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吳文
瑛／報導】
因應國防部
上、下半年蒞院
機密維護輔檢及
績效評鑑均針對
本院文書保密提
出輔檢建議及評
核，本院日前假
圖書館地下室舉
辦一 ○
六年「文
書處理暨檔案管
理」教育訓練講
習，由冷執行長
主持，二級正、
副主管、文檔人
員及專案承辦人
員一百八十餘人
參加。
冷執行長表
示，本院轉型行
政法人後，持續
對外拓展業務，
為與外界及各行
政機關業務交
流，公文往來無
法避免，惟公文
書製作及檔案管
理，仍需依檔案
法及行政院文書
作業統一格式辦
理。總務處基於
行政創新，流程
改造理念，在符
合檔案法規前提
下，持續檢討各
項文書作業流程
簡化及精進作
為，有效增進行政效能。另本院新
進人員已近二餘人，部分人員以往
未接觸公文系統，期勉同仁藉由講
冷執行長主持文檔講習。
（吳文瑛／提供）
習更深一層瞭解本院公文製作及檔
案管理作業，俾利文書與檔案業務
之遂行與推動，有效提升本院公文
品質。
講習課程區分文書處理作業注意
事項、檔案管理實務及檔案應用申
請調閱，由專業授課教官針對公文
製作、檔案管理及誤失案例一一解
說，期使參訓人員能有效運用公文
系統產製公文及調閱檔案。會中同
仁亦發揮尋根究底之精神，踴躍提
問，經授課人員詳細說明回覆，同
仁均感受益良多，對未來提升公文
品質更深具信心。
本院相關文書作業及檔案管理均
依檔案法相關法規及監督機關機密
文書規範辦理，未來將持續不斷創
新、提升文書處理及檔案管理服務
品質與精進各項文檔作業流程，以
期增進本院文檔作業效率，建構一
個安全而便捷之文檔應用環境。

端」、「防救災決策輔助系
統」、「機動型語音整合系
統」，並邀請飛彈所及化學所
共同展示「通用介面之可攜式
行動電源」、「智慧型鋰電池
組行動電源」、「偵察暨無線
中繼用小型地面無人載具」、
「大型物資空投降落傘」、
「爆炸技術」、以及與台灣電

效，期許未來能與國際接軌，
有效提升防救災工作執行效率
並降低災害損失，打造前瞻及
智慧型防救災科技。
本院長期致力於國防科技發
展，同時推動軍民通用科技之
研究，並落實國防科技應用於
民生需求，自一 ○
三年轉型為
行政法人後，更積極參與資

接下來與資通所及材電所利用每
週五下午如火如荼的舉行各項球類
暨橋藝聯誼賽，化學所賴所長親自
參與部分球賽，與同仁打成一片，
繼院慶之後，再度帶動運動的風
潮。
經過四週激烈的比賽，閉幕式前
夕的籃球決賽，材電所與化學所雙
方都派出啦啦隊加油，加油聲不絕
於耳，雙方你來我往，比數呈拉距
戰互有超前，終場材電所以二比一
勝出。閉幕典禮安排資通所與材電
所啦啦隊表演，帥哥美女青春熱舞
團充滿動感、活力、陽光賣力演
出，博得滿堂喝采，掌聲不絕於
耳。比賽結果資通所囊括桌球、羽
球、壘球賽冠軍，材電所獲得大隊
接力路跑及籃球冠軍，化學所獲得
排球冠軍，橋藝賽分由化學所與資
通所併列冠軍。

更清涼有勁。
比賽依實力分為 、 兩組，其
中 組隊數達到空前的十一隊，
組也有八隊報名。 組依抽籤分成
四小組各自循環，每小組取一隊勝
出，再進行準決賽與決賽。 組因
為有三隊臨時無法出賽，遂改成五
隊單循環，每隊鏖戰四場後比較勝
負場次之積分來決定最後名次。
組冠軍由飛彈所的老將沈建輝
及謝念中奪得，亞軍為身著球
王費德勒球衣的二十幾歲小將
簡誌佑和莊裕翔，季軍為來自

群、持刀殺傷之簡單模式，演
變為自殺炸彈攻擊，可說是技
術成分較高的相對複雜形態展
現，令人憂心；此次攻擊亦從
原本位於首都倫敦之大都會
區，向其他城市擴散，反映出
這些激進主義分子，在手段上
已開始熟稔交互運用「簡單與
複雜」、「單獨與協同」作
為，對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
成莫大危害；而且，此種攻擊
的區域範圍，已跳脫國安人員
原本自我評估，城市可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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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天下，靠的是秦國採納商鞅實行
「斬首立功」的激勵，斬首愈多
立功愈大，對應獲得地位與財
富，通過自己在戰場上立功，能
夠改變家族命運，獎勵標的明確
有效。
古副院長期勉各級幹部，專案
的執行需要領導幹部率同仁共同
完成，遇窒礙主管不能放棄努力
外，更要拉住團隊同仁一起完
成，不能執行一半中途放棄。
【特約記者邵詩葦／報導】
副院長古博士日前蒞總務處視
導與聽取工作簡報，並與幹部充
分交換意見，對總務業務有更深
入瞭解，期在後續業務推動上能
提供更多助益。
古副院長聽取總務處工作報告
後，指出本院為高科技研發團

組、系維中心維持工程組南部
維修站、公關室南部員工關懷
室、物籌處高雄採購站、督察
安全室南部督察小組、化學所
推進劑研製廠大樹廠區、九鵬
廠區、化學所品保工程組、系
發中心九鵬基地、太麻里工作
站、南仁鼻追蹤站、牡丹鼻追
蹤站、蘭嶼工作站、綠島工作
站、總務處昇園招待所、楓港
招待所、九鵬調度課、醫務所
鵬園分診所等單位。

恐攻的風險等級思維，改由
「聖戰士」隨機自行決定攻擊
地點，其決定因素則端視攻擊
場域之「安全環境」評估。
當恐怖攻擊者不畏死，以自己
的生命投向所謂的無辜大眾，
造成同歸於盡的結果，在本質
上難以防範，因為個體本來就
是可「隨時調整」而不易被阻
止的有機體。但當我們研究以
往案例，可以發現這些自殺炸
彈客，為了彰顯其攻擊之「神
聖目的」，經常會透過影音設

資通所、化學所及材電所體育競賽聯誼。
關西的老搭檔鄭瑞惠和曾天寶，
第四名為新銳組合許時悠和黃敏
樟。
組由符詔銘和林永鵬奪冠，
亞軍為青春少年的謝宗賢和張松
柏，季軍為黃至鵬搭檔剛剛屆齡
退休的倪國裕，第四名為系製中
心阮國賓和黃俊杰，第五名為飛
彈所林順健和吳文靜。
比賽結束後，各組前四名均獲
大會頒贈獎品，大家相約下半年
的院慶網球賽再戰，也期許灑水
系統屆時能發揮功能。
A

資通 化學 材電所體育競賽聯誼

訊、通信
及遙導控
制等科技
創 新 應
用。本院
依照現有
救災體系，積極發展軍民共通
之救災平台，期能協助地方政
府有效掌握災情資訊及調度救
災資源。近年來更積極參與台
灣防災產業協會、交通部 Safe
Taiwan協作平台與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之各項合作，結
合產、官、學、研的力量，共
同發展災害防救系統。

院的技術評估能量結合民間
產業，將國防戰備需求落實
於國內產業發展之中。
鍾召集委員將華航「以客
為尊」的口號套用在國防自
主上，期許本院將「以作戰
需求為主」作為最重要的目
標，應主動瞭解顧客需求，
並提供更好、更切實的建議
給國防部參用。
最後，召委離院前表示，
績效評鑑委員會在一 ○
三年
倉促組成，許多委員當初對
本院並不瞭解，經過這三年
本院對營運的用心說明下，
不但深入瞭解本院各項研發
能量，更可以為本院代言。

【特約記者趙瑞媛／報導】
古副院長日前視導督品處，由
督品處許處長介紹全處同仁及業
務報告，隨後並進行座談。
古副院長首先針對營運績效與
內控，提出何謂「營運之效果及
效率」，現行的制度是否能反應
真正成果，以足球賽為例，只有
足球踢進球門才算得分，在球沒
有踢進球門前是什麼都沒有，營
運成果就是要完成目標。督品處
負責院內相關專案的管考，相關
管考辦法的訂定會影響到專案的
執行是否確實優異，期勉該處能
考量檢討現況，確實落實管考作
為。
古副院長指出，反應營運成果
要訂定有效之獎勵指標，春秋戰
國時代列國紛爭，秦國能夠統一

【本報訊】
端節前夕，陳督導長代表院
長杲博士前往高雄及九鵬等南
部偏遠地區實施「一 ○
六年端
節偏遠地區單位慰勞犒賞」，
除轉達院長端節慰勉關懷之
意，亦對同仁致力於任務執行
所付出的心血，表達肯定與嘉
許。
端節偏遠地區慰勞單位包
括：資通所水下科技組、水下
感知組、光華計畫專案管理

陳督導長端節慰勞犒賞

古副院長向鍾堅召集委員
（右）及魏哲和委員解說本
院研發能量。
（邱清霞／攝影）

英國曼徹斯特日前發生演唱
會自殺炸彈攻擊，舉世震驚。
雖然「伊斯蘭國」公開承認犯
案，支持該組織的激進網站也
宣稱，此次攻擊是對西方「十
字軍」的再次勝利，但目前警
方暫將攻擊定位為「恐怖事
件」，威脅級別為最高警戒的
「危急」狀態。
此次恐怖攻擊事件，已是英
國今年三月倫敦議會大廈駕車
攻擊以來，短短二個月期間的
第二次，其模式從駕車衝撞人

A

【特約記者蘇登貴／特稿】
化學研究所為鼓勵同仁從事正當
休閒運動，促進身心健康，繼前年
與電子所，去年與資通所聯誼活動
後，日前結合院部年度健康週活
動，在不影響計畫任務原則下，運
用青山園區體育館及周邊設施，利
用每週週五下午時段，邀請資通所
與材電所舉行籃球、排球、壘球、
羽球、桌球、橋藝等六項體育競賽
聯誼活動，今年特別增加大隊接力
路跑賽。
開幕式由資通所副所長、材電所
程所長與化學所賴所長共同主持籃
球賽開球儀式。賴所長表示，聯誼
活動主要是呼籲大家養成運動習
慣，化學所有這麼好的體育館及健
身房，希望各球隊利用中午休閒時
間召集隊員練習，一方面鍛練體
魄，一方面培養團隊默契。

【特約記者吳文靜／報導】
今年的逸光網球賽是新任謝宗賢
社長上任後第一次舉辦的賽事，謝
社長運籌帷幄，除招募不少新社
員，也引入廠商贊助紀念品，總幹
事宋美燕小姐綜理行政業務，並贊
助兩顆大西瓜，為大家在炎熱的戰
鬥中帶來消暑的泉源。另外有林順
健、吳文靜慷慨解囊捐款，大大紓
解財務的赤字。值得一提的是，院
長杲博士在近午時刻，到場為大家
加油打氣，並帶來了一陣及時雨，
讓乾旱的紅土滋潤不少，也讓選手

逸光網球賽圓滿落幕

【特約記者謝三 公司風險暨環安管理部門人
良／報導】
員充分交流並交換心得，成
為瞭解國內企 效相當良好。該公司無論在
業公司工安衛生 安全管理、環保管理、衛生
與 環 保 管 理 模 管理等方面，均有完善的規
式，工安室林主 劃與落實執行。此外，並聘
任 日 前 率 飛 彈 請職業專科醫師協助實施員
所、化學所、材 工工作負荷適任性與工作變
電所、系製中心 更 分 析 ， 藉 由 健 康 風 險 管
及工安室各業管 理、作業環境危害評估與加
主管，前往新竹 強關懷等方式來促進員工身
科學園區標竿企 心健康。
業「世界先進積
該公司之環安衛 化管理
體電路公司」參 系統有許多成效與亮點，可
訪，由該公司方 供本院未來推動 化管理系
董 事 長 親 自 接 統之借鏡與參考，工安室將
待。
持續透過與民間企業交流合
「世界先進積 作，提升院內安全衛生與環
體電路公司」為 保管理績效，進而提供院內
國內積體電路設 同仁更安全、健康及舒適之
計、研發、製造 工作環境。
及銷售之專業廠
商，該公司為維
護企業永續經
營，以風險管
理、綠色生產及
環境衝擊考量為
基礎，全員參與
安全、衛生及環
境管理系統之
運作，已通過
品質管理系統
、環境管理系統
(ISO 9001)
、職業安全衛
(ISO 14001)
生管理系統 (OHSAS 18001
、
及新力 (SONY)
公司
TOSHMS)
綠色夥伴 (Green Partner)
之認證。
該公司特別安排風險暨環 本院參訪人員與該公司風險
安管理部門實施各項管理作 環安衛部門人員合影。
為簡報，本院與會主管與該
（謝三良／提供）

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展
示 「 TWCERT/CC
簡介及資訊安
全推廣」等十項最新防救災資
訊與通信系統
透過參展，除充分展現本院
在災害防救領域的科技能量與
應用，同時也將台灣經驗推廣
至亞太地區，促進國際交流，
成功達成國際外交及經濟成

B

施或是社交媒體「留言」，例
如此次攻擊前四小時，在某一
個「推特」上，就曾預告「會
有攻擊發生」的推文，但是在
民主與隱私保護極高的現代社
會，執法者和各級政府部門，
是否有充分蒐情與執法的「先
期侵入」授權？以及要求私部
門在營利兼顧下，必須善盡安
全維護之義務？值得討論。
對於難以防範的「隱藏」型
恐怖分子，吾人須深切思考，
如何事前掌握相關情資，進而

隊，近期在人員退休潮又適值人
才羅致不易之情況下，持續進用
年輕世代之優秀員工，俾使研發
能量得以維持。總務處為服務全
院的專業幕僚單位，負責全院
食、宿、行、車等員工基本生活
需求，應本著如母親關愛全家人
的奉獻精神，照顧本院這個大家
庭的每一份子，讓每位同仁更能
專注於科研工作，無後顧之憂為
本院美好的未來奮鬥，創造共
存、共享、共榮的璀璨願景。
最後，他期許及嘉勉總務處持
續保有主動服務、前瞻支援、持
續創新、未窮先變的核心理念，
以關心、熱心、愛心的服務精
神，不斷地精進業務推展與強化
服務品質，以做為本院科技研發
的堅實後盾。

古副院長視導督品處 總務處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A

B

（蘇登貴／提供）
（吳文靜／提供）

B

強化先期預防作為 降低恐攻風險

【特約記者趙瑞媛／報導】
國防部績效評鑑會由召集
委員清華大學鍾堅教授與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基
礎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董事
長魏哲和教授等專家、政府
機關代表及三軍參謀長等委
員，日前蒞院執行一 ○
五年
度績效評鑑，由副院長古博
士陪同接待，並率領營運長
等相關人員與會報告營運績
效。
鍾召委表示，今年為第一
任評鑑委員最後一次評鑑，
這三年來對本院之評鑑可明
顯看到本院之進步，希望藉
由委員的鞭策，在未來國機
國造與國艦國造上，均能如
期、如質達成使命，積極參
與國家核心發展，並在國際
上占有一席之地。
會中監督機關軍備局副局
長張少將期勉本院研究尖端
科技，結合民間技術能量做
研發，要以冒險犯難精神去
突破。本院轉型後，在各項
任務執行的態度皆很積極，
客戶滿意度提升不少，而國
防部各軍種辦理績效評鑑也
很紮實的進行評分作業。未
來國防部與本院在國防產業
發展上要有策略與規劃，針
對三大產業 航
( 太、船艦、
資安 ，
) 要能夠列出近、
中、遠程的規劃作法，讓國
防自主不再只是口號，國防
部現已將國防需求規劃階段
改由本院主導，希望透過本

本院品質政策

【特約記者杲明／報導】
「二 ○
一七亞太智慧防救災
高峰論壇暨新科技設備發表展
示」日前假台北世貿中心南港
展覽館舉辦，本院資訊通信研
究所應邀參展，以「智慧防災
科技與搶救災區設備」為主
題，展示包含「寬頻集群緊急
通訊系統」、「可攜式衛星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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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卓越，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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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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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科技研發能量 發展災害防救系統
本院應邀參加亞太智慧防救災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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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吳焜裕委員
為瞭解本院化學研究所研發能量及現
況，日前蒞抵該所青山園區參訪，由葛
副院長、化學研究所賴所長及袁副所長
於青山園區八二二館貴賓室接待。
參訪首先前往該所火工品作業、推進
劑作業、化學實驗工廠等作業場所實地
參觀，分由各專業組組長對研發成果做
詳盡解說。隨後前往該所研發展示館參
觀，並由袁副所長就該所化學防護、彈
頭武裝、高能推進、匿蹤偽裝、軍民通
用、表面處理工程等六大核心能量逐一
介紹。
最後座談期間，葛副院長除向委員表
達感謝其在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對本院政
策推行之支持，也懇請吳委員支持爭取
一 ○
六年預算，以期審查順遂；另就國
防技術移轉民間、提升國防產業供應鏈
技術等議題交換意見。吳委員對本院在
國軍化學防護之研發成果、能量以及整
體維護工程等領域，均給予高度肯定，
未來將持續支持本院在推動國造政策及
國防自主之角色。

月

阻止攻擊行動的產生，保障大
眾安全。目前初步鑑定，嫌犯
疑似是來自利比亞的難民，可
能是移民的第二代，這也讓大
眾省思，何以這群逃離殘暴環
境尋求庇護的人，要對相對安
全、繁榮且善意接納他們的城
市與人民，進行無情的攻擊
呢？這些問題尚難找到答案，
但卻已促使歐美國家政府，朝
向修改更加嚴格的移徙政策規
範，以及因應反恐必要之充分
執法授權方向進行，這是草木
皆兵狀態下，不得不然的自我
保障。（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六年五月廿五日第十版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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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與參賽選手合影。
陳督導長致贈慰勞犒賞金。(方怡雯／提供)

工安室參訪世界先進公司

國防部績效評鑑會蒞院評鑑
（蘇登貴／提供）

立法院吳焜裕委員、葛副院長及相關幹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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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所林所長（前排左四）與參展同仁合
影。
（杲明／提供）

提升公文品質 增進行政效能

本院精神

立法院吳焜裕委員參訪化學所
支持國防自主 肯定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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