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得不去學習如何面對壓力，如此
林信全／報 才能增進自身溝通能力與心理能
導】
力。壓力其實是一體兩面，壓力
面對來自 小時往往會覺得工作沉悶缺乏動
四面八方的 力，壓力大時容易緊張造成情緒
壓力，如何 低落，當同仁出現負面情緒時，
學習與壓力 最重要的策略是互動，要先站在
和平共處， 對方的立場去感受，用同理心來
相信是每個 看事情，協助覺察與給予支持，
人都必須正 等情緒安撫下來再思考怎麼做，
視的問題， 從同仁生理與行為反應中找出心
為增進各級 理困擾來自何處，慢慢將不好情
主管及輔導 緒引導至正向的情境。
人員心輔知
最後，葉心理師表示，當正向
能與技巧， 與負向思緒在拉扯時，一定要和
本院日前假 自己進行對話，給自己找情緒出
行政二館四 口，以成長的心態來處理事情，
樓學術會議 身為主管的人要隨時給同仁鼓勵
室舉辦一 ○適 時 表 揚 ， 保 持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四年第四季 係，自能創造快樂優質的職場，
心輔工作研 遠離憂鬱的困擾。
討會，由公
關室顏主任
代理主持，
各單位副主
管及各園區
公關主任與
員工關懷室
輔導員四十
餘人參加。
會中邀請衛
福部桃園療
養院葉盈均臨床心理師，以「如
何協助心理困擾員工」為題，分
享個人豐富的實務經驗。
葉心理師在講演開始時清楚指
出，探討每位憂鬱的病人，起因
大都是情緒管理出現問題，當情
緒 有 問 題 時 就 要 依 SOP
來 處 理 ， 公關室顏主任代理主持心輔工作
身處在高壓力的環境，每個人不 研討會。
（田桂忠／提供）

化學所推研廠

打造績優職場 創造雙贏局面

主辦同仁的用心。
整個自強活動在大家放鬆
心情享受溫泉中劃下句點，
達到自強活動彼此聯絡感
情，享受大自然的健身目
的。

作環境，管人的法則與做事章法
均屬於領導的特質與要素，且不
同 中(、西 文)化制度下的領導方
向也不同。李總經理以其服務的
日本及猶太企業多年經驗，侃談
好的領導者應備具傾聽力、溝通
力、合作力、競爭力，以及專業
技能與終身學習的態度。
找到對的人做對的事，是組織
用人最高準則，並強調當責與分
工，領導者的責任，必須瞭解組 勵士氣影響員工，部屬心甘情願
織及果斷決策能力，與員工搭起 為領導者打拼，才是領導統御的
良好互動與互信關係，進一步激 正道。
俗稱「大陂湖」，昔日「蘭
陽十二勝之一」，為蘭陽五
大湖中面積最大湖泊，湖中
還復育列為保育類魚種的圓
吻鯝魚，透過當地居民保護
復育下魚群逐年增加，真是
充滿感動的人文風景。大伙
徜徉美麗湖畔，沿著環湖步
道悠然漫步，彷彿夢境一
般，令人流連忘返。
午餐來到久千代 Buffer
用
餐，是宜蘭有名的海鮮餐
廳，可讓同仁享受各式新鮮
魚貨，滿足個人口腹之慾，
大夥吃得充滿幸福感。隨
後，再啟程至礁溪湯圍溝泡
溫泉，原本要去宜蘭車站前
的幾米廣場，因探勘場地發
現之前颱風吹跨大部分裝
置，臨時決定至有溫泉可泡
又可買點伴手禮的礁溪湯圍
溝，算是意外行程，卻顯露

月 日 護
三對不同背景
的主人公被捲入
硝煙與戰火，與
摯愛分離。國軍
軍官雷義方（黃曉明飾演）生
死不明，太太（宋慧喬飾演）
獨在台灣飽受相思之苦；軍醫
嚴澤坤（金城武飾演）與青梅
竹馬的日本女孩雅子（長澤雅
美飾演）因政局變化被分隔，
再難相見；底層女性於真（章
子怡飾演）和通信兵（佟大為
飾演）萍水相逢，又被亂世沖散。儘管命 的齒輪將所有人捲入逃難的太平輪上，他
途顛簸，但他們仍不惜與命運奮力抗爭， 們會如何相遇？各自的命運又將何去何從
書寫了戰亂年代的悲歡離合。最終，命運 ……？

【特約記者陳錦
瑰／報導】
從年中就聽到
別組辦理自強活
動，總盼著組裡的自強活動
何時出發呢？終於敲定時
間及地點，選定蘭陽平原的
龍潭湖，至久仰大名久千代
用餐，再到礁溪湯圍
Buffer
溝泡溫泉，大家暫時放下身
邊繁忙工作，一起出外踏青
並紓解平日工作壓力。
出發了，坐著遊覽車經過
雪山隧道，造訪好山好水到
處漂亮農舍林立的蘭陽平
原，真是艷陽高照最適合出
遊的好天氣。第一站到龍潭
湖，體驗宜蘭人生活，環境
規劃都很乾淨，青山綠水令
人心曠神怡，湖光山色盡收
眼底，實是釋放工作壓力最
好選擇。龍潭湖舊名大埤，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本院轉型後，與業界互動密切
又多元化，帶領科技團隊的主管
們，正面臨研發市場的嚴峻挑
戰，即使全體同仁都在同一個地
方工作，管理與溝通協調仍是一
大經營課題。航空研究所日前邀
請美商首博集團台灣區李慧君總
經理蒞所，與該所主管分享「領
導統御與衝突管理」的寶貴經
驗，由該所李副所長主持。
領導統御是組織上層的核心能
力，似大家庭模式開誠佈公的工

航空所舉辦管理講座

航空所齊副所長代表接受台中市
林佳龍市長頒獎表揚。
（陳志維／提供）
博士更親自巡視各作業現場，提
示各項安全作為，並於所務會議
及工安環保委員會等重要會議
中，持續不斷要求及呼籲，務必
嚴謹規範各項作業安全程序及護
具佩戴，更強調落實督導，以維
持航空所優良的安全文化，建立
安全的作業環境，確保作業同仁
的安全。
航空所此次獲獎重點在於配合
職業安全衛生法之頒布施行，於
「重複性之作業等促發肌肉骨骼
疾病」、「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
病」及「執行職務致遭不法侵
害」三方面均訂定預防計畫，並
落實檢討實施，且加強危害性化
學品及母性保護相關工作之管制
與執行，獲得勞動部肯定。
「工安無假期」是航空所同仁
共同的安全意識，「零災害」是
最高目標，該所同仁將持續建構
安全衛生的作業環境，確保人員
安全及各項研發任務順利成功。

職安法相關規定，採取有效健康及衛
生防治措施，並提供優於法規的工作
場所，打造績優的健康職場，獲得評
委一致的讚賞，評委們也提供參考建
議與該廠相互交流。
職場是多數人活動時間最長的場
所，每日有將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
時間處於工作場所中，可說是同仁的
第二個家。同仁的健康就是單位最大
的資產，身心健康才能營造高效率、
高品質的工作績效，推動職場健康促
進不僅可使同仁免於職業傷病，確保
工作安全與健康，更可凝聚向心力，
增加競爭力與生產力，創造勞資雙贏
局面。未來該廠將持續致力打造一個
能讓同仁「樂在工作」的魅力職場。

【特約記者陳志
維／報導】
航空研究所曾
三度獲得勞委會
全國推動勞工安
全衛生優良單位
五星獎，今年再
度提報參選，經
台中市政府會同
勞動部中區職安
衛中心蒞所評
鑑，通過複審並
提報參加勞動部
決選，獲選為
「一 ○
三年推行
職業安全衛生優
良單位」，日前
於台中市政會議
中，由林佳龍市
長親自頒獎表
揚，該所齊副所
長代表受獎。
航空所依據本
院工安環保政
策，秉持「工安
環保與研發並
重」的理念，全
所同仁在執行研
發工作的同時，
均致力於工安環
保相關工作之推
動，除通過職業
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並積極
參與各項優良選拔，例如樂活職
場、零災害工時、健康職場自主
認證、全國性推行職業安全衛生
優良單位，屢獲佳績。
在各級主管對於工安衛生的重
視下，航空所已營造全所同仁對
工安之基本認知與共識，所長馬

心評委蒞廠評
鑑，由該廠陳副
廠長主持。
陳副廠長表
示，該廠區推動職場健康促進工作，
結合相關醫療資源，以教育宣導方式
配合工作性質，安排有關衛教、健康
促進與管理等活動，以職場心理健
康、增進健康體能、健康飲食、職場
菸害防制、檳榔防制等五大主軸，建
構可行的、適宜的，符合職場健康促
進的模式，強化同仁日常生活中健康
行為實踐力。
該廠秉持長期推動健康促進工作的
優良傳統，對人員工作環境、設備安
全及身心健康格外重視，除積極配合

晶圓、高導熱之氮化鋁基板、
高頻功率放大器、氮化鎵功率
電晶體與多項功率轉換模組等
關鍵材料與技術，並以高效率
綠能功率模組、電動 機( 車)功
率模組與國防用功率模組等領
域進行驗證。為促進該計畫研
發成果推廣成效，辦理技術研
討會，期盼促成本院與國內產
學研機構有進一步合作機會。
技術研討會中，分別研討
「單晶成長與磊晶技術開
發」、「元件製程與散熱封裝
技術開發」、「高功率模組構
裝與電性測試技術開發」、
「電動 機( 車)功率模組與應用
電路技術開發」等議題，與會
人員針對高功率研製技術提出
分享，在產官學研彼此集思廣
益下，對日後國防科技與民間
技術交流，提供實質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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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彈所、化學所等重要技術研發
主管均出席與會。邀請國內、
外重要的半導體長晶及磊晶模
組封裝、產品應用等相關業者
及學研單位，進行研發聯盟合
作意願書簽約儀式，同時針對
高功率研製技術與國內產學研
實施研討。
杲副院長致詞指出，本院與
交通大學研發團隊於一 ○
四年
起承接科技部與國防部專案，
推動碳化矽長晶、氮化鎵磊
晶、功率元件設計、製程與封
裝及控制電路等技術研發能
力 ， 建 構 以 WBG
技術於「高功
率元件應用」的新興產業體
系。目前正研發高阻值碳化矽

正因如此，為端
正選舉風氣，遏制
賄選歪風，宣示政
府斷黑金、反賄選決心，法務部提供賄選
檢舉專線，呼籲全民一起加入反賄選的行
列。法務部也祭出高額的檢舉獎金，凡檢
舉正副總統候選人賄選，獎金一五 ○○
萬
元；檢舉立法委員候選人賄選，獎金一
萬元，務求營造乾淨選風。
○○○
不可諱言，即使我國的民主政治已臻成
熟，反賄選的觀念經過相關單位的大力宣
導，確已深植民心，但仍有少數候選人知
法犯法、鋌而走險，試圖藉賄選拉抬選
情，倘若政府視而不見，任由賄選情事氾

濫，無異讓民主政治蒙羞，亦將使民主政
治開倒車。誠如法務部在反賄選的宣導內
容裡所言，正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結果
攸關我國未來立法與行政體系的運作，以
及國家未來發展與政策走向，現代公民必
須負起「檢舉賄選」的社會責任，有關單
位也要持續普及反賄選觀念及擴大社會參
與，營造全民反賄選氛圍。
「檢舉賄選，人人有責」是法務部此次
反賄選的主題。須知，賄選與貪污是一體
兩面，今日候選人因賄選得逞而從政，他
日就會極盡貪污之能事，讓國家與全民付
出代價，不可不慎。（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四年十二月六日第二版社論）
○

本院舉辦職場員工關懷系列心輔講座
【特約記者田桂忠／報導】
繼「管理諮詢方案」主管敏感度訓練後，本
院日前邀請國軍桃園總醫院諮商心理師鍾玉蓮
小姐，就職場員工常見問題與關懷技巧，以
「同理心與溝通技巧」為題實施講演，各單位
心輔幹部及志工計四百餘員參加。
鍾講師針對同理心及溝通技巧二項主題提出
精闢解說，強調「打動人心必先同理」，而良
好的人際關係須從溝通開始。此外，並引述大
腦運作的基本原理、造成溝通錯誤的三大原
因、防止溝通錯誤的三大步驟、如何去理解別
人的話等四項重點，提醒與會輔導小尖兵，最
能幫助別人的就是身邊的人，要想做好初級預
防工作，應落實「一問、二應、三轉介」的基
本流程，方能讓輔導幹部、志工透過關懷作為

人」，透過選舉行使公民權益，用手中的
選票「選賢與能」，確維憲法保障的基本
權利。正副總統與立委選舉將於明年一月
十六日進行投開票作業，儘管一般認為，
這次中央層級選舉的選情似乎過冷，但仍
可見到各候選人奔走大街小巷，置身人群
之中，聲嘶力竭地爭取支持，盡可能握到
每位選民的手，以求勝選，選情其實正在
加溫。可以預見，當選舉進入倒數時刻，
各地選情將更為激烈；賄選的可能性也會
增加。

航空所邀請李慧君總經理擔任講師。
（林彩鳳／提供）

飛彈所發射組宜蘭龍潭湖之旅。
（鄭漢榮／提供）

來協助員工解決問題，進而提升
工作績效，樂在工作與生活。
本院自一 ○
三年四月十六日轉
型行政法人後，依行政院勞動部
「員工協助方案」推動計畫，及參考民間企業
執行「員工協助方案」作法，分別邀請林桂碧
博士、楊明磊博士、張德聰博士等三位專家學
者蒞院，實施「員工協助方案」導入簡介說明
暨「生涯規劃」等專題講演。一 ○
四年陸續以
「員工協助方案－職場員工關懷」為題，邀請
專家學者，辦理「本院員工協助機制內、外部
資源認識及運用」、「理財規劃」、「身心症
的發掘與處遇」，「主管敏感度訓練」等七場
次系列課程。
為促進職場心理健康，本院在執行員工協助
方案方面，分由人資處、醫務所、法務室、工
安室及公關室就業管工作面、生活面及健康面
等三個面向，共同推展執行，以維護本院職場
員工的心理健康，營造一個友善的職場環境。

維護心理健康 營造友善職場

【特約記者許明聖／報導】
為成立國內、外半導體元件
設計與製程業者間研發聯盟，
相互分享創新技術、產業發
展、策略研討等資訊交流平
台，透過整合相關資源，加速
材料、元件、模組以及系統之
間的溝通及驗證，提供最終系
統商使用國內自製產品，加速
國內產業供應鏈成形。本院與
交通大學及財團法人台灣經濟
研究院日前假台灣大學集思會
議中心洛克廳共同舉辦「軍民
通用高功率元件應用研發聯盟
簽約儀式及技術研討會」，杲
副院長、軍通中心游主任、計
畫主持人材電所程副所長暨飛

本院與交通大學及台經院舉辦高功率元件應用研討

整合產官學研 強化軍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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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龍潭湖自然之旅
化學所推研廠接受績優職場現場評鑑。
（鄭立宗／提供）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要職。
陳副院
長學、經
歷豐富完
整，對於
國 防 軍
事 、 科
技、經營
或管理具
有專業能
力，在院
任諮詢顧
問期間，
協助本院
完成「整
體安全」
總檢討報
告及提出
精 進 作
為，另積
極建立與
院長張中將主持陳副院長新職介紹。 軍種溝通
（賴俊宏／提供）平台，推
動海軍重大專案計畫，提升
執行效率，本次獲得拔擢倚
重，可謂實至名歸。
本院以執行國防武器系統
研究開發，及全力推動國防
科技自主發展為核心任務，
亦是本院存在的價值，期望
在陳副院長的領導下，各項
科研計畫能持續精進及成
長，院務工作推展順遂。
最後，院長也期勉院內同
仁接續秉持以往主動負責的
精神，將本院各項研發工作
成果推向另一個高峰，院長
將與所有同仁攜手共創美好
未來，並成就本院「國防自
主、科技自主」的任務使命
與歷史定位。
【特約記者溫珮妤
／報導】
院長張中將日前
假三 ○
四館主持副
院長陳新發先生新
職介紹典禮，副院
長張少將、一級單位主管及
同仁代表百餘人與會觀禮。
院長首先宣達陳副院長任
職命令，並介紹陳副院長畢
業於海軍官校七十二年班、
海軍學院八十七年班、戰爭
學院九十一年班。歷任海軍
基隆級艦接艦支隊艦長、海
軍二六一戰隊戰隊長、海軍
一四六艦隊艦隊長、海軍司
令部計畫處處長、海軍軍官
學校校長及本院諮詢顧問等

隨著第十四任總統、副總統及
第九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完成登記，宣
告二 ○
一六年正副總統與立委選舉競選活
動正式起跑，同仁應貫徹「行政中立」原
則，力行不買票、不賣票，而且要勇於檢
舉賄選。值此選情日漸增溫，各候選人積
極拜票造勢之際，國人除有維護乾淨選風
的義務，亦有捍衛民主政治價值與果實的
責任，讓一場符合民主真諦的選舉為我國
憲政立下典範。
民主政治的可貴在於「人民是國家的主

22

保防警語

飛彈所發射組

端正選風堅拒賄選 嚴守行政中立

院長主持陳副院長新職介紹

本院品質政策

航空所榮膺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追求卓越，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特約記者鄭立宗／報導】
前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於民國
九十二年起推動無菸職場；九十五年
起輔導職場推動健康促進及菸害防
制，並於九十六年首度辦理全國「健
康職場自主認證」。化學所推進劑研
製廠自九十九年起配合政策推動職場
健康促進工作，獲得衛生署授予健康
職場認證標章，一 ○
一年進而獲得
「健康促進標章」。一 ○
四年首度參
加「績優職場－樂群健康獎」評選，
衛福部國健署及南區健康職場推動中

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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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刊

肇

杲副院長於研討會中致詞。（許明聖／提
供）

工安無假期 職場零災害

行為規範，
恪遵保密及
資安規定，
以達成零事
故、零傷
害、零污染
的目標，未
來在全體同
仁同心協力
合作下，讓本院在穩健發展中
持續成長茁壯。
此外，董事長提出以下五點
與同仁共勉：一、創新科技能
量，彰顯核心價值。二、提升
組織效能，強化人力運用。
三、精研科技發展，擴大技術
移轉。四、落實資源管理，建
全財務結構。五、貫徹作業紀
律，強化安全機制。
院長張中將致詞表示，本院
在同仁胼手胝足認真打拼努力
下，預算獲得及關鍵計畫突破
等方面都繳出很好成績單。本
院國防科技研發自主的核心任
務沒有因轉型而改變，要以建
立前瞻科研案做為維繫本院長
期發展的基礎，本院的產品未
來不僅行銷到軍種，更要積極
打入國際市場，建立完備的國
防產業鏈，進而帶動國家經濟
發展，在同仁努力不懈堅持
下，實現本院近、中、遠程各
階段願景。院
長也叮囑同仁
在努力工作同
時，要特別注
意身體健康，
擁 有 健 康 身
體，個人及單
位才有美好未
來可言。
月

（賴俊宏／提供）

半

發行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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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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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八期
【特約記者林信全／報導】
為精進各項工作成效，共同
策進新的一年工作目標與規
劃，本院日前假龍園園區國際
會議廳舉行「一 ○
四年年終工
作檢討會」，由院長張中將主
持，董事長於董監事會議後親
蒞會場實施精神講話，三位副
院長暨一、二級以上主管出席
與會。
董事長指出，本院轉型後在
國防科技研發與支援國軍建軍
任務，均獲得優異績效，對全
體同仁的努力表達高度肯定之
意，期許未來要置重點於不對
稱戰力科技研發，技轉民間產
業，提升對國軍部隊的服務品
質，更要以國防軍備為基礎，
積極強化產品競爭力與擴大產
品銷售，將本院打造成國際一
流科技團隊，促進國家經濟發
展。在執行公務過程，應確遵
各項標準作程序，同時要嚴守

董事長精神講話。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正向思考遠離負面情緒
本院舉辦心輔工作研討

本院精神

打造國際一流科技團隊 促進國家經濟發展
董事長蒞一○四年年終工作檢討會精神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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