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葉佳龍／報
導】
本院資訊
通信研究所
與鼎泰豐電
線電纜公司
為使雙方共
同合作與運
用科技研發
技術與平台
資源，日前
由鼎泰豐科
技集團李豐
存董事長率
鼎泰豐電線
電纜公司蔡
易潔董事長
等一行人蒞
訪，與資通
所所長林博
士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攜
手經營電扶梯自動消毒裝置
暨雲端監控中心、運用大數

據分析、資安防護與電動機
車等技術領域。
由於雲端、大數據分析技
術發展日趨成熟，並已應用
於各種產業，不同的創意及
專業應用服務推陳出新，形
成新的發展趨勢與創造新的
商機。我國具有資通電產業
優勢，善用資通電技術與創
新，藉由產研多元合作，以
達到資源整合與互補，透過
軍民通用科技與相關場域驗
證，可縮短產品的開發時
程，有利於國際市場佈局與
拓展。
本院資通所以資通電專
業，已建立雲端、大數據分
析、資安防護與資通訊等核
心關鍵技術，藉由雙方合作
交流，整合彼此能量，開發
電扶梯自動消毒裝置暨雲端
監控中心與電動機車等產
品，開拓國際市場並帶來無
限商機。

【特約記者林信全／報
導】
轉眼又到鳳凰花開驪歌
輕唱畢業季節，本院逸光
幼兒園日前假龍潭客家文
物館演藝廳舉辦第四十四
屆畢業典禮，與會全體師
生暨家長們，滿懷歡喜
與不捨的心情歡送本屆
三十八位畢業學童，會場
內隨處可見學童們快樂活
潑笑靨，讓原本是充滿離
情的典禮，因處處洋溢著
歡樂聲、掌聲氛圍，無形
中沖淡不少離別時的感
傷，每位畢業學童們滿載
著大家深深祝福，繼續朝
著人生下一個學習階段向
前邁進。
該園李園長致詞表示，
感謝家長們和與會佳賓的
支持與愛護，讓幼兒園在
穩固基礎上持續茁壯成長，園方在
課程設計上努力創新，看到教育不
斷在翻轉改變中，展現的成效也逐
漸顯現在學習方面，使得小朋友具
備更多自理能力。老師們秉持著用
生命做教育的理念，將各班學童視
飛彈所資材組蘭陽遊合影。
（廖孟修／提供）

午餐後，轉往陳定南紀念
館參觀。雖然適逢大雨一直
下，但也帶著滿滿知識返回
工作崗位，結束一天難得的
活動。

服務於本院的中原企研校友號召同仁及校友
發揮企業社會責任，投注公益關懷活動，與桃
園教養院院生互動，共享喜悅與愛，受到許多
支持與鼓勵，大家分工合作，利用下班時間討
論活動流程及排練表演節目，只為把最好的表
演，呈現給桃園教養院院生。
除此之外，中午還與院生共進午餐，一五 ○
人的餐點也是由校友們準備。出發時車上裝滿
物資，回程則是裝了滿滿的愛與教養院滿滿的
感謝，不僅讓桃園教養院師生度過一個溫馨又
愉快的週末，來參加的大人和小孩也感受到施
比受更有福，更加珍惜自己所擁有的美好。

【特約記者黃玉枝／報導】
本院第九屆伙食委員任期自一
四年七月一日起至一 ○
六年六
○
月三十日止，為感謝伙食委員在
職期間於公務繁忙之餘仍撥冗至
餐廳現場督導供餐品質，替同仁
身體健康把關不遺餘力，總務處
特於日前舉辦卸任茶會，過程簡
單隆重。
同仁於院內所反映伙食問題，
每月均透過伙食管理會議進行研

處，並由委員及業管單位（總務
處）督導餐廳確實執行改善。對
於餐廳廠商違反合約部分，則依
合約檢討罰款，多數同仁的正面
評價與鼓勵，亦帶給委員們兼任
無給職工作的衝勁與動力。
總務處除對卸任委員兼職服務
期間，為全院伙食服務所做的努
力表達感謝之意，同時期許新任
委員與餐廳承商能夠一同為全院
同仁提供更完善的伙食服務。

第九屆伙食委員卸任茶會

【特約記者廖孟修／報導】
飛彈所資材組日前選定蘭
陽地區為本次自強活動的目
的地，同仁在五號門口集合
簽到後出發，前庫房張領班
為了感謝同仁邀請，特地趕
工做饅頭分享給同仁，高速
公路上同仁邊吃著甜蜜的手
工饅頭，邊快樂歡唱，很快
就到達第一個景點龍潭湖。
龍潭湖舊名「大埤湖」，
為昔日「蘭陽十二勝景」之
一，也是宜蘭五大名湖中面
積最大的湖泊，除保持自然
樸實風貌外，目前政府更利
用它天然的環境進行復育鯝
魚的工作。同仁三五成群繞
著環湖道路漫步，享受難得
的芬多精，身心靈頓時舒坦
愉快。環湖步道不但能看到
各區不同的魚種，蘆葦區還
有小水鳥跟夜鷺。
第二站前往員山鄉的天雕
公園，園區的石頭全都來自
大自然承受風、水、砂、陽
光經年累月洗鍊與雕琢後，
產生形狀百變的奇石，同仁
在奇石陣中更能感受大自然
力量的偉大與人類的渺小。

至平鎮區的桃園教養院與院生同歡，中原大學
企管系邱榆淨主任及企研所聯誼會許德明理事
長亦蒞臨同樂，共有來自本院在職與退休校友
等五十餘人踴躍參加，除致贈五十斤白米及兩
箱風味麵外，大家以歌舞與音樂表演方式，帶
給院生歡樂。

如己出細心呵護，經過園方的教育薰
陶，學童的蛻變相信現場的家長們感
受最為深刻，期許每位學童畢業後要
秉持負責、勇敢園訓，充滿自信的大
步向前行。
隨後，李園長逐一將人生的第一張
畢業證書頒予學童，當畢業歡送歌響
起時，全體老師上台接受學童的敬禮
答謝與獻花，正式典禮在全體畢業學
童上台演出結束，手舉「我們畢業
了」劃下美好的句點。

顧客滿意，品質導向
全員參與，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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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權因應等相關知識，智權辦公
室特別辦理系列智財權專題講
座，包括「東南亞國家專利制
度與專利申請策略」、「產品
參展之智慧財產侵權風險預防
與因應」、「產品銷售之專利
布局規劃」、「產品商標申請
策略」與「專利訴訟主張專利
不可實施之態樣」等課程，使
本院產品展示銷售單位能於事
前採取必要的措施。
營運長指出，現今東南亞區
域經濟興起，為很大的消費市

場，且依本院軍品銷售的定
位，東南亞是潛在銷售地區，
因此，瞭解東南亞國家專利制
度及進行佈局是必要的。
邱副理主要介紹新加坡、馬
來西亞、泰國、印尼各國的
專 利 制 度 ， 同 時 亦 介 紹 ASPEC
（東協專利審查合作計畫）審
查 流 程 ， ASPEC
成員國藉由第
一局的檢索與審查結果，作為
後續各國專利審查時的參考依
據，是同時申請多個東南亞國
家專利的省時便利做法。

本院舉辦智財權系列訓練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一 ○
六年度智財權系列
教育訓練課程日前假圖書館地
下室舉行，首場課程邀請北美
智權公司邱英武資深副理主講
「東南亞國家專利制席與專利
申請策略」，由營運長主持，
全院督導智權業務之主管、承
辦人與研發人員共同與會聆
聽。
營運長表示，為讓同仁充分
瞭解本院產品展示、銷售之智
慧財產權保護、侵權風險與侵

在口腔舒適性方面有特殊功效。
「直接式數位 光影像器」則含有光電靈敏
度 高 之 CMOS
感測元件，與光子轉換效率佳之
閃爍體，可取代傳統膠片拍照的模式，無
CsI
需化學顯影洗片時間，達到醫療影像即時數位
顯示，並具有低曝光劑量，操作流程快速簡易
等優點。此外，並研製高解析度之錐狀束電腦
斷層掃描 CBCT
感測器，除口腔醫學放射影像用
途之外，亦可應用於動物診斷、工業生產及管
路鍋爐檢查，以及防恐安全檢查等放射線拍照
的運用開發。
飛彈所開發的「多維麻醉深度信號監測系
統」，可提供醫師與醫護人員在手術中同時監
視病患之麻醉深度之三種生理指標變化（包含
意識層次、自主神經反應及疼痛反應），以幫
助醫師與醫護人員能更精確在臨床上判斷病人
的狀態。

一七年台灣國際醫療展
○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導】
二 ○
一七年「台灣國際醫療展」及「台灣國
際銀髮展」為國內最大醫療照護產業之專業交
流平台，日前假台北世貿一館舉辦，結合四一
家參展廠商，展示內容包含各式醫療儀器、
○
檢驗設備、輔具器材、穿戴式裝置、耗材、復
健產品及照護服務等，打造全方位醫療照護採
購平台。
本院亦結合所屬材料暨光電研究所及飛彈火
箭研究所等單位，展出包含口腔數位 光影像
感測醫療器材、 CS66
鋁合金醫療輔具及麻醉深
度監測等多項產品，展現本院在醫療材料、儀
器研發能力與成果。
材電所林副所長指出，本院自行研發口腔醫
用數位 光影像感測醫材，其「掃描式數位
光影像板」含性能優良的光激發磷光材料，因
具高感光度可降低 光曝光劑量，又具撓曲性

本院應邀參加二

技轉醫療領域 帶動產業升級
庭的照顧與付出，讓在
院服務的同仁無後顧之
憂專心本務，方有今日
個人的成就。期勉晉任
人員「創新研發、掌握
契機、活化管理、提升
效能、不貪贓枉法、不
循私舞弊」。張前院長
及杲院長近年均積極參
與國際事務，期將本院
推向世界級科研機構，
同仁應勇於接受挑戰，
克服困難。本院成功的
關鍵，是同仁們多年來
的堅持與努力，期望全
體同仁群策群力，在各
項研發能量上更為精
進，並持續為本院願景
「追求卓越，成為具國
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
隊」，共同邁進。

鴻儒先生（阿三頭）專訪，
暢談化學所過去幾年，如何
回收台啤酒廠低價值啤酒麥
粕，經過回收與處理後，創
造高價值的環保產品。
化學所賴所長表示，該所
過去幾年積極落實循環經濟
的產業政策，也積極輔導廠商開發相關環
保商品，已逐漸開花結果，並獲得政府單
位的高度重視。本次所使用的麥粕廢棄
物，正是來自苗栗縣竹南啤酒廠，將來自
客家地區的廢棄物，製成環保商品，更進
一步推動傳統客家文化，讓更多人認識客
家文化，實乃一舉兩得，達到科技研發與
文化推廣目的，非常具有文創新精神。

【特約記者蕭
博謙／報導】
本院一 ○
六
年七月份軍職
人員晉任授階
典禮日前假圖
書館舉行，由
副院長葛博士
代表院長主
持，古副院
長、執行長、
營運長暨各一
級單位主管、
同仁代表及晉
任人員眷屬近二百人與
會，典禮簡單隆重。
葛副院長致詞首先恭
賀晉任的同仁，同時也
對在場的眷屬們致上最
高的敬意與謝意。由於
眷屬默默的支持，對家

飛彈所資材組蘭陽一日遊

【特約記者陳文良／報導】
為慶祝中原大學企管系五十週年系慶，中原
大學企管研究所聯誼會舉辦系列活動，該系畢
業的本院校友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甚
至回饋社會」之宗旨，也發起與教養院同樂的
愛心關懷活動，號召同仁發揚社會責任，日前

本院中原企研校友桃園教養院愛心送暖

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 回饋社會

【特約記者謝政陸／報
導】
一 ○
六年「三軍聯合
精準飛彈射擊實彈射
擊」操演自日前假本院
系發中心九鵬基地實
施，操演期程長達十四
天，操演期間各單位人
力、物力資源陸續動員
投入，而總務處納編本
次操演後勤小組，負責
人員車輛運輸調度管理
事宜。
相信全院同仁都能體
會，各項操演任務對於
後勤運輸時間均需要高
度、精準的掌控，而且
此次運輸支援地點遍及
台中、台南、高雄、屏
東、花蓮及台東等地，
各參演單位人員需同步
配合期程執行相關任
務，為能有效調控參演
車輛，演測前籲請參演
單位先行協調整合車輛
需求，並透過召開運勤協調會與參
演單位充分討論執行細節，按運輸
任務編組專業駕駛人員批次執行運
輸任務，並納編幹部全程實施管
制，方得完成偌大的運輸支援任務
需求。
另外，操演期程中，本處駕駛同
仁均以各單位參演人員伙伴自居，
配合早出晚歸，努力不懈，期待迎
接「演習順利成功」之甜美果實，
從先期整備、照準訓練直至實彈射
擊課目，總計演測全程計支援人車
五五三次。未來，將持續以「服
務」精神致力於全院運勤支援工
作，以協助各單位順利推動各項科
研任務。

動計畫」評比第一名。同年年底，更獲得
《世界翻轉中》節目專訪，介紹許多
TVBS
農業與工業的商品應用與成果。
今年，該所趙本善博士特別發揮文創新
精神，將環保鞋材與客家文化的推廣結
合，產製許多客家代表圖騰之文創商品，
並於日前接受桃園市平鎮區新客家廣播電
台節目主持人羅琬瑩小姐（阿三妹）與張

研發結合文創永續低碳環保
化學所接受新客家電台專訪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化學研究所為國內第一個研發將回收之
啤酒麥粕，經過烘乾、粉碎、混練與製造
等製程，經過長達三年的努力，結合產業
的上中下游，成功開發出許多完全生物可
分解商品之單位。該所一 ○
五年輔導業者
開發環保塑木產品，獲臺北市產發局局長
的高度重視，並奪得臺北市「綠色產業推

瑩

（林信全／提供）
將網路媒體公
司，視為打擊
恐怖攻擊的合
作對象而非阻礙，與其立法要求
開放資料瀏覽，不如從演算機制
著手，共同發展既不影響民眾使
用，又可以快速篩選恐攻相關字
眼的過濾及通報機制，其作法是
與跨國網路媒體公司，包含臉
書 、 Youtube
、推特、谷歌等，
商討極端與煽動性言論或恐攻相
關內容的因應策略；臉書已計畫
將自家平台設定為「與恐怖分子
對抗的環境」，未來將結合大數
據演算法，和使用者共同審核、

舉報機制，希望在最短時間內發
現恐怖主義相關內容並加以移
除，並通知執法單位；至於谷歌
則是承諾將全面與政府及非政府
組織合作，配合需求更改演算機
制以打擊恐怖主義。
以上包含政府、民間企業、國
際公司合作的三角機制，是各國
未來反制恐怖主義藉網際網路串
聯，所必須努力之重點，必須挹
注更多資源使其逐步完善。我們
相信，唯有擴大合作與溝通機
制，才能有效防範恐怖主義的蔓
延。（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六年
六月十八日第十版社論）

X

追求卓越，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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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逸光幼兒園畢業學童合影。

多邊合作機制 防範恐怖主義網路蔓延
進行網際網路管制措施討論時，
總是希望在箝制言論自由與防堵
恐怖主義間保持一定的平衡，像
「國際記者協會」就認為，政府
加強管制，只會把恐怖分子推向
網路更難以察覺的角落，認為網
路和臉書這類的公司，不是造成
憎恨和暴力的主因，只是遭到恐
怖分子濫用的工具。
專家認為，若要有效應對，在
設計網路反制措施時，有兩個
重要面向必須考量。首先是要

X

刊

肇

保防警語

總務處運勤支援操演

《紐約時報》日前報導，美軍 際網路的管制與介入，強調「政
網路司令部去年投入反 IS
戰爭， 府不能再坐視網際網路成為極端
目的在癱瘓 IS
透過網路散播、招 主義與恐怖攻擊孳生的溫床」。
募、傳遞指令的能力。然近來 IS 網路與社群媒體是當代人日常
連續在倫敦及伊朗發動攻擊，顯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在
示其網路指揮與招募鏈幾乎可在 促進資訊的傳遞並加強人際連結
遭截斷的同時重新運作，除讓美 的同時，也容易成為恐怖組織聯
軍重新思索網路作戰的方式外， 繫攻擊行動和散播惡意訊息的管
網 路 管 制 也 引 起 各 國 的 討 論 與 道。近年來，國際間恐攻事件愈
重 視 。 尤 其 英 國 近 三 個 月 發 生 趨頻繁，每次攻擊發生後，網路
第三起恐怖攻擊，讓首相梅伊 社群總會成為被撻伐檢討的對
（ Theresa May
）宣示要加強網 象。然而，當前民主國家政府在

X

月

化學所趙本善博士（右二）接受新客家電台
專訪。
（蘇登貴／提供）
X

資通所林所長與蔡易潔董事長共同簽暑合作備忘
錄。
（葉佳龍／提供）
半

發行人：顏

院長杲博士親自向外國貴賓解說引擎研製能
量。
（葉嘉範／提供）

（蕭博謙／攝影）

葛副院長為晉任同仁授階。

資通所與鼎泰豐電線電纜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與解說人員的專業解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說，讓各國國際大廠瞭
解到本院國防科技能量
與成果，並吸引重要國
際科技大廠、歐亞各國
業界代表等相關單位人
員的高度興趣，主動前
來展區拜會與洽談，對
本院參展表達高度肯定
【特約記者葉嘉範／報導】
及支持。
第五十二屆巴黎航太科技展日前
本院參展展品包括：無人機系
圓滿閉幕，本院由院長杲博士率相 統、反艦飛彈、防空飛彈系統、多
關同仁前往參展，精選參展項目計 管火箭系統、灘岸防禦火箭、車載
有 雄 風 三 型 飛 彈 、 無 人 機 系 統 等 低空防禦系統、單兵反裝甲武器、
四 十 八 項 系 統 、 次 系 統 與 精 密 模 電子偵蒐與干擾系統等各式模型，
組，向世界各國展現各項高科技產 內容含括空用、海用、地面防衛、
品技術與系統研製能量，成效豐碩 通信電子、光電、戰備支援等各式
斐然。
裝備系統件，彰顯本院科研能量採
巴黎航太展創辦於一九 ○
九年， 全系統式研發及生產，成功展示國
每兩年舉辦一次。由於其具百餘年 防自主能量。展出期間受到各界廣
的歷史，可說是世界上規模最大、 泛關注，充分宣揚我國國防科技實
亦最負盛名的國際航太展，吸引了 力並進而拓展經貿外交，提升我國
全球四十八個國家、二千三百餘家 高科技正面形象，並逐步拓展本院
廠商參展，陳展期間亦有三十二萬 國際合作空間。
人次親臨展場參觀。本次參展係本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參展團隊以
院今年第三次參與國際性的陳展活 精實緊湊的行程為師，不畏艱辛的
動，亦吸引了國內、外媒體的高度 舟車勞頓與水土不服，締造了難能
重視並主動報導。經由產品的展出 可貴的豐碩成果，繼年初阿布達比
航展、伊斯坦堡防衛展後
又再創新猷。除提高本院
能見度，亦進一步有效試
探國際合作機會。如同本
院願景「追求卓越，成為
具國際競爭力的國防科技
團隊」之揭示，未來在符
合國家政策指導下，本院
將持續掌握國際脈動與商
機，積極朝邁向國際化並
成為國際軍武大廠供應鏈
的一環而持續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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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品質政策

產研多元合作 拓展市場商機

行銷國防科研能量 巴黎航展亮麗出擊
院長杲博士率同仁參加巴黎航太科技展

本院精神

逸光幼兒園驪歌輕唱

葛副院長主持晉任授階典禮

中山映象4
星期日

中華民國一○六年七月十六日

星期日
中華民國一○六年七月十六日

1新聞觀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