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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岡山廠

公司簡介

43年成立為空軍技

術局，58年改為航空工

業發展中心隸屬空軍，

7 2年改隸國防部中山

科學研究院，奉准研發

IDF戰機，85年改制為

經濟部「漢翔航空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103
年改為民營化並股票上

市，營業之主要項目為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

業」，改制後的漢翔以

市場為導向，朝向企業化、民營化及國際化方向發

展，經營策略也從軍用航空轉型為軍民通用。引擎機

匣製造技術能力已獲國際引擎大廠高度肯定，目前

生產機匣皆為市場主要引擎機種，成為亞太地區少

數兼具研發、系統整合、測試及製造能量供應商。

以當責、創新、專注、顧客導向的經營理念，

塑造公司優良企業文化，極力推動精實Lean作業、

A-Team 4.0，以進一步開發高值化航空產業製程，

引領我國航空發動機產業的不斷升級，成為區域發

動機製造體系的運籌中心，並以精湛的製造技術和

專業完美的品質來滿足全球客戶的顧客需求，追求

卓越、創造鼎足世界的競爭力，成為世界一流航太

發動機製造專業技術中心。

在環保議題與油價高漲之壓力下，輕型、省

油、減少碳排的飛機引擎已成為全球民用航空產

業新趨勢，清潔生產、綠色採購為重要關鍵。配合

國際飛行器節能減碳環保訴求，發動機之設計、研

發，大量採用強度高重量輕的合金材料，輔導下游

廠商建制環境管理系統，建立國內堅強協力體系，

結合民間企業，透過優勢分工，提升整體競爭力，

共同承接國際民用業務。

The Ai r  force Technology Bureau was 
established in 1954 and renamed as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enter,(AIDC), affiliated 
to Air Force, in 1969.  AIDC was later subsid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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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National Chung-Shan Institute of Science 
& Technology,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in 
1983, when the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 
(IDF) development project was approved. In 1996 
AIDC was restructured to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reporting to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since then AIDC were 
in alignment with the market trend and moved 
towards industr ia l izat ion, pr ivat izat 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Meanwhile AIDC adjusted the 
business strategy from military aviation oriented 
to both military and commercial aviation engaged.  
AIDC’s engine case manufacturing capability has 
been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top international 
engine manufacturers.  The case production 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ain engines in the market.   
AIDC is the minority suppliers in Asia Pacific 
zone, capable of combining all the capabilities of 
Research & development, systematic integration, 
test and manufacturing.

Our business concept primarily focuses on 
accountability, innovation, dedication and customer 
orientation to shape excellent corporate culture. 

We strive to promote Lean and A-Team 4.0 
operation to further develop the high-value aviation 
industry process and lead the national aviation 
engine industry to continue on upgrading.   With 
the efforts, AIDC has become the operation center 
of the regional engin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lso meet the global customer needs with exquisite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and professional 
perfect quality.  Pursuing excellence and crea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that makes us stand out in 
the world, AIDC expects to become the world's 
leading aerospace engine manufacturing core of 
competence. 

Under the burde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and fuel price rise, the aircrafts and 
engines with the Light, fuel-efficient, green energy 
reduction design have become the global civil 
aviation industry orientation. Cleaner production 
and green procurement are the essential factors.   
Reacting towards the call for energy saving, carbon 
red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engin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widely utilizes the super 
alloy of high strength and light weight.  AIDC 

enthusiastically assists the sub-tier suppliers to 
establish environmental control system and build up 
the firm domestic collaboration system.  By linking 
together with the domestic enterprise and working 
separately per individual advantage, it help enhance 
the overall competitiveness for mutually pursu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business.

環安團隊基本資料

團隊領袖／ 林南助總經理、何保華副總經理、 
王欽漢處長

團隊成員／ 黃俊仁副處長、曾嘉敏組長、 
林阿守組長、侯憲欽經理、侯淑琴、

何宛臻及環安組成員、環保專責團隊

環保政策及理念

承諾組織管轄下環境資源之保護、永續經營並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積極推動。

1.  遵守環境保護法令規定，落實各項環境保護工

作。

2.  致力清潔生產、資源回收，使環境永續經營。

3.  推動節能減碳、環境教育，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近8年連續榮獲經濟部、環保署、勞動部、國健

局、高雄市府等第24屆-26屆企業環保獎、節能減碳

植物自導說明 建立濕式洗滌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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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標章績優獎及特優獎、全國職業安全衛生優良

單位五星獎、健康職場績優獎，顯見於各方面努力

已受國內外之肯定。

重要環保措施及效益

一、環境保護規劃及管理

(一) 自發性溫室氣體盤查

岡山廠 1 0 4年度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為

19,272.730噸CO2e。
控管措施：岡山廠104年度執行之控管措施

1.天然氣管路埋設工程（燃料替代）；2.機匣二

課冰水機汰舊換新工程；3.機工一課冷卻水塔散

熱片更換等9處。

(二)  106年通過ISO14001 2015年版環境管理系統，

進行源頭管制及製程減廢、清潔生產、綠色採

購、節能節水及環保觀念推行等方面,推動資源

回收、環境教育、社會參與之具體績效，減少

了環境污染、降低營運成本，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98年推動OHSAS18001驗證，104年通過

SGS公司ISO50001驗證。

(三)  以最新公告的版本撰寫及公開106年企業永續報

告書。

(四)  提案改善106年審核完成98件，減少CO2排放量

2,464,150公斤CO2e、優秀員工表揚、教育訓

練，建立獎金制度獎金累計39,9584元，占全公

司84％。

二、環境保護工作推行

(一) 空氣污染防制：

1.  每年投入生產及污染防治設備經費，104年至

106年投資2,580萬元，提升空污防制設備處理

效能減少CO2排放量408,966公斤CO2e；取得5
製程設置及操作許可，漢翔公司岡山廠少部分

製程使用有機溶劑、酸性物質與粒狀物產出，

於生產設備建置前，皆先評估其加工可能造成

逸散對環境污染風險，故污染防制設備均列為

生產線必要設置裝備。每年優先編列投資費

用，確保空污防制處理設備功能效率之提升，

並委託環保署認可之檢測單位執行採樣檢測，

檢測數據皆符合法規訂定之排放標準,加強維護

保養機制。

2.  完成106年固定污染源各管道粒狀物排放量試

算申報。粒狀物排放量為987.61公斤，全年度

排放量為3,761.47公斤，核定排放量11,780公
斤，達成環保署107年6月29日削減目標粒狀物

589公斤／年。

(二) 土壤及水污染防治：

1. 製程面：

(1)  落實廢水處理及管理機制、提升設備處理

效能，近年投入污染防治設備經費3,325萬
元，減少37,461m3排放量，進行製程改善及

用水面著手，達成省水率57.9％。

(2)  在放流水水質掌控，廢污水處理場皆配置具

廢水處理合格證照專職人員負責廢污水處理

設備之操作、維護，使處理設備正常運作與

放流水質符合放流標準。每月優於法規自我

嚴加要求，均委託環保署認可之檢測機構進

行檢測，以此雙重檢測把關方式，以確保放

流水質達到法規放流標準。

(3)  清洗製程改善：兩處清洗製程改善，自動

改為半自動，調節水量節省4,164噸／年，

減少1,250公斤CO2e／年以省水減量、回收

再利用為主要項目，包括製造RO純水所產

生之廢水，104年至106年回收6,250.8噸／

年，回收率22.52％，減少排放量962.5公斤

CO2e／年資源再利用，目前每月利用回收

水資源約可達2千多餘噸。

(4)  實施廢水分流，排放符合環保法規要求，

102年配合農業灌排水政策，停止農業排水

渠道，率先完成拉管至2公里外之市府區域

排水溝渠，為高雄市首家達成之企業。

建立螢檢廢水處理設備 高COD有機廢水處理設備環保局稽查採水 油槽興建土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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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活面：

(1)  漢翔公司岡山廠持續向員工宣導節約生活用

水，並極力推動生產單位水水龍頭、採用回

收水及省水標章產品。

(2)  105年進行飲水機廢水回收再利用，計有65
台*0.2噸*365日，回收4,745噸／年，減少

7307,30公斤CO2e／年排放量。

3. 土壤及地下水專案調查

(1)  101年至102年接受環保署航太業土壤及地

下水專案調查，調查報告指出無污染行為，

105年8月自評追蹤檢測確實符合地下水放

流水質標準。106年環保署再度來文進行監

測，最終提供102年資料及105年自評追蹤檢

測報告，准免予測量。

(2)  106年依土污法八、九條，營業範圍變更委託

土壤調查技師進行興建廠房土壤污染調查探

勘，無異常，符合土壤及地下水調查報告。

4.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1)  訂定毒性化學物質緊急應變計畫、毒化物洩

漏緊急應變演練。

(2) 研擬毒性化學物質鉻化物「替代」方案。

(三) 減廢及資源回收措施及效益

在符合環保署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

法之法規要求下，漢翔公司岡山廠根據廢棄物之特

性集中分類並妥善分類貯存於暫存區，並不定期進

行內部環境稽核及處理商遴選，使公司之各項事業

廢棄物皆能完善管理、清除、處理、再利用，避免

廢棄物造成環境污染。嚴謹廢棄物處理，104年營運

過程產生之廢棄物總量降為892噸，且產生之廢棄物

中更有56％可供回收或再利用；105年營運過程產

生之廢棄物總量再降為795噸，產生之廢棄物中更有

52％可供回收或再利用；106年營運過程產生之廢棄

物總量再降為868噸，產生之廢棄物中更有54.65％
可供回收或再利用，106年廢棄物達減量效益3.35％

主要措施：

1.  實施鉻系廢水分流，獨立處理，效益顯著減少

重金屬污泥產出，重金屬污泥僅占5％，節省污

泥處理費321餘萬／年，減少製程有害之產生造

成環境負荷。

2.  80％以數位化取代及保存，減少膠片使用量，

有效達成廢棄物再利用，減少廢棄物造成環境

負荷。

3.  投資蠟再生設備，節省原料費、廢棄物處理費，

節省57.8萬元／年，減少CO2排放量9.88噸／

年。

4.  投資壓縮設備，將金屬屑壓縮成錠，易於儲存

節省空間。

(四) 節能措施及效益

1.  裝設電力需量控制系統及功率因數自動調整系

統，其超約罰款由98年332萬元降至106年零罰

款，減少CO2排放量163噸／年。

2.  106年減少能源耗用，提升設備效率，包括冷卻

水塔、空壓設備、天井燈更換計有4項，總計減

少排放量1,367噸CO2／年。

(五) 清潔生產

1.  採用低污染燃料及原料清潔生產，柴油及丙烷

改用天然氣，投資136萬，減少CO2排放量146
噸／年。

2.  106年製程工時精進節省工時93,339小時，減少

CO2排放量2,464噸／年。

3.  107年建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1,200kwp（含）

上環保綠能。

(六) 採購綠色產品降低環境衝擊

配合環保署綠色採購政策優先採購環保產品，

102年綠色採購達92％，榮獲經濟部第2名，藉由購

案審核系統進行控管，目前環保產品採購率100％。

106年綠色採購榮獲市府績優獎表揚。

1.  節能標章冷氣機、飲水機採購，減少CO2排放量

126.6噸／年。

2.  104年環保產品採購911.1萬元，105年環保產品

採購752.3萬元，106年環保產品採購343萬元。

漢翔課輔學子環島圓夢行
何副總領騎

漢翔野上野下單車社
環保武陵之旅

新建太陽能啟用典禮 處長帶隊參與高雄市環保局
主辦國際環保淨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