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季秋海棠

院區巡禮
相思紅
【特約記者紀明宏／報導】
總務處因應一年四季變化，適
時更新院內四季草花，本季草花
之星為四季秋海棠，在一號門及
五號門入口、行政一館、開標中
心、瑞安宮等地，皆能發現其花
蹤。
四季秋海棠又名「相思紅」，
是台灣常見多年生草本花卉植
物，其別名與眾所皆知「釵頭
鳳」的淒美的因緣有關。南宋愛
國詩人陸游二十歲時與青梅竹馬
唐琬結婚，伉儷情深，但陸母不
滿唐氏，命之休妻別娶。陸游與
唐琬無奈別離之際，唐琬送陸游
一盆秋海棠，做為思念之物。

葉片呈歪心狀、互生，葉色豐
富，因品種而有紅綠、銅紅、褐
綠等；葉面具蠟質，光亮清新，
因觀賞期持久，是花藝家選用葉
材之首選。同仁經過這些四季秋
海棠時，不訪駐足觀賞，也許會
有不一樣的心情。

二 ○○
九年一月十五
日，一架全美航空空中巴
士客機從紐約拉瓜迪亞機
場啟程飛往西雅圖，在爬

故事敘述被
人普遍稱為送
子鳥的歐洲白
鸛，會遞送嬰
兒到每個引頸企盼新生命
到來的父母懷裡，或者說
至少牠們以前會。但現在
送子鳥為全球網路大公司
遞送寶
Cornerstore.com
寶。就在該公司的送子鳥
快遞一哥「小子」即將升
遷之際，意外啟動了「寶
寶製造機」，蹦出一個未
經批准的可愛女嬰。

十一年後陸游遊經沈園時不期而
遇，恍如隔世，感傷地在牆上題
「釵頭鳳」詞以寄一往深情，且
命人送上秋海棠給唐琬，道是
「相思紅」，唐氏讀詞悲痛欲
絕，欲退回秋海棠，謂不復相
思，隔年抑鬱而終。
四季秋海棠莖直立，株姿秀
美，株高十五至二十公分，葉色
油亮光華，花朵玲瓏嬌豔，稍帶
清香。清朝文人袁牧文及秋海棠
時「小朵嬌紅窈窕姿，獨含秋氣
發花遲。暗中自有清香在，不是
幽人不得知。」四季秋海棠花色
繁多，有紅、深紅、粉紅、橙
紅、白色等，也有單瓣重瓣之
分，花生於莖頂或葉腋，每枝花
莖著生二至十朵花。詞人張以寧
詠秋海棠「軟漬紅酥百媚生，嫣
然一笑欲頃城，不須更起春陰
護，綠葉低遮倍有情。」秋海棠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
導】
化學研究所青山壘球隊
近來頻傳佳績，繼近期參
加台北「家鼐盃」慢速壘
球邀請賽榮獲冠軍，日前
再度榮獲關西「恆晉盃」
慢速壘球邀請賽冠軍。
該賽事假新埔壘球場舉
行，共有六隻球隊參加，
青山壘球隊隊員利用假期
由領隊李常有率隊前往，
在「健身第一、友誼為
重」之前提下，所有隊員
賣力演出奪得冠軍。
賽程採雙淘汰制，每個隊必須打完五場
球賽，該隊歷經二日比賽，在領隊李常有
的強力督軍，總教練李予真的運籌帷幄與
神調度，全體球員將士用命，臨危不亂，
發揮青山隊的優良傳
統，屢次化險為夷。
最後決賽時又與預賽
隊伍相逢，在三比五
落後情況下，全體隊
員奮力鏖戰，終場以
六比五反敗為勝奪得
冠軍。
此次關西恆晉盃慢
壘賽，青山隊打出近
年來的最佳成績，球
隊經理李常有先生居
功厥偉，青山壘球隊
也再度為本院完成一
次成功的敦親睦鄰之
旅。
驚覺大事不妙的小子，
必須與送子山唯一的人類
女孩杜莉一起想辦法，他
們要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
況下，迅速遞送出這個出
包貨！這場瘋狂又溫馨的
旅程不只能夠讓一個家庭
變得圓滿，也讓小子瞭解
送子鳥在這個世界上真正
的任務與意義……。
升的過程中遭
遇加拿大黑雁
撞擊，導致兩
邊引擎同時熄
火，飛機失去
動力，在機長
薩利（湯姆漢
克斯飾演）與
副駕駛傑夫斯
凱爾斯（亞倫艾克哈特飾
演）確認無法返回機場的
情形下，決定在哈德遜河
河面上進行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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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
導】
為讓航空所各級幹部
對轉型後的營運目標及
走向有更深入瞭解，該
所日前特別邀請安信商
務律師事務所林麗珍所
長主講「企業併購之機
會與挑戰」，由馬副院
長主持，該所小組長以
上幹部百餘人出席。
合併與收購向來是企
業發展的重要策略，可

以帶動企業成長與轉型
之路，林所長以企業併
購基本概念及其併購方
式與管道，說明近年來
全球、亞洲及台灣併購
之新趨勢。藉由併購機
會可以使企業擴大市佔
率及財務上獲利，目前
國內科技產業多以外資
及海外併購為主，並以
日月光、矽品及鴻海的
併購過程，說明案中之
曲直轉折。

航空所辦理企業講座

【特約記者林信全／報導】
在國內半導體、系統組裝等工業產
值佔國內總產值一半的台灣區電機電
子工業同業公會理監事一行七十餘
人，日前由該會郭理事長領隊蒞本院
龍園園區參訪，前行政院經濟部部長
杜紫軍亦是成員之一，杲副院長及馬
副院長代表院長歡迎接待，期藉由參
訪活動讓公會中深具影響力的民間企
業，在深入瞭解本院研製能量後，建
立日後合作的溝通管道，透過民間企
業的力量，進而協助本院走向世界，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的科技團隊。
杲副院長致詞表示，國內民間企業
長期以來都是本院重要的合作夥伴，
光是去年對國內的採購金額就超過
百億元；在對外市場的拓展方面，本
院積極參加多場的國際航展，雖吸引
世界級大廠的關注，但受到外交環境
的影響，仍存在許多的限制因素，期
盼能在業界國際市場銷售完善通路基
礎上，尋求最佳的合作商機，進而開 杲副院長與郭理事長交換紀念品。
發出新產品行銷國際，為國防產業發
（邱清霞／攝影）
展做出具體貢獻。在充滿競爭的國際 接著，蒞訪貴賓除收視本院多媒體研
大環境中，如能集中各種優勢能量， 發能量簡介影片，並區分三組，實地
產出效益相當可觀，
參觀本院電子、軍通等各項研發成
杲副院長強調，本院具備跨多領域的 果。在面對面意見交流座談中，針對
系統工程研製能量，期盼該公會業界 未來合作的項目進行研討。蒞訪貴賓
成員在國際既有優勢提供相關協助， 深入瞭解本院科研能量後，相信在日
讓本院順利與國際接軌，同時在相互 後不斷相互學習、發想過程中，雙方
緊密合作過程中，激盪出亮麗的新產 關係會愈加密切，進而創造雙贏的合
業契機。
作利基。

不但要加強反毒工作；也要
瞭解毒品成癮者背後結構性
問題，進一步伸出援手，解
決其就學、就業、就醫等問
題，給予關懷與支持。只要
社會支持足夠，毒品使用誘
因就會減少。
毒品之可怕，在於其衍生
的許多犯罪案件。這幾年發
生的重大案件，多少都和毒
品有關。尤其吸毒者一旦駕
車上路，在其幻知幻覺、意
識不清情況下，增添交通安
全風險。去年至今，警方執
行攔檢任務時，除清查駕駛
者有無酒駕，亦經常意外發
現車內藏毒。甚至有駕駛人
因擔心警方查毒而拒檢，當
場加速逃逸，最後撞死無辜

民眾，釀成悲劇。近來，有
「土豪哥」之稱的朱姓男
子，在臺北某知名飯店開毒
趴，造成一名小模因吸毒過
量而猝死，案經調查，臺北
地檢署日前偵結起訴，「土
豪哥」遭求刑十二年，其他
涉案者亦被起訴，就是毒害
犯行必須付出的沉重付價。
事實上，自民國八十三年開
始舉辦「全國反毒會議」以
來，政府每年針對當前毒品
問題的趨向審慎研討，以期
凝聚共識，尋求因應策略與
防制手段。不可否認，時至
今日，新興毒品層出不窮，
其種類、偽裝形態及變異，
益增察覺及阻斷的難度。究
其原因，主要是毒販為吸引

年輕人購買，並逃避警方查
緝，遂以咖啡包、茶包形態
偽裝。警方甚至還曾查獲以
方形厚紙片浸泡毒品的「毒
郵票」，及包裝成「果凍」
方式引誘年輕人，顯見毒品
氾濫程度已到無孔不入之地
步。
反毒一日未竟全功，國家
與社會就要深受其害。須
知，施用毒品是嚴重的社會
病態，欲徹底消弭，或許仍
有長路要走。政府與國人都
必須展現決心，踏出反毒大
步，大家一起努力，將毒品
趕出家園。
（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六年
二月二十六日第二版社論）

毒品零容忍 全民齊心建構社會安全網
有鑑於國內毒品氾濫，行
政院長林全日前要求法務
部，須於三月十五日前提出
反毒行動綱領，針對國內的
新興毒品問題，妥慎研議具
體反毒計畫與防制措施，展
現政府打擊毒品、全力掃毒
的決心。政府帶頭反毒，不
僅是為建構社會安全網，亦
要讓「毒品零容忍」成為全
民共識。任何毒害民眾、危
害社會的惡劣行徑，均難逃
法律制裁。
反毒絕不能有一絲懈怠；
自蔡英文總統主政後，政府
即將毒品防制列為首要之
務。蔡總統亦在首次主持全
國反毒會議時宣示，政府要
建構社會安全網，相關部門

（紀明宏／提供）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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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晉盃再傳佳績奪冠

套含有麥粕與天然植物澱粉，完全生物
可分解綠色兒童餐具組，並希望可以採
購二十套產品，贈送與回饋給目前住在
小港單親家園的幼兒使用，使他們免於
受到美耐皿塑膠餐具的毒害。
在化學所所長賴博士的支持下，趙博
士與王金鵬技正遂聯合臺灣菸酒公司、
建源光電與綠鑫塑膠科技，共同捐贈廿
二套兒童餐具組；另建源光電提供自行
生產的一 ○○
顆 LED
節能燈泡，以及善
心人士二萬元急難救助金，日前至高雄
市致贈馬女士，轉捐給高雄聖功基金會
謝淑婉主任，轉交小港區山明單親家
園。
化學所賴所長表示，兒童是國家未來
的主人翁，化學所研發團隊企盼將開發
的麥粕兒童餐具組提供給兒童使用，使
兒童免於受到毒性物質的危害，目前也
將積極結合臺灣菸酒公司與相關企業，
設計與開發可取代小吃飲食店的美耐皿
餐具。
資通所林所長（右）與資通電腦公司
林總經理簽署合作備忘錄。
（楊淯丰／提供）
資通所長期致力於資訊
安全研究，已具備資通電
專業投入用於資安防護與
監控的專業能量，可運用
網路與網頁入侵偵測技
術、提升入侵偵測能力、
整合異質資安設備警訊、
進行案件關聯分析、強化
資安管理機制、即時處理
資安事件，並掌握整體資
安態勢。
透過合作備忘錄的簽
署，整合雙方技術能量，
打造安全及便利的數位金
融環境，協助相關產業奠
定基礎，為數位金融產業
帶來無限商機。

法國海軍拉法葉級巡防
艦。
海軍一 ○
六年敦睦遠
航訓練支隊主要納編油
彈運補艦磐石軍艦、成功級
張騫艦及康定級西寧艦，共
同執行國內及國際航訓。國
內航訓共規劃七個停泊展示
點，包括高雄新濱碼頭開
幕、台南安平港、澎湖馬
公、台中港、基隆港、蘇澳
港、花蓮港。接著返回左營
港，重新整備裝運，於三月
下旬開始執行國外航訓任
務，預計至五月下旬返國。

【特約記
者楊淯丰
／報導】
本院與
資通電腦
股份有限
公司為使
彼此能更
有效結合
與運用雙
方科技平
台資源，
日前由資通電腦股份有限
公司林聖懿總經理與資訊
趙 本 善 博 士 （ 前 右 二 ） 、 王 金 鵬 技 正 通信研究所林所長簽署合
（後左一）及業界代表共同致贈兒童餐 作備忘錄，共同發展金融
具組。
（蘇登貴／提供） 資訊安全技術。

道區」、「國防館」、「科
技館」、「工藝館」及「藝
文館」等五大區域，於國內
環島泊港時，開放民眾登艦
自由參觀，讓國人瞭解我國
海軍、國家科技發展、國軍
發展願景等，進而凝聚全民
共識，共同支持國防政策，
以實際行動支持海軍，。另
外最吸引眾人目光的是康定
級巡防艦西寧號，其原型為

青山壘球隊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護

【特約記者蘇登貴／
報導】
本院化學研究所研
發團隊繼去年參加全
國智慧農業創新創業
競賽，將獲頒發之十
萬元獎金全數捐贈給
苗栗家扶中心後，日
前結合臺酒公司與企
業攜手助弱勢做公
益，共同捐贈廿二套
由啤酒麥粕與天然植
物澱粉所做成，價值
約二萬元的五件式兒
童餐具組給單親媽媽
馬凱妮女士。
罹患罕見疾病遠端
肌無力症 (HIBM)
的單
親媽媽馬凱妮女士，
全台僅有三人確診，
正是馬女士一家三姐
妹，十三年前發病，
完全無法行走，只能
坐輪椅，人生陷入低
潮，又要扶養兩個兒
子。在窮困潦倒之
際，申請入住高雄市
聖公基金會所辦理的
單親家園據點，受到
租金補助、食物與心
靈扶助，生活才稍有
改善，也才有勇氣從
新面對人生。
馬女士於去年底因
緣際會從 TVBS
《世界
翻轉中》節目報導得
知，化學所趙本善博
士研發團隊與臺灣菸
酒公司攜手合作，利用台啤竹南廠啤酒
釀造後所留下的麥粕副產品，結合國內
數家企業先進，成功開發出全世界第一

瑩

3月28日

航空所應邀參觀敦睦支隊
品，以宣揚本院國防研發能
量。敦睦支隊為感謝本院支
援展示，特別邀請該所同仁
於停泊台中港時登艦參觀，
日前由該所公關室主任卞上
校率同仁參訪拜會。
磐石軍艦為該支隊主要旗
艦，設置文宣館，展示主題
為「全民國防衛海疆」及
「民主、科技、文創的中華
民國」，展場區分「中央走

刊

肇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月

3月21日
馬副院長主持航空所企業講座。
（林彩鳳／提供）

半

發行人：顏

保防警語

【特約記者蕭惠麗／報導】
海軍一 ○
六年敦睦遠航訓
練支隊為配合政府「國機國
造」政策，向本院航空研究
所洽借相關研發成果展品，
透過敦睦向國人及國際友人
展示。該所計提供
自強
AT-3
號 、 IDF
經 國 號 、 IDF
翔昇
機、自製轉子引擎、小型渦
輪扇引擎、 VR
飛行模擬器系
統及各型無人機模型等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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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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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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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

外，董事長也特別期許研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發展示館開放讓學生參觀
後，希望從小就能建立國
人國防自主理念，恢復對
國防自主的信心，同時藉
國防自主政策，培養自主
的國防工業體系，並吸引
更多年輕人才投入國防科
技領域，創造新世代的光
【特約記者葉嘉範／報導】
輝榮景。
為以創新思維拓展本院研發成果，
隨後，桃園市鄭市長致詞表示，他
並藉由科技陳展平台，提升本院企業 特別肯定本院整合國防工業與地方產
形象與宣傳國防自主成效，本院日前 業製造能力的表現與氣魄，並期許本
假龍園園區舉辦全國第一座以專屬介 院能在「強強相加」的效應下，結合
紹 自 主 國 防 武 器 研 發 成 果 為 主 題 的 既有之系統整合與製造能力、新技術
「研發展示館」開幕典禮，由董事長 及新材料開發等優異研發成果，協助
馮世寬先生親臨主持，桃園市鄭文燦 引領台灣工業往更具競爭力之下一階
市長、陸軍及空軍司令、國防大學校 段邁進。
長暨產、官、學、研與地方仕紳代表
接著，董事長特別率領貴賓逐一參
等貴賓熱烈出席、共同見證這歷史性 觀研發成果展示館，聽取各展區專業
的一刻。
解說人員的介紹。館內各主題展區皆
開 幕 典 禮 首 先 由 馮 董 事 長 致 歡 迎 經過系統化規劃，並特別重視前人智
詞，董事長特別闡述「國防自主」對 慧與技術的傳承，將寓教於樂的特色
建軍備戰的重要性，並回憶其軍旅生 和科技亮點融入互動操作體驗，讓在
涯擔任駐美武官親身所見「向美國提 場貴賓耳目一新，均留下深刻印象。
送 F-16
戰機之需求文件，美方主事官
研發展示館之開放啟用，充分展現
員卻將他的報告收到抽屜裡，並指這 本院累積之先進科技與技術能量，相
已是連續十二年向美提出相同需求的 信必能引發蒞訪來賓興趣並激盪學習
武官，還強調抽屜裡面已放十一本類 慾 望 ， 進 而 凝 聚 與 深 化 全 民 國 防 意
似 需 求 。 後 至 漢 翔 擔 任 董 事 長 時 期 識，共同扮演催化國防戰力躍進之角
主 導 航 太 科 技 發 展 ， 心 中 即 不 斷 浮 色，期使本院在既有的良好科技基礎
現，國防怎能不自主，為什麼還不自 上，持續追求創新與突破技術瓶頸，
主？」獲得在場貴賓極大的迴響。此 為國家整體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董事長、鄭市長、院長及蒞院貴賓共同見證
研發展示館開幕啟用。 （邱清霞／攝影）

第七三八期

航空所公關室卞主任（中）率同仁參觀敦睦
支隊。
（蕭惠麗／提供）

化學所捐贈小港單親家園綠色兒童餐具組

馮董事長親蒞主持本院研發展示館開幕啟用典禮

本院品質政策

整合技術能量 奠基金融資安

董事長及院長陪同鄭市長等貴賓實地參觀本院研發
展示館。
（邱清霞／攝影）

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理監事蒞院參訪

愛心不落人後 研發挹注公益

深化全民國防教育 創造前瞻光輝榮景

本院精神

資通所與資通電腦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深化交流合作 創造雙贏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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