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趙瑞
媛／報導】
本院日前假圖
書館舉辦「專案
管理體系」研討
會，由執行長冷
博士主持，特邀
董事會尹者江顧
問主講「專案管
理體系」及相關
議題研討，全院
一、二級正、副
主管近二百人與
會。
冷執行長致詞
指出，本院轉型
後矩陣式組織要
發揮組織效能，
過去專案執行目
標要求如期、如
質、如預算，轉
型後更要追求企
業化經營效能。
尹顧問指出，專
案管理知識體系
涵蓋範圍從專案
準備、專案分項
工作規劃、計畫
策頒、專案執行
到專案結束都要
管制。從專案準
備開始即需和需
求單位充分溝
通，瞭解委託方
之需求，單位同
時執行多個專
案，在任務規劃
段也要成立「推
動委員會」，管
制專案執行是否符合「專案計畫
書」，發現問題需提糾正處理。

【特約記者林信
全／報導】
為提昇本院主
管對高壓員工關
懷之職能，及時
敏感發掘及妥採
預防處遇作為，
心理健康中心日
前區分二梯次假
本院圖書館舉辦
「職場員工關懷
系列 主管敏感
度訓練」專題講
演，邀請桃園市
生命線協會張翠
華主任擔任講
師，計有本院
一、二級正 副(
主管近四百人與
尹顧問應邀主講專案管理體系。
會
。
（賴俊宏／提供）
公關室顏主任
專案執行依目標工作拆解為範
在開場時指出，
圍、工作包到活動，先有工作再找
本院在轉型後可
適當的人納內專案執行，當不同專
以感受到每位主
案在執行期程、資源分配發生衝突
管的壓力都很
時，需要有相關決策階層做衝突協
大，發現真正需
調，排列優先次序。專案執行要有
要被關懷的對象
風險管控，尤其對於外部高度的政
是主管們，先照
策風險，雖然發生機率低，但不可
顧好主管員工自
忽視，必需做風險轉移或風險處
然就能得到照
理，使風險成為可接受風險。專案
顧，為使主管們
是特定的，雖不會重覆，但不同專
對如何營造關懷
案間存在相似性，所以專案結束必
環境有深入瞭
須留下經驗供後人學習。
解，特別安排有
尹顧問在研討會中以本院專案報
實務經驗的張主
價、專案規格和軍種互動做案例說
任和大家面對面
明，本院可以做出很好的武器系
的交流互動，相
統，整體壽期報價也合理，然而卻 信，在主管們共同協助關懷下，本
可 能 不 適 用 或 被 軍 種 埋 怨 報 價 太 院同仁的照顧能更全面週到。
高，尹顧問認為是本院說明不足，
張主任以「職場員工常見問題與
必須對主要關係人主動充分溝通。 關懷技巧」為題，指出一個人活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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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立身處世的信念與準則。
之後遭逢抗戰，歷經多次生
死交關，直至抗戰勝利後，
欲繼續求學之路，卻因內戰
動亂，於民國三十八年隻身
來台，豈料與父母一別即是
永別，自此沒有機會再與父
母見面，多少酸楚悲痛強忍
於心，也養成堅毅的個性，
凡事靠自己努力打拼。來台
後巫先生投效軍旅並參與

院長張中將與漢翔公司廖董事
長共同主持座談。
（邱清霞／攝影）

近期以來，陸續發生多起重
大車禍意外，導致國軍官兵傷亡，不論對
當事者或家屬、親友而言，都是畢生難以
抹滅的哀痛，當然亦有損單位形象與士
氣。綜觀多數車禍意外，除天候或路況因
素非人力所能掌握外，大多數與酒駕、疲
勞駕駛、超速等肇因有關，如何從被動的
教育宣導到主動養成防衛駕駛等風險管理
觀念，殊值探討。
在台灣，交通安全教育從幼稚園就已經
開始；政府的交通安全宣導，幾乎無所不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研究所歷來承接軍種各項模擬器與
空軍試車台維修案任務，除要直接面對使
用單位外，為使空軍保修指揮部更進一步
瞭解本院研發能量，日前特邀請保指部尤
指揮官及相關幹部蒞該所參訪，以建立雙
方良好合作關係，由航空所馬所長歡迎接
待。
尤指揮官一行除於所本部會議室聽取該
所研發能量簡報，並安排實地參訪軍用機
研發的推進試驗與結構試驗、模擬器與研
製中心、橡膠研製、試車台維修中心、後
勤暨流程自動化資訊系統等相關研發能
量。
透過簡報及實地參訪瞭解，尤指揮官一
行對於本院致力國防科技研發所累積的豐
沛能量，均給予高度肯定與讚揚。此外，
雙方並就相關主題進行討論，希冀拓展未
來彼此密切合作之願景。

配合。
隨後，承辦單
位針對上次會議
各社團建議事項之院部辦理情
形予以回覆與說明，並報告今
年上半年社團各類競賽活動執
行成效及相關宣導事項。陳副
主任進一步指出，本院於今年
二月份已成立臉書專頁，希望
各社團均能將活動訊息即時提
供該室置於臉書專頁，以期展
現本院研發以外的軟實力。而
於社團博覽會活動方面，則請
各社團踴躍參與，透過推廣活
動，得以招募更多新血，使本
院新進同仁及研發替代役同仁
能積極參與社團各項活動，豐
富社團內涵，也有助大家於繁
忙的工作之餘，紓解壓力，放
鬆心情，擁有健康而樂活的人
生。

化學所推研廠健走活動
【特約記者林書帆／報導】
為配合行政院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及
本院政策，推動職場安全及維護健康，進
而紓解同仁工作壓力、調劑身心、鍛鍊身
體，增進單位團結，營造和諧氛圍，提振
工作效率及士氣，化學研究所推研廠日前
辦理「一 ○
四年度職場安全健康週」相關
活動。
果然是身、心、靈非常健康的健走活
動，地點選在素有南台灣佛教聖地美名的
「佛陀紀念館」舉辦。佛陀紀念館館舍配
置經專家精心規劃，林木翠綠有致，藝文
典藏豐富絕美，遊訪機能完備，吃食賞玩
店家各有特色，五星級的素食餐廳每人只
收費一百元，雖是素菜卻精緻爽口，色香
味俱全，令人
齒頰留香。

且正當職業，並揮灑亮麗的
一片天。他認為不論日子多
麼平凡、普通，只要能守護
全家人，看著妻子與孩子們
快樂、健康，就是人生中最
大滿足與成就。
巫副組長憶及父親從顛沛
流離的時代中成長，憑侍一
己之力完成學業，於工作上
全心付出，並與母親胼手胝
足撫養子女成長，讓子女們
於成長時，身心不虞匱乏；
對子女而言，父親就像高山
一樣壯闊，永遠給家人最堅 巫奉煜先生榮膺全國模範父親
化學所推研廠同仁健走合
實安定的依靠。
全家福合影。 劉(宗宜／提供 ) 影。 （林書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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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業單位主管，針對本院技術能量
及相關船舶應用進行簡報，雙方
進行意見交流。
船舶設計中心劉董事長對本院
戮力研發多種國防武器系統深表
讚嘆佩服，期盼日後能有合作機
會，借助本院累積數十年卓越研
發能量，以提升國內船舶科技水
準。對本院各項高科技應用技術
能量，均表達高度關切。對於該
中心柯執行長所提出之關鍵技術
需求，希望共同合作解決，院長
亦指示各相關單位研究辦理，期
許雙方賡續良好互動，共同提升
我國船舶研製技術水準。

船舶設計中心劉金源董事長率重要幹部蒞院參訪
【特約記者梁任平／報導】
船舶設計中心劉金源董事長日
前率該中心柯永澤執行長、陳錦
福副執行長及劉江海經理蒞院參
訪，院長張中將率飛彈所楊所
長、光華計畫江主持人、資管中
心楊主任、飛彈所廖副所長及光
華計畫溫副主持人等歡迎接待。
劉董事長一行首先至龍門營區
二三九研發成果展示室，參觀本
院國防科技研發成果，院長親自
為來訪貴賓詳細解說，讓蒞院貴
賓瞭解本院如何突破關鍵瓶頸，
研製國軍空中、地面、水下各式
武器系統。隨後，並由飛彈所專

【特約記者黃明達／報導】
配合國軍建構「防衛固守，
有效嚇阻」的精實武力，積極
展現自我防衛決心，系發中心
雄風計畫全體同仁歷經多年努
力，終於不負使命順利完成專
案計畫全案生產任務，有效達
成海軍新一代制海作戰武器部
署需求，提昇整體制海作戰能
力。海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劉少
將日前率該部重要幹部蒞本院
系製中心，與副院長張少將共
同主持專案計畫最後一批箱組
飛彈生產驗收總結會議。
劉副參謀長首先於系製中心
接待室與張副院長會晤，雙方

在，從電視「醉不上路」的反酒駕廣告，
到每個高速公路休息站無所不在的「不超
速、不酒駕」；乃至各縣市政府公布在重
要道路上，有關當月交通事故傷亡人數的
公告板等，都可清楚地看出政府對交通安
全宣導的努力與用心。同時，在每個車禍
現場、每次的酒駕傷亡事件後，外界都難
免看到傷亡者父母、妻兒、親友傷心欲
絕、止不住的淚水。從事後諸葛的角度，
每個人都會說的三個字就是「早知道」，
但其實有許多可以做的事常常是大家「早

就知道」。例如一個人酒酣耳熱之餘，身
旁的朋友就該知道此人若騎（駕）車回
家，勢將造成自己與他人的危險，因此或
共乘計程車同行，或聯絡家屬接送，都可
避免悲劇發生。又如一個年輕人剛學會開
車，身旁的親人也應該知道，一定要在對
方超速時慎重提醒，而非放任地視而不
見。
質言之，在每場悲劇的背後，都可能潛
藏許多的「如果」。如果知道「他會酒後
開車，就不會讓他出去了」，那麼為何不

最後，劉副參謀長對本院產製
快、狠、準之反艦飛彈武器系
統品質與性能，給予肯定與讚
許，後續將視任務需要，強化
與本院合作交流，共同朝國防
自主的目標努力精進。

在那樣的「如果」成真之前，用一句關心
的勸告、一通幫助的電話，讓酒駕傷亡者
在失去思考能力前，獲得重生的機會？畢
竟在我們的身邊，類似情節可能每天上
演，每個人都可以發揮救命的力量。當朋
友習慣超速時，提醒他們付出的可能不是
罰金，而是寶貴的生命；當同儕說沒喝多
少酒，而且離家很近，不會有問題時，提
醒他們車子停著只浪費一點時間，酒駕肇
事卻可能得付出一輩子。相信只要每個人
都付出關心，我們就可以減少車禍所造成
的傷心；只要想得多一些、關懷多一點，
絕對可能讓類似悲劇少一點。（摘轉自青
年日報一 ○
四年八月五日第二版社論）

就該案後續維持等合作事宜交
換意見，並共同主持驗收總結
會議。會後劉副參謀長一行驅
車前往系製中心一 ○
一組測廠
房參觀並聽取簡報，透過解說
人員詳盡解說，深入瞭解雄風
計畫新一代反艦飛彈武器性能
及後續發展精進構想。
為慶賀專案計畫能如期、如
質、如預算達成任務，雄風計
畫特舉辦茶會，慰勉工作人員
辛勞。張副院長致詞感謝海軍
對本院的支持與指導，並期盼
未來雄風計畫能在既有的核心
技術與能量下，持續發展射程
更遠、威力更強之反艦飛彈。

張副院長與海軍劉副參謀長共同主持驗收總結會議

奠基核心技術能量 提升制海作戰能力

廖董事長表示，基於國防自
主之重要性，在其所歷任的各
項職務任內，均十分肯定並支
持本院各項研發任務。漢翔公
司在軍民營收的比例已不再完
全依賴軍方市場獲利，但基於
對國防政策以及對台灣未來產
業政策之使命感，仍希望在國
防工業有所貢獻。漢翔公司與
本院原是一家人，漢翔公司主
要是生產製造和維修，而本院
的研發技術及測試驗證能量無
人可及，希望未來雙方朝向
「同質性整合，異質性分工」
的原則攜手合作，邁向成功。
座談會中，雙方就相關合作
議題，透過廣泛意見交流與觀
點討論，期能結合本院關鍵技
術及測試驗證能量及漢翔公司
生產製造經驗，建立完整合作
機制，以提升實質效益與企業
形象。

軍民通用交流 提升船舶科技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子一步一腳印的人生
態度及謙沖為懷的風
範，皆為孩子們標竿
學習的對象。
巫先生與妻子鰜鰈情深，
相互扶持，攜手照顧美滿家
庭並自小灌輸子女做人處事
的道理，期許孩子們懂得感
恩惜福，努力鑽研學問，以
抱效國家，貢獻社會。巫老
先生育子有方，其身教言教
與座右銘「做對的事比做事
重要」影響子女甚鉅。所撫
育的二個女兒及一個兒子不
但學業有成，亦均擁有穩定

空軍保指部參訪航空所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一 ○
四年上半年文康社
團座談會日前假行政二館召
開，由公共關係室陳副主任主
持，參加人員計有總務處行管
組陳組長、相關承參及各社團
幹部等三十員與會。
陳副主任詞時表示，對於今
年上半年許多社團參加院外機
關團體所舉辦之聯誼活動與競
賽均獲致優異成績，表達肯定
與嘉勉之意。此外，今年院慶
將於十一月十二日舉行，除包
括例行性之體育類競賽活動及
藝文聯合成果展之外，為廣泛
提升同仁參與感，同時規劃社
公關室陳副主任主持社團座 團表演等全院性活動，陳副主
談會。 （邱清霞／攝影） 任籲請各社團能夠鼎力支持與

本院召開社團座談會

快樂與否真的很重要，快樂的人心
理相對健康；覺得不快樂的人代表
那個人生病了，生病同仁就是需要
幫助的對象。罹患憂鬱症者與工作
壓力有很大關係，當個人問題導致
職場表現績效不佳，此時就必須啟
動 員 工 協 助 方 案 (EAP)
，適時調整
當事人工作或單位協助就診是必要
的措施，如處理不好往往會影響到
整個企業形象。
以行動落實「一聽、二問、三轉
介」的基本技巧，在付出關心過程
中建立彼此互信的關係，在幫助別
人前也要先處理好自己情緒，情緒
處理好了再來處理事情，這樣才能
有效的幫助同仁與增進士氣，提升
團隊的工作表現。
) 最後，張主任也提醒在日常生活
中，要多結交「心事可以說、快樂
可以分享、有困難可以挺你的」的
三種朋友，同時體認辦公室的同事
如同自己的親人，要多關心同事、
自己，更別忽略你身旁的親人、朋
友，當有機會幫助別人時一定要把
握，內心的收獲一定會很多。

八二三砲戰，工作認真勤
奮，榮獲無數勳獎章，深獲
上級肯定。因有感學海無
涯，故於公餘時間完成大學
學位。
巫先生於民國五十八年與
黃少石女士結婚，婚後育有
三個小孩，妻子服務於教育
界，民國一 ○
三年參加本院
模範母親選拔，並當選國防
部軍備局模範母親。他與妻

【特約記者劉宗
宜／報導】
鑑於巴黎航太
展期間，本院參
展展品與技術水
準廣獲國際關注
及讚譽，漢翔公
司廖榮鑫董事長
日前率軍用事業
部陳益民副總經
理等重要幹部蒞
院參訪，期能締
結雙方合作契
機，共創國內、
外商機。院長張
中將率杲副院
長、冷執行長、
蔡營運長於行政
一館二樓貴賓室
迎賓接待。
隨後，雙方並
於簡報室就相關
合作議題進行座
談研討，本院航
空所馬所長、飛
彈所楊所長、資
通所林所長、材
電所葛所長、電
子所古所長、天
劍計畫金主持人
等相關主管出席
與會。院長指
出，本院參加巴黎航太展，深
受國際肯定，其中雷達關鍵技
術已超越許多國家，國外知名
公司也佩服本院技術水準，為
能更精進與充實能量，特邀請
相關領域有口皆碑的漢翔公司
蒞院共同研討，建立雙方合作
機制，並維持良好的溝通管
道，共同創造未來輝煌榮景。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張翠華主任蒞院講演。
（邱清霞／攝影）

用「早就知道」的關懷 防杜「早知道」的悲劇

漢翔公司廖榮鑫董事長率重要幹部蒞院參訪

地面雷達組吳鑑洲技士父親
吳朝用先生共同代表本院參
選，在眾多參選者中脫穎而
出，雙雙榮膺模範父親之殊
榮。茲將兩位模範父親事蹟
分於本期及下期逸光半月刊
報導。
巫奉煜老先生，生於大陸
安徽合肥的公務人員家庭。
當時大環境艱苦萬分，家教
甚為嚴明，也確立巫先生日

資通所巫建辰父親巫奉煜先生
榮
膺
全
國
模
範
父
親
電子所吳鑑洲父親吳朝用先生

營造關懷環境 強化協助關懷

建立合作機制 共創輝煌榮景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
署指導，中國家庭教育協進
會、伯仲文教基金會主辦的
「二 ○
一五年全國第四十一
屆模範父親」表揚大會，日
前假「國軍文藝活動中心演
藝廳」舉行，國防部政戰局
副局長鄭少將親臨主持。本
院資通所計管組副組長巫建
辰父親巫奉煜先生及電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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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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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址：龍潭九○○○八附五信箱

我們的願景

本院在航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太領域上
之國際級
競爭力，
充分掌握
國際產業
之脈動與
趨勢，未
來更將成
【特約記者梁秀文／報導】
為最有競爭力的單位。
資訊通信研究所為提升經
院長指出，在品質要求極為
營 管 理 體 質 績 效 ， 日 前 取 得 嚴苛的航太產業中，資通所通
「 AS9100
航太製造品質管理系 過驗證，等同取得世界先進的
統」驗證合格，院長張中將偕 認可與國際認證聯盟標誌，充
同杲副院長、資通所林所長、 分展現國際級品質水準，更證
楊副所長、計算機組陳組長、 明其卓越的研製能力，以實際
品後組施組長，於行政一館二 績效帶來附加價值。期勉能從
樓貴賓室，接受總公司設於法 此一品質體系中得到最大化利
國的台灣貝爾驗證機構 (AFAQ/益，有助於本院在全球開拓新
亞洲地區總裁 市 場 ， 提 升 產 品 的 總 體 競 爭
BestCERT,Ltd)
蔡博士親自頒授合格證書，該 力。
公司為目前全球認可最大的第
林所長表示，資通所秉持高
三方 AS
驗證機構之一。
科技、高品質、高效益、高信
院長對資通所完成我國國防 譽之理念，配合國軍達成各階
事業體系中第一張「 AS9100
航 段建軍任務，並以技術合作、
太製造品質管理系統」驗證合 服務、轉移等方式，加強政府
格證書，給予肯定與嘉勉。並 及民間科技交流。「 AS9100
航
表示本院轉型後，資通所配合 太製造品質管理系統」主要為
本院品質政策、目標與執行計 航空、太空及國防領域，在此
畫，建構滿足顧客需求策略， 品質系統保證模式下，建構內
透過「 AS9100
航太製造品質管 部流程標準化、合理化與效率
理系統」驗證成功，不僅拓展 化，符合國際標準要求。期能
軍種委修製案之領域，更提升 透過其品質管理運作模式，促
進生產過程的持
續改善及提高產
品有效性，向顧
客證明品質體系
符合其特殊要求
，提升本院組織
形象，順利爭取
航太工業訂單。

第七○○期

院長張中將代表接受台灣貝爾驗證機構亞洲
地區蔡總裁頒證。
（邱清霞／攝影）

張副院長與劉副參謀長共同
主持生產驗收總結會議。
(邱清霞／攝影)

半

發行人：顏

保防警語

本院專案管理體系研討會邀尹者江顧問講演

本院資通所通過AS9100航太製造品質管理系統驗證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院長為劉董事長（右三）解說本院研發成
果。
（邱清霞／攝影）

傳承知識經驗 發揮組織效能

本院精神

展現國際級品質水準 提升產品總體競爭力

本院品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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