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
為歡慶本院創院四十七週年，本院
於院慶當日辦理社團博覽會成果發表
活動，展現本院社團多元且豐富的特
質，讓同仁感受社團的活力與創意。
活動當日董事長馮世寬先生由院長陪
同，特別親臨會場，除感受同仁們的
熱情參與，並慰勉社團同仁辛勞。
博覽會活動自院慶當日上午九時至
下午十五時，假新新院區圖書館前大
草坪舉行，區分藝文及體育兩大類，

（邱清霞／攝影）

（邱清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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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武器假如想迅速獲得，要跟
國外合作，但是我們對於國防
自主，得不到的這一塊，我們
會更努力。我跟大家一樣，一
起抱著為國家犧牲奉獻的精
神，為我們的國防自主，盡最
大的努力。
中科院在國防科技研發的成
果是舉世有目共睹的，藉這個
機會，我要向所有過去在院裡
貢獻心力的先進前輩、同仁們
表示感謝。本院在過去 40
多年
的歲月裡，有許多優秀來自全
國及海外的年輕學子參與國防
科研的團隊，且服務時間都超
過 年以上，他們有的奉獻青
春的歲月伴隨中科院的成長，
有的放棄美國高薪的工作，投
入國防科研工作，例如蘇玉本
先生，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
學，航空機械博士，自 年加
入中科院，任職飛彈研究所並
擔任院級計畫總主持人，致力
研 發 任 務 ， 到 103
年才退休，
服務時間近 年。另外一位是
趙燿銘先生，畢業於麻省理工
學院，電機博士， 年加入中
科院，趙博士是第一批延攬的
優秀海外留學生，奠定和成就
飛 彈 研 發 成 果 ， 102
年退休，
服務時間近 年。其他像是徐
炎廷博士、王正道博士等也都
是科研關鍵技術的專才，投入
中科院也都超過 年的歲月，
最值得效法的，就是退而不休
都志願再回到中科院擔任諮詢
委員及顧問職務，繼續奉獻所
學，他們熱愛中科院的無私奉
獻，為我們樹立最好的榜樣，
也為本院在國防科技研發上奠
下良好基礎。
近年，本院在自製武器裝備
研發能量及關鍵技術方面備受
國際的肯定，包括天弓、天
劍、雄風飛彈、經國號戰機、
雷霆多管火箭及萬劍彈等武器
系統研製；另在研發通用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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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至民間企業方面，今年本院
參加高雄海事船舶暨國防工業
展、台北國際發明展及日本國
際航空展，參展成果豐碩，頗
獲各界好評。
面對未來嚴峻任務與挑戰，
只有堅持好要更好的理念，才
能追求卓越，所以想藉這個機
會提出三點共勉：
一、掌握改革契機、達成願景
目標
本院轉型行政法人後，隨著
科技日新月異，在國防科技研
發工作上肩負更為艱鉅的任務
與角色，要達成這些任務，大
家在堅守崗位之餘，也要注意
發揮團隊默契，團結一心，群
策群力，共同打造「追求卓
越，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

科技團隊」的願景，以躋身世
界級科研機構為目標，蓄積改
++
革動力，追求 A。
二、國機 潛( 艦
)自製、落實國
防自主
本院在國機國造技術研發方
面，過去從經國號戰機研發及
生產上已累積厚實基礎，回顧
民國 年由中科院一所（現為
航空研究所）統籌，由航空工
業發展中心主任華錫鈞上將主
持「鷹揚」、「安翔」、「天
雷」、「雲漢」、「天劍」等
計 畫 ， IDF
研發及生產計畫對
後續無人機、雷達、空對空飛
彈及動力系統等具關鍵性影
響，相信這對往後國機國造有
積極貢獻。
未來本院將扮演「國防武器
72

院慶藝文暨研發歷史痕跡聯展
系統自製」政策，責無旁貸負
起國防自主政策的關鍵角色，
請各位同仁發揮所學與智能，
並站在先進前輩肩膀上，在原
有研製能量上延續下去，建立
「自研自製、研用一體」的新
思維，承接國防研發重任，再
創科研歷史新頁。
三、引進科專人力、提升科研
實力
人力素質絕對是成功的最重
要因素，過去一年本院引進國
內 外 近 2,000
位優秀的科專人
力，這些新進人力將會產生加
乘效果，例如：原服務於工研
院參與遊戲軟體研發的古蕙媜
博士，受父親耳濡目染的影
響，婉拒工研院加薪挽留，
年轉職到本院計算機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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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清霞／攝影）

社、攝影社、陶藝社、插花
社等七個社團及研發歷史痕
跡展，將院內同仁近期的優
秀藝文創作與全院分享，提
供同仁們在公餘之暇，能放
慢腳步欣賞藝術之美，共享
精緻而美好的心靈與視覺饗
宴，進而修為更真、善、美
的優質文化。
藝文活動不僅調劑身心，
紓解工作壓力，更可以提升
我們的生活品質，同時，藉
著藝文的創作，吸引更多同
仁加入社團，也能激發研發
的潛能，提升工作成果，讓
科學精神與人文氣息散發在
本院每一個角落。

（邱清霞／攝影）

氛圍中增添多采多姿的人文
氣息，歡迎同仁踴躍前往參
觀。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本院
已成立四十七週年，同仁多
年來披星戴月，戮力研發，
累積豐沛的研發能量。近年
我們增加許多新夥伴，院長
特別責成航空所、飛彈所、
化學所、材電所及電子所，
提供各項武器裝備研發過程
中，珍貴的實驗試件，每一
項成果都是同仁們一步一腳
印的努力成果，更是同仁辛
勤努力的歷史見證。
該展覽包括藝文性的西畫
社、國畫社、書法社、篆刻
（邱清霞／攝影）

作，參加最先進的行動裝置監
控軟體開發，現已提供本部安
裝使用，因對國防軟體研製工
作 充 滿 成 就 ， 104
年 月鼓勵
其夫婿高永威博士也加入國防
資訊安全研發工作。
在國外招募部分，網羅自美
國、紐西蘭及澳洲等著名大
學，包括美國奧本、威斯康
辛、德州理工大學、紐西蘭奧
克蘭大學及澳洲格蘭菲斯大學
等博士、碩士，專業面涵蓋資
訊工程、電機、法律及系統工
程管理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引進民間
傑 出 CEO
，像是謝宜龍先生，
謝先生曾任職華碩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及技嘉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經理等。
7

新進人力對提升本院人力素
質有積極貢獻，希望未來人才
招募上能百尺竿頭，廣納百
川，只要有利本院發展的人才
都是我們的招募首要對象，更
多優秀、積極的人才，注入新
的思維，才能帶動本院整體研
發效能。
蔡總統曾以日劇「下町火
箭」為例，期許本院未來要能
持續推動國防自主，讓本院在
未來的國家產業發展，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希望每位同仁，
「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凝聚
智慧、全力以赴」，齊心達成
科技報國目標。
最後，祝院慶各項活動圓滿
順利成功！同仁們及家眷身體
健康。謝謝！

（邱清霞／攝影）

【特約記者尹華國／報導】
為慶祝本院四十七週年院
慶，並提升人文素質，促進
身心健康，豐富精神生活，
本院特於圖書館一樓陳展室
舉辦「藝文暨研發歷史痕跡
聯展」，院慶當日董事長馮
世寬先生由院長陪同，特別
前往圖書館，欣賞同仁們高
水準的藝文創作。
聯展展出時間自一 ○
五年
十月廿七日（星期四）至一
六年十月三十日（星期
○
一）止，配合圖書館開放時
段於每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
下午十六時三十分展出，期
透過藝文展出讓本院在科技

（邱清霞／攝影）

同仁除可透過博覽會活動瞭解各社
團活動現況，現場並開放同仁自由報
名加入社團，歡迎同仁踴躍參加。本
院同仁平日致力國防科技研發，透過
社團活動的參與，除可培養強健體
魄，培養藝文氣息，讓身、心、靈得
到滋養；更能增進彼此交流，創造更
團結和諧的凝聚力，達成本院「追求
卓越，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
團隊。」院景。

（邱清霞／攝影）

計有桌球社、羽球社、網球社、籃球
社、足球社、壘球社、排球社、保齡
球社、游泳社、潛水社、健行社、國
術社、太極拳社、國際標準舞社、內
功養生拳社、路跑社、橋藝社、土風
舞社、自行車社、烏克麗麗社、舞藝
社、熱舞社、國畫社、西畫社、書法
社、插花社、古箏社、攝影社、陶藝
社、合唱團、篆刻社、英文社、國際
演講社及薩克斯風管樂社等三十四個
社團。

（邱清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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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董事、監事、張院長、
副院長、各位同仁︰大家早
安！
今天很高興主持本院 週年
院慶大會，剛剛頒發今年度中
山楷模、模範團體與勞工、員
工服務紀念獎牌、院慶體育競
賽優勝團體等榮譽獎項，對獲
獎同仁及單位的優異表現，個
人表達恭喜與賀勉之意，這份
榮耀屬於我們中科院大家庭每
個成員，我以大家的工作成就
為榮。
戰
以 前 我 們 飛 老 舊 的 F-86
機，今天飛出去，不知道回不
回得來，因為沒有一個儀錶指
示是正常的，還有教官告訴
我，晚上飛夜航的時候要注意
發動機，後來飛夜航的時候就
發現飛機會不規則前進後退，
教官說這是正常的。後來航發
中心改隸屬於中科院，在中科
院整個專案指導管理下，我們
有了 IDF
，當我飛 IDF
的時候我
才知道，我們國家有這樣的能
力，讓我們的飛行員能安全的
飛出去、飛回來，還有我們自
己發展的飛彈，不受制於人。
中科院的研發成果，讓我們所
有的國軍官兵，不論是陸、
海、空三軍都享受到了，更深
刻體認，國家如果沒有中科院
這樣可恃的機構，那國家的國
防是脆弱的。我想用最近接待
外賓傳達的訊息，來說明我當
國防部部長及中科院董事長的
決心，我告訴那些朋友，我們
國防自主，當然沒有放棄極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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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慶 社 團 博 覽 會
本院47週年院慶大會董事長致詞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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