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持專業創新精神 深耕產業前瞻技術

化學所應邀參加高雄國際海事船舶展及國防工業展

線性爆炸
切割索技術
為一門先進
之專業火炸
藥應用技
術，配合農
委會漁業署海洋資源復育與漁礁
投放政策，多次實施除役軍艦、
報廢遠洋漁船等，進行人工漁礁
投放使用，並可應用於廢棄船體
隔艙及甲板拆卸等特殊用途。
化學所研發團隊在所長賴博士
指導號召下，由該所袁副所長領
軍，未來仍將秉持專業、創新之
精神，結合相關產業前瞻技術與
產品，透過國內產官學研整合機
制，進行跨領域研發與結盟，建
立創新平台，轉化國防科技，深
耕產業技術，推動地方產業創新
及高值化，促成產業升級，落實
政府「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創造
產業新優勢」的施政策略。

醫務所健檢醫護成員合
影。（梁香琪／提供）

重創，今年二月才完成修復及重整。清澈
的溪水中有苦花、馬口、石斑、溪哥等魚
兒悠游，豆娘棲息在石頭上覓食，在潺潺
溪水旁，聽悅耳的鳥鳴聲，令人身心舒
暢，此乃社區民眾共同努力護魚的成果。
中午在充滿客家特色餐廳中，享用美味
鱘龍魚風味餐，其中桂花紅酒甘醇甜美，
飲用後多數人面孔泛紅，真是酒不迷人，
人自醉。午餐後，驅車前往「南
庄老街」，在桂花巷入口有一處
「洗衫坑」，是清澈流動的溪
水，為逾百年的洗衣場，早期居
民放置洗衣板在此洗衣服，流傳
至今。
走入蜿蜒桂花巷內，充滿各式
小吃及伴手禮商店，在各店家的
叫賣聲裡，增添濃濃人情味，走
出巷口更有興建於民國十二年的
日式木造「百年郵局」映入眼
簾。南庄蓬萊社區居民對護魚的
用心及昔日關刀大地震後，重新
規劃設計的老街巡禮，讓大家都
忘掉疲憊，臉上充滿喜樂的笑
容，為活動留下美好的回憶。

坐或躺，吮嚼爽口的冰棒，倒也
輕鬆快意、怡然自得；大家長邱
處長更藉此場合感謝同仁這陣子
對團隊的付出與貢獻，並期許處
務百尺竿頭、蒸蒸日上、更上層
樓，俾不負各級長官之嚀託。最
後，大夥在互道珍重聲中結束了
這次成功又充滿活力的自強活
動。

陳副院長致贈王處長紀
念品。
（林信全／提供）

到照顧，是讓長照政策步上軌道必須解決
的問題。
行政院提出的長照 2.0
版，是政府體恤
民眾、實踐「老有所終」願景的德政，也
是積極承擔的表現。雖然如此，若將此一
重大工程完全放在政府身上，不見得能得
出最好的結果。最佳的策略與思維，是將
原本加諸政府和民眾的壓力，轉換成促進
經濟成長的助力。就此而言，行政院已表
示，長照 2.0
版未來將能創造五萬個就業
機會，是一個正確的方向，但若能將其擴
大整合為大健康產業及銀髮商機，外溢的
效果更大，應是推動長照 2.0
版可以思考
的方向。（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五年十月
二日第二版社論）

近期院區歷經「梅姬」颱風侵
襲後，總務處於歷次風災發生後
天候狀況許可下，均派員立即返
院巡檢，並搶先於上班日前完成
初期復原與道路疏通。另上班日
起，緊密規劃災後復原工作，並
於每日下班前瞭解當日作業進度
及檢討次日作業進行調整規劃，
另協調外包廠商於合約規範內實
施院內環境清潔整理及清運工
作，總計清運斷樹殘枝十七噸，
險的收費，
是以健保的
五分之一為
基準，如健
保月繳五 ○○
元，未來多收一 ○○
元做為
長照保險，一年就能增加至少一二 ○○
億
元的預算，將會是現在四至五倍的財源。
人力不足也是推動長照必須解決的問
題；目前我國全國的照顧服務員不到三萬
人，但根據衛福部統計，明年需要照顧的
老年人，將會成長至五十五點七萬人，這
麼大的人力缺口，若非由家庭成員扮演照
護的角色，就是聘用外勞解燃眉之急，但
二者都非解決長照問題的治本之道。因
此，如何增加照顧人力，使迫切需求者受

夾子車四十三車次及二點五噸
貨車二六六車次。
另總務處對執行院區園藝與
環境維護及災後復原工作，均
秉「防患未然、綿密掌握、機
動調整、有效處理」之原則進
行，相信在各級長官指導及全
院相關單位全力配合下，必能
使本院院區環境時時保持「綠
意盎然、欣欣向榮」之景觀，
同仁均能在舒適的工作環境中
努力奮發，為成就「國家中山
科學研究院」另一嶄新風貌盡
一分心力。

及與會人員，提報本院
在「工作面」、「生活
面」、「健康面」執行
情形，展現本院透過方
案的服務系統，具體有
效提升工作活力，也吸
引更多高科技人才來院
服務，提供能讓同仁
「安親、安家、安養」
工作環境，期能實現
「全人照護」的願景。
王處長在聽取承辦單
位報告後，極為肯定本
院在執行員工協助方案
所做的努力，其中本院
醫務所醫療健檢、逸光
幼兒園托育等，能提供
同仁無後顧之憂的環
境，讓同仁安心工作。
她強調員工協助方案是
增進整體環境的健康發

陳副院長主持員工協助方案輔導會議

判；聰明的談判是不讓自己受
限，反而能突破僵局，創造「共
贏」才是頂尖的談判專家。
當大家各有立場、利益相衝突
的時候，除非你不在乎雙方的關 【特約記者林信全／報 仰賴全院同仁群策群力
係，否則透過談判與協商去調和 導】
的支持與參與，單憑承
利益，在衝突中尋求妥協，往往
為精進推動員工協助 辦單位的努力無法克竟
是 時 間 、 金 錢 、 與 社 會 成 本 最 方案各項友善措施制度 全功。此外，也讓新進
少 的 解 決 方 式 ， 身 為 主 管 必 須 成效，本院日前假三 ○同仁透過方案協助下，
要 具 備 談 判 的 技 巧 。 而 談 判 又 四館辦理勞動部「員工 能在短時間內就能融入
可 以 分 成 三 大 類 型 ： 「 個 人 對 協助方案」專家入場輔 工作團隊運作，循序漸
個人」（ interpersonal
）的談 導會議，邀請晶元光電 進達成技術傳承的長遠
判 ； 「 團 體 對 團 體 」 （ inter-公司人資處王郁婷處長 效益。對於徬徨無助需
） 的 談 判 ； 「 團 體 內 部 」 蒞臨分享經驗並提供寶 要幫助的同仁，由相關
group
（ intra-group
）的談判。前面 貴意見，由陳副院長主 單位積極介入協處排除
兩種，都屬於「對外談判」，後 持，各一級單位副主管 問題，讓同仁身心早日
面第三種則屬於「對內談判」。 暨相關業管同仁五十餘 得到平靜，只要同仁善
最後，黃總經理提醒所有主管 人參加。
加運用員工協助方案，
經常運用「順、轉、合」的談判
陳副院長表示，本院 將是本院每位同仁「工
技巧，進而必可慢慢體會到高超 推動員工方案協助方案 作悠活、生活樂活、健
的溝通藝術，讓管理也能更加得 的 目 的 ， 是 要 變 得 更 康快活」好幫手。
心順手。
好，為永續經營奠定穩
會中由承辦單位公關
固根基，提供每位同仁 室實施「本院員工協助
完善優質工作環境，方 方 案 EAP
執行情形」專
案執行成敗關鍵，則須 題報告，向勞動部專家

【特約記者敬崇園／報導】
為有效預防防汛及颱風季節期
間可能為本院帶來之災害，總務
處先期規劃分區逐步完成院區樹
木修剪與檢查作業，計完成約
二六三五棵三公尺以上樹木修剪
工作。另於歷次颱風來襲前預擬
通報院內各單位早期完成防颱檢
查與整備，期能發揮預防災害之
效能，並降低可能造成災損之嚴
重性。

元，平均每人約七點三萬元，隨著我國即
將步入超高齡社會，花費必然更高，因
此，若要發展長照體系，提供足以持續的
經費是當務之急。目前行政院打算從調增
遺產稅、贈與稅、菸稅與菸品健康福利
捐，也就是「三稅一捐」，來籌措長照所
需經費，但長照經費若只是建立在稅收
上，是否足夠仍是問題，未來難免也會遇
到阻力，故最好有其他替代或輔助性的費
用來源。要克服此一困難，推動「長照保
險」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目前長照保

展，創造勞資雙贏的專
業服務方案，未來可以
透過策辦各項活動方式
，讓同仁在參與活動過
程中，激發對團隊的向
心與工作熱情。相信在
彼此互信、尊重的基礎
運作，及本院各級長官
全力支持下，本院成為
快樂、和諧且具競爭力
的幸福企業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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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約記者／葉嘉範報導】
為聯絡同仁情誼、凝聚組織向
心力，並適時調劑身心及紓解工
作壓力，企劃處日前在邱處長的
率領下，假宜蘭縣舉辦年度自強
活動，體驗一場兼具「生態與建
築美學」的知性之旅。
一早同仁個個掛著平日難得一
見的笑意熱情寒喧問候，可謂
「偷得浮生半日閒」。經過二小
時餘的車程到達久仰的「九寮
溪」步道，大夥雖經舟車勞頓，
仍頂著豔陽爭相穩健步行，一窺
沿途潺潺溪水與壯偉瀑布所建構
的迷人風情。接續造訪生態綠舟
公園，映入眼簾的是一片遼闊的
翠綠草地與豐富的水岸自然生
態，被水圍繞的園區，宛如冬山
河上的一葉方舟，營造出一幅幅
美不勝收的人間美景，令人心曠
神怡。最後來到傳統藝術中心，
在導覽人員的專業解說下，貼身
一窺古色古香的屋舍風情與庭園
景致，引人融入早期的台灣社會
鄉鎮影像，彷彿置身古今交錯的
魅力時空，令人讚嘆創園總監的
巧思。
一天行程下來大夥皆已汗如雨
下，幾許清風，同仁在綠茵下或

企劃處蘭陽知性之旅

【特約記者宋德嫻／報導】
南遊福地探幽徑，庄上人文客家風；桂
花飄香迎面彿，釀酒甘醇人面紅，讚嘆此
間似仙鄉！
為舒展身心，投入後續更長遠工作，雄
風計畫同仁日前放下忙碌的工作，參與年
度自強活動「苗栗南庄蓬萊溪護魚步道與
老街巡禮」。活動當日陽光燦爛，在王主
持人帶領下，同
仁均懷著興奮心
情搭乘遊覽車前
往目的地。
車行約一點五
小時，即到達南
庄「蓬萊溪自然
生態園區」，園
區內的護魚步道
長約一點六公里
沿溪流而建，往
返一 ○○
分鐘。
三年前步道受蘇
力颱風溪水暴漲

【特約記者蕭惠麗／報
導】
本院董事會諮詢委員
會前任諮詢委員朱玉書
先生轉任欣欣客運公司
總經理，日前特率該公
司高階幹部蒞航空研究
所參訪，實地瞭解本院
模擬系統研製能量，並
洽談後續合作事宜。航
空所馬所長親自接待，
並簡報所內研發能量，
另由模擬組專報「模擬
技術能量」，並實地參
觀與體驗相關模擬系統
成品，期望透過相關模
擬訓練系統及虛擬實境
技術，有助於客運駕駛
人員規劃訓練事宜。
朱總經理擔任本院諮
詢委員前任職副參謀總
長，與本院各項武器系
統研發早有頻繁的接
觸，當時主要是站在軍
方立場，與本院研討各
項武器系統功能需求。
直到擔任本院董事會諮
詢委員後，對本院各
所、中心具備的研發能
力有更深層的瞭解與認
識，全力協助本院，親
自率隊與軍種單位溝通
協調，加強本院建案行
銷工作。

雄風計畫同仁蓬萊溪自然生態園區合影。
（宋德嫻／提供）

奠基永續經營 打造幸福企業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所」為本院之附設醫療
機構，多年來即一直提
供高品質的健檢服務。
轉型後該所除積極整建
健檢中心，更新引進高
規格的醫療及檢驗設
備，擴大健檢成員編
組，要求落實教育訓練
與內部稽核外，更建立
一套國內少見之「員工
健檢／職醫廠訪／職護
追蹤」一條龍式的健康
促進與管理模式，提供
全面性的職場健康照
護。

雄風計畫南庄之旅

本院梅姬颱風災後復原

馬副院長主持高階主管管理訓
練。
（邱清霞／攝影）

行政院拍板「推動長照十年計畫
」，從十一月起開始試辦，將以社區
2.0
整合中心、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巷弄長
照站等三種等級模式，強化長期照護功
能，目標在以社區化及在地化精神，整合
醫療、長照及預防保健資源，打造以社區
為基礎的長照服務系統。此一規劃是我國
長照政策的再出發，也是因應我國高齡化
趨勢的具體方案。
根據衛福部統計，前年我國六十五歲以
上老人的醫療費用，共花費二 ○
六五億

（葉嘉範／提供）
企劃處同仁蘭陽知性之旅合影。

角反射器具備更寬廣之有效反射
角度；特用雷達角反射器由金屬
布及氣動機械結構組成，能利用
氣動方式收放開合，搭配預壓縮
空氣瓶使用。三項展品都無需電
源，能提供雷達波反射訊跡，配
合空飄氣球，可做為船艦系統失
去電源時緊急救援用途。
另外水下維生系統藉由二氧化
碳滌氣器與二氧化碳感測器的操
控，可調控艙內二氧化碳；艙內
氧氣主要由高壓氧氣瓶供應，透
過電磁閥與感測器的運作，自動
控制艙間氧氣濃度。該系統符合
美 國 ABS
與 德 國 GL
規範，可供應
九十六小時緊急維生所需。
【特約記者梁
香琪／報導】
財團法人醫
院評鑑暨醫療
品質策進會為
國內醫療品質
檢查最具公信
力之機構，醫
務所日前通過
醫策會「健康
檢查品質認
證」，並獲頒
證書，驗證該
所轉型行政法
人後的努力成
效，未來將擴
大延伸服務範
疇與規模，開
放並提供全體
國人優質的健
康檢查服務，
更將持續改
善，朝向健檢
服務品質最高
標準邁進。
本院原屬國
軍一環，為提
升國防科技能
力、建立自主
國防工業，並拓展國防
及軍民通用技術，於民
國一 ○
三年轉型為行政
法人「國家中山科學研
究院」，「石園聯合診

【特約記者劉宗宜
／報導】
本院「高階主管
管理訓練課程」專
題講演日前假圖書
館舉辦，由馬副
院長主持，邀請
「 W&G
水鑾行銷廣
告公司」黃永猛總
經理主講「專案溝
通協商技巧」，各
單位一級正、副主
管及二級主管百餘
人參加。
黃總經理針對
「溝通協商致勝的
原則與步驟」、
「有備而談：如何
擬定溝通協商談判
計畫」、「一上場
就展現氣勢：如何
運用競局理論展現
氣勢」、「如何
改變對方底價策
略」、「如何有效
運用五大溝通協
商策略以爭取利
益」、「如何試探
對方的底線」、
「如何讓利：讓步
的藝術與具體做
法」、「僵局的突
破：重啟談判契機
的技巧」、「談判
破局時如何重返談
判桌」等題綱，逐一闡明要義。
黃總經理指出，「談判」是一
種解決問題的方式，從孩提時代
求於父母、到求學、找工作、談
買賣的過程中，無處不充滿著談

邀W&G水鑾行銷廣告公司黃永猛總經理蒞院講演

超高齡社會 整合資源開創長照願景

馬副院長主持高階主管管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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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客運朱總經理參訪航空所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二 ○
一六年「第一屆高雄國際
海事船舶展及國防工業展」日前
在高雄展覽館舉行，本院亦應邀
展出，化學研究所參展項目計有
水下維生系統、特用雷達角反射
器、充氣式空飄角反射器、龍伯
反射器、奈米光觸媒空氣清淨系
統、線性爆炸切割索等六項展
品。
其中充氣式空飄角反射器由軟
式角反射器及氣球所構成，充氣
後膨脹，即可佈放；龍伯反射鏡
由圓球型發泡材與底部金屬反射
弧面構成，雷達反射截面積約為
一般角反射器二點七倍，比傳統

瑩

【特約記者謝宗志／報導】
刺激和特定神經元作用的獨特
電子系統研究所為增進本院同 性，已成為神經系統調控的新興
仁對於生醫工程領域知識，特別 主導技術，並已經徹底改變神經
邀請國立交通大學生醫工程研究 科學和臨床神經生理學的許多面
所林顯豐所長蒞院講演，全院共 向。
百餘位同仁踴躍與會。期間電子
透過林教授精闢的解說，與會
所所長古博士及各副所長特別安 同仁對於生物醫學有更進一步瞭
排與林所長會晤，進行該所跨領 解，並探索生物醫學與其它領域
域合作議題可行性探討。
合作的可行性，藉此研究出更多
林教授以「多激發遺傳學的美 的 技 術 ， 來 降 低 人 類 疾 病 的 發
麗新世界 (The Brave New World生，因而造福人群。
」為題，與同仁
of X-Genetics)
分享多重激發遺傳學（簡稱 X遺
傳學），包括光學、化學、聲波
和磁遺傳學的技術，以調控細胞
及組織的功能。同時也會介紹最
新的基因編輯方法，以及可能對
社會造成的衝擊。當日常生活中
已隨處可見基因工程的影響時，
工程人員必須學習將生物技術納
入自己的工具箱，以拓展技術發
展應用範圍。
西元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三
年 ， 遺 傳 學 之 父 孟 德 爾 (Gregor
以豌豆雜交實驗
Johann Mendel)
推論出第一定律與第二定律，因
此開啟了遺傳學的大門。孟德爾
證明了遺傳學基礎，發現基因的
改變會造成生物表現的型態改
變，但也有可能對於行為模式造
成一些改變。
林教授指出，目前以調節細胞 電子所古所長（右三）及各副所
生理功能的新興基因技術快速發 長與林教授（左三）合影。
展，例如光遺傳學由於可促成光
（謝宗志／提供）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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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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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

我們的願景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國防部鄭副部長視導本院展區。
（李志娥／提供）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月

經濟部部長李世光開
幕致詞，轉達總統非常
重視產業的創新與研
發，希望透過發明暨技
術交易平台，證明台灣
發明的卓越能力與競爭
力受到國際矚目。主辦
單位經濟部智財局亦將
展場分為「發明競賽
區」 ─
展示學校及各行
各業創新研發成果，以
及「技術交易區」 ─
各
部會、產、官、學、研
之創新技術與發明，而
國防館包含本院、國防
大學、國防醫學院、軍
備局生製中心等共同參
與。
在本次展覽中，本院
將所累積的國防科技研
發能量，結合化學、電
子、無線通訊、機械、
複合材料等民生相關應
用之技術與智慧財產服
務，配合政府推動「智
慧生活」、「綠色節
能」、「生醫保健」等
相關政策，廣與國內產
業互動、討論，共同提
升產業競爭力，帶動國
家整體經濟繁榮發展，
也讓國人瞭解本
院在自主國防的
努力與貢獻。

半

發行人：顏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第七二八期

醫務所健檢品質通過認證

化學所賴所長（左二）與參展同仁合影。
（蘇登貴／提供）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
導】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
術交易展」已邁入第
十二屆，日前假台北世
貿一館盛大展出，計有
美國、韓國、泰國、波
蘭等二十二個國家來台
參展，展出超過一三
項專利技術及產
○○
品。本院配合國防館規
劃，針對「創新科技、
綠能永續」主題，規劃
展示日光小林村家戶及
社區儲電系統、植物工
場介質持溫系統、長壽
增程電池管理系統、車
用比例控制防滑剎車系
統、多維麻醉深度信號
擷取裝置、 CS66
鋁合金
等研發成果，包含國內
外十二項專利；另展出
太空電腦、小型
SG100
渦輪扇引擎、陀螺儀、
室溫紅外線熱像機等多
項航太關鍵元件，展現
本院在國防研發及軍民
通用科技發展的成果。
展出期間，國防部鄭
副部長特別蒞臨本院展
區巡視，院長張中將、
葛副院長及馬副院長亦
分別前往視導本院展
區，並慰勉同仁辛勞。

本院應邀參加2016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保防警語

電子所舉辦生醫工程領域講座
邀請交大林顯豐教授專題講演
本院精神

創新智慧科技 開發環保綠能

本院品質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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