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魏
文芬／報導】
設施工程處
前處長李青濤
技正日前屆齡
退休，李處長
畢業於台北工
專電機科，後
赴美深造獲得
美國辛辛那提
大學電機碩
士學位，自
六十五年十一
月八日來院服
務，即於設施
供應處任職，
於基層工程專
業單位積累實
務經驗，因思
慮周密、執行
力強，顯現出
類拔萃之領導
特質，屢獲長
官賞識並賦予
重任，歷任設
施供應處綜合
計劃室副主
任、工程研究
室副主任及主
任、設施供應
處副處長兼系
統維護中心重
慶計畫副主持
人，並於本院
轉型後擔任設
施工程處處長，帶領全處同
仁共同面對挑戰，再接再厲
創造單位無可取代之存在價
值。
李前處長個性耿直、廉潔

自持，承襲歷任長官的領導
風格，以身作則、諄諄訓勉
所屬自我惕厲，形塑尊重專
業、謹守分際之單位風氣，
善盡保護單位及同仁之責，
鞏固了足以讓工程人引以為
傲的「積極、負責、有為有
守」風範。
對於所有同仁，李前處長
均以誠相待、剖心相交，於
公，專業經驗傾囊相授；於
私，同仁權益周全照顧，無
私付出不求回報，相信許多
同仁均點滴在心頭。對於這
位性情中人、體貼長官，設
施工程處所有同仁均寄以深
摯祝福，全員將持續戮力以
赴、再造單位榮景，以符合
李前處長對於工程處之殷切
期許。

杲副院長致贈設施工程處李
前處長榮退紀念品。
（劉其敏／提供）

【特約記者
李進興／報
導】
台北醫學
大學鄧文炳
院長日前率
該校教授及
研究員，由
本院董事會
蘇諮詢委員
陪同，蒞本
院龍園研究
園區軍通中
心會議室，
與飛彈火箭
研究所及材
料暨光電研
究所等生醫
領域科專計
畫團隊進行
雙方可合作
研究提案研
討。
會中由軍
通中心、飛
彈所及材電
所分別提報
本院生醫相
關科專成果
與可移轉技
術、麻醉深
度監測儀計
畫成果與數
位 光
X 系統
開發計畫成
果，並展示
研發實體成
果。
北醫與會教授及研究員對於
本院在相關科專領域之豐碩成

人資處實施消防演練

系維中心 淡水自由行

蘇委員與鄧院長及雙方與會人
員合影。（李進興／提供）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本院化學研究所推進劑研製廠大樹
廠區技術員梁明輝先生，日前假高雄
市文學館、高雄市大樹區九曲堂圖書
館等四地舉行「打狗神話的花蕊」新
書發表會，獲得廣大讀者的參與迴
響，尤以大樹廠同仁更是熱烈參與大
樹圖書館發表會。該書榮獲高雄市政
府文化局書寫高雄出版補助，以及高
雄市政府文化局二 ○
一三書寫高雄創

法」中楬櫫「國家尊重和
保障人權」，然其言行卻
經常背道而馳。國際社會
對中共罔顧人權狀況的批評難以
計數，許多磬竹難書的例證更是
斑斑可見。例如，要求大陸回歸
「憲法」、推動政治改革並走向
民主的諾貝爾獎得主劉曉波遭判
刑十ㄧ年，迄今仍未獲釋；長期
幫助村民、殘疾人士爭取權益的
盲眼維權人士陳光誠，被迫遠離
家園；批評四川地震災區學校建
築為豆腐渣工程的藝術家艾未
未，護照被中共註銷無法出境。

接著替代役振宇唱快樂鳥
日子 (Happy birthday)
；一
等士官長愉隆唱出你是我的
眼；連後工組來賓劉兄也唱
了一首咖啡；最重要的是連
組長也下海與執中合唱秋
蟬，他們是民歌最佳二人
組，也唱出了蟄伏二十八年
的蟬鳴佳音。
轉眼就抵達目的地淡水，
雖然雨勢未減，但對旱象卻
有幫助。參觀完紅毛城後，
大家到漁人碼頭合照。感謝
工安組金華兄，為我們留下
了專業又美麗的與主任一起
的團體照，連老天爺也配合
我們暫時停雨。
中午聚餐完畢，自由活動
後，搭原車返院下班，完成
了一天愉快的自強之旅，原
本不熟悉的同事，也有了進
一步的情誼，下次業務接觸
時，可別忘記這歡樂的時
光。

廣告宣傳及售後服務等一系
列有系統的作為。本院係國
防武器研發單位，三軍是主
要的客戶，不僅要致力於研
發工作之推展，如質、如期
將武器裝備系統交軍使用
外，而且要常站在客戶立場
思索產品如何應用，尤其本
院轉型法人後，更應有企業
經營理念，讓本院研發產品
均能創造銷售實績。
張教授從「行銷的基本概
念」、「行銷概念演變」、
「傳統行銷 4P
手法」等概念
逐項介紹，並強調完美的行
銷手法就是滿足客戶需求，
確實解決客戶問題，以創造
客戶價值，而技術規格也要
能轉換成客戶價值，同時建
構核心能力，提供核心產
品，讓客戶的高滿意度成為
忠誠的長期合作夥伴。

副院長張少將主持一 ○
四年
科技行銷講演。
（邱清霞／攝影）
因此，我們必須呼籲中共，只
要人民未能享有完全的公民與政
治權利，中共就不必再談什麼
「負責任的國際成員」，更別奢
言「中國夢」。中共當局必須瞭
解，人權是普世價值，而臺灣就
是最好的指引明燈。唯有拉近兩
岸在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面
的距離，才是真正地讓大陸民眾
「從國家發展進步中受益」，也
才能讓兩岸民眾共同走向幸福、
和諧、互利共榮的未來。（摘轉
自青年日報一 ○
四年七月十五日
第二版社論）

【特約記者
劉宗宜／報
導】
本院日前
假圖書館舉
辦「一 ○
四
年科技行
銷」專題講
演，邀請國
立臺北商業
大學商學研
究所所長張
世佳教授蒞
院主講「科
技產品行銷
特性及 4P
介
紹」，由副
院長張少將
主持，營運
長暨本院各
單位一、二
級正、副主
管近二百人
參加。
張副院長
除推崇張教
授具有專業
的創新、創
業、策略管
理之豐沛學識與素養，在服
務品質之經營與管理領域更
是專家。張副院長強調，張
教授演講內容對本院轉型後
之營運模式與廣拓商機別具
意義，期能帶給本院同仁珍
貴的啟發與思維面向。
張教授指出，「銷售」是
產品導向，而「行銷」則是
市場導向，不僅有銷售的內
涵，亦涵蓋更高階的客戶導
向、市場研究、產品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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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蘭王子安羅伽發現了父親遺留
下來的手記，並得知奇人的力
量，他極力想要找出奇人的秘
密，將奇人技術運用來強化樓
蘭的軍事武力，建立一支奇人
軍隊，在得知阿西的存在後，
便開始一連串的野心計畫。
古羅布國，一個彷如人間聖
地的神秘國度。羅布族的居民
及沙蟲為了讓萬物生命之源得
以永續生存，世世代代的捍衛
著這個人間淨土，他們發現樓
蘭王子的野心及真面目，與樓
蘭大軍的戰爭一觸即發……。

作獎助計畫。
大樹古稱阿猴林，高雄打狗人遷居
屏東阿猴之前曾在此建社，留下部份
人口。梁先生發掘大樹歷史，進而融
合詩與地方文史，以史耀詩，以詩頌
史，書寫大樹各庄頭，表現大樹打狗
文化的作品；而分布在台灣各地的大
樹子民紛在網路上表示：「原來大樹
不僅玉荷苞與金鑽鳳梨聞名」，還有
詩人吟詠台語詩「這麼感人，這麼
美」。
梁明輝先生目前任職於推研廠大樹
廠區機械製圖員，自服役接觸山地訓
練後，退役為登山響導，三十多年來
攀岩無間斷，曾當選過攀岩國手，也

一段流傳在大漠的故事，身
為開啟絲路之門的英雄張騫後
代，張墨與張彤兄妹帶著木人
「阿西」，循著西遊神書裡
的古老傳
說來到西
域，希望
能解開神
秘礦石及
奇人的身
世之謎。
與此同
時，一位
神秘的樓

也積極促請北京停止打壓行為。
我陸委會則對大陸採取強硬方式
對待維權人士發表嚴正聲明，呼
籲大陸應落實尊重和保障人權的
普世理念，以積極、正向的態度
推進人權、自由發展、聆聽民
意，如此才能拉近兩岸民心與價
值距離，開展可長可久的兩岸關
係。
回顧歷史，自ㄧ九四九年中共
「建政」以來，雖在其所謂「憲

曾應聘為國手教練。曾在多年之前，
代表大樹廠支援所部偽裝網陣地的裝
設，其中有許多作業都要用到繩結與
高空的裝備與技術，梁明輝就發揮其
攀岩專長，解決了不少問題。
在職場工作表現之外，梁明輝更熱
衷於台灣歷史、文學、文史研究方
面。近年來，在文史上及其他詩作
品，散見各報章副刊與文學雜誌、歷
史論文，亦見聞於地方文獻與高屏地
區各歷史文化研討會。除投身研究
台灣歷史已有十多年，寫詩更啟自
十六、七歲的高工時代，其以母語書
寫的創作，實際上受到父親愛鄉愛土
的精神感召很深，覺得只有自己的母
語，才能表達出自己最深層的情感。
梁明輝
為道地的
大樹區九
堂里人，
在訪談中
，其熱衷
於台灣歷
史 、 文
學、母語
數十年，
執著於踏
勘文化遺
址之任事
態度，更 梁明輝（右）於新書發表
是令人敬 會為讀者簽名。
佩不已。
（蘇登貴／提供）

【特約記者何 聲音嘹亮，根本不須麥克
傑／報導】
風。接著筆者唱一曲民歌：
最 近 各 一 級 王夢麟的木棉道，並介紹這
單 位 都 在 辦 理 是去年本院「寒冬送暖」公
自強活動，希望藉著活動凝 益活動，在五號門附近嘉惠
聚大家的向心力，增進大家 啟智教養院時所唱的歌，與
在工作上的熱誠。系維中心 院生們互動時，可以感受到
在計管組承辦同仁的精心規 他們仰慕的眼神與興奮的心
劃下，籌辦了一天的淡水紅 情，歌唱確實能使人回到美
毛 城 與 漁 人 碼 頭 自 由 行 之 麗的時光。
旅，分乘四部遊覽車。儀校
福委會陳前主委是本車的
組同仁與後工組五員併車後 老二，自然要請出來服務一
坐滿 車
D ， 從 五 號 門 出 發 ， 下，唱了首國語老歌，果然
雖然天公不作美，下起綿綿 字正腔圓、不急不徐。老三
的 雨 ， 但 仍 擋 不 住 火 熱 的 則是周前組長，三進三出儀
心，主動積極擔任起卡拉 OK校組是登上光明頂的研究人
的 DJ
主持康樂節目。
員，當然也要獻聲，有照片
為了敬老尊賢，首先請馬 為證，你看！三位笑得多開
系維中心同仁於漁人碼頭 哥 王(伯伯 唱)一曲嘆十聲， 懷，莫非選舉，還比出各人
合影。 何(傑／提供 )
雖離退休只剩一年時光，但 的排序手勢。

用母語創作文學

化學所梁明輝

果均給予高度肯定，並表示本
院在生醫領域之研發成果，如
能結合北醫之醫療資源及運作
彈性，可加速推向市場展現價
值。為利於後續合作，蘇委員
建議雙方先行研議合作備忘錄
及保密協議，完成簽署後展開
深度研討，逐步將合作項目付
諸行動。
未來可研議合作議題包括：
一 、 膠 囊 內 視 鏡 LED
、電池及
微型生醫級封裝技術運用於口
腔牙周病檢測儀之開發。二、
多維麻醉深度監測技術運用於
口腔麻醉深度與疼痛指數監測
儀器之開發。三、多維麻醉深
度監測技術運用於肩頸痠痛程
度之檢測。四、親口性 CR
型磷
光 片 (PSP)
之開發。五、取代
進口易操作經濟型口腔影像感
測器之開發。

要注意用電安全與落實工安查察，以
確保人安、物安。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深化交流合作 攜手共創新猷

過專業
解說人
員詳盡
的 解
說，王
副總經理及許董事長一行對
本院致力國防科技研發四十
餘年所累積的技術能量，均
給予高度肯定與讚揚，並留
下深刻印象。
中鋼機械公司與本院合作
交流密切，透過互訪活動，
瞭解彼此所蘊含的研發能量
及需求，除增近彼此合作情
誼，未來透過軍民通用機
制，更能深化合作關係，攜
手共創更高效益。
本院順利轉型成為行政法
人後，肩負擴大推動軍民通
用技術研發之任務，所累積
的國防研發能量將持續技術
轉移至民間企業，協助業界
開發產品，降低業界研發風
險，加速落實產業化與高值
化，促進國家整體經濟發
展。

中鋼機械許文都董事長率重要幹部蒞院參訪
【特約記者林海芬／報導】
中鋼公司王茂濱副總經理
及中鋼機械公司許文都董事
長日前率中鋼機械公司王璣
總經理等相關幹部蒞院參
訪，院長張中將率杲副院
長、執行長及營運長，於行
政一館二樓貴賓室歡迎接
待，雙方就彼此合作事宜交
換意見。
許董事長特別表示，目前
國內三百多支風力發電機都
購自國外，中鋼機械致力推
動離岸風力發電國產化研究
發展，透過參訪活動，瞭解
本院防蝕技術能量，未來期
能透過雙方交流合作，共同
創造雙贏契機。
隨後，王副總經理及許董
院長張中將與許董事長會晤。
事長一行前往飛彈所，實地
（邱清霞／攝影）瞭解本院相關技術能量，透

役男作意見
交流，以瞭
解用人單位
及役男對制度、管理等層面之
問題或建議。本院係任用役男
機關人數眾多之一，均配合各
項期程作業，對於役男之運
用，近年來亦有相當成效，期
望役男進用後，有效發揮所
長，為單位及國防科技提昇研
發能量。
院長表示，未來本院亦將配
合主管機關規定，對役男之管
理考核及獎懲作業審慎辦理。

役政署訪查研發替代役作業
【特約記者許月琴／報導】
內政部役政署依「研發替代
役管理考核及獎懲作業實施計
畫」規定，日前由林國演署長
率相關人員蒞院實施管考訪
查，由院長張中將偕同杲副院
長接待，隨後針對研發替代役
管考情形實施簡報及說明。
林署長表示，研發替代役考
評係每年針對二十多個用人單
位實施，主要為與用人單位及

用「把人民關進監獄」取代讓人
民「從國家發展進步中受益」的
集權專制寫照。
事實上，針對此一引發國際關
注的人權事件，美國國務院立即
提出譴責，認為中共逮捕拘留維
權人士，是利用新版「國家安全
法」侵犯人權，並強烈敦促北京
當局尊重公民權利，釋放維權
人士；「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
織」、「香港與國際人權組織」

副院長張少將主持一○四年科技行銷講演

～

尊重人權普世價值 臺灣是大陸最佳典範
日前中共官方媒體證
實，其公安部以「摧毀維權律
師、推手、訪民」滋事擾序「重
大犯罪集團」為由，陸續逮捕大
陸維權人士，有數十人遭刑事拘
留或監視居住，失去聯絡，多間
律師事務所遭到搜查。在民主自
由已為普世價值的今天，相關舉
動既與中共號稱在人權、民主權
利、公正審判權等範疇「取得重
大成就」的公開聲明相悖，更是

啟發行銷思維 滿足客戶需求

保防警語

本院生醫科專團隊與北醫大鄧院長研討交流

總指揮下達狀況，全體參演人員按照
演練計畫，分別就火警通報、初期應
處、人員疏散、傷患救助、協同救災
等項目進行演練，各通報班、滅火班
與避難引導班均能迅速反應、果斷處
置；另總務處之消防車與救護車，亦
配合協同演練，使參加演練同仁熟稔
各項應處作為。
齊處長於檢討會中強調，同仁平時
應熟悉辦公處所的環境、通道以及滅
火器配置點，狀況發生時，才能在第
一時間做出正確的判斷和反應，對於
安全維護工作不可掉以輕心，尤其是

瑩

【特約記者溫珮妤／報導】
人力資源處日前協同總務處安管組
實施一 ○
四年上半年度消防演練，為
確保演練圓滿順利，該處演練前由黃
副處長召集各通報班、滅火班及避難
引導班班長，召開演練分工協調會。
黃副處長提示同仁，本院轉型行政法
人後，該處第一次實施消防演練，對
大部份同仁而言，也是第一次參與消
防實際演練，期勉各演練編組幹部轉
達編組同仁，演練全程切勿慌亂，並
以人員安全為首要考量。
演練當日由人資處齊處長擔任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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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轉研發成果 展現實際價值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追求卓越，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九○○○八附五信箱

生數起工安
事件，各單
位除須持續
確依工安規
定嚴格要求
所屬，亦應
加強教育同
仁「作業零
危安」思
維。特別提醒強化屬爆炸性粉
塵推進劑原料研磨作業工安防
護作為，需符合法規要求，以
確保安全，場地之各項設施亦
應符合設置標準規範，並持續
進行工作人員工安教育訓練課
程，作業紀律不可輕忽，任何
作業，均應按標準作業程序執
行，同仁間互相提醒，降低工
安意外事件，達到零危安目
標。
二、強化火工場所巡查，落
實幹部督導責任：推研廠粉塵
作業場所雖委由「勞動部認可
勞工作業環境測定機構」定期
監測，符合法規安全要求。但
仍要明確指定第一線作業現場
督導負責人員，強化督導責任
透明化，作業人員守規定，千
萬不能有差錯。希望全體同仁
都本著「以人為本」的理念，
時時互相提醒、相互要求，千
萬不能心存僥倖，也不能用生
命來換績效。同仁的安全、健
康才是家人和單
位最大的幸福，
同仁健康是企業
最重要的資產，
有了身心健康的
同仁，才能營造
高效率、高品質
的工作績效。
月

劉副部長視導化學所推研廠大樹廠區。
（蘇登貴／提供）

半

發行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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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九九期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國防部副部長劉上將日前由
海軍常務次長許中將、軍醫局
代副局長萬上校及杲副院長等
陪同，視導化學所推研廠大樹
廠區，該所所長賴博士率該廠
楊廠長於廠部大樓前恭迎。
劉副部長首先於簡報室聽取
鐘副廠長對於大樹院區粉塵作
業場所工安防護簡報，隨後前
往發動機組裝及拆卸火工作業
現場視導，並轉達部長慰勉之
意，對於同仁致力任務執行所
付出的心血，表示肯定與嘉
勉；另外，也針對「八仙粉塵
爆炸事件」引發人員重大傷
亡，期許該廠安全是一切工作
的基礎，要在零工安、零傷亡
的高標準下，依程序、步驟及
要領執行各項生產工作與任
務。劉副部長並提出兩點與同
仁共勉：
一、貫徹火工作業紀律，加
強安全防護作為：近期國軍肇

國防部副部長劉上將視導化學所推研廠大樹廠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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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火工作業紀律 營造優質工作績效

本院品質政策

設施工程處李前處長榮退

本院精神

人資處同仁實際操作滅火設備。
（溫珮妤／提供）
院長張中將致贈林署長紀念
品。
（賴俊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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