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通所林所長（右）與經緯航太公司羅
董事長簽署合作備忘錄。
（張素美／提供）
展，許多應用服務更是推陳
出新，也造就一波波無人機
的創新研發與應用熱潮。資
通所以資通電專業，長期投
入防救災之頻譜分配與管
理、資訊通信整合、即時情
資後傳、決策支援系統及資
安防護等技術研發。透過與
經緯航太科技公司合作，希
望能強化產研策略合作、技
術佈局與供應鏈、無人機通
訊、抗干擾與反制、識別與
偵測、航管與場域驗證等技
術交流，促成多元合作及資
源互補，拓展國際市場。

立法院於民國一 ○
四年五月立法通過
「長期照顧服務法」（簡稱長照法）後，
期能完備政府長照制度法源。今年一月
十一日立法院臨時會，再次三讀通過長照
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全案將於今年六月正
式上路施行。此一法制建設，不但可健全
長照服務體系，確保服務效率品質，更能
保障接受服務者的尊嚴和權益，構建社會
福利的基石。
此一被普遍稱為「長照 2.0
」的法令試
辦前，外界即迭有「錢從哪裡來」質疑？
新法規定設置特種基金，明令調整遺產

稅、贈與稅及菸稅收入，若仍有不足則由
政府預算補充，達成蔡總統所宣誓的一年
應有三三 ○
億規模的承諾，期能有充足而
穩定的財源，用於長照推動；行政院院會
也已通過「長期照顧保險法」草案，以自
助互助的社會保險理念，分擔失能家庭的
長期照顧負荷及財務風險，完成立法指日
可待。
「終老」是我國傳統社會最希冀的生命
歸宿。每一個高齡者無不希望有尊嚴、自
由自在地在自家頤養天年，但在家庭功能
逐漸萎縮的現在，可能還必須有家庭以外

望能拋磚引玉，照顧苗栗縣
內弱勢孩子。
賴所長指出，政府正在積
極推動農業循環經濟與智慧
新農業，希望引用化學所技
術加以整合，將原來麥粕與
矽藻土等廢棄物，開發成高
價值可分解農地膜與有機介
質肥料，結合其他產學界，
不只可降低成本，並對環境
友善，鼓勵更多青年學子與
有志農民，能將在地農產結
合資通訊設備與自動化設
備，打造台灣智慧農業嶄新
的未來，協助農民創造高農
業經濟產值。

仁武分局參訪化學所推研廠
護部分，指導轄區
警力多方面協助，
並期許透過雙方良
善的互動，使地方鄉親更瞭解警政機關
重視與維護地方治安的決心，進而確保
廠區整體安全。

月黑風高的夜晚，把門鎖上，
把窗關緊，別出聲，否則會招惹
來巨大的不速之客……。
小女孩蘇菲，在一個失眠的夜
晚，被大
巨人偷偷
從孤兒院
帶走。原
來，每天
晚上，當
所有的人

【特約記者呂弘文／報導】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李分局長
為瞭解地方民情與掌握轄區特殊作業工
廠安全維護狀況，日前透由大樹分駐所
協調安排至化學所推研廠大樹廠區參訪
並實施「安全維護研討」，由李分局長
率副分局長、各派出所所長等一級主管
計二十餘員蒞訪，推研廠楊廠長率相關
幹部歡迎接待。
李分局長原任屏東縣恆春分局長，因
服務地點曾處理過軍民與漁權等糾紛，
故與軍事及公務部門部分同仁友好並互
有交流。李分局長一行首先收視本院巴
黎航展影片、化學所簡介影片，並實地
參觀該廠研發成果，瞭解該廠所累積的
各項研發能量。
此外，李分局長於研討會中，針對廠
區行政法人化後如遇突發狀況之安全維

化學所賴所長代表捐贈苗栗家扶中心獎金。
（蘇登貴／提供）

【特約記者王玫婷／報導】
本院一五 ○
年健康檢查結果分析，約
莫半數同仁有導致心血管疾病之風險因
子，如肥胖、高血脂及高血壓等，而老
化亦是心血管疾病好發之高危險群，工
安衛生室秉持健康無價的理念下，日前
假本院圖書館舉辦健康講座，由陳副院
長主持，邀請桃園國軍總醫院院長蔡建
松少將主講「心血管疾病治療的新趨
勢」，讓同仁瞭解心血管疾病徵兆、內
科及最新外科治療方式。
蔡院長指出，心血管疾病初期階段完
全沒有症狀，一旦症狀出現都屬較嚴重

之人的協助。研究指出，長照制度應重視
使用者參與之理念，以「人」為中心，尊
重人的主體性，其起心和用意都從本人立
場考量。如果可以由子女守在身旁，藉由
親人的擁抱、親情的滋潤，分享生命的無
愧與驕傲，交代傳世的家風與信念，無疑
是情感中最真摯美善的一段；人生的盡
頭，若能獲取滿溢的溫暖，這是機緣，亦
是契合與福報。
整體而言，對於人類被物化的恐懼與不
安，長期以來一直是許多識者的疑慮；人
間有愛，天地多慈，親情之所以感人，正

是親情本身使然。不同家庭基於人
力、專業及經濟等因素考量而有不
同的方式，但最好的愛是陪伴。長
照服務的意義，既可檢視國人看待親情的
深度，亦可測出對人權尊重的高度。本次
修法讓長照服務法更周全，是啟動長照
的重要配套，也是我國長期照顧政策
2.0
新的里程碑。我們欣見政府將賡續執行
「長照十年計畫 2.0
」，以誠意、智慧和
同理心的處事精神，建立優質、平價、普
及的長照服務體系，提供多元連續服務，
並注入人性關懷與全人服務的理念，使國
家真正走向「老有所終」的理想。（摘轉
自青年日報一 ○
六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二版
社論）

狀態。本院定期健康檢查已加入心電圖
檢查，讓員工早期瞭解個人心血管健康
狀態，並輔以各單位廠護就心血管高風
險員工予以定期追蹤關懷，能有效防止
心血管的發作及其併發症產生。
最後，與會同仁並當場提出多項健康
問題，蔡院長也針對同仁的提問一一回
答，並提醒同仁預防心血管疾病，要養
成規律運動、不抽菸、不喝酒，勿熬夜
的良好習慣，並且定期檢查，注意血
壓、血脂及膽固醇的數值；近日氣溫日
趨降低，易誘發心血管疾病，要注意保
暖。

本院假圖書館舉辦健康講座

【特約記者吳文瑛／報導】
桃園郵局因應時代變遷，並順應金
融數位化時代來臨及經營需求成本考
量，自一 ○
五年五月七日將本院新新
郵局併入核研所郵局，以有效整合服
務效益，惟感念本院與桃園郵局多年
合作情誼，特於日前由桃園郵局局長
丘京華先生率行銷、營業科科長一
行，蒞院拜會院長張中將，院長張中
將偕同總務處高處長，假本院貴賓室
迎賓接待，雙方並互贈紀念品，傳達
良好互動情誼。
丘局長除感謝本院同仁支持郵局相
關郵政業務，並確保將持續提升郵務
作業服務品質，希望本院同仁可多加
利用自助郵局相關設備，未來將視整
體規劃增設各式自助ｅ化服務設備，
提供本院同仁使用，俾共創雙贏之局 桃園郵局局長拜會院長張中將。
面，增進雙方合作情誼。
（吳文瑛／提供）

桃園郵局局長拜會繫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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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進入了夢鄉，卻有九個大巨人
卡滋卡滋的把孩童當豆子嚼。幸
運的蘇菲，遇上的是第十個友善
的巨人，他不吃人肉，只吃臭
瓜，還能穿越到夢境之地，捕捉
像螢火蟲一樣的好夢，然後在深
夜裡，吹進寂寞孩子的夢鄉。
友善的巨人不是九個壞巨人的
對手，勇敢的蘇菲就想了個妙
計，兩人聯手要把壞巨人一網打
盡，讓他們不能再出沒抓孩童。

李分局長、楊廠長及雙方幹部合影。
（呂弘文／提供）

之於苗栗」的信念下，化學
所所長賴博士日前由苗栗縣
羅貴興議員與村耕合作社林
世明理事等人陪同，將獎金
全數捐贈苗栗家扶中心，協
助該中心在苑裡新建服務
處。苗栗家扶中心湯鳳琴主
任表示，該中心為擴大服務
範圍，規劃在苑裡新建服務
處，但因募款不易，非常感
謝化學所捐贈協助。
該所趙本善博士表示，利
用回收廢棄物幫助農民，期
盼能高質化運用，創造高農
業經濟產值，這次主要目的
不只嘉惠農民，獲獎更是希

化學所參加智慧農業創新創業競賽奪冠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捐贈苗栗家扶中心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化學研究所研發團隊參
加全國智慧農業創新創業
競賽，以「為台灣農業掏
《新》掏《廢》 ─
廢棄物有
機複合緩釋肥料」為題參
賽，獲得社會組全國第一名
殊榮，並獲頒十萬元獎金，
該所不忘善盡企業社會責
任，日前將這筆獎金全數捐
贈給苗栗家扶中心。
由於該競賽所使用的廢棄
物原料取自於苗栗竹南啤酒
本院各類代表及委員新春聯誼茶會假 廠，同時也與當地種植有機
行政一館舉行。 （戴志宇／攝影） 草 莓 農 民 合 作 進 行 田 間 實
【特約記
齊處長在致詞時首先代 驗，秉持「取之於苗栗，用
者辛金泉 院長向各代表及委員拜晚
／報導】 年，由於代表及委員熱心
為感謝 服務，本院各項員工的福
勞資會議 利工作才能持續精進。
等代表及
齊處長表示，勞資會議
委員們年 等代表及委員是院部與各
來辛勞， 位同仁之間重要的溝通橋
本院日前 樑及管道，經由各代表及
假行政一 委員的協助，讓同仁更能
館二樓簡 瞭解院內各項政策、計畫
報室舉行 及願景。本院亦以照顧全
一 ○
六年 院同仁為前提，請各代表
第六屆勞 及 委 員 仍 秉 持 服 務 的 熱
資會議、 忱、開誠布公的精神，以
第七屆勞 良性和諧的互動方式協調
工退休準 溝通，持續強化勞資雙方
備金監督委員會及第九屆 協商機制與作為。在符合
伙食委員會「新春聯誼茶 法令規定前提下，業管單
會」，由人力資源處齊處 位定會積極規劃檢討，共
長代理主持。
創勞資雙贏。

院長主持督品處員工座談。
（趙瑞媛／提供）

置東亞接收機整合測試中心，獲得
計畫參與國家肯定與讚揚，使
ALMA
我國在國際天文領域再次展現台灣
科技實力。
院長強調，本院不是公務機構，
全院人事費只有少數軍職、文官薪
資是政府補助款，每一個專案都是
自己爭取努力完成，有些專案甚至
是美國沒有研發，我們自己研發且
功能相當優異。
院長對於新進同仁特別期許，本
院未來需要新進同仁來承擔，年輕
同仁對自己要 ”Aim High”
，目標
訂定要大、要高，「接受挑戰，不
怕失敗」，即使失敗也不要失去信
心，很多成功是從失敗中累積經驗
學習而成。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本院機具支援旭海村淨灘活動。
（林秀琴／提供）
【特約記者林秀琴／報導】
由於先前接連多次颱風肆虐，
造成牡丹鄉旭海村沿海沙灘，漂
流木及垃圾累積影響環境與景
觀，為提升地方對海洋環境的保
護意識，牡丹鄉旭海村潘呈清村
長運用本院回饋之睦鄰經費，邀
集地方鄉親，日前舉行淨灘活
動。九鵬基地為響應活動，派遣
推土機等機具協助垃圾清運，並
協調基地駐守憲兵派員支援，共
同清除廢棄物，維護潔淨海洋，
讓海洋生物得以生生不息，還給
海洋一個自然的環境，盡心盡力
守護美麗家園，深獲地方人士好
評。

九鵬基地響應淨灘獲佳評

完備長照體系 邁向「老有所終」全人服務

【特約記者趙瑞
媛／報導】
年前院長張中
將至督考品保處
員工座談，院長
首先針對督品處
同仁表示，品保
非常重要，「顧
客的挑剔是我們
進步的動力」，
產品品質是產品
交付後見真章，
所以要按部就班
做好設計植入與
驗證工作。本院
自從採分散式管
理之品保組織
後，各自發展特
色的品保單位，
本院轉型後成立
督品處，考量組
織編裝及營運效
能，雖然不會恢
復品保中心，督
品處要統籌全院
品保政策與監
督，希望能保有
原品保中心之功
能。
院長指出，本院轉型後陸續參加
巴黎、巴林及日本等國際航展，發
現本院在國際上是唯一產品從模
組、次系統、系統產品一條鏈的單
位，現行如洛馬、雷神等大型國防
武器大廠都無法具備，所以我們能
夠提供需求者客製化產品，並在非
常短時間達成，這是本院擁有的優
勢。在國內我們參與相關政府部
門、研發單位的成果也都受到讚
許，如中央研究院執行 ALMA
計畫建

普

【特約記
者張素美
／報導】
本院資
訊通信研
究所與經緯航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為共同發展國家型無
人機資通訊安全產業，日前
由該所林所長與經緯航太科
技公司羅正方董事長共同簽
署合作備忘錄，未來將攜手
開發無人機資通訊安全的相
關技術。
國內外無人機發展日趨成
熟，並朝多元創意應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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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

本院各類代表及委員新春聯誼茶會假行政一館舉行

航空所辦理行銷策略講座

瑩

保防警語

良性和諧互動 共創勞資雙贏

策性任務。如該所研發無人機產品多樣化
與成本風險管理，要兼顧到顧客導向和作
戰需求面，以挖掘潛在客戶。客戶與市場
開發均是營運主要策略，由此成立工作團
隊核心能量，配合組織規章、任務編組及
成本等。
張委員指出，國內外市場競爭與風險，
說明軍品行銷的每一個階段都輕忽不得，
計畫主持人或專案經理的責任重大，對於
風險、成本等各方面，都必須仔細考量。

刊

肇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研究所為瞭解自身研發產品之推廣
行銷議題，日前邀請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張兢博士蒞所主講「軍品國際行銷策略」
專題講座，由齊副所長主持，各單位代表
參加。
國際軍品行銷非屬正常商品市場，軍品
花費龐大，買進銷毀不易，故策略運用上
有其專屬性及特殊性，軍品行銷須以安全
政策為其核心，並考量外交與非經濟的政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我們的願景
台灣的航太
人才鏈重新
建立起來。
經驗及技術
的傳承，雖
然不是一天
兩天的事
情，但我們
必須從現在
就開始做起。為落實國防自
主，中科院已經進用將近九百
位的專業人士，如果從去年
五二 ○
開始算起，光是航空研
究所，就延聘超過兩百位同
仁。這次高教機「自研自製」
的任務，就是我們培養航太人
才，讓大家發揮所長最好的機
會。
二、加強產業的連結：國防
建設一定要跟經濟發展緊密結
合，國防的經費，不只是單純
的支出。國防設備的製造、採
購、維護、升級、更新，每一
項都是重要的內需市場，每一
項都可以結合周邊的產業，創
造最大效益。新政府上任之
後，中科院的科研預算成長了
百分之二十一，希望接下來，
能夠讓中科院過去的科研成
果，外溢到民間產業，加強軍
民產業的連結，促進民間產業
的升級。投資在新式高教機的
這六八 ○
多億，不僅要為發展
未來制空戰力打下基礎，也要
讓我國航太產業
持續發展，進而
擴大連結，支持
機械、材料、資
通訊等相關產業
的轉型和升級。
月

蔡總統主持新式高教機委製協議書及合作備
忘錄簽署啟動典禮。
（邱清霞／攝影）

半

發行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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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三六期
【特約記者江月玲／報導】
我國「新式高教機委製協議
書及合作備忘錄簽署啟動典
禮」日前假本院航空研究所舉
行，蔡總統在國安會吳釗燮秘
書長、國防部馮世寬部長、經
濟部李世光部長、台中市林佳
龍市長等陪同下，共同出席見
證。首先由國防部馮世寬部長
核定命令後，分別由空軍司令
沈上將與院長張中將簽署委製
協議書，以及院長與漢翔公司
廖榮鑫董事長簽訂合作備忘
錄，正式宣告國機國造政策跨
出歷史性的一步。
蔡總統致詞表示，完成簽約
儀式，代表國防自主不再是
「只聞樓梯響」。除了要如
期、如質，完成新式高教機的
「自研自製」任務外，也期許
能夠同時完成另外兩項核心任
務：
一、重新厚植台灣的航太工
業人才鏈：高教機「自研自
製」的最大戰略意涵，就是把

蔡總統親蒞新式高教機委製協議書及合作備忘錄簽署典禮

本院品質政策

資通所與經緯航太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厚植航太工業人才 加強產業連結效益

航空所行銷策略講座邀請張兢博士擔任
（林彩鳳／提供）
講師。

強化無人機資通訊安全

本院精神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院長主持督品處員工座談
期勉新進同仁要Aim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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