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 

1.序 ······················································· 1 

2.軍品釋商成果說明 ········································· 3 

3.航太系統展示區 ··········································· 5 

4.無人新型飛機 ············································· 7 

5.長滯空UAV ················································ 8 

6.偵蒐UAV  ················································· 9 

7.便攜式偵蒐UAV ··········································· 10 

8.小型旋翼UAV  ············································ 11 

9.高速靶機 ················································ 12 

10.雄風三型飛彈 ··········································· 13 

11.天弓三型飛彈 ··········································· 14 

12.航太動力展示區 ········································· 15 

13.渦輪扇發電機 ··········································· 17 

14.轉子引擎 ··············································· 18 

15.高/低速風動氣動力試驗 ·································· 19 

16.引擎發展試驗技術 ······································· 20 

17.導航儀 ················································· 21 

18.飛彈致動器 ············································· 22 

19.航空致動器 ············································· 23 

20.航空精密零組件（1/2） ·································· 24 

21.航空精密零組件（2/2） ·································· 25 

22.大型結構試驗技術 ······································· 26 

23.電子束焊接技術 ········································· 27 

24.濕硬銲技術 ············································· 28 

25.真空硬銲技術 ··········································· 29 

26.大型工件熱處理技術 ····································· 30 

27.電漿噴塗 ··············································· 31 

28.噪音抑制系統技術 ······································· 32 

29.雷達通信展示區 ········································· 33 

30.空用影像雷達系統 ······································· 35 

31.雷達高度計 ············································· 36 

32.長波段紅外線熱像機 ····································· 37 

33.敵我識別器 ············································· 38 

34.安全防護雷達 ··········································· 39 

35.動態情資指管系統 ······································· 40 

36.CS/PRC-37 系列跳頻無線電機 ····························· 41 

37.次世代5G 行動通訊系統  ································· 42 

38.電磁脈衝防護驗證測試技術 ······························· 43 

39.電磁相容驗證測試技術 ··································· 44 

40.高速數位信號平行處理技術 ······························· 45 

41.福衛五號遙測衛星關鍵技術研發 ··························· 46 

42.太空磁譜儀國際合作計畫 ································· 47 

 



 

43.電動升降天線桅桿 ······································· 48 

44.高值化複材橡膠展示區 ··································· 49 

45.數位迷彩寬頻雷達罩 ····································· 51 

46.輕量化複材結構件 ······································· 52 

47.高性能全複材翼翅結構 ··································· 53 

48.高壓氣瓶 ··············································· 54 

49.耐高溫膠膜 ············································· 55 

50.棉布酚複材預浸料 ······································· 56 

51.輕量化複材航空貨櫃 ····································· 57 

52.競技型橡膠車胎 ········································· 58 

53.高溫耐久型傳動帶 ······································· 59 

54.複合減震器 ············································· 60 

55.帆船碳纖維桅桿 ········································· 61 

56.廠商推廣展示區 ········································· 63 

57.長榮航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65 

58.友齊有限公司 ··········································· 66 

59.耀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67 

60.千附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68 

61.瑞比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69 

62.六俊電機儀具股份有限公司 ······························· 70 

63.鼎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71 

64.祺濬有限公司 ··········································· 72 

65.信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73 

66.京鼎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 75 

67.擎洋科技有限公司 ······································· 76 

68.豐兆航太股份有限公司 ··································· 77 

69.摩特動力公司 ··········································· 78 

70.久霆股份有限公司 ······································· 79 

71.優鋼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 80 

72.森格科技有限公司 ······································· 81 

73.致茂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 82 

74.柏夫企業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 83 

75.國橋電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85 

76.台灣慕根耐股份有限公司 ································· 86 

77.台灣貝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87 

78.至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88 

79.環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89 

80.全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0 

81.智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2 

82.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93 

83.意鑫合金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 94 

84.台灣日邦樹脂股份有限公司 ······························· 95 

85 和成欣業股份有限公司 ··································· 96 



    本院四十餘年從事國軍各型武器系統發展，按國防部及經濟部指導，

密切結合民間國防產業，依據軍種需求，完成各類大型武器裝備研製，包

括各型地對空、攻船及空對空飛彈、戰機、無人機、各式雷達、指管通情

與電子戰、資訊防護等系統，除提供國軍戰備服役，並逐漸構建國家國防

經濟自主產業體系。

    102年12月6~7日於桃園小巨蛋舉辦「2013軍民通用科技產業加值應用

成果展」，配合桃園縣政府「航空城計畫」，特別規劃航太科技區，展示

本院與合作廠商在航太系統、航太動力、雷達通訊與高值化複材/橡膠等領

域共同開發之關鍵產品與民生衍生商品總計144項，其中航太系統展出各型

無人機及飛彈武器系統等8項，航太動力(發動機及其相關技術能量)、雷達

通訊(雷達系統及衛星通訊等設備)及高值化複材/橡膠(高壓氣瓶、碳纖桅

桿等)等三領域共展出重要組件123項及關鍵研製能量(氣動力試驗、濕硬銲

等)13項；另設立廠商推廣平台，透過展示與互動，建立更完善緊密的軍民

合作航太國防工業。

    特將展品資料彙集成冊，希有助擴大業界參與國防自主能量，透過開

發軍品技術創新應用，推動跨領域系統整合服務，提昇釋商產業價值，創

造商機共享、軍民雙贏之局面。

序

軍備局局長兼院長



                                                                                                                   

軍品釋商成果說明 
    「軍品釋商」科專計畫,推動價值創造是緣於 93 年起經濟部結合「國防資源

釋商」政策，以國防軍備需求為基礎，整合產學研資源，建置軍品協同研發平台，

引導業界參與軍品關鍵技術開發或技術轉移，成為合格供應商，並拓展軍品衍生

應用開發，促進國內產業升級與國家總體經濟發展。 

    「軍品釋商」規畫構想是基於兼顧國防科技與經濟發展，將不具機敏性、需

要外購以及具產業應用技術價值之軍品釋出委由國內廠商開發。規劃作法是以軍

品做載具，運用經濟部科專計畫將高規格之軍品研製技術以技轉輔導合作開發方

式移轉給國內廠商，並經由國軍供應鏈體系爭取到軍品市場商機。同時，協助廠

商應用軍品技術開發軍民通用產品，藉由差異化提高全球市場競爭力，並透過國

際合作進一步協助廠商擴大軍品市場商機。簡單的說，軍品釋商就是要協助廠商

技術深根，促成產業轉型升級，將國防經費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鼓勵國內企業研

發提高市場競爭力，創造更高的附加價值，支持國家總體經濟發展作出之貢獻。 

    釋商科專計畫自 93 年執行迄今計投入合作研發經費達 28.1 億元，參與廠商

計 282 家次，釋出軍品技術共 85 項。在成果應用部分，成立先進雷達研發聯盟、

無人載具產業等聯盟型業界科專；促成致茂、千附等 10 家廠商，申辦國防工業合

作(ICP)並取得原廠認證；輔導和成、中鋼機械等廠商申辦美軍 FCT 認證計畫；協

助和成通過美國懷特實驗室槍擊試驗；協助中鋼機械通過陸軍甲車底盤驗測等。

在價值創造部分, 包括採購合格釋商軍品約 109 億元。至 106 年預估採購金額超

過 173 億元；衍生民生商機約 65 億元；提升產業技術協助產業轉型升級，發揮進

口替代效益；協助產業維繫專業人才。經濟部推動之軍品釋商科專計畫合作開發

模式及運作機制，已成功引導產業界提升工業技術與生產能量，參與國防建設。

近年來除了量產性質的釋商項目外，也規劃將消失性商源、性能精進、進口替代、

甚至有輸出許可管制項目透過釋商科專建案，顯見釋商技術層次及業界參與意願

逐年提高。 

   



航太系統展示區 

本區計展示本院結合民間產業研發國軍各型武器系統之 6 型無

人機(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及 2 項飛彈武器系統。 

無人機具備「以小搏大」特性，主要由機體、酬載與地面導控站

等三部份組成，除作「偵蒐」、「監控」、「攻擊」、「靶機」等軍

事用途外，亦廣汎應用於海巡、警政、農林、交通、氣象與國土災防

等民間需求。 

本院在飛行載具系統、動力系統、航空電子、遙測技術、光學酬

載及先進複材等技術方面，已長期建立之成熟專業研發能力，可依據

客戶不同之需求，提供各類型無人飛機系統之研製、整合測試與服務

支援等工作。 



















航太動力展示區 

航太動力科技區中展示本院關鍵產品與技術：（1）渦輪扇發動機

係本院自行設計研發之雙軸式發動機，進氣量大，具低油耗及高效能

特性，可提供載具足夠的飛行動力及航程；經民間各航太廠商釋商零

組件開發製造，並進而衍生多項產品。（2）引擎發展測試及高、低速

氣動力試驗設備除支援本院相關研發，亦應用於民生汽機車/自行車

等外型驗證、高樓建築/橋樑/道路防眩板/碟型天線 LED路燈/交通號

誌等之抗風測試。（3）導航儀與致動器為導引之關鍵組件，包含精密

機械加工、控制、機電整合測試等技術，釋商廠商六俊公司已有高功

率扭矩馬達、電位計等多項衍生成果。（4）航太零組件製造，具備大

型工件熱處理氣氛爐電子束銲接、及鋁合金濕硬銲等製程設備，可對

國內各廠商進行製程技術開發服務。  

本次活動亦展出多項合作廠商藉由本院釋商技術開發之民生衍

生商品，顯見藉由技術轉移，對於加速提昇產業技術自主性、促使產

業結構優化轉型等已獲得相當效益。 



































雷達通信展示區 

本院在通資電系統研發已累積長足經驗，主要在雷達、指管、通

信、網路戰、電子戰、水下科技及遙導控等領域，除按國防部整體規

劃滿足國軍需求外，亦積極拓展軍民通用科技，加強產、官、學、研

合作與交流。 

本展區所展示之系統裝備與技術項目，為結合導航、偵蒐、識別、

指管與通信等研發能量，以及衛星通信、下世代 5G 通信等關鍵技術

能力；透過本院系統整合服務，可運用於空間情報掌握(包含國土資

源、電磁頻譜、海空航管等)，以及各層級指揮體系整合(如支援災害

防救、安全防護等)，並具全天候監控、高品質即時通信與安全防護

等功能，可達成軍民通用、資源共享目標。 

 































高值化複材/橡膠展示區 

本院配合武器系統與民用商品輕量化之需求，長期從事樹脂配方研究、預

浸料產製技術、複材設計分析、製程開發與品管檢測等，已建立相當完整之複

合材料技術能量。近年來，於經濟部技術處政策指導下執行「軍品釋商計畫」

(102 年更名:軍品科技創新應用與釋商計畫)，藉由技術轉移加速提昇廠商之技

術能量，使我國複合材料業界之技術層次邁向高值化，增加產業競爭力，朝高

附加價值軍品與衍生商品發展，真正落實國防科技擴散於民生產業之目標。 

航太科技區中展示本院高值化複材(內含功能性橡膠)之成果，展品項目亮

點產品包括:全長 13 公尺之全碳纖維帆船桅杆、各式複材高壓氣瓶、高性能全

複材翼翅結構、複材鼻錐罩、耐高溫膠膜及棉布酚複材預浸料、輕量化複材結

構件、輕量化複材航空貨櫃與各式功能性橡膠件、數位迷彩寬頻雷達罩等。於

眾多高值化複材展品中，全碳纖維帆船桅杆為技術困難性且附加價值極高之產

品，現階段產品使用壓力釜製程製作，已規劃開發非壓力釜製程技術，降低製

程成本，獲得高單價複合材料商品。 

本院期盼透過本次展示活動，進一步向產業界推廣複合材料新的應用，藉

由中科院整合上、中、下游等中堅產業共同合作開發，預期可大幅提升國內產

業技術的自主性，使產業結構優化轉型，創造產業價值鏈之加乘效益。 
 

























廠商推廣展示區 

本展示區為本院釋商合作廠商所開發之核心產品與技術。中科院

在經濟部技術處指導下配合國防資源釋商政策，運用科專計劃轉化國

防科技引導產業界建立國防供應鏈並提升產業技術。國防廠商多能持

續運用國防科技進行產品創新與衍生商品開發，以差異化提升市場競

爭力。如千附公司與致茂公司已成為美商洛克西德馬丁公司在台供應

商，六俊公司亦突破歐美出口管制成為國軍 UAV關鍵零組件主要供應

商。 

為讓全國各界了解國防廠商的技術能量與品質，中科院正式邀請

釋商夥伴參與爾後相關的成果展出，共同開拓航太、能源、安全、雷

達通訊等高附加價值產業。 

本次廠商推廣展示區共邀請 30家廠商展出 68件廠商自行開發之

核心產品。產品內容包括航太精密組件 3 件、機電設備 45件、通訊

電子 2件、複合材料 18 件等。期盼為業者帶來更多合作機會與商

機，也預祝參展的廠商均能成為發展桃園航空城的中堅企業。 



















































Gold Choice Electric Tech. Co.,LTD.
No.GD1010627C&E02B

國橋電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lways be
      your choice

1. 具有最大調整範圍、體積小、重量輕、穩定度最佳、 

定電壓及定電流控制高效率電源供應器。 

2. 600 微秒暫態響應時間。輸出過電流限制、過電壓。 

3. 過溫保護裝置及緩慢啟動功能。 

4. 定電壓、定電流自動交換模式。 

5. 串接或並聯，自由選擇使用。 

6. 電壓，電流可週整零電位輸出。 

7. 高分辨率顯示數字式儀表。低漣波率及低干擾。 

8. 外部可程式編程監控。可靠的堅固性設計。 

9. 國橋全系列可連接電腦控制系統(RS-232、RS485)。 

 

冷氣空調用節能變頻器

Energy Saving Air Condition Inverter Module

電源輸入220/380VAC,3φ,50/60Hz 節能效率達30～50%。

緩慢啟動，減少震動與噪音。

具過電流保護、輸入過電壓保護及過溫保護等功能。

偵測異常發生，自動切換定頻模式，系統可靠度高。

無段線性控制，少去段數切換之電磁干擾及高耗電問題。

裝配時由公司專業人員根據現場空調設備或壓縮機參數來

設定低噪音運轉。

無須更換現有設備，只須加裝變頻模組，一體化設計，組裝

簡單，維修方便。

全中文彩色觸控式人機介面簡易設定需求溫度，系統將自

動控制壓縮機運轉，達到變頻恆溫效果，並且紀錄歷史溫

度曲線。

，

 

 

 
Secondary Lithium Battery / Battery Charger 

充電器特性 

電源可接受 AC 及 DC 兩種電壓。 

快速充電≦4.5hr(容量≧14.2Ah)。 

交流輸入：110VAC、60Hz。 

重量：≦ 8 公斤(不含電池)。 

防止反充、短路保護裝置。 

每個充電座可獨立操作。 

直流輸入：22~32VDC。 

工作溫度：-10℃ to +63℃。 

儲存溫度：-10℃ to +63℃。 

二次鋰電池規格 

充放電最大電流為放電(1/2)C、 

充電 1C。防止反充、短路保護 

及高溫斷電保護裝置。 

工作電壓：11.0V~15.8V。 

外觀材質：ABS+14%GF。 

充放電接頭：DAM-3W3S。 

電源 pin 為 TDM53744-7。 

工作溫度：-10℃ to +63℃。 

儲存溫度：-10℃ to +63℃。 

重量：≦ 1.5 公斤。 

 Input：AC110V/220V±15%、50/60Hz、單相 

 Output：DC28V±5%、10A、20A、30A 

 溫度試驗：符合MIL-STD-810E 規範 

 振動試驗：符合MIL-STD-810C 規範 

 EMI 試驗：符合MIL-STD-461E 規範之 CE102、RE102 

 

固定台電源供應器

產品功能

客製化產品依照需要設計製作

http://www.goldchoice.com.tw  TEL：886-2-2267-7601～3  FAX：886-2-2268-2088 





 





 











意意 鑫鑫 合合 金金 工工 業業 股股 份份 公公 司司
((TranscrystalTranscrystal Alloy Industrial Corp.)Alloy Industrial Corp.)

總公司總公司:: 台北市羅斯福路台北市羅斯福路33段段7676號號22樓之樓之22 電話電話: (02 ): (02 ) 23672367--88118811
苗栗廠苗栗廠:: 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88鄰勝利路鄰勝利路296296號號 電話電話:: (037) 776(037) 776--088088
網址網址: : www.tcaic.comwww.tcaic.com

意鑫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民國七十七年，目前於亞洲特殊合金材料
製品領域裡，意鑫公司已是列名與領導之特殊合金設計製造商，除了承
製客戶所需求之各種規格、尺寸和材質的合金設備及零組件外，並針對
客戶各種使用環境，提供材料選擇諮詢服務及發展適用於各種特殊要求
環境之合金，耐高溫，耐磨耗，及耐腐蝕之新合金，如
(Inconel,Hastelloy-B2/C276,Stellite,Ti,Zr …etc.)

公司簡介

產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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