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林信全／報
導】
為傳承國防自主研發
任務，本院轉型後陸續
進用許多新進人員，使
全院整體平均年齡跟著
下降，各單位陸續注入
一批批新血，無形中也
提升不少效益，為促進
主管與新進同仁以正向
態度與方法面對壓力，
本院日前假新新園區圖
書館舉辦一 ○
六年員工
關懷系列第二場次專題
講演，由陳督導長主
持，邀請財團法人張老
師基金會張德聰董事長
擔任講師，計有各單位
二級主管暨新進人員近
二百人參加。
陳督導長表示，任何
人不管在哪裏工作一定
都會有壓力，壓力有好
有壞，更會因某些因素
影響瞬間轉換，好的壓
力會不斷激勵自己，讓
自己在職場上變的更強
更好。新進同仁剛到新
的環境與接新的工作，
難免會產生認如差異與
工作壓力，當有問題時
一定要勇於表達，只要
願意講出來就能謀求解
決之道，相信各級主管
都會樂於協助，期在新
舊世代良性互動融合過
程中，打造出和諧與團
結職場環境。
張董事長以「職場百分百 ─
職場適應與
壓力調適」為題，點出職場中唯有先喜歡

自己，才會喜歡身旁的同事，並從瞭解自
我、關心自我做起，進一步才能深入瞭解
他人、關心他人。主管也要對部屬適時給
予以鼓勵，用心感受同仁需求與期望，透
過相互溝通、關懷來激勵同仁。
他並強調，壓力是情緒的一環，情緒處
理不好，壓力便會莫名加諸在自己身上，
當思考要做好壓力管理，則必須先具備覺
察力，真正去瞭解壓力源，進而依接納、
自然、因應、自我調適與運用資源等步
驟，化解人生所面對的壓力。

本院邀請張老師基金會張德聰董事長蒞院
講演。
（曾金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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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張
瑋真／報導】
本院資訊通
信研究所林所
長日前接受安
全 自動化雜
誌社李豐榮副
總編輯專訪，
針對「通資電
技術及未來智
慧 防 災 4.0
的
發展」，說明
本院通資電技術能量及研討未
來智慧防災相關發展。
寬頻通信、雲端運算、大數
據分析及人工智慧等技術蓬勃
發展，帶動國防用兵觀念的改
變，著重以靈活、創新思維來
建立小而精、小而強、小而巧
的國防戰力。通資電科技與智
慧化處理是軍民共通科技，也
是前瞻科技發展重要的趨勢。
&

效管控參與國防事務之國內廠
商，履行國家機密保護及國防
產業國際合作協定，未來將依
廠商參與國防武器獲得專案涉
密程度，透過專案契約（協議
書）規範，建立與國防物資輸
出國家相對等級保密機制，針
對廠商建構人員、設施（備）
安全要求標準及查核驗證機
制，維護國防安全與國家整體
利益。
督察室張主任也期勉與會同
仁，廠商參與國防事務，保密

乏或發生問題時，可能衍生的危機包括乾
旱、洪患、水污染及其他安全隱憂，對社
會大眾，甚至是經濟與國力的影響皆相當
巨大；由於極端氣候造成近年來氣候異
常，常會發生雨多成洪，雨少成旱的危
機，臺灣地區山高坡陡、河流短促，且許
多河流均屬於荒溪型，縱使降雨多，往往
也是直接奔流入海，蓄積不易；降雨在時
間及空間上分布差異大，導致可開發利用
的水資源十分有限，此時，水庫的蓄積功
能即變得相當重要。

本院消防安全及緊急救
護工作為著眼，除持續
強化消防人員專業技
能，以因應各項緊急消
防搶救任務，唯有加強
訓練整備，方能有備無
患，消弭危安顧慮及有
效降低損害風險。
安全沒有假期，本院
為國防科技先驅，在消
防安全的維護上相形獲
得重視，更需全體同仁
能上下齊心，持恆落實
災害防處應變作為，俾
能強化應變機制及危機
處理能力，確保本院各
項人員、財產安全維護
成效。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研究所與漢翔航空公司因肩
負相關研究與設計任務，雙方一直
以目標導向的夥伴關係攜手合作，
該所前瞻計畫邱導督長日前特別邀
請漢翔公司前董事長邢有光博士蒞
所，與該所執行專案計畫幹部舉行
「動盪環境中之經營管理」專題座
談，分享其二 ○○
八至二 ○
一一年
經營與管理漢翔公司的新思維與心
得。
經營管理是領導統御的核心問
題，是通往成功的階梯，無論是否
為營利事業都離不開訂定願景、檢

討任務及釐定策略三大經管主題。
會中邢博士反問轉型後該所幹部要
把航空所帶向哪裡？如何面對組織
內在及外在因素的改變等問題，他
推薦史蒂芬 ‧
柯維「與成功有約」
書中，提高專業效能七大特點，以
主動積極掌握選擇自由及稻盛和夫
的經營實學，懂得會計及做財務報
表，因為經營公司的不二法門就是
降低成本的新思維。
邢博士也穿插專案經理的故事，
並與本院同仁分享其經營公司心得
「做事認真、溝通學習、不管對錯
執行力及信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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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約記者蕭博謙／報導】
前院長張上將日前假圖書館主持古副院
長新職介紹典禮時特別強調，本院最重要
的願景目標，就是「追求卓越，成為具國
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在各級幹部
的努力下，已有優異成果，更勉勵全體同
仁，在古副院長的領導下，各項任務能持
續精進及成長，使本院再攀高峰，再創佳
績。
古副院長畢業於交通大學通信學士、碩
士及電子博士、於本院服務期間曾歷任組
長、計畫副主持人、主持人、副所長及所
長等重要職務，學養俱佳、經驗豐富，為
人誠懇篤實，溫和圓融，任事主動積極，
克盡職責，具領導統籌規劃才能，實為本
院不可多得之管理幹部，對各項研發任務
推展戮力創新，多次參與國際競賽與參
展，提升本院能見度，本次獲得拔擢倚
重，可謂實至名歸。

六年青年獎章
○

前院長張上將召見航空所陳建旭中校

榮獲一

機國造」及「潛艦國
造」之挑戰，期許同仁
於研發工作更應執事專
注、追求卓越及團隊合
作相互提醒，以面對新
時代來臨。
「青年獎章」選拔是救國團為獎勵青年
在社會各階層的優良表現與傑出成就，以
表揚青年朋友對國家社會的重大貢獻，今
年共有三一八人參選，經初、複、決審，
從中脫穎而出，實屬不易。陳中校來院服
務迄今，執行各型飛行系統建案推展、技
術整合及工程規劃、系統品質分析與精
進、無人機適航管理研究及國際工業合作
技術審查等，陸續完成航空飛行系統生
產，並於國際航空工業展中展示國防研發
自主成果。

前院長張上將主持古副院長新職介紹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中」和所有人共勉。
總統於今年二月七日在
台中見證空軍新式高教機
委本院研製協議書簽署，
宣布啟動國機國造，推動
新式高教機自研自製工
作，帶動我國航太產業發
展新紀元。「國防航太」
產業發展策略將由新式高
教機國造為起點，推動系
統件之平行開發，並技轉
業界，以提升我國航太技
術能量，朝高值化、系統
化之方向發展，奠定國防
航太產業基礎，帶動廠商
進入國際民用航太供應
鏈，創造業界產製及壽期
維護，達三十年以上之
「循環經濟」榮景。

航空所辦理專案管理講座

【特約記者林秀琴／報導】
公路總局第三區養工處近期於台廿六線沿
路實施景觀工程，發現滿州鄉港仔村及牡丹
鄉旭海村沿海沙灘，因漂流木及垃圾累積，
嚴重影響環保與景觀，遂發起琅橋卑南古道
淨灘活動，邀集附近機關團體及地方人士，
日前舉行淨灘活動。系發中心九鵬基地為響
應活動，派遣人員及吊桿車等機具協助垃圾
清運，並協調基地憲兵排派員支援，共同清
除廢棄物，維護潔淨海洋，讓海洋生物得以
生生不息，還給海洋一個潔淨的環境，盡心
盡力守護美麗家園，深獲地方好評。

系發九鵬基地睦鄰淨灘

【特約記者賴彥廷／報
導】
為提升本院及核研所
共駐支援各項危安事件
緊急應變能力，本院總
務處消防勤務組日前配
合內政部警政署保六總
隊駐核研所第一大隊，
實施「一 ○
六年防制暴
力重大人為危安事件演
練」，該演練透過核研
所遭危害攻擊與意外肇
生火在危害等想定狀
況，共同實際演練相關
作業，藉以提升轄區危
安通報及緊急應變之處
置能力。
總務處秉持積極維護

本院支援核研所危安演練
（張瑋真／提供）

資通所林所長（右）接受專訪。
目前本院已建立關鍵核心能
量，結合當前物聯網觀念，透
過網路化、自動化及智慧化技
術，推動軍民通用科技的整合
運用，將國防成果推廣至民間
使用。現階段積極引入物聯
網、大數據、 5G
通訊系統及人
工智慧等前瞻技術，並結合通
信安全及資安防護等技術，推
廣運用至國內公務部門及公司
產 業 ， 邁 向 「 智 慧 防 災 4.0
」
的新時代。
資通所自一 ○
三年本院轉型
行政法人後，即以「前瞻創新
求精，成為世界級資通電研究
機構」為願景，注入新觀念、
新想法，激盪出具創新、創意
的研發構想，提升自主研發能
量，永遠堅守高科技、高品
質、高效益、高信譽之理念，
逐步打造成為世界級通資電科
技重要的發展基地。

是義務也是責任，安全管控目
的係為避免參與涉密國防廠
商，在不經意情況下違反國家
機密保護法，影響國防安全。
未來安全管控機制將結合國
安、法務、內政、外交、經濟
及財政等部會資源，針對參與
國防機敏專案之廠商涉密程
度，請各單位重視「精準核
密」，並依契約規定遂行實質
查核督管作為，落實涉密國防
廠商之人員及設施（備）及資
訊之安全查核工作。

【本報訊】
本院日前假龍園園區
四八館舉行「新式高教
機簽約儀式暨招商說明
會」，董事長親臨主持，
邀請桃園市鄭文燦市長、
經濟部沈榮津政務次長與
會致詞，會中由前院長張
上將與漢翔公司廖榮鑫董
事長共同簽約。
董事長致詞時表示，國
機國造是國內發展航太科
技最好的機會。本院與漢
翔公司在國機國造的發展
過程中，能為相關產業帶
來「利多」，共同促進國
內經濟發展，同時也以
「成功，掌握在懂得把握
機會與利用時間的人手

蔡英文總統日前在視導「曾文水庫防淤
隧道工程」及「前瞻基礎建設」時曾提
及，受限於許多客觀因素，目前國內還有
很多家庭仍然沒有自來水，為改善此一狀
況，政府將持續鋪設新管線，並將以民國
一一三年達成百分之九十五的普及率為目
標，盡可能讓每一個家庭，都有平等的用
水權利。
就國內現況而言，水資源不但是農作物
成長與供給的基本要素，亦提供環境生態
體系保護的功能。每當此一有限的資源缺

斯」部落，文章刊出後立刻受到大眾矚
目，也促使臺電公司致力架設電力設備，
讓原本無電可用的部落大放光明。
實規劃，讓國人得以預見臺灣未來「不
缺水、不淹水、喝好水、親近水」的願
景，也讓水環境因此而升級；在「前瞻基
礎建設」所示的「綠數水道鄉」（綠能、
數位、水環境、軌道及城鄉）實現後，臺
灣將會處處都有如京都鴨川、巴黎塞納
河，或是宜蘭安農溪那樣的親水亮點，綠
蔭倒影河面，遊人漫步河岸，令人期待。
但國人也必須瞭解，水資源得之不易，平
日如何養成良好習慣，節約用水，才能真
正享受水的便利與美好。（摘轉自青年日
報一 ○
六年四月十五日第十版社論）

【特約記者王淳／報導】
中國青年救國團一 ○
六年青年獎章全國
計有十一位優秀青年獲獎，其中本院航空
研究所得獎人陳建旭中校榮獲「勤儉類」
青年獎章，前院長張上將日前召見，除肯
定獲獎事蹟，並提醒這份榮耀對於未來是
任重而道遠，藉此鼓勵本院更多優秀青年
見賢思齊，進而帶動本院研發任務精益求
精。
前院長張上將除嘉勉陳中校的優異表
現，同時也勗勉本院同仁，面對未來「國
當水資源不
虞匱乏之際，
水 的 品 質 好
壞，也攸關大
眾健康與安全。此次政策視導過程中，蔡
總統亦宣示，政府會致力提升臺灣的飲水
品質。其實踐的步驟，是未來政府將會要
求逐年編列經費，加強水庫集水區的保育
措施與功能，除了避免水庫淤積，導致蓄
水能力下降，也能夠保障民眾可以喝到更
好的水。此外，由於目前仍有許多偏遠家
戶不能享受自來水的便利，這也讓人想起
許多年前，作家古蒙仁曾撰寫報導文學作
品〈黑色部落〉，介紹當時臺灣最後一個
電力設備無法企及的新竹縣境內「司馬庫

（賴彥廷／提供）
本院支援核研所實際演練。
系發中心九鵬基地同仁參與淨灘活
動。
（林秀琴／提供）
前院長張上將主持古副院長新職介紹。
（賴俊宏／提供）

談通資電技術及未來智慧防災4.0的發展

國防部蒞院辦理安全管控機制宣教

月

保防警語

局等單位，遴派專業教官蒞院
授課，講習對象為「各一級單
位保密督導長」、「本院列
管機敏專案主持人及主承辦
人」、「企劃處、物籌處、工
程處、總務處及資管中心副主
管」、「國機國造（漢翔公
司）業務主管及承辦人」及
「督察安全室一、二級業務主
管及派駐保防人員」計百餘人
參加。
採購管理處鄭處長指出，為
落實「國防自主」政策，並有

半

發行人：顏

督察安全室張主任主持建立國防廠商安全管控
機制巡迴宣教。
（范毅達／提供）

資通所林所長接受專訪

董事長主持新式高教機簽約儀式

珍視水資源可貴 養成節約好習慣

成功 掌握在懂得把握機會與利用時間的人手中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國防部為使本院同仁瞭解
「建立國防廠商安全管控機
制」具體作法，確保各級武
獲、專案、採購、工程、保防
及資安等業管人員，落實管制
執行安全管控作為，日前蒞院
辦理「建立國防廠商安全管控
機制」巡迴宣教，由督察安全
室張主任主持。
該講習由國防採購室採購管
理處處長鄭少將率隊，納編採
購室、政戰局、通次室、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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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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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我們的願景

善經濟結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構，提升
國家競爭
力，更需
要致力於
推動創新
與結構性
改 革 措
施，為國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導】 家經濟尋找新的成長動能，
經濟部日前假中油大樓國 才能持續邁步向前。因此，
光廳舉辦「創新之夜 ─
一 ○政府提出「五加二產業創新
六年經濟部產業創新成果聯 計畫」，作為驅動台灣下世
合頒獎典禮」，邀請陳副總 代產業成長的核心，也是新
統蒞臨頒獎，本院材料暨光 時代該有的產業發展思維。
電研究所榮獲「第五屆國家
張前院長分享得獎感言時
產業創新獎 ─
卓越創新學研 指出，台灣早期因國際局勢
機構獎」，由前院長張上將 的快速轉變，本院面臨第一
代表接受殊榮。陳副總統致 個挑戰就是國防科技產業前
詞時特別恭賀本院在張前院 瞻先進技術的突破。當時因
長的領導下研發有成，不僅 為國外對元件、材料和基礎
是國防自主政策的典範，同 設備的輸出管制，迫使本院
時在推動軍民通用，為國防 同仁齊心克服困難，由系統
產業創造高附加價值不遺餘 端開發往基礎端之關鍵零組
力，近期又榮升國防部軍備 件研究向下紮根，才得以將
副部長，實至名歸。
國防研發成果，推廣至民間
陳副總統致詞時強調政府 用途。張前院長強調，由於
有責任打造一個以「創新、 本 院 自 主 國 防 的 落 實 與 強
就業、分配」為核心價值， 化，使得相關關鍵技術的基
追 求 永 續 發 展 的 新 經 濟 模 礎紮根與突破，才能將這些
式。台灣以貿易立國，要改 技術移轉民間，促成傳統產
業升級與開發
光電先進材料
等成就。院長
並感謝大會與
評審委員給予
肯定與鼓勵，
本院將會更加
努力，為國家
貢獻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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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前院長代表接受陳副總統頒獎表揚。
（李志娥／提供）

（邱清霞／攝影）

董事長主持新式高教機簽約儀式。

邀張老師基金會張德聰董事長蒞院主講

材電所獲國家產業創新獎卓越創新學研機構獎

本院品質政策

本院員工關懷系列專題講演

材料創新 光電領航 卓越創新

本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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