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佳宜／提供）

異，深獲長官信賴。
卓越～傑出、突破，不設限及追求卓
著：在每一階段的職場中，小楊哥皆勇
於接受各樣挑戰及創新，突破自我，追
求卓越。獲得長官及同仁的肯定。服役
期間因績效優異，榮獲國防部核頒獎
狀；從事航海工作期間，積極考取國際
海事組織認可之海事證照計十多張；現
除戮力本職工作外，也利用公餘時間，
進修強化專業技能，其研究論文「手勢
辨識方法與系統」，先後獲得美國與中
華民國發明專利。
影響力～貢獻自己所有，為人帶來祝
福：因個性正向積極，待人謙和，言行
舉止穩重，深受教會肯定及栽培，每年
皆獲教會委與重任，擔任培育課程講師
及大組長職務，無私奉獻與付出。他樂
善好施且積極參與公益活動，除不定期
安排探訪弱勢族群活動外，也常常前往
醫院關懷住院病患，使受關懷者及其家
人均倍受感動。
此次獲選桃園市一 ○
六年模範勞工，
除感謝父母及家人一路的支持外，特別
要感謝各級長官、教會牧者及生命中的
貴人給予鼓勵與肯定外，他也願將這一
切的榮耀歸與上帝！

統設計及作業規範」教
育訓練課程，日前假
六六 ○
館熱烈展開，由
系發中心張副主任主
持，邀請中國科技大學
邱曉萍教授主講「產品
人因工程設計」。
邱教授曾任鴻海「產
品人因工程中心」資深
副理，帶領人因工程團
隊執行鴻海集團許多設

計專案，成果斐然。邱
教授指出，國防工業應
在廣泛的科技支援下，
針對國防策略規劃出更
為創新的思維，讓本院
所研發設計的武器系
統，能以人為本，以使
用者為中心，創造出更
高的產品價值與前瞻
性。過去的武器系統研
發僅注重產品功、性能

是否達成，但隨著人
性設計的概念導入，
本院研製的新型武器
系統應透過科學方法
瞭解最終使用者行為、
經驗、習慣以及需求，
以系統性的技術與方法
導出產品核心價值，再
以特定的設計方法進行
實體產品原型建構，並
進行使用者測試，希冀
能達到以人為本，尋因
導果的產品設計概念。
最後，與會同仁也提
出多項目前執行武器系

統設計上所遭遇之人因
工程問題，邱教授針對
提問逐一回答。張副主
任指出，武器系統設計
人員及其他相關專業人
士，都必須瞭解人的行
為、能力、限制與其他
特性等人因工程知識，
並將所有的國防武器系
統與產品，以適合人們
操作使用的立場作為設
計目的，追求符合使用
者人員特性最佳化，作
為本院武器系統產製致
力追求之目標。
【特約記者劉宗宜／
報導】
五月，是康乃馨盛
開的季節，也是歌頌
母愛及感恩的時節，
五月份的第二個星期
天，更是屬於每一位
偉大母親的日子。母
親節前夕，物籌處為
表達對母親節的重視
與敬意，特別致贈全
處同仁康乃馨花束，
傳達對母親節誠摯的
祝福。該處李處長除
逐一至各辦公室分送
康乃馨花束，特別向
該處榮膺本院模範母
親殊榮的魏釗勇組長
之母親魏林瓜芷女士
致賀，祝福每位母親
都快樂。

的大力支持與愛護，無不倍感溫暖。為帶
動會場氣氛增進親子關係，園方安排學童
大會操、鉛筆向前衝等體能活動，藉由遊
戲互動訓練學童手腳並用能力，同時也讓
學童與父母盡情享受在場上跑動樂趣。
接著，由學童當主角，個個戴起自繪的
廚師帽上場，儘管無法精準拿捏實材份
量，但盛 端( 盤)動作一點也不含糊。各班
都準備不同特色的美食，有潛艇堡、披
薩、芋圓、酢醬麵、咖哩飯等美味佳餚，
因披薩烘烤需要點時間，夢幻披薩店還出
現排隊人潮。會場用餐區隨處可見享用美
食的家長，正親口品嚐著寶貝們料理的食
物，相信內心那種喜悅，是難以用言語可 逸光幼兒園歡慶四十四週年園慶
以形容的。
活動。
（林信全／提供）

逸光幼兒園歡慶四十四週年

座位寬度，
增加同仁長
途差勤乘坐
總務處謝政陸／提供
舒適度。
◎
本院自改制行政法人以來，總務處秉持多
此外，針對本院「公務車輛保險強化」則
元創新之理念，以突破傳統框架模式，檢討 採取多重保險方式按規劃保險額度，並足額
運輸支援服務，規劃「租賃公務車輛自駕申 納保，在既有車輛保險基礎下，增加投保駕
請」、「公務車輛採購客製化」、「公務車 駛責任險、乘客責任險等保險種類，並參考
輛保險強化」、「各式車輛買賣協議簽訂」 國防部軍車保險超額補助概念，訂定公務車
等多項運輸作業服務工作。
輛肇生交通事故和解金給付作法，以保障同
以「租賃公務車輛自駕申請」為例，為持 仁權益。
續滿足各單位運輸需求，開放院內同仁申請
囿於本院運輸資源有限，總務處為滿足各
自駕，每月平均約有二二三輛次，為使同仁 單位龐大運勤需求，爰著手規劃各式車輛租
安心執行自駕，爭取租賃公務車輛合約商提 賃「買賣協議」簽訂作業，目前已簽訂之車
供二 ○
一七年式各型車輛供本院使用，並在 型計有大客車、大貨車、曳引車 含(板架 等)
車輛保險上加保高額保險，提升安全係數。 大型車輛，可適時提供各單位專案運勤任務
在「公務車輛採購客製化」部分，自一 ○臨機用車需求。
五年起採購之甲（乙）類大客車車體塗裝採
總務處為本院科研任務支援基礎成員，未
用代表本院創新、活力形象之白色系為車體 來將持續規劃創新多元運輸服務，並藉資訊
主色，以增進本院形象行銷成效，並參考遊 化作業簡化業務流程，以利各單位科研運勤
覽車業界引進七四七型豪華飛機座椅，加大 任務順利執行。

本院運輸任務精革規劃

【特約記者曾楓億／報
導】
本院因應政府「國機
國造」、「國艦國造」
及「潛艦國造」等重大
政策需要，強化各級計
畫「人因工程」作為，
提升產品安全性及降低
人為疏失風險，由系發
中心人因工程組辦理系
列全院性「人因工程系

本院舉辦人因工程設計研習

【特約記者蕭惠麗／
報導】
國防大學海軍指揮
參謀學院海軍正規班
日前配合「現地戰
術」教學課程，安排
全體學員暨教隊職官
一行百餘人，由該院
院長林少將率隊，至
本院航空研究所參
訪，藉由實地參訪國
家級研發單位能量，
建立良好溝通管道，
以加強未來學員們對
國防研發目標之共
識。
由於銳鳶無人機系
統即將由陸軍航特部
轉配屬海軍單位，航
空所特別安排「國軍
無 人 飛 行 系 統 UAS
研
發現況與未來發展」
簡報，介紹本院歷年
來所研製各型無人飛
行系統之功能，並建
議未來無人機系統整
合運用規劃，包括
「加強部屬系統之運
用」、「空域管制配
合調整」、「建立環
島導控系統與專用情
傳鏈路」及「發展船
艦導控技術增加防禦縱深」等
方向，提供蒞訪學員參考與瞭
解。
此外，並安排實地參訪高速
風洞能量、模擬器研製中心體
驗 T91
射擊模擬器、各型無人
機發展現況及體驗 F-16
飛行模
擬器等，教官與學員們亦提出
許多寶貴建議，與該所專業組
人員意見交流。
【特約記者林信全／報導】
每到溫馨感恩的季節，本院逸光幼兒園
老師們都會精心策劃別具意義慶祝活動，
日前結合四十四週年園慶暨親職教育日，
特別安排以「我是小小廚師」為主題，慶
祝活動假室外大操場及教室熱鬧舉行，除
提前祝賀每位媽媽們母親節快樂，設計食
材烹飪活動題材，讓學童實際參與餐廳用
餐的接待、點餐、收銀等用 取( 餐)流程，
並動手切菜備料、盛飯舀湯等備料的體
驗，讓學童深刻感受媽媽平日準備三餐的
辛勞，也共同歡度有玩又好吃的歡樂時
光。
活動由該園李錦秀園長主持，除感謝老
師們平日辛勞付出，對全體家長給予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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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一 ○
六年談判課程訓練」日前假
圖書館舉行，由院長親臨主持，邀請基德
福來企管顧問公司王時成總經理蒞院，主
講「涉外合作業務之協商談判技巧」，本
院各單位二級正、副主管及儲備幹部約
二百人參加。
院長表示，透過專題講座，期能強化同
仁面對客戶推銷自身研發產品，與國際合
作、協調或談判技巧，目的在提升決策品
質，維護本院利益，避免決策不當引起糾
紛或造成本院利益方面的損失。王總經理
多年企業實務與教學經驗，對同仁談判及
行銷技巧內涵啟發與提升有莫大的助益。
王總經理「高超的十項談判能力」、
「談判準備與決策智慧」、「原則式談
判」、「談判籌碼學」、「談判的應變技

院長杲博士主持本院一

巧」等大綱，逐一向與會同仁說明精髓要
義。
王總經理指出，談判是一種互動的溝通
過程，發生於我們對別人有所求，或別人
對我們有所求的時候。談判也是物理力
學、博奕心理學及人際交涉學。談判專家
必備的十項核心能力，分別為具備權勢籌
碼、高格局人格特質、斡旋能力、長於謀
略與戰略規劃、以「為雙方好」為出發點
的機智口才、擅於引導對手思考、邏輯思
考與辯證能力、擺脫限制的創意思考、擅
用 I(INTEREST)C(CONCERN)E(EMOTION)
談
判壓力源及因勢利導。
王總經理也提出許多談判案例，與在場
同仁互動，並請同仁分享心得看法，幽默
的對白與故事情節，帶動現場學習情緒，
讓與會同仁印象深刻且獲益良多。

六年談判課程訓練
○

提升決策品質 維護本院利益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屬於極安全城市，臺北犯罪指數為十五點
七六，僅略高於阿布達比和慕尼黑。易言
之，與全球各國城市相比，臺北市可說是
一個居住相對安全的城市。實則不僅臺北
如此，全臺各城市亦復如此，此一評比結
果，不僅讓國人身在福中也知福，同時也
顯示我國的治安狀態，始終在全世界名列
前茅！
鑑於優良的治安環境，是我國傲視國際
的難得資產，也是人民生活中最貼切的感
受，因此，蔡英文總統前年於競選時，特
別將「治安維護計畫」，列入她的「五大

社會安定計畫」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蔡
總統的「治安維護計畫」，不僅強調打擊
犯罪，還主張從警政、教育、經濟安全，
及心理健康等層面，防杜犯罪的發生。
若整體性的環境安全，是我們追求的最
終目標，則在國際讚譽之餘，應該思考的
是，還有哪些地方是我們能夠補強的。就
此而言，建立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應是
最需要努力的地方。去年七月發生在臺北
松山車站的臺鐵車廂爆炸案，造成廿五人
輕重傷，凸顯無預警的犯罪模式，極難防
範；對照近年來發生在各國的恐怖攻擊事

杲博士前
往表揚電
子研究所
余建德副組長之母親吳桂
英女士；古副院長前往表
揚飛彈研究所林志成上校
之母親林陳滿秀女士、資
訊通信研究所黃冠憲中校
之母親王秀菁女士；陳督
導長前往表揚航空研究所
王玄昌技士之母親尤秀娥
女士、化學研究所洪建文
中校之母親鐘瑞祝女士、
物料運籌處魏釗勇組長之
母親魏林瓜芷女士。（事
蹟 報 導 詳 見 本 刊 二 、三
版）
件，更加凸顯我們生活的周遭，潛伏著各
種難以預期的危機。且無論是臺鐵車廂爆
炸案或者恐怖攻擊案，都肇因於孤狼式的
自殺攻擊，更令人防不勝防。唯有個人提
高警覺，遇有可疑立即反應，不僅自救亦
可救人。當大家都能建立這樣的意識，我
們才能享有更安全的生活。
近年來，赴我國旅遊的外國觀光客不斷
增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國內安全無虞
的居住與旅遊環境，這是我國的無形資
產，也是全體國人點點滴滴方能累積的成
就，這個成果得之不易，值得國人珍惜與
維護。（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六年四月廿
七日第十版社論）

【本報訊】
本院為弘揚母儀，崇
尚孝道，形塑社會典
範，特於母親節前舉辦
一 ○
六年模範母親表揚
活動，日前分別由院長
杲博士、古副院長、陳
督導長分赴各模範母親
家中，對當選母親表達
本院崇高的敬意，並致
贈賀屏、慰問金、鮮花
等，以表彰模範母親們
的母儀典範。
本次表揚活動由院長

本院模範母親表揚活動

【特約記者張彩瑩／報導】
本院材料暨光電研究所日前
舉行營運展示中心及員工研習
中心開幕啟用典禮，邀請前院
長張上將、杲院長、葛副院
長、古副院長及歷任長官蒞臨
參加。
揭幕儀式由張前院長、葛副
院長、前所長汪鐵志博士及程
所 長 共 同 完 成 「 Creativity
」及「 Innovation
」拼圖觸動
開關，呈現材電所功能單位及
團隊皆是以創意與創新為核心
進行運轉以及系統整合，而
該所的
，設計理念取自
LOGO
三
Material Electro-Optics
個 英 文 字 的 字 首 MEO
，代表材
料及光電，兩個菱形穩定的藍
色、完美的白色，象徵兩個領
域的發展如鑽石般長久且璀
璨，創意與創新激發出中間的
張前院長、杲院長及觀禮人員
交集。
（張彩瑩／提供）
材電所於今年經濟部舉辦的 合影。
第五屆國家產業創新獎呈現亮 業升級。民國一 ○
三年本院轉
眼的成績，獲得全國唯一學研 型行政法人後，積極配合本院
機構卓越創新獎，並由張前院 政策，開拓商機，邁向國際。
長代表接受副總統頒獎表揚， 葛副院長擔任該所所長期間擘
董事長親臨觀禮，讓國人共同 劃「材料創新、光電領航」的
見證本院在產業創新所受到的 願景，程所長進一步以「創新
肯定，這份殊榮實屬不易，感 技術微型化、研發成果產業化
謝也歸功於歷任長官以及所有 及產品精進全球化」為目標，
同仁的齊心努力，締造出這份 不但整合創新、加值產業，更
佳績。
致力於產業價值鏈附加價值最
材電所一直以來不斷向前推 高的「行銷及品牌」的經營。
進，自始以國防武器之材料自 「材料為經，授三軍雄師掌弓
主及光電科技研發為使命，專 劍；光電為緯，追千里敵蹤立
注落實關鍵技術的生根及自主 首功」具體呈現了材電所的專
化。八 ○
年代起，配合政府政 業及任務目標，這也是諸多長
策 ， 開 始 推 廣 民 間 產 業 的 應 官及前輩們，所共同努力奠定
用，進行技術的商轉，輔導產 的基礎。

全 球 資 料 庫 網 站 「 Numbeo
」日前公布
二 ○
一七年全球城市安全指數，臺北市
排名全球第三名，僅次於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阿布達比和德國慕尼黑，在亞洲國
家中，勝過以低犯罪率著稱的日本東京
（十六名）、香港（廿三名）和韓國首爾
（四十一名）。
去年同樣的調查中，臺北市名列第十四
名，今年則一舉挺進到第三名，進步不可
謂不大；此一針對全球三七八個城市進行
的整體調查排名，主要是以犯罪指數為依
據，若一個城市的犯罪指數低於二十，就

全球城市安全我列第三 值得驕傲與珍惜

材料創新光電領航 國防自主植基民間

物籌處溫馨母親節

電子所楊崇男接受表揚後留影。

【特約記者吳佳宜／
報導】
電子系統研究所雷
揚計畫專案管理組楊
崇男副組長（兼任專
案總工程師）榮膺桃
園市一 ○
六年模範勞
工，日前獲桃園市鄭
文燦市長頒獎表揚。
每個人都有座右銘，
但對於楊崇男來說，
陽光、卓越、影響力
不只是教會（卓越北
大行道會）的標語，
也是自我追求的目
標。
陽光～是生命與活
力，也是積極正向的
表徵：小楊哥自民國
九十年進入本院電子
所服務迄今，期間歷
練專業單位、計畫室
系工組、專管組等職
務，因處事嚴謹，在
每項工作任務中均盡忠職守，勇於創新
與突破，參與各項演測任務，表現優

本院機密資訊維護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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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錢、美色、威迫等手段吸
收對象，各單位均應提高安
全警覺與保防意識，如於生
活周遭發現類情，應立即向
幹部反映協處，以維單位純
淨。最後，張主任也提出五
點勉勵與會同仁：一、鼓勵
檢舉自首，有效反制嚇阻。
二、強化資安管控，反制情
報拼圖。三、退職赴陸經
商，易成情工目標。四、保
持生活單純，杜絕不良習
性。五、完善內控機制，肅
清潛伏敵諜。

海院正規班蒞航空所參訪

該講習由督察安全室邵副 五年起進用人員。
主任率隊，納編總務處、資
督察安全室張主任指出，
管中心及督安室安全組，遴 本院為國防科研重鎮，向來
派專業教官，區分八院區十 為敵人、有心人士及傳播媒
場次，講習對象為各幕僚單 體刺探、蒐集及報導之主要
位及所、中心一、二級保密 目 標 ， 且 院 內 同 仁 人 數 眾
督導長、承辦本院列管機敏 多，端賴平日教育、聯繫及
專案人員、擔任院部及各一 同仁彼此間瞭解、互動，先
級 單 位 主 管 機 要 勤 務 人 員 (期發現徵候防處。此外，更
含秘書、駕駛 暨
) 本 院 一 ○應洞悉中共滲透方式，常以

瑩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為使「機密資訊維護」作
業推展順遂並強化本院人員
對非法吸收、刺探及滲透應
有的認知與作為，本院日前
辦理巡迴講習及座談，期能
建立同仁對機密資訊（含文
書及資通保密）相關作業、
保密維護觀念之共識及作
法。

刊
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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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論是在國防自主科技研
發、支援國軍建軍備戰及
軍民通用技轉至民間企
業，均獲得優異成效，尤
以本院自主研製天弓、天
劍、雄風飛彈及雷霆多管
火箭等重要武器系統研發
能量，除滿足國軍建軍備
戰需求，達成國防自主目
標外，更將歷年所研發出
來的軍民通用科技技術技
轉至民間企業，對國家科
技與民生經濟發展，做出
具體實質貢獻。期勉同仁
面對「國防武器系統自
製」政策，應秉捨我其誰
的態度認真面對，勇於接
受挑戰，克服困難。同時
也應注重人才培育及經驗
傳承，使得中山精神得以
延續。全院同仁在杲院長
及各級主管的領導下，應
群策群力，發揮群體智
慧，為國防安全與建軍備
戰戮力以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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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躋身世界級
科研機構為目標，以不負
國人所託。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邱清霞／攝影）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特約記者蕭博謙／報
導】
董事長馮世寬先生日前
蒞院主持本院新任院長杲
中興博士新職介紹，陳永
康董事、副部長張上將、
空軍常務次長柏中將、軍
備局局長梅中將及本院各
單位代表千餘人與會觀
禮。
董事長介紹杲院長畢業
於理工學院六十九年班、
理工學院航空工程碩士
七十三年班，並於民國
八十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戴
維斯分校取得航空機械博
士學位，於本院服務期間
曾歷任組長、副所長、所
長及副院長等重要職務。
任職期間更致力於「新三
彈」關鍵技術開發與產
製，以及雷霆二 ○○○
多
管火箭系統研發、實兵展
示與交軍編成等重大任
務，績效卓著。不論學術
素養、任事態度、領導能
力等，均獲各界肯定，本
次能獲得拔擢，實至名
歸。
董事長嘉勉全體同仁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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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杲博士表揚模範母親吳桂英女士。
（黃美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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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顏

保防警語

電子所楊崇男榮膺桃園市一○六年模範勞工

董事長蒞院主持新任院長杲中興博士新職介紹

本院品質政策

積極正向 突破自我 追求卓越

本院精神

國防自主捨我其誰 群策群力發揮智慧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董事長頒發院長聘書。

張前院長主持材電所營運展示中心開幕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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