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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彈所吳典黻

◎資通所／施振華特稿
資通所遙控系統組邱創舉，
自民國69年9月至中科院服務至
今，參與院內各項重大研發工作
與演習任務。從70年代的中流計
畫、107B靶機、全寸尺QF5A超音
速靶機，80年代的M12艇、天隼
無人機，90年代的中翔、銳鳶、
騰雲無人機等自製研發，到100
年代的艦載遙導控系統與凰鳳精
進計畫，皆可見到他的身影。
一路走來，他秉持著認真、積
極、負責的態度，面對各項任
務，時時刻刻思考，如何提升裝
備性能，從裝備的設計、製作、

進入產拓室後，歷經五年
的努力，列舉近三年較具績
效的成果如下：
1.材電所技服績效從102年
的1000萬元大幅提升至105
年預估可超過6000萬元。
2.擔任材電所高鐵團隊系工
負責人，從產品開發、營運
測試、技轉廠商、到接單量
產一條龍營運模式，打入高
鐵供應鏈，至今已獲得1億5
千餘萬元集電弓接觸片等關
鍵零組件訂單，預期106年
訂單可望突破1億元。
3.為推動材化領域「複材
LPG容器」釋商計畫，於104
年材電所建立我國複材LPG
容器「爆裂試驗」、「週遭
環境循環試驗」唯一TAF認
證實驗室。

新增功能測試
和裝備交軍驗
測，過往的艱
辛歷程及共同奮戰的甘苦之
味，彷彿是昨日才發生的事，
在所長古錦安博士的帶領下和
雷揚計畫的同仁完成了無數個
不可能的任務。
閒暇之餘，大程熱愛壘球和
保齡球運動，更認識了許多熱
情的球友和工作伙伴，感謝這
些前輩和球友在這10多年來在
工作上也時常給予鼎力相助。
此次代表電子系統研究所參
加105年中山楷模評選，獲頒
「中山楷模」榮耀，感謝各級
長官和同仁長久以來的指導與
支持，但該項榮耀是屬於團隊
的榮譽，將此榮耀歸功於計畫
同仁，這是大家努力打拼的成
果與你們一同分享。
當然，大程也一定要與家人
同享這份榮耀和肯定！因為沒

電子所林大程
◎電子所／郝瀛臺
林先生出生於花蓮市，生長
在小康家庭，父母親從小對子
女教育和品格非常重視，希望
將來能夠回饋國家社會。大程
於民國91年自交通大學工業工
程研究所畢業，隨即徵選上本
院國防工業訓儲預官，進入本
院電子所後在督品處前萬紹正
委員（前電子所副所長）的帶
領下分發到天線組服務，開始
投入P案的工作。參與了P案的
雛型結案和先導生產的建案與
執行，期間還參與了B案導控
段的任務，而隨著98年雷揚計
畫成立至該單位繼續服務，接
著參與執行T案，之後參與P案
至今，如今量產裝備已經順利
完成交軍，期間參與建案、先
導的測評、量產的構型精進、

4.協助消防署於103年訂立
我國「複材LPG容器認可作
業」法案，並於105年持續
協助訂立其「管理作業辦
法」，使國人得以使用及定
檢複材瓦斯桶，對我國複材
LPG容器產業影響至鉅。
5.為配合本院轉型且多元化
經營，於105年建案本院首
例高科技光電模組外銷程序
模式，打通戰略性高科技貨
品輸出許可限制，獲院長指
示列入企劃處院史檔案。
萬員獲得本次「中山楷
模」，將功勞完全歸屬材電
所產拓室、計管組、高鐵團
隊、材電所同仁的共同努
力，以及長官優越的領導，
希望能將此殊榮與一起工作
的夥伴、長官們共享。

◎電子所／譚煜寰特稿
劉大哥是個土生土長的桃
園人，民國81年進入微波尋
標器組這個大家庭，在長官
們的支持及計畫負責人林俊
中博士的指導下，逐步完成
尋標器數位化全新設計。
劉大哥多年的院內生涯，
歷經天弓系列生產、完成弓
二及劍二型改、弓三研發等
院內重大計畫；更一肩扛起
弓三研發尋標器核心數位訊
號處理器的規劃、設計、與
電路硬體描述語言撰寫，在
軟體及系統架構部份扮演著
協調規劃、疑難排解的角色。另外在
勁弩快砲雷達計畫亦是肩負數位訊號
處理器規劃、設計等重任，使得計畫
能夠順利成功，著實功不可沒。除原
有計畫外應長官請托，在不影響計畫

有他們在生活中一點一滴的奉
獻及扶持，隨時給予最堅強的
精神支柱和補給，可能在徬徨
的時候便迷失了方向及放棄理
想與堅持！因此，親愛的家
人，謝謝你們。
最後用一段話與大家共勉：
「凝聚產生力量，激情鑄就輝
煌，改變與超越並不是一件困
難的事情，只要用心和堅持就
能做到。」

進度下還承接了高鐵公司EOCell模組
告警板Alarm Card一年合約的維修
案，還打火協助系製旋型機維修。
除工作成果輝煌外，亦喜愛壘球，
不僅在院內為電子所爭光，也曾參與
院隊在外爭戰，可謂允文允武。
舉凡在組內扮演著技術指導者、又
或是提供多年的院外經驗供參考、甚
是計畫遇瓶頸時的救火隊，劉大哥的
貢獻成果不只在看的到的實績，在看
不見的地方更是默默地付出，與組內
同仁一起打拚。

程，實施
統合戰力
運用，以
因應現代
國軍多變之作戰環境。在（一）指、管、
通能量項目，為陸、海軍建立指揮管制及
通信系統能量（二）情、資能量項目，為
資電部及空軍建立即時互傳資訊，及情資
通報、搜整、分級及研析等能量，使戰情
資訊作業自動化，提昇戰情資訊傳輸時效
（三）監、偵能量項目，為海軍建立雷達
站與機動主台通信，強化海域監偵、雷情
偵蒐及通信網路能量。上述系統目前均正
常運作，並擔任防衛疆域戰備任務。
大成計畫在前主持人黃益進博士（現任
資通所副所長）及現任主持人蔡德平博士
的帶領下，完成各類型計畫建案，委託單
位涵蓋陸、海、空軍及聯戰等軍方單位，
建案績效堪列前茅，同時在院（所）級評

資通所大成計畫
◎資通所／廖淑芳特稿
本院於 67 年 4 月受命擔負「海軍大成
指管通情系統」技術發展之重任，於三所
（現更名為資訊通信研究所）成立「大
成計畫室」（現更名為大成計畫），任
務為籌建國軍自動化之 C4ISR 系統 ( 指
揮 (Command)、 管 制 (Control)、 通 信
(Communication)、資訊 (Computer) 、情
報 (Intelligence)、監視 (Surveillance)
及偵察 (Reconnaissance))。
大成計畫致力為國軍籌建具整體性、自
動化作業能力，協助國軍將有限兵、火力
作最高效率之運用，並藉由系統之情資顯
示，即時掌握即時動態，遂行威脅評估、
作戰計畫與管制功能，經由完備戰管流

比也獲得多項優等
佳 績， 自 102 年
起， 大 成 計 畫 在
資訊通信研究所
林所長推動的關
鍵績效指標 (KPI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評 比
中，績效成績逐年
呈正成長，並連續
四年榮獲專業領域
及計畫單位第一
名，在此佳績光榮
下不但凝聚全體員
工的向心力，也更加拉近員工彼此的距
離。
最後，以大成計畫企業識別標誌圖騰精
神
，期許未來在 C4ISR 領域之研
究，以動靜調和、五行相生及和凝為一的

隊的殊榮，天弓計畫的大家長，計
畫主持人黃嘉麟博士首先表達，要
感謝的是各所、中心參與計畫團隊
的每位同仁日以繼夜的努力與默默
付出，整體團隊在院部長官的政策
指導及各所、中心長官的專業支
持，並站在歷任主持人所奠立的基
石及文化資產上，方能克服各項艱
難的挑戰，逐一達成相關專案任
務。
未來計畫的發展策略及方向，將
以專案管理、品質與系統工程整合
技術之基礎，持續進行武獲專案執
行及管理技術提昇，並整合本院既
有技術能量與產品，創新系統架
構，朝向武器系統海用及更高層防
禦進行相關研究發展，成為國防武
獲專案執行與管理專責單位。雖然
會有更多的困難險阻及挑戰在等著
我們，相信在各所、中心的持續支
持與全體計畫同仁的努力下，我們
一定可以如期如質的達成專案任
務，深信在各級長官的指導與支持
下，讓我們所有天弓人，一起再共
創計畫的新猷。

螺旋式上升規律，生生不息運行於「陰陽
為大道的天地」及「萬物為綱紀的五行」
綱常下，完整發揮指、管、通、資、情、
監、偵之最大效能，為我國防安全盡一己
之力。

航空所模擬組

◎航空所／賈宜芬特稿
「像顯易識模之必求其
真」、「形潛莫睹擬之務通其
神」；言簡意賅地指出模擬器
研製所需奉行的圭臬與品質的
要求。
模擬系統組在 104、105 年
共 執 行 25 項 計 畫， 茲 將 104
◎系發中心／王憲蕊 神為使命感，時時刻刻提醒團隊每
年部分重要事蹟摘述如下：
位同仁，要秉持著此信念，戮力以
特稿
一、完成 5 案交機驗結，包括：
「 天 佈 羅 網 護 百 赴，縱使面臨各種艱難困苦的環境
1.「陸軍組合型戰車模擬器暨
姓， 弓 張 穿 揚 鎮 山 挑戰，皆無所畏懼，都能以深耕系
雷射接戰系統連網整合案」－
河」。天弓團隊投資 統工程的傳統，不懈不怠，開發關
透過光纖網路連網整合裝訓
一生精華，淬鍊出一 鍵技術，突破關鍵性項目之獲得限
部戰車模擬器、砲兵觀測模
代代『天弓』，防禦 制，陸續完成天弓一型、二型、三
擬器、UAV 模擬器、聯合對抗
著台灣不被威嚇的天 型飛彈武器系統、探空火箭、反飛
與 戰 術 兵 棋 系 統 (JCATS) 及
空， 翻 開「 天 弓 文 彈系統、國軍新型短程防空系統等
北側中心實兵雷射接戰系統
集」，第一個映入眼 研製工作。其中高自主性的整體系
(MILES)，建置裝訓部「合成
簾的即是代表天弓精神與使命的象 統、高素質的研發團隊、關鍵技術
化戰場」雛型環境。
徵：「創新、突破、超越」及「自 的突破及系統設計整合能力，在在
2. 金門縣政府委託之 12 靶席
立、自主」。自民國 70 年計畫成 都是計畫引以為傲的寶貴資產。
「互動式射擊娛樂系統」－提
立以來，歷任主持人皆以此天弓精
天弓計畫榮獲 105 年中山模範團
供戰場射擊娛樂體驗，建立軍
用技術轉移民間之模式。
◎醫務所／梁香琪
客滿意度調查報告，統計全院各「受查單位業務
3.「空軍 F-5E 模擬機一號機
石園醫務所綜合管理組（健檢團隊）在眾多優 面與問項滿意度綜合統計分析」，各分項總計有
消失性商源案」－透過系統更
秀的中山團隊中，榮膺本（105）年度模範團隊， 八項，其中「業務流程規劃的適用性」等七分項，
新，解決消失性商源問題，延
為近年來，唯一的幕僚單位，也是唯一以服務內 綜合管理組業管之「員工體檢業務」均為最優單
長空軍部訓模擬機使用壽命。
部顧客為主的獲獎單位。
位，且全院員工總滿意度值高達 4.2079，亦為
4.「陸軍 TH-67 直升機全功能
在院長張中將「提升照顧員工健康」的政策指 最優。
飛行模擬器視效場景性能提升
導，以及所主任趙醫師的整體擘劃，以調整服務
中科院行政法人化後，醫務所綜合管理組緊緊
案」－完成視效場景提昇，增
態度及提升服務品質為目標，醫務所綜合管理組 地把握這個難得的轉型機會，以「建立相同價值
進陸軍直升機飛行員跨作戰區
（健檢團隊）歷經近兩年多的努力，並在梁組長 觀與創造正向能量」的核心精神，打破舊有人員
增援作戰飛行能力。
積極爭取預算，全面整建體檢場地、更新引進高 思維窠臼，積極照顧中科院同仁。梁組長特別期
規格的檢驗與醫療等重要設備，建立各項標準作 勉綜合管理組同仁，雖然榮獲中科院最榮耀的獎
業流程（SOP），團隊更建置一套國內少見之「員 項，但也是告訴大家，肩負著這份無比的榮耀，
工健檢／職醫廠訪／職護追蹤」一條龍式的健康 更是要努力的提升服務品質，讓中科院的每位同
促進與管理模式，促使健檢作業品質，大幅精 仁，都能感受到綜合管理組的完善服務。
進。
對人體健康而言，預防永遠優於治療，綜合管
理組積極配合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推動癌症篩檢等
預防措施，並榮獲「104 年診所推動預防保健癌
症篩檢評比計畫」第三類（定量免疫法糞便潛血
檢查）競賽獎第一名、第二類（子宮頸抹片檢查）
第二組（子宮頸抹片檢查其他健保特約診所）競
賽獎第四名，以及各類組之「最速達標獎」及「進
步獎」等，共計六種成效績優獎狀。
由督品處舉辦之全院 104 年度共通性業務─顧

醫務所綜合管理組

測試，他總親力親為，帶領同仁
戮力完成。
103年起，配合遙導控系統性
能精進，設計可攜式遙導控系統
架構，並帶領年輕同仁完成系統
組裝製作及整合測試。研發完成
後，經靜態鏈路測試、動態車載
模擬測試、車載動態追蹤測試與
導控飛試，於104年至紀德級艦
執行漢光31號演習之海上UAV情
資接收與後傳作業，圓滿達成任
務，獲得長官的肯定。
此次代表資通所參加本院105
年中山楷模評選，獲頒「中山楷
模」榮耀，邱創舉接受訪問時感
謝本院給他發揮專長的機會
與肯定，也感謝本院各級長
官長久以來的指導與支持，
同時表示該項榮耀不屬個人
成就，它是團隊的榮譽，願
將此榮耀歸功於所有共同奮
鬥的同仁，未來仍將秉持兢
兢業業之態度，心無旁鶩、
全心全力完成交付之各項任
務， 為 本 院 的 未 來 繼 續 打
拚。

案負責人，先在台灣與
HONEYWELL公司討論及律
定全案合作工項(SOW)，
後並帶隊至美國起動全案
之執行；民國79年至英國
克蘭菲爾德大學航空學院
電子所進修碩士，學成返
國後即負責雄二B飛彈射
控系統教練儀系統研發。
民國83年，雄風計畫展
開○昇飛彈關鍵技術奠基
研究，黃副所長受長官之命，同時負責
射控系統與任務規劃系統之研發工作，
歷經91年完成展示確認，96年完成工程
發展。
102年負責研發防救災決策支援輔助
系統，經三年默默耕耘有成，105年先
後與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NCDR)及新
竹市消防局簽署合作備忘錄(MOU)。
此次榮膺105年「中山楷模」，黃副
所長除感謝本院各級長官長期之指導與
支持（尤其是林所長）外，也表示該榮
耀不屬於個人，乃屬於合作團隊，願借
此機會衷心感謝每一階段齊心打拚之工
作夥伴！

◎資通所／黃益進特稿
黃副所長自民國66年成大
電機系畢，68年服完預官役
即至本院服務至今。黃副
所長一進本院即投入「海
鷗」』飛彈快艇計畫射控系
統相關研發工作；民國73年，參與雄二
B飛彈射控系統研發。
76年其間參與海軍武進三號計畫，
有機會至美國HONEYWELL公司駐廠工
作，學習系統工程與軟體工程相關方法
論，78年因雄風射控系統主計算機提
昇為ROLM1822，其作業系統(OS)亦要
更新，黃副所長乃銜長官之命，為專

電子所劉邦銓

材 電所萬 瑞 華

◎材電所／劉文綺特稿
萬先生出生於岡山空軍眷
村，自美完成碩士學位後進
入本院至今已34年，先在五
所複材組服務29年，擔任繞
線小組長近16年，參與許多
與複材有關武器系統關鍵零
組件的開發，直至100年被
徵調至計管組產拓室，目前
擔任副組長兼產拓室主任。

如期如質
完成各項
任務，並
多次參加
全國品管
圈競賽獲
銅塔獎，
並曾獲選
國防部績
優 資 安
官，獲頒
表揚。
吳副所長在工作上競競業業，接獲各項任
務必定竭誠盡職、全心投入，主動積極，工
閒時間非常重視家庭生活，利用假日全家大
小一起騎車、爬山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及運
動習慣，家中和樂溫馨。吳副所長工作態度
及精神堪稱本院之表率。

中山模範團體獲獎單位

系發天弓計畫

資通所邱創舉

◎飛彈所／張立平特稿
吳先生於民國七十七年進入中科院服務，
經歷了原二所六組（現系發中心飛行測試
組）及計管組，於九十九年擔任飛彈所副所
長迄今，目前督導飛彈所各研製組（前身為
二所總廠）、工安衛生組等單位，並擔任飛
彈所工安長、保密督導長及資安長等任務，
負責飛彈所各項機械件硬品研製及各項工安
環境衛生、資訊安全、及保密等工作。
吳副所長督導各項計畫深受肯定；亦督導
飛彈所30鍊砲之研製計畫，獲得計畫與陸軍
之肯定。此外，吳副所長執行科專計畫擔任
本院CIGS太陽能電池計畫主持人，研製完成
全國第一台線性蒸鍍機；另成功研製環保噴
射火銷爐，及環保金爐等產品，並已成功推
銷至國軍部隊，並於院內設置火銷場，成功
達到機密資訊營內銷毀並兼顧環保之功效。
除執行各項專案外，其督導之各研製組均能

資通所黃昭銘

中山楷模得獎同仁

星期三

5. 國軍岡山醫院航空生理訓
練中心再次委託執行之「航空
生理訓練裝備性能提升案」－
大幅提昇空間迷向機與彈射座
椅訓練機之視效顯示與機構控
制裝備效能。
二、結合虛擬實境技術與穿
戴式裝置所自行開發之「沉
浸式互動射擊模擬系統」於
104 年 8 月 13 日至 16 日參與
「2015 年台北國際航太暨國
防工業展」展出，不僅媒體爭
相報導，亦深獲各級長官及民
眾一致讚賞。展期結束後隨即
獲 Discovery 頻道邀約，並於
104 年 10 月 23 日 至 25 日 參
與國防部／ Discovery 頻道合
辦之「台灣特戰部隊體驗展」
以及 105 年 9 月 1 日國防部「93
軍人節暨人才招募嘉年華活
動」，均吸引民眾爭相體驗。
未來模擬系統組將持續精進
技術深度及廣度，除如期如質
完成海軍海練一號及海練四號
訓練系統開發外，並將承製陸
軍實兵接戰系統、直昇機作
戰訓練系統以及空軍高教機
地面系統等專案。以期整合
實兵／虛擬／建構式（Live/
Virtual/Constructive）訓練
系統，以精進訓練效益，達到
服務國軍科技練兵目的。

編輯‧設計／曾

金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