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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程序暨配當表 

時 間 內 容 地 點 主 持 人 

1500-1510 主席致詞 

漢翔航空公司 

翔園文康中心

102 會議室 
理事長 

1510-1630 

各委員會報告、商情

分析、專案報告及上

次會議辦理情況 

說明 

1630-1650 會務及財務報告 

1650-1700 中場休息 

1700-1730 提案討論（計 4 案） 

1730-1740 公會理事遞補作業 

1740-1750 臨時動議 

1750-1800 主席結論 

1800-2000 餐敘 翔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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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第九屆第十次理監事會議紀錄 

時 間：1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 1500 時 

地 點：漢翔翔園文康中心（102 會議室） 

應出席人員： 

一、本會全體理事 21 位（實到 15 席、請假 6 席） 

二、本會全體監事 5 位 （實到 5 席、請假 0 席） 

列席人員： 

一、 本會全體候補理事共 1 位(候補監事出缺) 

      劉禎氣、林文偉榮譽顧問 

二、 主 席：胡開宏理事長 

司 儀：龔美旭總幹事  

壹、報告事項(報告人：龔總幹事) 

一、各委員會及專案報告 

二、公會會員現況 

三、會務工作報告 

四、財務報告 

貳、提案討論（計 4 案） 

一、新進會員審議(共 8 家) 

二、第九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資料審議 

三、本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 

四、108 年度現金收支表、現金出納表、財產清冊、資產負債表、

收支決算表、基金收支表及工作報告 

參、公會理事遞補作業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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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各委員會報告： 

1. 國際合作 

2. 智慧製造 

3.工業合作 

4.人力資源 

5.國機國造 

6.商情蒐集小組 

7.漢翔專案報告（計2案） 

二、公會會員現況： 

截至 109年 11月 10日為止，本會現共有團體會員120

家，其中正式會員93家，其中一級會員31家、二級會員

8家，三級會員11家、四級會員11家，五級會員32家

及贊助會員27家。  

三、會務工作報告   

(一)109 年本會國內外航展與會議規劃： 

 吉 隆 坡 國 際 航 太 商 務 會 議 (2020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AerospaceBusiness Convention, KLIABC) 

 吉隆坡國際航太商務會議預劃於今年11月17-20日於馬來

西亞吉隆坡舉行，目前仍視全球疫情是否趨緩，尚未取消，

因此各航太廠家仍在觀望中。 

 (二)本會 109 年例行會議規劃： 

1. 第九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預劃於12月11日（五）舉行。 

2. 依往例本屆各次理監事會議，輪流在各理監事公司舉辦，歡

迎各位理事、監事提供場地。願意提供會議場地，以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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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參訪的會員廠家，請逕與公會聯絡。 

3. 另依工業團體法施行細則第29條以及本會章程第47條規

定：「工業同業公會理事監事均應親自出席理事會議及監事

會議，不得委託他人代理，除公假外，連續請假二次，以缺

席一次論，如連續缺席滿二個會次者，視同辭職，由候補理

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請各位理監事儘可能出席各次理監

事會議。 

(三)本會 2020 航太產業白皮書製作 

   （林仲璋副教授、施純傑協助）： 

1.為建立我國航太產業與政府之間溝通的管道，發展航太工業

良善的社會環境，公會擬於110 (2021)年台北航展期間發布 

2021年台灣航太產業白皮書  (下稱：產業白皮書)。 

2.有關白皮書內容之構成，現擬以工業局出版之生技產業白皮

書為參考，並依產業特性與公會現況，規劃以航太產業為定

義、考量特性、發展概況（IATA、Boeing、Airbus）、台灣

航太產業發展概況、我國航太產業政策與發展策略（協調航

太小組協助，並與國際合作、智慧製造、人力資源、工業合

作、國機國造) 執行相關配套措施，完成後續規劃作業。 

(四) 110 年本會國內外航展與會議規劃： 

1.西雅圖國防航太供應商峰會 (Aerospace & Defense 

Supplier Summit Seattle) 

   西雅圖國防航太供應商峰會預劃於2021年3月15至17日，地

點在美國西雅圖舉行。此會展預估有超過800家廠商參與，

主辦單位依照參與廠商意願，安排商務洽談，應是我國防航

太廠商切入歐美國防航太供應鏈，開拓國際市場最適切的場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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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 擇 美 國 投 資 高 峰 會 (2020SelectUSA Investment 

Summit)  

   選擇美國投資高峰會預劃於2021年6月6至9日，地點預劃在

華盛頓特區華盛頓希爾頓酒店。經濟部將依循往例組團參

加，後續將掌握報名時機，亦請會員有意願參與者向公會報

名(公會將積極為參與會員爭取經費補助)。 

3.法國巴黎航展（法國巴黎） 

   預劃2021年6月21至27日，法國巴黎國際航空展（PARIS 

AIR SHOW）是世界航空工業最重要的盛會，與范保羅航

展、新加坡航展並稱為世界三大航空展。巴黎航展擁有100

多年的歷史，是航空業領袖和業界精英優先選擇的匯合場

所。該航展創造了世界其它任何地方都無法比擬的業界相

聚、發現新品和開展商務的平台，請各位可參考需求，並設

置攤位，踴躍報名參展。 

4.國防航太產業航空展(中部地區)  

   預劃暫訂於2021年8月中旬，將結合年度軍事基地開放，於

中部地區辦理展示，預劃可提供重型、大型裝備更完善的展

示空間，此次可能包含民航機、國軍各飛行機型表演等動態

表演及靜態展示外，也邀請國內各航空產業供應鏈等協助廠

商依據分區展出攤位，以瞭解國內航太產業流程，進而結合

全民國防之需求。 

5.歐洲航空內裝展（德國漢堡） 

   預劃2021年8月31至9月2日，德國展方同意沿用今年攤位

及場地規劃至明年執行，原參與會員計有漢翔、台灣懷霖、

喬福及佳和等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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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 

   預劃2021年9月16至18日，首度移師至台北南港展覽 1 館

辦理，可提供重型、大型裝備更完善的展示空間。此次也包

含國際無人系統展、新增航太扣件區、航太工具機區、軍規

部品及訓練用具區，協助廠商依據分區展出，增加買主洽商

便利性。 

7.航太論壇及產業白皮書發表會（台北南港展覽館1館） 

   預劃2021年9月17、18日配合台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

舉辦多場論壇、產業研討會及航太產業白皮書發表會，以協

助與會廠商及會員擴增專業知識與市場趨勢。 

8.歐洲國際機場設施和技術及服務展覽會（德國慕尼黑） 

   預劃於2021年11月16至19日舉行，在去（2019）年 總共

有來自111個國家, 13,854位行業專業人士到場參觀; 654家

參展商。產品類別包括，地面支援設備、地面勤務以及機場

建設和安裝的關鍵領域、展示機場室內規格、陳設、建築構

件等設計項目，並涵蓋航站樓運營、基礎設施和技術設施，

包括實現現代、交互性機場所需的所有IT解決方案，請各位

可參考需求，並設置攤位，踴躍報名參展。 

9.本會將積極協助會員辦理參展相關事宜，並循往例留用10%

之補助金額作為專案管理費用。 

(五)政府法令宣導： 

截至 11 月 10 日計有 40 件政府宣達案件，均已電子郵件發

放全體會員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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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務報告： 

本會109年度經費至10月31日止，累計上期(108年)結轉新台

幣8,725,424元，收入新台幣4,181,098元整，經費支出新台幣

2,535,028元整，收支相抵結餘計新台幣10,371,494元整。請

詳見： 

附件 12：109 年現金收支表。 

附件 13：109 現金出納表。 

附件 14：109 財產清冊。 

附件 15：109 資產負債表。 

決議：以上報告均知悉



第 8 頁、共 36 頁 

 

貳、提案討論： 

第一案 

新進會員審議(計 8 家公司申請) 

寶藝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加入本會，提請審議 

 丸榮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加入本會，提請審議 

 今盈齒輪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加入本會，提請審議 

 鎧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加入本會，提請審議 

 仕嘉運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加入本會，提請審議 

 統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加入本會，提請審議 

 發得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加入本會，提請審議 

 台灣亞瑟國際驗證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加入本會，提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會員廠商名冊」及「第九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名冊」，提

請審議 (如附件 1、2)  

說明： 

(一)依人民團體選舉罷免法第五條規範：人民團體理事、監

事及會員代表之選舉或罷免，應由理事會在召開會議十

五日前，審定會員 (會員代表) 之資格，造具名冊，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更換時亦同。 

(二)本會已於 109 年 10 月 15 日依據所屬會員就其原派之

會員代表是否續派或改派提出書面聲明，完成會籍總清

查造具「會員廠商名冊」及「第九屆會員代表名冊」，

本案依公會章程第 34 條第 1 款規定，理事會負責審定

會員代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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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本會章程第十四條、十五條會員代表須為會員廠家之

負責人、經理人，或現任職員。且不得有判刑、禠奪公

權、及受禁治產及破產之宣告者。 

(四)經審查本會會員代表均符合資格。 

辦法：提請理事會審定，並報內政部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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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本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提請審議 

說明：依公會章程第 34 條第 9 款規定，理事會負責審訂會務年度

計畫及預決算並追蹤及檢討其執行進度與成果。本會 110

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如附件 3 及 4)。 

辦法：提請理事會審議，列入第九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議決。 

決議： 

第四案 

案由：108 年度現金收支表、現金出納表、財產清冊、資產負債表、

收支決算表、基金收支表及工作報告，提請審議 

說明：本會 108 年度現金收支表、現金出納表、財產清冊、資產

負債表、收支決算表、基金收支表及工作報告（詳如附件 5、

6、7、8、9、10、11）。 

辦法：已於第九屆第七次理監事會議審核通過，列入年底第九屆第

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討論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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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會理事遞補作業 

一、前理事王智永先生於 109 年 11 月 1 日離開永虹先進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總經理乙職，同時間原任理事職務出缺。 

二、依據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 27 條規定：「人民團體理事、監事

出缺時，應以候補理事、候補監事依次遞補……｣。 

三、依排名序由候補理事黃繼輝總經理接任理事乙職，並頒發理事證

書。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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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會員廠商名冊~120 家 

附件 2：第九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名冊~274 員 

附件 3：110 年工作計畫 

區分 類別 項目 工作內容 備註 

業務 

國際

交流

與航

展 

一、2021 歐洲

內裝展 

二、2021 台北

國際航太

暨國防工

業展 

三、2021 歐洲

機場設施

及地勤裝

備展 

四、參與國際

航太商務

洽談會 

五、在台辦理

商務洽談

會 

1. 申請國貿局經費補助，集合業界相關廠商

參展，邀請國外相關製造廠家及潛在客戶

進行洽商，以拓展國際市場。 

2. 組團參加各國航太商務洽談會，安排與航

太相關產業供應鏈各階層廠家之進行商務

洽談，以爭取商機。 

3. 爭取在台辦理航太商務洽談會議，建立本

會會員與各國航太相關業者合作商機。 

 

專案

計畫 

受委託之專案

服務計畫 

1.接受政府法人委託，進行產業發展相關議

題之研究。 

 2.配合政府法人，協助推展政府智慧化生產

與產學合作相關之計畫 

 

航太廠商意見

綜合調查及業

界服務計畫 

1. 進行廠商能量及發展方向需求調查。 

2. 提供廠商進行中小型國際合作資訊。 

3. 協助舉辦國內外航空展覽。 

4. 協助廠商運用政府獎勵措施。 

公會負責廠

商邀展事宜 

委託服務 
配合廠商需求，有關邀請外賓、公關、調查

等相關活動之服務項目等。 

專案協助辦

理 

建議 參加或舉辦法 有關我國航太工業發展政策、法令規章等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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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類別 項目 工作內容 備註 

法令

法規

制/修

訂 

令 法 規 研 制

（修）座談會 

題，結合產官學研舉辦研討會、座談會或公

聽會等，以尋求共識，提供產業政策與意見

反映。110 年以關注「國防產業發展條例」

通過後之相關規範制定為主要工作。 

資訊

服務 

航太公會中英

文網站資料更

新及補充 

1. 公會中、英文網站上資訊的即時發佈，如：

公會活動、會員廠商資料及動態、國際航

展及國際航太會議等。提供最新、最快之

國內外航太產業資訊服務。 

2. 針對本會會務活動、國內外航太產業相關

訊息、會員廠商動態等做即時性報導。 

 

會務 

法定

會議 

理監事會議 

全年召開理監事會議 4 次，規劃於 2 月、5

月、8 月及 11 月各召開乙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 

 

會員代表大會 
預定每年召開 1 次，規劃於 11 月底或 12 月

初（或結合航太產業論壇）舉行。 

 

非法

定會

議 

航太產業暨政

策論壇 

辦理國際航太研討會，邀請國際航太廠商參

加，分享最新航太產業現況，全球航太發展

趨勢等資訊，並安排會員與國外廠家交流互

動，進行商務洽談。本年度規劃結合台北國

防航太展舉行。 

 

會務

管理 

會員服務 

1. 代表本會會員向行政機關反映產業發展現

況，以及需要政府協助事項。 

2. 協助本會會員申請經濟部科技專案、工業

局主導性開發計畫、國防部軍備局軍品釋

商計畫，工業合作計畫參與及運用。 

3. 辦理與國防部、經濟部定期產官（學）交

流會議，俾使公會會員瞭解國防部需求，

使政府認識民間產業能量。 

4. 資訊提供及其他相關事宜。 

 

會員廠商聯繫 

1. 洽請理監事出席會員廠商重要會議及活

動。 

2. 會員廠商基本資料更新。 

3. 會員廠商之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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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 類別 項目 工作內容 備註 

總務 

事務

管理 

財務

管理 

會員代表聯繫 
1. 會員代表基本資料更新。 

2. 重要活動邀請參加。 

 

有關單位公益

性活動 
配合相關單位辦理。 

 

會所設備維護 

1. 房屋及設備保持清潔、堪用，發揮功能。 

2. 定期保固、維護及安全合用。 

3. 財產資料登記完整。 

 

財務行政 

1. 編製年度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書。 

2. 辦理各項委託專案計畫經費之核報。 

3. 財務管理電腦化。 

 

員工

福利 

全民健保及勞

工保險 
援例繼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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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10 年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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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08 年現金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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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08 現金出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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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08 財產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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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108 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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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108 收支決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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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108 基金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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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08 工作報告 

台灣區航太工業同業公會 108 年度工作報告 

一、業務報告： 

   108 年參加國內外會展成果歐洲航空內裝展(Aircraft Interior 

Exposition, AIX 2019)歐洲航空內裝展於四月 2-4 日於德國漢

堡舉行，本會漢翔航空、福基創新材料、藝術達科技材料、鉝

太精密工業等四家會員以台灣館形式參展。漢堡航空內裝展為

全球規模最大的專業航空內裝展，今(2019)年為第 20 屆舉辦，

本次航空內裝展超過 550 家公司或機構參展，展出各類航空內

裝和機上娛樂與服務系統的最新產品，全球各航空公司及相關

專業廠商之高階主管與專業人士超過 18,000 人與會。Boeing

與 Airbus 預測未來 20 年交機量達 37,000 架以上，航空公司

平均每 4~8 年會進行改艙及更換座椅，改艙座椅需求為新飛機

的 1.5 倍，預計將有接近 2,000 萬張座椅的需求。2018 年全

球商用航空座椅整體市場產值超過 80 億美元，依據

MarketsandMarkets 機構的市場預測，未來航空座椅市場將

以每年 7.25%成長，預估至 2025 年將達到 100 億美元規模。

此次展覽以國產首張符合 16G 規範與防火防煙等嚴格的航太

認證測試的航空座椅為主，其中福基產製航空座椅特殊椅布、

鉝太產製座椅塑膠零組件、藝術達產製高科技座椅耐燃透氣衡

溫棉，漢翔負責航空座椅結構及整合，是首次以完整供應鏈模

式出展。 

1. 台美國防工業論壇(Taiwan-US Defense Industry Forum)

第二屆「台美國防工業論壇」於五月8-9日於中科院龍園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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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論壇目的在於媒合我國國防相關產業與美國國防合約商

的合作與供應鏈之鏈結。本次會議採邀請參加方式

(Invitation only)舉行，同時也不接待媒體。參加本次會議

的美國廠商包含 Lockheed Martin、Raytheon、BAE 

Systems、NGC、Honeywell、Collins Aerospace、Cubic、

SNC、AMS Group等。雙方會議期間討論熱烈，針對我產

業如何成為美國國防產業供應鏈之議題雙方已形成共識，認

為是創造雙贏之舉。具體執行建議包含: 

(1)透過對美軍事採購，協商在地製造組裝，並爭取建立售後

服務能量(After Market Services)。 

(2)參與美方研發計畫，爭取分配一定比例系統件製造機會。 

(3)我方產製之系統或次系統件，交由美國國防合約商代為整

合、包裝及行銷。 

惟美方也提醒，我產業在成為美國防產業供應鏈之前，除須

具備研發、製造、品管等基本能力之認證之外，也要在安全

維護(人安、資安、物安)，法遵責任義務(Compliance and 

Due Diligence)等領域做好準備。本次會議首次安排商務洽

談，但因規劃時間短絀，致使執行上不如預期。明年活動須

及早準備規劃。 

 

2. 2019巴黎航展(PAS 2019) 

本展是航太產業最重要航展之一，展覽規模最大、參加廠商

最多、歷史最為悠久(首屆於1911年舉行，已超過百年歷

史)。今年參展廠商來自49個國家，超過2400家，其中有150

家新創航太公司參展，使用展區125,000平方公尺，現場展

示各式飛機140架。觀展人數超過315,000人，包含來自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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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國的305個訪團，顯示航太產業蓬勃之發展，以及航太產

業對未來商機的信心。依據航展前美國波音公司公布的未來

20年航太市場需求(CMO 2019-2038)顯示，未來20年新機

需求有44,000架，其中單走道客機需求超過70%。航空製

造業商機6.8兆美元，航空維修後勤等服務業商機有9.1兆美

元。今年為第53屆巴黎航展，本會循往例組成台灣館參加。

包含漢翔航空、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敏鈞精密、東台集團、

豐達科技、油順精密等6個單位參加。此次參展各單位均收

穫豐富，展覽期間與既有及潛在客戶進行商務洽談，開拓業

務範圍，並也在展場上收集最新市場訊息，做為未來航太產

業營運的參考。尤其是漢翔航空簽署了三項採購合約，擴展

了漢翔航空國際合作領域。另外，本會也首次與法國航太公

會(GIFAS)在巴黎航展中進行交流對話，是本會自2015年參

加巴黎航展以來，首次與航展主辦單位法國航太公會進行雙

邊交流對話活動；這次交流主要是透過駐巴黎代表處與經濟

部國貿局、外貿協會等單位協助航太公會協調聯繫共同促

成。雙方交流約有40餘人參加，本會漢翔航空、國家中山

科學研究院、敏鈞精密、東台集團等，均在會議中簡報各自

公司能量以及主要產品；法方航太廠商 AeroTech、

Aquarese、NYCO、Thales、Trescal等公司代表與台灣參

加人員積極互動建立認識與彼此瞭解。另外法國航太公會也

主動宣布規劃籌組航太產業訪問團於10月赴台灣參訪，進

行雙方更進一步交流合作；本會也表達高度歡迎，並允諾給

予最大協助，確保法方參訪成果豐碩。本次巴黎航展明確地

展現了全球航太產業發展趨勢。特別是以節能減碳為訴求的

電動及油電或混合飛機，成為媒體報導焦點之一。例如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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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航太新創公司 Eviation Aircraft 推出一款電動飛機，

使用鋰電池帶動三具螺旋槳，可以以每小時500英里的速度

飛行650英里。另外引人注目的是，下一代戰機的發展，包

含德法兩國合作的隱形戰機(FCAS)，土耳其的第五代戰機

(TFX) 均以全尺寸模型展出。當然此次航展中最受關注的仍

然是波音與空巴在民航機銷售上的競爭與比較。波音受

B737MAX兩次空難的影響，自今年三月起訂單即不見起

色。所幸，此次航展英國航空集團IAG，宣布了採購200架

B737MAX的意圖，算是展現了對波音公司B737MAX未來

獲得適航許可的信心。但是與空巴相較，波音的訂單仍是落

後許多。展覽期間也獲得吳志中大使及我駐法國代表處相關

人員蒞臨展場慰勉工作同仁，所有台灣館參展團隊均備感振

奮。 

 

3. 台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TADTE) 

本展於八月15-17日在台北世貿第一展覽館舉行。本會依往

例負責航太產業館的展出。今年參加會員包括:漢翔航空、

敏鈞精密、經緯航太、均利科技、科力航太、震昇科技、豐

兆航太、富達航大、穎明工業、睿信航太、亞洲航空、瀛海

國際，以及美商貝宜系統(BAE Systems)等13家公司。本會

在政府「國防自主」與「國機國造」政策下，以高教機為展

出主軸，展出的品項包含自製高教機機體零組件、航太發動

機零組件、各式無人機、航太生產設備、航太扣件、空用電

子系統、紅外線偵蒐裝備，以及16G航空座椅等。特別是漢

翔航空自主開發的16G航空座椅今年獲得美國民航局的設

計許可證書(LODA)，漢翔航空於展覽期間舉辦授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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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航局代為轉頒證書，並邀請座椅供應商觀禮。本會在展

覽期間與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共同舉辦「台加航太技術

交 流 研 討 會 」， 加 拿 大 參 與 廠 家 有 IMP/Cascade 

Aerospace、L3 Harris、P&W Canada 等公司，並分別簡

報各自業務，以及與我國產業合作意願；我會會員漢翔航

空，亞洲航空，以及空軍航發中心等也相應提出報告，期待

能建立合作的交集與共識。本次交流活動成功吸引國內外專

業人士參與研討，有效帶動我航太產業與國際的接軌。 

 

4. 勇鷹高教機出廠典禮，我國國機國造政策下的第一個計畫，

新式高級教練機，於九月24日在漢翔航空沙鹿廠區舉行出

廠典禮，由總統蔡英文親自主持，政府各相關部會官員，以

及公會參與計畫之會員均受邀觀禮。在典禮之外，會場也展

出中科院研發的地面輔助訓練系統 (GBTS) 與我國自製零

組件。包括飛行模擬器及後勤維護電腦輔助教學系統，顯示

後續高教機的操作維護與性能提升，大部分均能自我掌控。

新式高教機自民國106上半年開工，整合全國航太供應鏈共

同努力，在僅僅兩年多的時間，完成首架原型機順利出廠，

再加上地面輔助訓練系統的開發完成，在在展現出我國航太

產業眾志成城，團結無間的意志，以及整體產業之卓越能

量。期待明年六月首飛成功，穩固地打下「國機國造」的根

基，開創後續國防自主、國機國造計畫的永續發展契機。 

 

5. 名古屋航太商務洽談會(Aeromart Nagoya, Japan) 

名古屋航太商務洽談會於九月24-26日在名古屋舉行，本會

中興電工、公準精密、豐達科技、燁鋒輕合金及漢翔航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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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參加。另航太小組亦派員參與全程活動。活動首日為論

壇，會議開始由名古屋市長致開幕詞，隨後由經產省代表以

及愛知縣政府官員報告對當地航太產業發展的前瞻規劃。再

由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空中巴士與波音等公司簡報各公司

的業務現況與前瞻。後續兩日則為商務洽談會，各參與會員

廠家均有約15場的商務洽談場次，活動緊湊豐富。  

(1)經產省簡報目前日本航太產業以波音 777 與 787 兩款機

型的零組件製造為主。在機體部分，777 的 21%以及 787

的 35%在日本製造。發動機方面，Trent1000 以及 GEnx

的 15%在日本生產，Trend 800 及 GE 90 的 10% 在日本

製造。此外，日本也自己發展區間客機，三菱航空的 Space 

Jet 預計 2020 年交機 (ANA 為初始客戶 Launch 

Customer)。該型機引擎使用普惠 GTF、空電使用 Collins 

Aerospace、液壓系統使用 Parker Aerospace、內裝及座

椅使用 Zodiac、飛行操控面以及機腹整流罩則由我國漢翔

航空提供。此外，日本經產省也分別與波音、空巴及賽風

(Safran)簽署合作協議，協助日本廠商與該兩家廠商共同

開發未來航太科技以及擴大生產製造合作領域。同時經產

省也協助辦理國際論壇、航太研討會、商務洽談會等，鼓

勵日本廠商與歐盟及美加等國系統商合作發展航太系統。

另外在供應鏈的培養方面，將以建立中小企業聚落

(Cluster)方式，讓中小企業以群聚互補效益進入全球第二

層供應鏈(Tier-2)，這也是我國產業可學習之處。 

(2)主辦單位愛知縣政府簡報地區航太產業發展願景，以名古

屋市為中心建設成為亞洲最大航太產業聚落為目標，最終

以建立繼美國西雅圖以及法國土魯斯(Toulouse)之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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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全球航太產業重鎮。具體作為包括：設立航太產業特

區、提供優惠稅率、制定特別規定，以及提供優惠協助等。

另外也包含協助新進公司獲得認證、進行商務媒合、提供

航太人力培育發展、技術研發、產學合作等作為。為達成

上述目標，特別於 2018 年 8 月成立「愛知/名古屋航太集

團(Aichi-Nagoya Aerospace Consortium)」負責推動相

關業務。該集團包括政府單位，相關產業協會以及具有相

關系所之大學，共 11 個單位。 

(3)此外，波音、空中巴士、三菱重工、以及川崎重工等均分

別提出報告。波音公司強調平均 65%的造機成本來自於向

全球供應鏈的採購；包括 58 個國家、12,400 個供應商，

每年採購金額約 600 億美金。波音公司鼓勵供應商能與他

們一起展望未來，共同創造可持續競爭的優勢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並期待供應商能

夠認同波音追求卓越的理念、保持財務狀況的健全、分享

業務管理的知識、提供各自供應鏈詳細資料，以及瞭解各

自產品如何支持波音之業務發展。 

(4)空中巴士全球採購策略，以成本價值(Value for cost)、工

業合作 (Industrial cooperation)、供應鏈策略 (Supply 

chain strategy)、金融避險(Currency hedging)，國家風

險管理(Country risk management )等因素綜合考量。同

時也呼籲區域供應鏈進行垂直整合，並相信這個做法將使

東亞地區所有供應鏈廠商共同受益。空巴也強調與日本之

合作，平均每年自日本採購約 1 億歐元的航太零組件，在

品質與交期上均達到 Tier 1 的最高水準。同時也與日本政

府(產業與學界)進行多項科技開發案如電氣化、環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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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先進材料等。空巴也強調歡迎供應商與其在創新科技

進行合作，以因應航太產業未來之挑戰。 

(5)三菱重工報告該公司在航太生產智慧化領域的突破，以移

動式治具取代固定式治具方式 (Multi-Panel Pulse 

Assembly Line)，克服民航機機體組件製造自動化的困

難。川崎重工也強調智慧化生產管理，以提高效率及良率，

也強調航太人才之培育(與岐阜大學及名古屋大學合作)為

主要努力方向。 

 

6. 歐洲機場設施及地勤裝備展(Inter Airport Europe 2019)歐

洲機場設施及地勤裝備展於十月8-11日在德國慕尼黑舉

行。該展每兩年舉辦一次，本會近年來均未缺席。今年該展

有約700家廠商參展，參觀人數將超過1萬3,000人次。本會

台灣懷霖工業等四家會員參加展出。 

 

7. 台法航太產業交流會議，延續本會在巴黎航展首次與法國航

太公會交流對話之成效，今年第二次台法交流會議於十月

14-15兩日分別在漢翔航空翔園，以及桃園機場諾富特華航

機場飯店舉行。14日活動以航太製造為主，15日以MRO為

主，兩日活動均安排台法廠商進行一對一的商務洽談會。本

次出席台法交流活動的法商由法國航太公會負責國際事務

的 副 處 長 Mr. Cedric Post 帶 領 ， 包 括 Textpart 

Technologies(鋁材加工)、Style and Design (航太內裝設

計行銷)、Loiretech (模具治具製造)、Latecoere (線束與航

電機匣製造)等公司。負責居中協調全案的是法國在台協會

商務處。本次交流會議是雙方首次以商務洽談為主要內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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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法商來台之前，即已經詳列各公司來台時與我會交流

之需求，以及期待洽談之廠商類型。因此在本會會員報名之

後，便能很快的完成各個商務洽談的安排。本次活動進行順

利，本會參與會員均表示這是一個相當務實的商務交流方

式，也將是本會未來與各國航太公會進行交流的範本與模

式。 

 

8. 2019台灣航太產業與政策論壇 

(1)年度航太產業論壇已於 12 月 6 日在漢翔公司翔園舉行完

畢。本次論壇區分「全球航太產業趨勢的前瞻」、「航太智

慧機械與製造之發展」以及「國防產業發展條例下的航太

產業機遇」等三個場次；每一場次均邀請政府官員、產業

領袖以及學者專家提出報告、同台討論，並接受與會人員

提問回答問題。今年同時也請到空中巴士公司亞太區採購

副總裁 Mr. Albert VARENNE 擔任專題演講。 

(2)胡理事長於開幕典禮特別提出「全球航太產業趨勢與挑

戰」專題報告，指出年度成長預估因中美貿易戰、及貿易

保護主義趨勢影響，實際產值下修約 21%。我產業也將持

續面臨之先進國家智慧化生產、後進國家人力成本優勢、

以及國際航太大廠對品質、交期、成本、透明化等要求日

益嚴苛等多項挑戰。因此，特別提出「強化公會組織」、「促

進國際交流」、「整合產業供應鏈」、「加強與政府溝通」以

及「有效運用工合資源」等五項作為以為因應，期待我產

業同仁能踴躍支持。 

(3)在全球航太產業趨勢與挑戰部分，工業局呂正華局長闡明

政府航太產業推動策略，包括: 推動擴大內需市場、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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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航空合作、建立航空品保驗證體系、建立航空供應鏈

體系以及籌建關鍵核心技術等五大重點。成功大學李偉賢

院長說明航空運輸業電氣化、數位化、無人化的趨勢，以

及航太製造先進物質(Smart Materials)、基層製造與工業

4.0 的發展。亞航盧天麟董事長介紹航太維修市場的前景，

指出未來全球單走道飛機及雙走道長程飛機佔有主要的

MRO 市場，強調單走道飛機有超過 8 成的維修支出來自

於發動機翻修及壽限件更換。漢翔羅清溪副總經理總結說

明航太市場榮景持續商機無限，但須因應市場變化及挑戰

改變思維，聚焦數位化發展以及破壞性創新技術，並以智

慧製造以及供應鏈整合，來因應未來嚴峻的競爭及挑戰。 

(4)在航太智慧機械與製造之發展部分，行政院科技顧問葉哲

良執行秘書強調，政府推動國防航太產業發展的具體作

為，是透過「產創領航計畫」以生產機具國產化，以及生

產線整線智慧化為目標；另透過國機國造計畫，追求國防

航太產業自主、推動產業技術升級、以及建立系統整合能

量。工研院智慧機械科技中心陳來勝執行長指出，機械雲

端與 5G 等發展趨勢，均是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發展上須

掌握的契機。漢翔航空研發長分享漢翔航空導入智慧製造

成果之分享，未來將運用 AI 持續精進，並協助國內機械廠

商開發航太專用工具機台。中興大學周至宏副校長介紹航

太智慧製造之發展的現況，並指出 AI、5G、以及數位雙胞

(digital twin)等發展，均是未來智慧製造必須掌握之機會。 

(5)在國防產業條例產業機遇部分，國防部資源司康世宗處長

強調，國防產業發展條例施行後，依法可對產業提供獎勵

及補助，協助廠商取得國外原廠認證與國際接軌，具有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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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產業供應鏈，拓展國際合作商機之功效。國防大學法律

系田力品教授指出，國防產業發展條例之通過與後續執

行，將對航太產業產生龐大關聯效果，對周邊產業如金屬

精密加工、材料、電子資訊等，可產生技術升級、帶動產

品高值化的之效應。華錫鈞基金會邢有光董事長期許未來

航太產業能依據國防產業發展條例的指導，透過工業合作

計畫之執行，進入全球國防產業市場與客戶共同開發新產

品、引進新生產技術、開拓新產能，連結國內供應鏈，增

加協力廠商及周邊產業之就業機會，促進人才培育與發

展，提升台灣整體的競爭優勢。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齊立

平所長指出，依新法政府可輔導廠商取得國外原廠認證，

有助於零組件外銷的衍生效益，同時放寬政府採購法之限

制，列管軍品可採用限制性招標或選擇性招標；但由於國

內目前仍然缺乏驗證與認證標準，廠商不易切入市場；且

國防品項樣多、量少、質精、價昂，廠商投資意願仍取決

於訂單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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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109 年現金收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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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109 現金出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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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109 財產清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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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109 資產負債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