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

當然，
要減少酒
後駕車的
行為，只賴法律的嚴格規範和警方取締，
效果仍是有限，如果民眾不能自覺節制，
再嚴苛的法律、更頻繁的攔檢，只會增加
守法者的困擾及社會成本。因此，杜絕酒
駕惡行，就必須將飲酒與駕駛動力車輛行
為嚴予區隔。首要即是改善飲酒文化，無
論聚餐或是宴客的主人，應該主動提醒參
與賓客勿酒後駕車，亦可提前指定駕駛、
代客叫車，如此貼心的設想，才是有誠
意、負責任的主人；一起參與飲宴的朋
友，亦應相互規勸，避免酒後駕車，才是

勝收。
順著環湖步道，湖邊有一小亭名為池上亭，
可靜坐欣賞湖景，幾隻鴛鴦與綠頭鴨游過池
面，划出絲絲漣漪，池中插入紅檜枯木，整體
景致似有如明池為硯、枯木如筆的奇景。
「慈園」為經國先生的明池別館館址，而慈
孝亭位居於最高點，是一覽明池全景視野最佳
的地方。「靜石園」繼承慈園的設計概念，融
入宋元時代的山水畫架構，以園中園的方式呈
現自然風景式庭園，園與園之間以黑瓦白牆做
為區隔。「蕨園」為一片種植杉柳的人工造
林；「森林童話迷宮」是以人工林矩陣排列的
特性，規劃一個森林迷宮，融入了白雪公主與
七矮人的童話故事。

明池湖景。
拉拉山神木。
（林明池／提供）
（林明池／提供）
備失誤及投手保送下，竟然被對手
狂得十分，但在全體隊員將士用命
下急起直追，終場十五比十二晉級
冠軍戰。
第三場冠軍戰比賽對手是「國防
部」，國防部是第一次報名桃園縣
機關組的比賽，以全勝姿態晉級。
雙方互不相
讓，六局結
束以六比六
戰成平手。
七局驟死賽
開始，對手
先取得三
分，七局下
半本院未能
再有斬獲，
終場以六比 壘球隊獲頒桃園市長盃
九飲恨，獲 亞軍獎座。
得亞軍。
（林大程／提供）
車脫軌、汽車相撞、輪船
沈沒等交通事故四起，甚
至那些前往營救的人員也
失蹤了。
這場混亂在經過了相當
長的一段時間之後才逐漸
平靜下來，一名倖存的機
師，開始調查所有事件的
起因……。

有道義的好朋友。自己更要時時提醒「絕
對不要給自己任何酒駕的機會」，如此才
能確保自身及用路人的共同安全。
進入尾牙宴會高峰期，也是國人吃火
鍋、進補的季節，聚餐飲酒與食用麻油
雞、薑母鴨等含酒精冬令美食的機會也必
然增加，各級幹部應從自我要求做起，不
斷叮嚀提醒，讓同仁不敢心存僥倖而以身
試法。此同時，也籲請所有國人同心攜手
反酒駕，相信只要人人建立「愛惜自己生
命，尊重他人生命」的信念，就能做到
「杜絕酒駕過好年，平安幸福一整年」。
（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四年二月一日第二
版社論）

【特約記者林信全／報導】
中國生產力中心一 ○
四年度第一次
企業領袖月會，透過本院軍民通用中
心安排至風景秀麗的龍園園區舉行，
為表對此行國內企業領袖菁英重視，
副院長杲少將偕同蔡營運長及游主任
於 四八館歡迎接待。藉由本院對外
軍民通用窗口做為會議場地，同時安
排參訪行程，讓來訪貴賓深入瞭解本
院蘊藏的技術能量，為日後更多技術
合作創造無限商機。
杲副院長表示，本院雖以國防科技
研發工作為核心，但長期所建立技術
和日常生活可說是息息相關，在各行
各業中均能找到相關應用產品，舉凡
機械、化工、紡織、材料、珠寶等領
域，本院都具備豐沛技術，累積的研
發經驗與技術可以充分移轉至民間，

透過軍民交流
合作，帶動國
內民生產業與
中國生產力中心企業領袖同盟會蒞院參訪 國
家整體經濟
發展，進而達成互利互惠的目標。企
業領袖同盟會領隊王水香班長也期盼
透過參訪交流機會，成就企業共創卓
越的榮景。
蒞訪貴賓們除收視本院多媒體能量
簡介，也實地參觀軍民通用技術能量
成果展示館與史蹟館，透過說明官詳
細介紹陳展各式產品性能、應用範圍
等技術環節。
此外，並實施問題研討，由軍通中
心游主任與參訪團面對面進行研討，
游主任對每項提問都鉅細靡遺加以說
明，更歡迎國內各企業能夠廣為宣傳
與行銷本院各項優異研發成果，吸引
更多的企業的關注，透過對談方式，
也讓每位蒞訪來賓瞭解公司技術層面
切身需求，對雙方未來交流合作奠定
良好根基。

軍通技術交流 共創卓越榮景

【特約記者鍾致遠／報導】
海軍為強化艦艇反制水雷作
戰能力，執行左營港校磁站整
修案，經以購案委外方式委慶
富造船公司承攬，並委請本院
資訊通信研究所負責該案之技
術諮詢與協助，並於日前完成
驗結。
前海軍司令陳上將日前主持
校磁站啟用典禮，副參謀總長
兼執行官蒲上將（前海軍副司
令）、海軍政戰室主任聞中將
等與會觀禮，副院長杲少將代
表本院應邀出席並共同剪綵，
資通所孫副所長陪同觀禮。

杲副院長出席海軍校磁站啟用典禮

保密工作做得好，大家幸福沒煩惱
◎
多一份謹慎小心，多一份安全保障
◎
做好保密工作，嚴防敵諜滲透
◎

由尼可拉斯
凱吉扮演的機
長，駕駛飛機
在萬米高空突
遇詭異現象，一場突如其
來的浩劫，使世界上數以
百萬計的人在一瞬間失蹤
了。隨後，發生了世界性
日放映（保護級）的大混亂，飛機失事、火

【特約記者林大程／報導】
本院壘球隊日前由壘球社社長電
子所曾副所長領軍，參加桃園縣升
格前最後一屆桃園市長盃賽事，在
桃園煉油廠球場冠軍戰中，被對手
後來居上追平比數，驟死賽中又讓
對手搶得先機，最後榮獲亞軍。
該賽事機關組共十二支球隊參
賽，採單敗淘汰制，本院目標當然
就是全勝力拼冠軍。雖然多位先發
主力受傷或另有要事無法出賽，但
本院兵強馬壯仍排出最佳的陣容出
賽，由於本院上屆是冠軍，因而取
得種子隊伍的資格。
第一場比賽對戰實力不強的「灰
熊」，前三局即攻下大局奠定勝
基，終場以十一比五結束比賽。第
二場賽事對手是擁有多名職棒退役
好手，實力堅強的「大勇教聯」，
首局上半在對手頻頻巧打和本院守

電子所／林明池
◎
幾位好友相約遊北橫，首站來
到拉拉山，拜訪卡拉原住民部
落，品嚐當地盛產的甜柿，參觀
高山鱒魚養殖場，健行拉拉山神
木群，夜宿拉拉山松林山莊民宿。
拉拉山原名達觀山，泰雅語為美麗之意，位
於上巴陵，是東南亞最大的檜木巨木群，以
「神木的故鄉」聞名，樹齡在五百至二千年
間，最老的達二千八百多年，是北橫無可取代
的國寶級神木群勝地。管理中心依山勢起伏設
計了紅檜原木的檜香小徑，沿著修築的木棧道
繞行一圈，剛好可以看完廿四株超過千年的神
木，行走於曲折環繞神木群間，讓人沉醉於原
始山林芬多精中。
素有「北橫明珠」美稱的明池國家森林遊樂
區，座落在宜蘭縣大同鄉和桃園市復興區交界
之處，也是北橫公路的最高處，森林茂密，煙
嵐繚繞，雲霧飄渺，景觀瞬間變化。
明池湖原名為「池端」，是一個人工高山湖
泊，碧綠清澈、封閉寧靜的高山湖泊，被群山
萬壑包圍環繞，煙嵐飄渺在林
野之間。湖中的小島及湖周
圍，為落羽松與楓樹等樹群環
繞，逢遇到秋景，楓樹泛紅，
落羽松正黃，倒映湖中，美不

材電所葛所長頒發塑身健
美成效良好同仁獎金。
（鄭榮德／提供）

寶」口訣，推動「勞工健
康促進活動計畫」，辦理
健美塑身活動，以促進同
仁養成運動習慣並節制飲
食。希望大家健康生活動
起來，並承諾在五方面：
心靈層面、飲食方面、作
息方面、運動方面及休閒
方面，鼓勵每位學員用心
朝著自己所擬定承諾事項
努力，以達到全人之身、
心、靈健康。
該活動五十五位參賽者
中，整體減重達一五 ○
公
斤，其中達減重成效者共
有四十五位，減重三公斤
以上共有廿九位，更有減
重達十公斤以上者，不僅
塑身健美，在精神上更顯
神采奕奕。

二十家軍通及衛星工廠廠
商參與，該所辦理一系列
活動，由工安組黃組長親
自授課，期間並實施分組
實例演練及各單位安衛經
驗分享交流，一 ○
二年於
龍園園區舉行桃園縣勞工安全衛生家族大會
師。
化學所賴所長表示，該所研製任務具多樣
性與危險性，因此對於勞安衛政策，都能夠
綿密貫徹執行、計畫、督檢。很榮幸獲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頒發感謝狀，希望藉由這
個組織和參與安衛家族成員共同分享，並改
善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期勉秉持「人人做
工安」的安全文化觀念，主動發現危安潛因
適切妥處，消弭事端於無形，恪遵安全作業
程序，落實風險管控，完善安全規範，才能
避免意外事故的發生。員工的安全、健康是
家人和企業最大的幸福與最重要的資產，有
了健康的員工，安全工作環境，才能營造高
效率、高品質的工作績效。

分享安衛經驗 落實職場減災
工安衛生組黃組長代表獲頒感謝狀，並在會
中發表「青園安衛家族分享」，單位的努力
成果，再次獲得各界肯定。
黃組長指出，行政院勞動部為提升地方工
安防災能量，自九十九年度起，由縣市政府
指導優良安衛企業擔任核心廠商籌組安衛家
族，以「大廠帶小廠」的方式分享安衛經
驗，期能使勞安種子如同蒲公英種子一樣到
處飛揚，進而使勞安工作在地深耕茁壯，達
成職場減災的目標，自九十九年至一 ○
三年
已成立九十九個家族。
化學所連續兩年榮獲全國性推行安全衛生
優良單位，因而獲邀推動「勞工安全衛生在
地紮根計畫 安衛家族」，於一 ○
一年八月
六日成立「青園安衛家族」。目前已邀請

化學所獲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頒發感謝狀

化學所工安衛生組黃組長代表獲頒感謝狀。
（蘇登貴／提供）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日前假台北市台灣
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一 ○
三年在地紮
根計畫安衛家族」成果發表會，本院化學所
【特約記者趙瑞媛／報導】
【特約記者鄭榮
督考品保處日前假六六 館
德／報導】
○
舉辦本院年度計畫管考作業講
材料暨光電研
習，督品處許處長致詞指出，
究所配合職場勞
一 ○
三年本院有多個院管案無
工健康管理促進
法如期結案，顯示本院在計畫
活動計畫，日前
管制作為仍有大幅精進空間，
舉辦「健美塑身
希望計畫管制人員確實依計畫
（減重）」活動
時程管制進度。
成果頒獎。
督品處指出，年度計畫管考
活動為期七個
依然依循 P-D-C-A管考概念規
月，以「健美塑
劃實施，策訂「年度作業計
身」為訴求，強
畫」（ ）
調潛能開發（身
P 、執行月執行進度
表（ ）D、查證考評（ ）
體、呼吸、心神
C、改
進追蹤等循環管制（ ）。另
等三位一體）、
A
針對本院轉型法人，相關經費
自我訓練（自我
運用管制和原公務體系已有所
承諾、自我肯
差異，特別依計畫款源彈性調
定、自我成長、
動管考項目，委研案屬捐 補( )
自我消融），以
助款計畫，仍受公務預算法管
找回自己原有的
制使用，計畫管考要求如期、
健美身材。配合
如質、如預算；委製、委修案
大地運行的四季
屬非受捐 補 助款計畫，計畫
來保健養身，驚
(
)
執行不受公務預算法管制，計
蟄春動、夏至耕
畫管考如期、如質完成。為提
耘、秋分豐收及
高本院營運績效，經費運用以
霜降冬藏，該所
對本院營運有現金貢獻為管考
工安組每季規劃
之重點，定期查證預算管控分項，針對
健康促進分享座
產品分批付款方式，鼓勵早期收現金， 談，鼓勵學員彼此學習與
加重墊支率管考權重。
激勵，由葛所長頒發獎品
另針對工作進度落後 窒礙 及重要風 獎勵。
(
)
險項目，應逐項提出具體詳實、積極有
該所林副所長表示，材
效之因應措施與管控作為，檢討計畫執 電所為促進同仁健康、減
行 上 所 遭 遇 之 困 難 ， 進 入 風 險 管 制 作 少代謝症候群及心血管疾
為。
病，落實「唯有健康才是

壘球隊勇奪桃園市長盃亞軍
2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暄話家常，也藉此機會交換地方
建設等相關事務，對於地方平日
給予本院愛護與各方面協助致上
謝忱，並致贈春節禮盒，以表節
慶祝賀與感謝，相信彼此在完善
的協調合作基礎上，定能更加穩
固互動關係，樹立敦親睦鄰的最
佳典範。
此外，副院長張少將及公關室
主任顏上校也分別代表本院前往
拜會經濟部水利
署北區水資源局
陳局長、大溪區
公所黃區長及鄧
主秘、泉僑高中
汪校長、桃園市
消防局四大隊陳
大隊長；另本院
各院區民事責任
區拜會工作責成
相關單位主管代
表拜會。期盼透
過春節民事拜
會，無形中增進
彼此間良好關
係，同時也讓地
方更瞭解本院致
力國防武器研發
及軍民通用科技
的持續努力，進
而深化地方鄉親
及國人支持國防
自主的政策目
標。

個數字，但每死一人，就想到多少家庭破
碎，真的要將心比心。」
近年來，為確保用路人安全，有效遏阻
酒駕違法行為，在民意的大聲疾呼下，政
府相關單位或立法委員，無不殫精竭慮，
歷經多次公聽會及專家學者的研討，達成
共識方修訂成案，一旦酒測值超過 0.25
毫
克，或血液酒精濃度達 0.05
％以上，將處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酒駕肇事致人於死者，加重刑度為
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鍾致遠／提供）

講演計有龍
園及其他單
位七十餘位
同仁參與。
余講師原
本是外型漂
亮的模特
兒，開明高
職美工科畢
業後，為自
己環遊世界
夢想訂下努
力目標，但
好景不常，
民國八十六
年因為一場突來的無名病痛，
老天給了人生最殘酷的考驗，
一夜之間讓她失去了行走的能
力，日常的生活瑣事也因此無
法自理，必須依靠著輪椅、鐵
鞋、柺杖與親人的幫助才能出
門，還得忍受著旁人異樣的眼
光。
她曾因不想增加家人的負擔
而有過輕生念頭，但靜心想到
家人不但沒有放棄卻仍默默陪
伴著她，內心的那股激勵向上
的力量似在鞭策著，雖然現在
不能行走，堅信只要持續復健
不要讓肌肉萎縮，維持自己最
好的狀態就是一種進步。只要
不關閉心門學會接受自己，勇
敢走出去不要害怕，當一切準
備好了，背後那對隱形的翅膀
就能帶你逆風飛起。

【本報訊】
為增進與地方行政機關及學校
首長互動及聯繫情誼，本院歷年
均與桃園及南部單位等機關及週
邊學校有著密切的互動，推展民
事工作不遺餘力，已建立深厚情
誼，日前循例辦理「一 ○
四年春
節民事拜會活動」。院長張中將
於春節前夕特別前往龍潭區公所
拜會鄧區長，除與鄧區長相互寒

隨著春節腳步接近，年味漸
濃，家家戶戶與各行各業刻正忙於準備過
年，也宣告進入各公司行號的尾牙活動高
峰期，千萬勿因心情的放鬆而忽略紀律安
全的重要性。
根據交通部公布，一 ○
三年酒駕肇事死
亡人數一六九人，與一 ○
二年相比，酒駕
死亡人數減少七十六人，較九十五年死亡
人數七二七人，大幅降低五五八人。然
而，誠如馬總統日前接見一 ○
三年「鳳凰
獎」楷模得獎人所言：「很多人看這只是

杲副院長應邀共同剪綵。

【特約記者林信
全／報導】
龍園員工關懷
室為促進園區同
仁心理健康，進
而珍惜生命的可
貴，日前假軍通
中心 四八館舉
辦一 ○
三年心理
健康促進專題講
演活動，邀請周大觀文教基金
會第八屆世界熱愛生命獎得主
余秀芷小姐主講「逆風，更要
勇敢飛翔」。
余講師以其十七年來與命運
奮鬥的經歷現身說法，娓娓道
來一路從滿懷夢想、生病、失
望、絕望到重生等點滴，看似
談笑風生的言談背後，夾雜外
人無從體會的滿腹辛酸，本次

瑩

材電所健美塑身成果分享

追求卓越，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

會後，林所
長指示該所相
關單位就馬指
揮官對通資電
建軍規劃之獨
到見解進行深
入研析，期使
該所研製之各
式通資電裝備
能夠因應未來
戰爭型態，符
合國軍建軍與
備戰之需求。

院長張中將日前拜會桃園市龍潭區鄧區長

杜絕酒後駕車 自我惕厲尊重生命價值

敦親睦鄰 互動交流 穩固情誼

一、堅定忠貞的愛國精神
二、冒險求變的創新精神
三、務實求精的科學精神
四、協調合作的團隊精神

肇

保防警語

本院計畫管考作業講習

此外，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並安排於
三 ○
四館
多功能會
議室聽取
「通資電
建軍規劃
之我見」
專 題 演
【特約記者張源山／報導】 講，計有該所副組長以上幹
國防部參謀本部資電作戰 部及相關專業單位小組長等
指揮部指揮官馬少將日前蒞 幹部七十餘員參加。馬指揮
院拜訪，首先由資通所林所 官針對通資電建軍規劃提出
長、蔡副所長、丁副所長等 許多獨到的見解，強調「建
陪同拜會院長張中將，雙方 平 台 只 算 是 勞 績 （ 銜 接 水
就彼此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管 ） ； 提 供 服 務 才 是 功 績
隨後，並前往資通所三 ○（供水系統）；萃取資料視
四館三樓會議室，實地瞭解 為奇蹟（濾水系統）」。並
資通所電子戰組「電戰指管 指 出 ， 因 應 未 來 之 戰 爭 型
雛型展示」，以及主持電子 態，應研發生產更新型通資
作戰指管作業研討會。會中 電裝備，使其能夠發揮偵蒐
除簡報說明外，現場亦搭配 之強大功能，獲取敵方各項
裝備車輛及通信設備進行電 相關資訊通信參數，即時實
戰指管通情技術能量與研發 施電子作戰干擾反制，癱瘓
功能展示，透過解說人員的 敵方資訊通信之能力，創造
詳細說明，馬指揮官對於本 反制敵方攻擊，甚至主動出
院研發能量給予高度肯定與 擊之契機，以達到致勝之目
讚許。
的。
發行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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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池國家森林遊樂區
（陳怡仲／攝影）

院長張中將致贈龍潭區鄧區長春節禮盒。

半

資電作戰指揮部馬指揮官拜會院長張中將
（林大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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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九○○○八附五信箱

龍園員工關懷室舉辦心理健康促進講演

資電作戰指揮部指揮官馬少將拜會院長張中將

余秀芷講師與同仁合影。（林信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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