服務－第３場「全方位客訴處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４年６月１６日上 

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永猛 

老師擔任，有１０５人參加。 

78.本會辦理第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於１０ 

４年６月１６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５４人參加。 

79.本會承辦「現場主管走動式管理技巧 MBWA」講習，於１０４年６月１７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陳德望老師擔任 

，有７７人參加。 

80.大陸山東省「泰安市岱岳區山口鎮人民政府」訪問團，由朱副區長麗擔任 

團長一行７人，於１０４年６月１８日上午蒞臨本縣訪問。安排參觀：衛 

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加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會後於富山日本料 

理餐廳宴請與會人員。 

81.本會承辦「企業三軸～利潤不下降、業績不惡化、人才不斷層 SMT 得來 

速」講習，於１０４年６月１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 

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４６人參加。 

82.本會辦理「九寨溝＋黃龍＋若爾蓋花湖＋黃河九曲」觀光之旅，於１０４ 

年６月２３至３０日(８天)辦理，由郭副理事長永斌擔任團長，有３５人 

參加。遊覽：都江堰、羌族博物館、松坪溝、松潘古城、若爾蓋大草原地 

、黃河九曲第一灣、紅原月亮灣、瓦切塔林、黃龍景區、九寨溝景區、九 

寨千古情、熊貓基地、寬窄巷子、川劇變臉、杜甫草堂。 

83.本會辦理第３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６月２３、２ 

４日﹝二天、１６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喬、黃偉良、黃鎮志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 

４９人參加。 

84.本會辦理第５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６月２３日至２７日﹝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 

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柯昭德、丘 

蔚興、楊昇儒、張家成、陳彥光、蔡宗億、廖振魁、劉文峰等９位老師擔 

任，有５９人參加。 

85.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國內商品展覽「 

2015台北國際食品展」活動，於１０４年６月２４日至２７日，假台北 

世貿南港展覽館舉行，龍口食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東鄉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等２家申請補助，本會陳楷明先生在活動中前往致意。 

86.本會承辦「作業基礎制的產品成本（ABC）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 



６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李俊坤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87.本會辦理第４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管理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０４年６月２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５４人參加。 

88.本會承辦「教練式領導技能養成學習營」講習，於１０４年６月２６日上 

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鍾惠玲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89.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０場「品質管理與持續改善應用」訓 

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６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 

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 

８月１日結訓。 

90.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８場「管理幹部五力強化」訓練班，結 

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６月２７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５月３０日開訓， 

聘請陳國課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４天、２８小時﹞上課，有３０人 

參加。 

91.本會辦理第２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 

於１０４年６月２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４７人參加。 

92.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彰化縣青年就業宣導暨留鄉與在地就業研究計畫「焦 

點團體座談會」於１０４年６月３０日上午十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 

，會議由劉秘書淑華主持，彰化縣政府郭科員美足蒞、計畫主持人龔鴻裕 

臨指導，本次邀請學者：蔡文豐、曾耀煌、羅潔伶等３位出席審查。 

會務報告：（１０４年７月～９月) 

1.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１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執行追蹤，於１０４年７月２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假台生實 

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2.本會承辦１０４年產業安全衛生文化促進活動～第２場「職業安全衛生法 

、附屬暨新訂法規」講習，於１０４年７月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 

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羅惠元、林孟龍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９１人 

參加。 

3.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彰化縣青年就業宣導暨留鄉與在地就業研究計畫－第 

２場「焦點團體座談會」於１０４年７月７日上午十時，假本會會議室七 

樓舉行，會議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劉科長彩虹、計畫 

主持人龔鴻裕蒞臨指導並致詞，本次邀請學者：藍春琪、黃德祥、林栢章 

等３位出席審查。 

4.大陸山東省「泰安市人民政府經貿交流」訪問團，由市台辦劉主任衛東擔 



任團長一行７人，於１０４年７月７日下午四時蒞臨本縣交流訪問。安排 

參訪田尾公路花園協會，晚宴由吳理事長安排於富山日本料理餐廳宴請與 

會人員。 

5.本會辦理「食品工廠生產診斷及衛生管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４月７ 

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黃種華老師擔任，有１１人參加。 

6.本會辦理９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於１０４年７月９日上午八時至下 

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喬、張恭 

維、黃偉良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８人參加。 

7.本會承辦「全能會計員培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７月９日上午九時至下 

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權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8.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７月１ 

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蔡慧美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9.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新二代 CEO 執行長之 SMT 戰 

略經營管理得來速特訓營」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７月１１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典禮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本班聘請 

謝明堂老師擔任，有４０人參加。安排﹝白天班、１０天、６０小時﹞上 

課，訂於１１月７日結訓。 

10.本會辦理第２場「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４ 

年７月１４日至２６日﹝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吳金福、柯昭德、李忠霖、 

戴吉男、袁青禾、廖振魁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11.本會承辦「商用中英文書與電子郵件書寫技巧」講習，於１０４年７月１ 

５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珍 

緒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12.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計畫～第２場「 

外籍勞工管理人員」觀摩會，於１０４年７月１６、１７日﹝二天﹞辦理 

，有７６人參加。研習課程～現行外勞政策說明：聘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處長林麗芳擔任。人口販運及逃逸外勞查緝重點與成效：聘請彰化縣警察 

局警務員何岱榮擔任。勞工作業場所工安應注意事項：聘請丘蔚興老師擔 

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一)：聘請李經理大祥擔任。現行外勞管理概 

況與法令(外勞申訴態樣與處理)：聘請勞工處黃永華先生擔任。勞動條件 

及勞動契約：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外籍勞工管理實務分享(二)：聘請藍 

總經理麗花擔任。觀摩：鍾慶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雲林縣﹞致贈鍾董 

事長武宗感謝牌；郁正股份有限公司﹝南投縣﹞致贈藍總經理麗花感謝牌。 

夜宿～杉林溪大飯店（南投） 

13.本會辦理第９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 

７月１６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５４人參加。 



14.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企業管理講習及招 

商服務－第４場「成功的領袖十二項領導策略」講習，於１０４年７月１ 

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 

黃文安老師擔任，有５４人參加。 

15.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７月１ 

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林 

秀敏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16.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９場「豐田式生產管理及精實生產」訓 

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７月１９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 

教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１ 

４日開訓，聘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 

課，有３２人參加。 

17.本會召開「第１４屆第６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０日下午四時三 

十分，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監事有５人，吳理事長仁村、陳總幹 

事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議由游常務監事讚福主持，會中作上次 

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18.本會召開「第１４屆第７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０日下午 

五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２９人 

參加，本會陳總幹事永興、邱專員創福等列席參加。會議由吳理事長仁村 

主持，彰化縣政府勞工處何副處長俊昇、建設處工業科林科長其春、外貿 

協會台中辦事處駱主任慧娟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 

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１個議案。 

19.本會承辦「急單交貨及少量多量的生產管理」講習，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１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柯振南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20.本會辦理第６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２日至２６日﹝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 

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陳新福、伍 

耀璋、蔡宗億、廖振魁、陳彥光、劉文峰、張家成、王仁杉等９位老師擔 

任，有５８人參加。 

21.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方案－第１場「運用正念減壓 

再充電～談壓力與情緒管理」講習，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２日下午七時至九 

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林國勳老師擔任，有７９人參加。 

22.本會承辦「銷售管理系統及生產預測」講習，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３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23.大陸安徽省「安慶市太湖縣人民政府經貿交流」訪問團，由常務副縣長張 

時民擔任團長一行８人，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３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蒞臨本會 

交流訪問，午宴由曾理事俊郎安排於富山日本料理餐廳宴請與會人員。 

24.本會辦理第３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７ 



日至３１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許秀櫻、蔣麗雅、錢美容、姚亭羽、蔡慧美等５位老師擔任，有 

４６人參加。 

25.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防制就業歧視宣導會計畫－第１場「就業歧視態樣之 

探討與禁止規定」宣導會，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８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 

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研習課程～就業歧視態樣之探討與禁止規定、 

就業歧視相關個案分析研討、心得分享及講評，本班聘請黃秀蘭律師擔任 

，有７６人參加。 

26.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４年度事業單位負責人、幹部經營管理計畫－第１場 

「提升幹部日常管理之技巧與執行力」講習，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８日上午 

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李玉輝老師擔 

任，有５４人參加。 

27.本會辦理第１０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 

年７月２９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合成園藝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 

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28.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１場「AutoCAD 電腦輔助製圖實務應 

用」訓練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７月２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業成電 

腦公司教室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本班聘請王淑妃、林志鎰等 

２位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安排﹝夜間班、２４天、７２小時﹞上課 

，訂於９月２３日結訓。 

29.本會辦理１０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於１０４年７月３０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張恭維等 

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30.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場「臨 

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８月１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一時 

三十分，假右新企業社舉行，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31.本會辦理第１１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 

年８月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富味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 

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３４人參加。 

32.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２場「生產管理人員職能提升」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８月１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梁鈺雯老師擔任，有１９人 

參加。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３日結訓。 

33.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０場「品質管理與持續改善應用」訓 

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８月１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６月２７ 

日開訓，聘請羅竹良、陳義欽等２位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３ 

６小時﹞上課，有３０人參加。 

34.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２場「臨 

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８月５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葉群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１４人參加。 

35.大陸山東省「威海市文登區經貿交流」訪問團，由宮區長本杲擔任團長一 

行６人，於１０４年８月５日下午五時蒞臨本會交流訪問，晚宴安排於富 

山日本料理餐廳宴請與會人員。 

36.本會辦理「靈性銷售、能量領導」說明會，於１０４年８月５日下午七時 

至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謝惠玲老師擔任，計有 

１６人參加。 

37.本會承辦第３場「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０４年８月６、７日﹝二天 

﹞辦理，有４１人參加。參觀：金車威士忌酒廠﹝宜蘭縣﹞台灣良塚精工 

股份有限公司﹝宜蘭縣﹞致贈林董事長素珍感謝牌；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宜蘭縣﹞致贈張廠長錦農感謝牌。 

宿～福泰冬山厝會館（宜蘭） 

38.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４年度事業單位負責人、幹部經營管理計畫－第２場 

「企業工時/休息/加班之規劃與爭議預防及處理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 

８月６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７７人參加。 

39.本會與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辦理「善用政府資源開拓海外市場」說明會， 

於１０４年８月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 

由吳理事長仁村、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駱主任慧娟主持，研習課程～運用 

輸銀資源進軍國際：聘請中國輸出銀行台中分行副理鄭秀如；運用貿協服 

務開發市場布局全球：聘請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謝承鳳；網羅全球商機： 

聘請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陳養成；拓展新興市場的捷徑：聘請外貿協會台 

中辦事處廖光蕾；如何參加台灣精品選拔：聘請外貿協會組長劉溥野等５ 

位老師擔任，有６１人參加。 

40.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３場「臨 

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８月７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三口 

井企業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１７人參加。 

41.本會辦理第４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１、１ 

２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 

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喬、黃偉良、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 

４９人參加。 

42.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１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佲鴻實業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張 

國揚等２位擔任。 

43.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４年度事業單位負責人、幹部經營管理計畫－第３場 

「６S 改善活動推展與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１日上午九時三十 

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羅竹良老 

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44.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１ 

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上昱大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 

頃、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45.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節能技術交流及案例經驗分享」宣導會， 

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宣導會由吳理事長仁村、建設處公用事業科陳科長琦維主持，本班聘請 

大葉大學陳宜清教授、崇榮工業技術事務所胡崇頃等２位擔任，有６５人 

參加。 

46.本會承辦２０１５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 

際參展」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２日上午十時，假本會會議室 

七樓舉行，會議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委員：游讚福、鄭有良、盧玉娟、 

陳永興等出席參加，經全體委員核定參展廠商計有： 

2015 德國國際自行車展－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I F A2015 歐洲最大消費性電子展－大通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怡利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墨西哥五金展－峻侑工業有限公司。 

SEMA 美國最大汽車零配件展－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APEX 美國汽車售後零配件展－耀陽實業有限公司、吉豐導線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盛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金 

岱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47.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４場「臨 

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２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亞 

聖營造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陳金川老師擔任，有８人參加。 

48.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５場「臨 

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２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台 

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８１人參加。 

49.本會承辦彰化縣１０４年度事業單位負責人、幹部經營管理計畫－第４場 

「量測儀器檢校實務與管理」研習班，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４、２１日﹝二 

天、１４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姜俊賢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50.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就業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計畫～第１場「就業輔導的關 

鍵技術─問出好問題、個案研討」講習，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４日上午九時 

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統一鹿港文創會館舉行，本班聘請文化大學 

華岡興業基金會職涯諮詢暨測評中心主任邱惠瑄擔任，有１４人參加。 

51.本會承辦２０１５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 

際參展行前」說明會，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４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說明會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有七家廠商、７人出 

席參加，研討內容：行銷彰化 Logo 貼紙、活動成果報告撰寫、活動相片 

、經費請領等。 



52.本會辦理第５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８月１ 

４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錢美容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53.彰化縣政府與本會辦理「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班，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５日至２９日﹝白天班、三天、２１小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盧春火、來文士、柯昭德、陳 

新福、陳金鐘等６位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加。 

54.本會辦理第１２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 

年８月１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陳金鐘老師擔任，有５９人參加。 

55.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６場「臨 

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７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一 

時三十分，假福祿紡織帆布漂染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 

，有１８人參加。 

56.本會承辦２０１５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參加國 

際參展」記者會，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７日上午十一時，假彰化縣政府縣長 

室三樓舉行，記者會由魏縣長主持，邀請吳理事長仁村、外貿協會台中辦 

事處主任駱慧娟致詞，本會游常務監事讚福、鄭監事有良、盧理事玉娟、 

陳總幹事永興及廠商代表佳承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郭永斌、大通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王英隆、吉豐導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振聰、 

盛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林靜燦、耀陽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邱建民、 

為升電裝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黃奇賢、峻侑工業有限公司經理蕭志全等 

出席參加；會中由魏縣長頒贈行銷彰化 Logo 標誌由吳理事長仁村代表接 

受，屆時參展廠商將 Logo 貼紙張貼於參展廠商展覽廠所，會後由魏縣長 

帶領與會人員參觀七家廠商提供參展產品展示。 

57.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８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58.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執行追蹤，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假上昱 

大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59.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８ 

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銘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0.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３場「貿易英文寫作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本班聘請李淑茹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 

加。安排﹝夜間班、１４天、４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８日結訓。 



61.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節能分享活動」觀摩會，於１０４年８月 

１９、２０日﹝二天﹞辦理，有４３人參加。參訪：大葉大學﹝彰化縣﹞ 

由賴董事長東明代表致贈侯主任秘書雪娟感謝牌，活動內容：節能簡報、 

現場參訪、交流討論；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由陳董事長登吉 

致贈吳組長聯芳感謝牌，活動內容：節能減碳簡報、經驗交流、廠區參觀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宿～陽光大飯店（高雄市） 

62.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９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台彰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3.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９ 

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益澄塑膠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張國 

揚等２位擔任。 

64.勞動部主辦、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０４年度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 

方案「低頭族常見身體警訊與因應」講座，於１０４年８月１９日下午七 

時至九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黃睦升老師擔任，有７６人參 

加。 

65.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０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鉅正壓鑄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6.本會辦理第１場「IS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標準改版」說明會，於１０４ 

年８月２０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本班聘請張正平老師擔任，有５５人參加。 

67.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執行追蹤，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０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假台生 

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68.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０ 

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宇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9.本會辦理第１３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 

年８月２０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70.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４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展穩伸銅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71.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１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４ 

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六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72.本會辦理第７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４日至３０日﹝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 

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伍耀璋、丘蔚興、陳 

新福、楊昇儒、陳彥光、廖振魁、蔡宗億、張家成、戴吉男等９位老師擔 

任，有５９人參加。 

73.本會辦理第４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４ 

日至２８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台灣百和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本班聘請許秀櫻、錢美容、姚亭羽、蔡慧美、蔣麗雅等５位老師擔任 

，有３０人參加。 

74.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企業管理講習及招 

商服務－第５場「品管新七工具應用精修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５ 

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曾敬一老師擔任 

，有８４人參加。 

75.本會辦理第２場「ISO９００１：２０１５標準改版」說明會，於１０４ 

年８月２５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本班聘請張正平老師擔任，有４２人參加。 

76.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４場「稅務會計實務」訓練班，開訓 

典禮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５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本班聘請施筱婷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安排﹝夜間班、１２天、３６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６日結訓。 

77.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２場「勞 

工安全衛生法令」宣導會，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６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二 

時三十分，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禮堂舉行，講題：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 

述說明、企業工安制度建立與落實、機械作業常見災害類型暨墜落危害之 

預防與改善對策暨 Q & A 問題研討，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０８ 

人參加。 

78.本會承辦「目標管理決策與工作績效的執行提升」講習，於１０４年８月 

２６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戴冠程老師 

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79.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７場「臨 

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６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時 

三十分，假加保保麗龍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８人 

參加。 

80.本會辦理第３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 

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６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賴俊甫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81.本會辦理１１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７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張恭維等 

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82.本會辦理第５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管理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講習，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83.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就業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計畫～第２場「就業心理諮詢 

與輔導技巧、個案研討」講習，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７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 

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全球職涯發展 

師訓練師楊鎧宇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84.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第２場「企業診斷 

及諮詢服務」執行追蹤，於１０４年８月２７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假盛源 

製網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陳美怡擔任。 

85.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防制就業歧視宣導會計畫－第２場「就業歧視態樣之 

探討與禁止規定」宣導會，於１０４年９月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研習課程～就業歧視態樣之探討與禁止規定、就 

業歧視相關個案分析研討、心得分享及講評，本班聘請黃秀蘭律師擔任， 

有７５人參加。 

86.本會「第十四屆第五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４年９月２日下午五 

時，假富山日本餐廳舉行，出席委員有１０人，吳理事長仁村、陳總幹事 

永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張召集人承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 

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87.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８場「臨 

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３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台育 

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２人參加。 

88.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９場「臨 

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４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力霸 

起重工程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89.本會組團參加「泰安市百名台協會長泰安行啟動儀式暨泰安市台資企業協 

會成立２０週年慶典」活動，於１０４年９月６日至９日，由吳理事長仁 

村擔任團長、游常務監事讚福擔任副團長，有１２人參加。活動內容：慶 

典活動晚會、泰安投資合作洽談會。本會並與泰安市企業與企業家聯合會 

簽訂交流合作備忘錄。 

90.本會承辦「２０１５彰化縣媽祖遶境祈福～產業策展活動」說明會，於１ 

０４年９月８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廠商代 

表４７家、４９人參加，說明會由陳組長慶龍主持並作工作說明報告。 

91.本會承辦「問題反映與分析解決能力」講習，於１０４年９月９日上午九 

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黃清亮老師擔任 

，有３７人參加。 

92.本會辦理「外語教育訓練及貿易開發協助」說明會，於１０４年９月９日 



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珍緒老師擔 

任，有１６人參加。 

93.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２場「勞 

工安全衛生觀摩宣導」活動，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０、１１日﹝二天﹞辦理 

，有４４人參加。課程研習～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述說明、作業場所常見 

災害類型之預防及職災案例分析探討及相互交流：聘請丘蔚興老師擔任。 

觀摩：台益豐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致贈秦總經理錫鋒感謝牌；勞動部 

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工安特展﹝新北市﹞致贈翁張銘老師感謝牌；三陽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新竹縣﹞致贈王主任鵬志感謝牌。 

夜宿～成旅晶贊飯店（新北市） 

94.本會承辦「協助中小企業參與全民節電行動」宣導說明會，於１０４年９ 

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 

張建輝、林容堂、邱文禮、王茂榮等４位老師擔任，有４３人參加。 

95.本會辦理第３場「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４ 

年９月１１日至１８日﹝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 

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丘蔚興、柯昭德、吳金福、李忠霖、 

戴吉男、袁青禾、廖振魁等７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96.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０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假高元裕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７人參加。 

97.本會承辦２０１５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 

加國際參展及看展」資格審查會議，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４日上午九時，假 

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會議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委員：游讚福、鄭有良 

、盧玉娟、陳永興等出席參加，經全體委員核定看展廠商及人員計有： 

今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游耀福副董事長 

信翁五金股份有限公司─曾文彬總經理 

盛源製網股份有限公司─游信川經理、蘇容璉經理 

羽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楊昌山董事長、許耀成顧問 

承成塑膠廠股份有限公司─李承憲經理、巫淑民副理 

坪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王堯德經理、王瑟斯行政助理 

萇信有限公司─洪金永總經理、周益福經理 

98.本會辦理第８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４日至２０日﹝１８小時﹞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 

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林 

柏森、楊昇儒、廖振魁、張家成、蔡宗億、劉文峰、陳彥光等９位老師擔 

任，有５８人參加。 

99.本會承辦第１場「１０４年度彰化縣產政學團隊縣外交流就業促進計畫」 

活動，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５至１６日﹝二天﹞辦理，有７１人參加。產學 

合作參訪～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市﹞由彰化縣政府戴參議瑞文主 

持，議題研討及 Q & A─討論六個議題，會後致贈蔡處長永富感謝牌及紀 



念品。產政學就業促進綜合座談暨意見交流～經濟部工業局新北產業園區 

服務中心，由彰化縣政府戴參議瑞文主持，議題研討及 Q & A─討論七個 

議題，會後致贈新北產業園區服務中心傅主任惠生感謝牌及紀念品；吳理 

事長仁村致贈新北市廠商發展促進會王理事長清水感謝牌及紀念品。 

宿～翰品酒店（桃園市） 

100.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額進用計畫－第１場「職務 

再設計之補助暨諮詢服務宣導」說明會，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５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舉行，有３０人參加。研習課程～身心 

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額進用相關法規及解釋：聘請督導曹敏君擔任。身 

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內容與案例介紹：聘請委員梁英男擔任。認識 

職工福利相關法令及職工福利委員會成立輔導：由縣政府勞工處黃于恩小 

姐說明。 

101.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方案－第２場「打造好人氣～ 

建立良好人際關係」講座，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６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假本 

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潘雨青老師擔任，有１１２人參加。 

102.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績優工廠觀摩」活 

動，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６日～１７日辦理，有４２人參加。觀摩：保聯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劉管理長明弘感謝牌；台灣創意金屬股份 

有限公司﹝台南市﹞致贈胡廠長瑞益感謝牌；政益食品有限公司﹝屏東縣 

﹞致贈蔡總經理佳益感謝牌。 

宿～陽光大飯店（高雄市） 

103.本會承辦「生產規劃、排程與控制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７日上 

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 

請歐陽秀山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104.本會辦理第２場「I S O９００１：２００８內部稽核員」訓練班，於１０ 

４年９月１７、２３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王聖同老師擔任，有２５人參加。 

105.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１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７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 

允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加。 

106.本會辦理「會員聯誼知性之旅」活動，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８～１９日辦理 

，有４２人報名參加。遊覽：台東黑森林公園、小野柳、三仙台、林田山 

林業文化園區、砂卡噹步道、七星潭風景區、後山故事館、花蓮酒廠、搭 

乘麗娜輪。 

夜宿～台東文旅會館（台東）力麗哲園（花蓮） 

107.本會承辦第２場「１０４年彰化縣就業服務聯繫會報」會議，於１０４年 

９月１８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假彰化縣政府簡報室舉行，會議由陳副縣 

長善報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四個議案，會後 

邀請彰化師範大學就輔組組長劉晉嘉經驗分享並由陳副縣長致贈感謝牌， 

有４６人出席參加。 



108.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２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８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 

裕瑞福工業有限公司舉行，聘請丘蔚興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09.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３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１９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 

文賀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７人參加。 

110.本會辦理第５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１ 

日至１０月２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本班聘請許秀櫻、蔡慧美、蔣麗雅、錢美容、王芷柔等５位老師擔任 

，有３６人參加。 

111.本會辦理第１４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 

年９月２１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112.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５場「美編創意視覺設計實務」訓練 

班，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１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業成電腦公司教 

室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本班聘請郭文棋老師擔任，有２６人 

參加。安排﹝夜間班、１４天、４２小時﹞上課，訂於１０月２６日結訓。 

113.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節能分享活動」觀摩會，於１０４年９月 

２２、２３日﹝二天﹞辦理，有４１人參加。參訪：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 

司﹝彰化縣﹞由彰化縣政府楊文傑先生代表致贈董副總經理原興感謝牌， 

活動內容：節能績優案例解說、經驗交流、廠區參觀；逢甲大學﹝台中市 

﹞由彰化縣政府楊文傑先生代表致贈鄭總務長明仁感謝牌，活動內容：節 

能績優案例及能源管理組織運作介紹、現場參訪、交流討論；芳洲窯業股 

份有限公司﹝桃園市﹞由彰化縣政府楊文傑先生代表致贈陳總經理萬進感 

謝牌，活動內容：節能績優案例解說、經驗交流、廠區參觀。 

宿～翰品酒店（桃園市） 

114.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４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假興中台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１１人參加。 

115.本會辦理「成功銷售激勵與行銷管理技巧」講習，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３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葉瑋群老 

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116.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１場「AutoCAD 電腦輔助製圖實務應 

用」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３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業成電 

腦公司教室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７月 

２９日開訓，聘請王淑妃、林志鎰等２位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２４ 

天、７２小時﹞上課，有２６人參加。 

117.本會辦理１２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４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張恭維等 



２位老師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118.本會辦理「投保單位、保險對象有效節省二代健保及勞保保費規劃實務」 

講習，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４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 

，本班聘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６９人參加。 

119.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就業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計畫～第３場「協助歷程與助 

人技巧、個案研討」講習，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４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十 

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諮商心 

學系教授曾麗娟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120.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５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４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 

時三十分，假三永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２８ 

人參加。 

121.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額進用計畫－第２場「職務 

再設計之補助暨諮詢服務宣導」說明會，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５日上午九時 

至十二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有６２人參加。研習課程～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定額進用相關法規及解釋：聘請督導曹敏君擔任。身心障礙 

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內容與案例介紹：聘請委員梁英男擔任。認識職工福 

利相關法令及職工福利委員會成立輔導：由縣政府勞工處劉科長幸芬擔任。 

122.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６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５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 

延陵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８人參加。 

123.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７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２６日下午一時至四時，假 

丞賀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１３人參加。 

124.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８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９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假凱泰建機有限公司舉行，聘請伍耀璋老師擔任，有４人參加。 

會務報告：（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２月) 

1.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１９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 

時，假晟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６人參加。 

2.本會辦理第６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 

日至４日﹝白天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日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教室 

舉行，本班聘請蔡慧美、王芷柔、姚亭羽、錢美容等４位老師擔任，計有 

３３人參加。 

3.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６場「企業採購管理實務」訓練班， 

開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本班聘姜正偉老師擔任，有２４人參 

加。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訂於１１月２８日結訓。 



4.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２場「生產管理人員職能提升」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３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日 

開訓，聘請梁鈺雯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６天、３６小時﹞上課，有 

１９人參加。 

5.彰化縣政府主辦、本會承辦「２０１５彰化縣媽祖遶境祈福～產業策展活 

動」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３日至９日﹝七天﹞每天下午四時至十時，依序輪 

流安排於北斗─奠安宮、二林─仁和宮、芳苑─福海宮、彰化─南瑤宮、 

芬園─寶藏寺、社頭─天門宮等六處，由４５家廠商輪流辦理。 

6.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２０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假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７人參加。 

7.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１場「資遣通報宣導」 

講座，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會 

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有８０人參加。研習課程：企 

業資遣員工之合法性與資遣程序、資遣態樣分析、Q&A 問題研討。 

8.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２１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６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假宏元米廠舉行，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１４人參加。 

9.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２２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６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四 

時三十分，假金順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計有 

７人參加。 

10.本會辦理「西班牙＋葡萄牙～陸地盡頭、海洋開始～方舟領航駛向英屬直 

布羅陀」觀光之旅活動，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６至１８日，由郭副理事長永 

斌擔任團長、林監事杏回、蕭監事錦來、施省代表永傳擔任副團長，計有 

３３人參加。西班牙～遊覽：哥倫布廣場、普拉多美術館、西班牙廣場、 

古羅馬水道橋、塞哥維亞大教堂、塞哥維亞阿卡薩城堡、皇宮、托雷多阿 

卡薩城堡、風車村、SANTOTOME 教堂、托雷多大教堂、英屬直布羅陀、 

米哈斯白色山城、聆聽欣賞－佛朗明歌秀、阿罕布拉皇宮區、阿拉伯式宮 

廷花園、商業廣場、勝利之門、貝倫塔、航海發現者紀念碑、傑若米莫修 

道院、奎爾公園、聖家族教堂、米拉之家。葡萄牙～遊覽：阿卡薩城堡、 

黛安娜神殿、艾佛拉大教堂、LA GIRALDA 塔、艾佛拉人骨教堂、洛卡岬 

十字紀念碑、古城牆、奧比多斯古城、仙達皇宮、畢卡索美術館、蒙朱伊 

克山、奧林匹克運動會會場、蘭布拉斯大道。 

11.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４場「稅務會計實務」訓練班，結訓 

典禮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６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２５日開訓，聘 

請施筱婷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１２天、３６小時﹞上課，有３０人 

參加。 



12.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３場「貿易英文寫作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８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典禮由劉秘書淑華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８月１８日開訓 

，聘請李淑茹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１４天、４２小時﹞上課，計有 

３０人參加。 

13.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 

２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上昱大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 

胡崇頃、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14.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 

２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展穩伸銅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15.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２３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二時至五時， 

假麥箖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８３人參加。 

16.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３場「勞 

工安全衛生法令」宣導會，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３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十 

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會禮堂舉行，講題：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概述說 

明、企業工安制度建立與落實、感電危害暨機械作業常見災害類型之預防 

與改善對策暨 Q & A 問題研討，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１０３人參 

加。 

17.本會辦理第５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３、 

１４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喬、黃偉良、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４８人參加。 

18.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 

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佲鴻實業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19.本會承辦「有效制定年度計畫與目標管理系統」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０月 

１３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20.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 

３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宇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21.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 

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 



頃、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22.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 

４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鉅正壓鑄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23.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防制就業歧視宣導會計畫－第３場「就業歧視態樣之 

探討與禁止規定」宣導會，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４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 

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研習課程～就業歧視態樣之探討與禁止規定 

、就業歧視相關個案分析研討、心得分享及講評，本班聘請何志揚律師擔 

任，有７２人參加。 

24.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節能技術交流及案例經驗分享」宣導會， 

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宣導會由盧理事玉娟、建設處公用事業科陳科長琦維主持，本班聘請 

逢甲大學電機系何子儀副教授擔任，有６２人參加。 

25.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 

５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六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 

頃、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26.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 

５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銘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27.本會承辦「家族企業蛻變八金鑰～家族企業經營競爭力提升實務班」講習 

，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范松清老師擔任，有２６人參加。 

28.本會辦理第１５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 

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健生實業股份有 

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３６人參加。 

29.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２４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假振楠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４人參加。 

30.本會承辦彰化縣政府１０４年度勞工安全衛生宣導觀摩計畫～第２５場「 

臨廠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７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假巧新玻璃明鏡有限公司舉行，聘請林柏森老師擔任，有２２人參加。 

31.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企業管理講習及招 

商服務－第６場「研發人員管理技巧實務訓練」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０月 

１９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鄭朝仁老師 

擔任，有７０人參加。 

32.本會辦理第９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１９日至２２日﹝白天班、１８小時﹞假豐禾健 

康蔬果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桂美俊、柯昭德、蔡宗億、 

陳彥光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33.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額進用計畫－第３場「職務 

再設計之補助暨諮詢服務宣導」說明會，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九 

時至十二時，假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有４２人參加。研習課程～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額進用相關法規及解釋：聘請督導曹敏君擔任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服務內容與案例介紹：聘請委員梁英男擔任。 

認識職工福利相關法令及職工福利委員會成立輔導：由縣政府勞工處黃于 

恩小姐說明。 

34.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 

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台彰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 

頃、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35.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２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 

０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益澄塑膠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張 

國揚等２位擔任。 

36.本會辦理「卓越的當責力～從負責到當責的應用與落實」講習，於１０４ 

年１０月２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廖文福老師擔任，有３３人參加。 

37.本會辦理第１０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５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蔡宗億、劉 

文峰、陳彥光、楊昇儒、廖振魁、張家成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38.本會辦理１３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２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 

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５０人參加。 

39.本會承辦「職災預防案例分享及勞動檢查企業因應事項」座談，於１０４ 

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 

聘請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科長吳春林擔任，計有 

３４人參加。 

40.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就業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計畫～第４場「職涯評量工具 

運用、個案研討」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６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 

四時十分，假救國團員林青年育樂中心舉行，本班聘請日月知識股份有限 

公司專案經理林重儀擔任，有１５人參加。 

41.本會辦理第１６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 

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６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桂美俊老師擔任，有５８人參加。 

42.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５場「美編創意視覺設計實務」訓練 



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６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業成電腦公司 

教室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９月２１日 

開訓，聘請郭文棋老師擔任，安排﹝夜間班、１４天、４２小時﹞上課， 

有２６人參加。 

43.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企業管理講習及招 

商服務－第７場「落實存貨日盤點與零存貨設計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 

１０月２７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佘通 

權老師擔任，有８０人參加。 

44.本會承辦「政府補助研發暨行銷推廣計畫」說明會，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 

７日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說明會由吳理事長仁村、亞洲大學林產學長田富、優思整合顧問公司陳總 

經理袽琪共同主持，本班聘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SBIR 專案辦公室專員楊 

婷羽、CITD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辦公室經理陳淑琴、經濟部工業局 

創新平台輔導計畫辦公室專員翁筱琪、經濟部技術創新專案辦公室專員林 

昭秀、經濟部商業司 SIIR 服務創新研發計畫辦公室專員張葦嘉、優思整合 

顧問公司陳總經理袽琪擔任，有４９人參加。 

45.本會召開「第１４屆第７次監事會議」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７日下午四時 

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監事有４人，吳理事長仁村、陳總 

幹事永興、劉組長雅云列席參加。會議由游常務監事讚福主持，會中作上 

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２個議案。 

46.本會召開「第１４屆第８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７日下 

午五時，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理監事、工協代表、省代表有１９ 

人參加，本會陳總幹事永興、劉秘書淑華、黃組長振芳等列席參加。會議 

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彰化縣政府勞工處何柯處長俊昇、建設處工業科林 

科長其春、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駱主任慧娟等蒞臨指導並致詞，會中作上 

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工作報告並討論１３個議案。 

47.本會辦理「採購作業流程與管控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８日上 

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張耀勝老師 

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48.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彰化縣政府補助辦理職業訓練「堆高機操作人員」訓 

練班，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８日至３１日﹝白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柯昭德、桂美俊、楊昇儒、張家 

成等５位老師擔任，有２９人參加。 

49.本會辦理第４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 

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８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今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１９人參加。 

50.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２場「資遣通報宣導」 

講座，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２９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 

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蔡文晃老師擔任，有８５人參加。研習課程： 

企業資遣員工之合法性與資遣程序、資遣態樣分析、Q&A 問題研討。 



51.本會辦理第６場「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暨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在職教 

育訓練」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３０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 

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柯昭德老師擔任，有４１人參加。 

52.本會辦理「建立好人脈～習禮、食在有禮、社交餐酒禮儀」講習，於１０ 

４年１０月３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李淑茹、朱柏將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７人參加。 

53.本會辦理第７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２ 

日至６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 

班聘請陳惠敏、詹君怡、蔡慧美、蔣麗雅、錢美容等５位老師擔任，計有 

３９人參加。 

54.本會承辦２０１５彰化縣產業國際參展輔導計畫案「輔導縣內廠商組團參 

加國際參展及看展」活動，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２日至１１日（十天）辦理 

，由吳理事長仁村擔任團長、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主任駱慧娟擔任專業顧 

問，有３２人參加。舊金山～拜會：舊金山台灣貿易中心，致贈葛經理雅 

蕾感謝牌；矽谷美華科技商會致贈李會長垣麟感謝牌。拉斯維加斯：安排 

AAPEX ２０１５美國汽車售後零配件展。洛杉磯～拜會：駐洛杉磯臺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致贈夏處長季昌感謝牌；駐洛杉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 

濟組致贈陳副處長銘師感謝牌；洛杉磯台灣貿易中心致贈李主任惠玲感謝 

牌；考察彰化廠商 Cataria International Inc 致贈曾總經理俊雄感謝牌。 
55.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３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鉅正壓鑄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56.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３ 

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銘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57.本會辦理第４場「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訓練班，於１０４ 

年１１月３日至８日﹝夜間班、５天、１８小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丘蔚興、柯昭德、吳金福、李忠霖、廖振魁、戴吉男等 

６位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58.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４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佲鴻實業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張 

國揚等２位擔任。 

59.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０月４ 

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宇展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0.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５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台彰纖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1.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５ 

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益澄塑膠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張國 

揚等２位擔任。 

62.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６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上昱大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 

崇頃、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3.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６ 

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展穩伸銅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4.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新二代 CEO 執行長之 SMT 戰 

略經營管理得來速特訓營」訓練班，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７日下午 

三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典禮由盧理事玉娟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 

班於７月１１日開訓，聘請謝明堂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１０天、６ 

０小時﹞上課，有４０人參加。 

65.本會辦理第６場「急救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１０４年 

１１月９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姚亭羽老師擔任，有３５人參加。 

66.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節能技術交流及案例經驗分享」宣導會， 

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 

行，宣導會由郭副理事長永斌、建設處公用事業科陳科長琦維主持，本班 

聘請台灣化學纖維公司麥寮廠廠長林介一、台積電公司晶圓十五廠經理歐 

人華等２位擔任，有６６人參加。 

67.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１ 

０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假士中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 

頃、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8.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第３場「中小企業節能診斷」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１ 

０日下午二時至五時，假六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行，聘請顧問師胡崇頃 

、張國揚等２位擔任。 

69.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彰化縣資遣通報宣導計畫～第３場「資遣通報宣導」 

講座，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三十分，假彰化縣工業 

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齊燕魯老師擔任，有９０人參加。研習課程： 



企業資遣員工之合法性與資遣程序、資遣態樣分析、Q&A 問題研討。 

70.本會辦理第５場「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講習， 

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１１日下午六時至九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 

，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４４人參加。 

71.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工作計畫～企業管理講習及招 

商服務－第８場「生產排程規劃與優質控管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１ 

月１２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陳義欽老 

師擔任，有１０１人參加。 

72.本會辦理１４場「防火管理人員複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１２日 

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 

張恭維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３９人參加。 

73.本會辦理第１７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 

１０４年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六時三十分至九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 

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陳新福老師擔任，有５７人參加。 

74.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度就業服務人員專業訓練計畫～參訪企業或就服相關單 

位二日制活動，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１４、１５日﹝二天﹞辦理，有４０人 

參加。研習課程～認識憂鬱症及正念認知治療：聘請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 

丁主任碩彥擔任。１０４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執行經驗分享：聘請彰化 

縣埔鹽鄉大有社區發展協會吳理事長素秋擔任。就業市場政策及趨勢：聘 

請彰化縣政府勞工處林處長麗芳擔任。多元就業開發－創新思維：聘請苗 

栗縣南庄鄉東河社區發展協會余經理成益擔任。參訪：瓦祿產業文化館。 

夜宿～兆品酒店（苗栗縣） 

75.本會辦理第６場「防火管理人員初訓班」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１７、 

１８日﹝二天、１２小時﹞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六 

樓舉行，本班聘請吳政桐、沈毓喬、黃偉良、張恭維等４位老師擔任，有 

３３人參加。 

76.本會辦理「新世代商業會計規範～企業會計準則解析」講習，於１０４年 

１１月１８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林明 

壽、邵朝彬等２位老師擔任，有８０人參加。 

77.本會承辦第２場「１０４年度彰化縣產政學團隊縣外交流就業促進計畫」 

活動，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１８至１９日﹝二天﹞辦理，有７５人參加。產 

學合作參訪～油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市﹞舉行，由彰化縣政府勞工 

處何副處長俊昇主持，議題研討及 Q & A─討論八個議題，會後致贈張副 

理祥麟感謝牌及紀念品。產政學就業促進綜合座談暨意見交流～經濟部工 

業局關田工業區服務中心，由彰化縣政府勞工處何副處長俊昇主持，議題 

研討及 Q & A─討論八個議題，會後致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黃秘書章一感謝牌及紀念品；致贈經濟部工業局官田工業區服務中心陳主 

任志華感謝牌及紀念品；致贈南臺科技大學產學中心林執行長玫君感謝牌 

及紀念品；官田工業區廠商協進會曾理事長國璽紀念品。 

宿～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台南市） 



78.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計畫「企業診斷輔導成果」發 

表會，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四時至四時五十分，假富山日本料理 

餐廳舉行，發表會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有２５８人參加。會中邀請盛源 

製網股份有限公司游經理俊哲，報告：管理改善提升品質及產品價值；台 

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張經理翔葳，報告：一個無可取代的位置；上昱大興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劉特助昱禎，報告：精心、細心、用心、稱心上昱大興 

～塑造您的歡心等３位作成果發表及經驗分享，會後由吳理事長仁村頒發 

３家廠商「企業經營精進獎」獎牌。 

79.本會承辦彰化縣節能推廣示範計畫～加強中小能源用戶節能推廣分項工作 

委託專業服務案計畫「節能成功案例分享」講座，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２０ 

日下午四時五十分至五時二十分，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２５８人 

參加。邀請榮成紙業股份有限公司二林廠董副總經理原興擔任。會後頒發 

「節能達人」台彰纖維股份有限公司黃董事長焜明紀念品(平版電腦)。 

80.本會承辦１０４年「中小企業生產力４.０之發展策略」講座，於１０４年 

１１月２０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六時十分，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 

２５８人參加。邀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葉處長雲龍擔任。 

81.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彰化縣中小企業輔導服務計畫「與首長有約座談會」於 

１０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下午六時十分至六時四十分，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 

舉行，有２５８人參加。座談會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邀請彰化縣政府魏 

縣長明谷、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葉處長雲龍、建設處陳處長詔慶、勞工處林 

處長麗芳、法制處黃處長耀南、環保局林副局孟弘、社會處王副處長蘭心 

及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葉處長雲龍等列席與會，有７個提案發問。 

82.本會辦理「彰化縣１０４年慶祝工業節」表揚大會，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２ 

０日下午六時四十分至八時三十分，假富山日本料理餐廳舉行，有２５８ 

人參加。典禮由吳理事長仁村主持，邀請魏縣長明谷、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葉處長雲龍、建設處陳處長詔慶、勞工處林處長麗芳、法制處黃處長耀南 

、環保局林副局孟弘、社會處王副處長蘭心、立法委員王惠美、立法委員 

林滄敏、外貿協會台中辦事處駱主任慧娟等蒞臨指導，會中魏縣長明谷頒 

發本縣「優良廠商」１００家獎牌暨頒發本會承辦「２０１５年花在彰化 

」產業策展活動感謝牌，會後餐敘聯誼。 

83.本會承辦第３場「１０４年彰化縣就業服務聯繫會報」會議，於１０４年 

１１月２５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假彰化縣立圖書館四樓舉行，會議由陳副 

縣長善報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四個議案，會 

後邀請彰化就業服務中心王珮琳小姐、明道大學藍主任春琪、中州科技大 

學陳相訓先生經驗分享並由陳副縣長致贈感謝牌，有４６人出席參加。 

84.本會承辦提振中小企業經營能力專案計畫「績優工廠觀摩」活動，於１０ 

４年１１月２６、２７日﹝二天﹞辦理，有４２人參加。參觀：台灣櫻花 

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蔡副總經理文書感謝牌；宏遠紡織生態工業 

園﹝台南市﹞致贈蔡經理介雲感謝牌；琨蒂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 

﹞致贈魏執行長平穎感謝牌。宿～關子嶺統茂溫泉會館（台南市） 



85.本會承辦產業人才投資方案計畫第１６場「企業採購管理實務」訓練班， 

結訓典禮於１０４年１１月２８日下午三時三十分，假本會職訓中心教室 

六樓舉行，典禮由陳總幹事永興主持並頒發結業證書。本班於１０月３日 

開訓，聘請姜正偉老師擔任，安排﹝白天班、５天、３０小時﹞上課，有 

２４人參加。 

86.本會辦理「法定工時、加班補休及休假等變革解析及因應對策」講習，於 

１０４年１２月１日上午九時至下午四時，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 

請簡文成老師擔任，有１２０人參加。 

87.本會辦理「年度營運計畫與預算編製實務」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２月３日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請侯秉 

忠老師擔任，有３０人參加。 

88.本會辦理第１８場「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班」講習，於 

１０４年１２月６日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假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舉行， 

本班聘請林志昌老師擔任，有８９人參加。 

89.彰化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主辦、本會承辦「１０４年學習成長暨廠商觀 

摩」活動，於１０４年１２月８日辦理，有４３人參加。參觀：忠興織造 

廠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市﹞致贈許廠長振昌感謝牌；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 

全衛生研究所勞工安全衛生展示館﹝台北市﹞致贈翁專員張銘感謝牌。 

90.本會辦理「全方位成本控管與降低成本技巧應用」講習，於１０４年１２ 

月８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禮堂四樓舉行，本班聘 

請羅竹良老師擔任，有２８人參加。 

91.本會辦理第１２場「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班，於１０４年１２月１６日至２０日﹝夜間班、１８小時﹞假本會 

職訓中心教室六樓舉行，本班聘請丘蔚興、柯昭德、陳新福、蔡宗億、廖 

振魁、陳彥光、楊昇儒、劉文峰、林俊宏等９位老師擔任，有６０人參加。 

92.彰化縣工業會跨業交流聯誼會於１０４年１２月２７日中午十一時，假全 

國麗園大飯店舉行「第１７、１８屆會長」交接典禮。典禮由吳會長錫銓 

主持，交接典禮由盧理事玉娟監交，新任第１８屆會長黃信育，本會致贈 

活動經費２萬元，有２００多人出席參加，會後餐敘聯誼。 

93.本會「第十四屆第六次會訊編輯委員」會議，於１０４年１２月２９日下 

午四時三十分，假本會會議室七樓舉行，出席委員有１０人，陳總幹事永 

興、黃組長振芳列席參加。會議由張召集人承宗主持，會中作上次會議決 

議案執行情形報告及討論一個議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