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蔡孟昌／報導】
本院執行國防部「航太級
大型化積層製造技術開發與
驗證」計畫，日前假台大醫
院國際會議中心辦理「軍民
通用航太級積層製造技術研
討及業界交流會」，邀請國
內、外積層製造與設備商，
以「積層製造設備用於工業
化生產的進程」為專題進行
演講，研討會邀請對象為
「航太積層製造應用技術研
發聯盟」的夥伴。
金 屬 積 層 製 造 (Additive
或 3D
列印近
Manufacturing)
幾年來掀起的新一波產業革
命熱潮，美國波音公司預測
未來二十年內總產值達四點
五兆美元。因此國際航空大
廠紛紛投入大量的資源發展
航空用的金屬積層製造零組
件，希望能在市場競爭下提
出更高性能、更多功能性和
更低成本的產品。台灣除了
在市場的趨勢下，也因應國
機國造的需求，投入相當多
的資源。
為促進航太級大型化積層
製造技術開發與驗證計畫成
果推廣成效，透過軍民通用
航太級積層製造技術研討及
業界交流會，期盼促成本院
與國內產、學、研機構有進
一步合作機會，鏈結台灣積
層製造相關廠商與商機。
技術研討會中，與會人員
也針對航太級金屬積層製造
技術提出分享，在產、官、
學、研彼此集思廣益下，對
日後國防科技與民間技術交流，提供實質的
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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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林信全／報導】
為使本院同仁就讀國中、高中之子女，進一步
瞭解同仁在院裏工作情形，同時有效運用莘莘學
子的人力資源，本院配合暑期分梯辦理學生志工
召募，藉以擴大志願服務功能，日前假龍園軍通
中心 四八館舉辦學生志工職前教育訓練，計有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一 ○
六年高階主管
訓練課程」第三單元專題演
講日前假圖書館舉行，由院
長親臨主持，邀請維冠精密
股份有限公司宋志雲總經理
蒞院主講「從環保金爐合作
案看中科院之優勢」，各一
級單位正、副主管等百餘員
參加。
院長首先表達感謝之意，
並介紹宋總經理為國立台灣
大學電機工程博士，曾在本
院資通所（前三所）計算機
組、飛彈所（前二所）導航
組服務、後擔任中央大學資
訊工程學系教授、交通部郵
電司代理副司長、力捷電腦
創辦人暨執行長、力晶半導
體創辦人暨執行長等職務。
鑑於宋總經理曾任職本院，
目前亦負責本院環保金爐的
銷售與生產，院長邀請宋總
經理以合作的角度談本院的
能量與優勢，並以創業達人
之經驗，給予本院提出營運
之寶貴建言。
宋總經理以「創業經驗分
享」、「台灣產業興衰與機
會」、「維冠精密公司介
紹」、「維冠精密產品簡
介」、「中科院的特點 從
(
合作案中了解 」
) 、「旋風
環保金爐的優勢」、「中科
院推動產業誕生的力量」、
「中科院人員訓練與認知」、「因應多變時
代的管理策略」、「中科院的優勢與機會」
等議題做精闢的闡述。
宋總經理指出，當初創業是憑恃「做別人
不敢做的」雄心，看準產品的利基點、競爭

廿七位小小志工到訓。
陳督導長在講習前致
詞指出，在國、高中求
學過程中，有人已經確
定自己的志向，有些則處於摸索階段，召募學生
至本院擔任志工，目的是讓學生志工深入認識保
衛國土安全各式國防武器的生產樣貌，無形也能
為自己找到人生指標，確立將來在航空、機械、
化學、材料、資訊等專業領域發展的方向。
陳督導長表示，在互動過程會無形中覺得變年
輕，研發展示館在同學們加入服務行列後，相信
會變得更活潑更有活力，也提醒在引導時要意自
身安全，有任何問題隨時向館內當值志工隊大哥
哥大姐姐們詢問。
在訓練課程安排方面，除欣賞本院多媒體簡介
影片，並分兩組至館內各展示區實地教學，由各
區志工隊詳細介紹各式展品、圖片與動線設計，
也在模擬體驗區讓同學們感受臨場感與震撼度。
透過專業的教育訓練，讓每位學生志工們在實際
投入志願服務時，有了更多自信與動能。

人喜好自由採購或享用芋圓、福州丸
等美食，享用美食之餘，還能悠閒欣
賞遠處山與海的美景，享受屬於自己
的午后時光。
一整天的活動下來，儘管同仁們早
已汗水淋漓略顯疲憊，但在回程車上
仍意猶未盡的盡情唱歌，延續歡樂氣
氛回到本院園區，共同度過快樂又充
實的一天。

公關室新北尋幽訪勝行

【特約記者林信全／報導】
公共關係室團隊日前舉辦一年一度
的自強活動，前往新北市瑞芳、九份
尋幽訪勝，除讓單位的向心力更為凝
聚，平日緊繃的工作壓力也適時得到
紓緩。
第一站來到瑞芳的擁恆文創園區，
此園區擁有前山後海絕佳地理環境，
近幾年規劃融合了文化、藝術、景
觀、建築、養生等特色，猶如一幅曠
世現代梵谷星空草園畫作。
接著造訪外國遊客熱門景點之一黃
金博物館，該館為昔日台灣金屬礦業
公司辦公室整建而成，是台灣第一個
生態博物館，每件陳展的器具都代表
金瓜石的礦業歷史及文化，從參觀過
程中可以從中感受昔日金瓜石開採金
礦的繁榮景象。館外還有三連棟的日
式木造建築，沿著步道往上走，還有
保留維護完整的日本太子行館，因當
時天氣晴朗能見度很高，對面聳立的
基隆山清晰可見，遠眺山頭令人有心
曠神怡的感覺。
最後則是九份老街自由踩街，依個

回歐盟
的「外
國恐怖
主義戰
士」數量將大增，這些投入國內聖戰運動
的恐怖分子，對於歐盟的威脅日益升高。
為有效應對這些不斷向全球擴散之恐怖主
義威脅，歐盟各國已持續進行恐怖攻擊預
防，且希望各國的反恐行動能一致化。
「歐洲反恐中心」（ ECTC
）早於二 ○
一六
年一月，即已開始運作，並分享情報資
訊；各國亦進行某種程度的聯合調查，要
求管理網際網路，並致力追查恐怖分子的
資金流動，嚴防恐怖嫌疑人與犯罪來源槍
支、偽造文件之間的聯繫等。

中」，分別以十三比
六和十六比十三力克
對手，以分組第一的
姿態進入複賽。複賽
第一場比賽面對「過嶺國中」以
十六比四輕鬆擊敗對手。第二場比
賽遇上同樣是分組第一的「桃園郵
局」，本院被對方平球投手壓制，
雖然開賽就先得一分，但是始終未
能再下分數，對手於六局上半追平
比數，七局下半本院由投手蔡豐任
擊出右外野再見二分砲，終場以三
比一擊敗對手，晉級四強賽。
四強賽對手是實力堅強的甲組常
客「國防部」，果然對方派出王牌
投手王銘忠，一局上半對手及取得
四分領先，雖然本院選手將士用命
苦苦追趕比分，但終場仍以六比七
飲恨。

輪增壓器渦輪轉子」等研發成
果，並邀請清華大學葉安洲教
授、國防大學曾有志教授及台
北科技大學王錫九教授，分別
研討相關議題，藉由「車用渦
輪增壓器高溫合金暨零組件產
業聯盟及研討會」，使臺灣車
用渦輪零組件產業朝向產業自
主化的目標邁進。

材電所薄副所長（右五）及與
會代表共同簽署文件。
（李志娥／提供）
汲取歐洲各國防制恐怖主義的經驗，我
國也應正視恐怖攻擊的危害。政府相關部
門應集思廣益，研擬對應相關威脅的應處
作為，以期未雨綢繆。參考各國作法，我
們可以思考的面向，包括建構專責且資源
到位的反恐部門，使情治單位獲得足夠專
業知識與訓練等。移民單位如何改變以往
服務作為以制敵機先、法律如何授予情治
人員足夠與合理的授權，並培養相關人員
事前預防的能力；地方政府如何認識恐怖
攻擊的危害，且投入必要資源以因應其衝
擊；以及民眾是否能建立足夠的反恐常識
等，也都是未來可以持續努力的重點方
向。（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六年八月廿九
日第十版社論）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導】
本院材料暨光電研究所為推
動國內車用渦輪增壓器零組件
製造技術自主化，日前特地邀
請國內產業界龍頭「榮剛材
料」、「中鋼機械」等公司及
「高苑科技大學」計十一個
產、學、研代表，假台北福華
文教會館舉行「車用渦輪增壓
器高溫合金暨零組件產業聯
盟」簽約儀式，期能透過產、
學、研交流的合作方式，提升
國內高溫合金零組件產業競爭
力，並整合國內上、中、下游
等產業，聯手進軍國內外市
場，落實經濟部技術處法人科
專「關鍵產業用高值金屬材料
暨製造技術國產自主研發計
畫」政策目標。
材電所薄副所長表示，隨著
節能減碳的環保議題成為全球
發展趨勢，對於能源使用效率
的提升，促使更高效能及推力
的渦輪引擎開發，因此亟需開
發耐溫性更高的合金材料，提
供更高效能及推力的渦輪引擎
材料需求。本院做為各產業的
研發中心及橋樑，初期先行投
入研究，以降低產業研發風
險，加速新材料／製程開發與
導入，並接續輔導上、中、下
游產業建立關鍵技術量產能
量。藉由建立自主的產業鏈，
來增加終端產品出口競爭力。
會中除展示材電所「車用渦

本院與產業共創汽車關鍵零組件新契機

整合產學研 開創新契機

力，並追隨時代潮流，迅速佔有市場及造就
公司的快速成長。接著，宋總經理分別就資
訊產業王國褪色、中國的崛起、東南亞新興
市場與產業興起、資金外流、傳產的機會與
高科技的未來等，說明台灣產業面臨的起落
與可行的機會。
有關現有旋風環保金爐的優勢，宋總經理
強調，產品已經試量產，火銷爐已交軍方使
用，產品穩定性佳、產品定位清楚，產品價
位合適並已確定此一區隔市場無對手，滿足
產品「目的清楚、符合法規、確實有效」的
基本要求。他並讚譽本院技術落實能力超
群，產品原理明確，擁有優秀的研究環境，
系統整合力強，未來開拓國際行銷並結合民
間力量，前途將無可限量。

煽動他們，從事恐怖攻擊行動。此種意識
形態，在歐盟的穆斯林中，本來就有相當
大的吸引力。最簡單的煽動口號如「伊斯
蘭教受到西方攻擊」，似乎已成為一種信
仰；婦女、年輕人及小孩在恐怖活動中，
也能單獨扮演愈來愈大的角色，不僅能親
自執行攻擊，也可以透過各種方式，促進
其他行動。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聖戰士在
恐怖襲擊中扮演行動角色的障礙，遠較男
性少；且這些婦女的攻擊不論成功與否，
均能激發其他人的仿傚。專家預判，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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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約記者林大程／報導】
本院壘球隊日前參與桃園市長盃
公營機關組賽事，在社長電子所曾
耀華副所長帶領下，準決賽中對面
強敵「國防部」，奮戰至第七局終
場，以六比七落敗，無緣打進冠軍
戰，獲得季軍。
桃園市長盃為桃園慢壘的年度盛
事，本次公營機關組共十七支球隊
參賽。該賽事針對投手規則做更
改，採投手投球限高之方式進行比
賽，雖然賽前在本院之練習均已讓
選手模擬這種高度和速度，但本院
在複賽時仍然被對手的球路封鎖。
預賽出戰「消防局」和「建國國

壘球隊桃園市長盃榮獲季軍

把握住難得的破發機會得手，在全
場觀眾的驚呼聲中，以七比五取得
表演賽勝利。
此次聯誼賽雙方不但達到切磋球
技、以球會友的目的，更意外促成
多年不見老友的重逢。陽光山林網
球社對於本院網球實力留下深刻印
象，而逸光隊友對於陽光山林球友
的熱情、社區優美的環境也讚嘆不
已，是非
常成功的
聯誼。

逸光與陽光山林網球社聯誼合影。（吳文靜／提供）

恐怖主義全球擴散 有效反制刻不容緩
今年三月以來，歐洲至少發生十起恐怖
攻擊事件。實事上，各國情治部門與「歐
洲警察組織」（ Europol
）早在年初即警
告，敘利亞和伊拉克等中東與北非衝突地
區的「外國恐怖主義戰士」數量龐大，且
均使用網路和社群媒體進行宣傳招募，連
帶使得歐盟各國遭受「聖戰恐怖主義組
織」指導或啟發的襲擊案件大幅增加，危
機方滋未艾。
相關恐怖主義組織，持續利用穆斯林移
民對歐盟社會、經濟狀況之不滿，招募和

公關室新北尋幽訪勝之旅。
（公關室／提供）

本院辦理學生志工訓練

總務處紀明宏／提供
◎
在這炙熱的艷陽夏日
裡，總務處悄悄地在一號
門、五號門入口、行政一
館、新新郵局、石園停車
場、開標中心、瑞安宮等
地，更換了院內的四季草
花，一串串粉色或紫色的
花兒正隨著微風輕舞搖
曳，小天使們拉開了菊月
的序幕。
天使花的花語是天使般
的純真，堅定，讓人心靈
純淨，天使花有粉色、紫色、白色三
種常見的顏色，尤其是紫色乍看之下
極像薰衣草，遠看真可以騙到人，和
粉萼鼠尾草不相上下。天使花為玄參
科天使花屬的多年生草本花卉，英名
，別名有水
Angelonia;Angel flower
仙女、藍天使等，植株高度因品種不
同有所差異，全株密布短柔毛，莖呈
圓柱狀，枝條稍有黏性。葉片為單葉
對生，葉
片狹長呈
披針形，
葉脈明顯
且葉緣有
淺缺刻。
同仁辦公
閒 暇 之
餘，能以
悠閒的心
情欣賞這
美麗的小
花，為接
下來的工
作注入滿
美麗的天使花。
滿的活力
（紀明宏／提供）泉源。

網球社應邀參加聯誼賽

車，將大型水擊解裝置運至目標
處進行破壞。
上列二項展品為化學所硬品系
統組楊弘治先生所研發，楊先生
就讀虎尾科技大學，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碩士畢業後，於一 ○
一年九月至該所服務，為本院
充滿活力的新血。一 ○
四年參
加美商國 家儀器公司 (National
舉辦之第十三屆應
Instruments)
用徵文比賽，與來自國內各知名
大學及各大科技公司數十隊伍參
賽較勁，勇奪「交通運輸組」第
一名首獎，並獲現場編輯群票選
為最佳人氣獎。

【特約記者吳文靜／
報導】
逸光網球社日前應
邀前往位於楊梅山上
的陽光山林社區進行
聯誼賽，該社區綠地
公設遍佈，球場四周
樹木參天，綠蔭蔽
日，在酷熱的盛夏打
球並不覺得特別難
受，尤其坐在球場邊
當觀眾時，涼風徐徐，是一大享
受。
比賽方式雙方各排出六隊雙打，
依照實力分為甲乙丙三組，每組二
隊，每隊進行兩場比賽，共進行
十二場。逸光網球社主要以飛彈所
和材電所為主力，並由社長電子所
謝宗賢及總幹事宋美燕小姐率隊。
比賽結果，逸光網球社取得八勝四
負的佳績，硬是讓地主隊嚐到難得
的邀請賽敗績。
壓軸戲是兩隊進行最高水準的表
演賽，逸光隊由謝宗賢社長搭檔先
前逸光杯冠軍的黃至鵬，迎戰陽光
山林最強的朱銘松教練搭檔鄭嘉
雄。比賽過程就像高水準的男子雙
打一樣，前十一局雙方都互保發球
局，誰也無法越雷池一步。然而，
就在逸光隊取得六比五領先之際，

彈，水擊解裝置還可搭配
機器人使用，確保維安人
員的安全。目前這套裝
置，全世界只有美軍、澳
洲以及台灣擁有，世大運
率先登場使用。
此外，也展示急造爆裂
物處理系統，具備低矮造型與四
輪驅動，可靈活運動於小型車輛
底盤下，處理可疑爆裂物；利用
車頭前臂加裝鉤爪將爆裂物拖離
至安全區域引爆；或是將前臂模
組安裝水擊解裝置對爆裂物進行
破壞；面對大型汽車炸彈威脅，
可利用該系統裝配可脫離之拖

化學所水刀拆彈裝置
世大運反恐維安利器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追求卓越，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裂物引爆機構或將外殼造成大破
為配合世大運反恐維安，本院 口，摧毀其傳爆功能或減損火藥
研發一系列裝置，日前接受 TVBS威力。
新聞台專訪特別展示「水刀拆
化學所善武計畫副主持人施佳
彈」裝置，就是利用超高壓的水 男博士表示，若有歹徒把炸彈放
刀，直接對付汽車炸彈、鋼瓶炸 入瓦斯桶，就可利用水擊解迅速
彈等土製爆裂物之構造，具備引 爆破產生的水刀打破瓦斯鋼瓶，
爆機構、火藥與外殼，可破壞爆 在不引爆的情況下破壞其中的炸

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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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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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
政一館二樓貴
賓室接待，雙
方就未來技術
交流與合作事
宜彼此交換意
見。
院長首先歡
迎王董事長一
行撥冗蒞院，
並說明本院執行國防武器裝備
系統所需線帶設計與製件，負
責國軍線帶之後勤維修工作，
而睿信航太具備航太、工業用
等專業設計與製作能量，且為
世界級水準，深受矚目，本院
能與該公司合作，期盼未來能
更加精進彼此技術能量，達成
產業合作之目標。王董事長亦
稱許本院人才濟濟，研發能量
有口皆碑，是國人的驕傲，該
公司能與本院成為
合作夥伴，信邦集
團表達萬分的欣
喜。
緊接著，雙方就
在愉悅的氛圍下，
前往二樓簡報室進
行合作備忘錄的簽
署儀式，由院長與
信邦集團王董事長
共同簽署。未來雙
方將提供線帶以及
其他相關電子領域
技術能量之分享、
交流與互訪合作。
期許未來彼此共同
精進各項專業能
量，齊心戮力，締
創更輝煌的榮景與
商機。
刊
肇

院長與信邦集團王董事長（左八）及觀禮
人員合影。
（邱清霞／攝影）

月

保防警語

小天使

半

發行人：顏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邱清霞／攝影）

院長主持高階主管訓練課程。

第七五○期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與信邦集團所屬睿信航
太股份有限公司鑑於雙方互動
良好，更推崇彼此豐沛的技術
能量，期望進一步合作，互謀
利基，共創雙贏未來，日前由
該集團王紹新董事長率集團梁
偉銘總經理及睿信航太公司陳
其忠總經理蒞院拜會院長，並
簽署合作備忘錄。院長率葛副
院長、古副院長、執行長於行

本院與信邦集團睿信航太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林大程／提供）
壘球隊選手賽後合影。

本院辦理軍民通用航太級積層製造技術研討會

精進專業能量 締創輝煌榮景

W

院長主持高階主管訓練課程第三單元專題演講

集思產官學研 廣益積層製造

本院精神

以球會友

從環保金爐合作案看本院之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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