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林信全／報
導】
為精進一級正、副主
管的管理知能，本院日
前假廣豐國賓影城實施
研習活動，藉觀賞南投
縣中寮鄉爽文國中老師
真人真事拍成的電影，
隨著片中笑淚交織感人
肺腑的劇情，自然感染
到師生間真情流露情
誼，每位主管們在觀賞
後無不感動許久。
杲院長表示，「老師
你會不會回來」這部電
影的主角王政忠老師，
在他高師大畢業後分發
至南投縣偏鄉中寮鄉實
習，教學生涯中經歷
九二一大地震，親眼看
到滿目瘡痍景象與學生
徬徨的眼神，當學生問
他「老師你會不會回
來」時，王老師選擇順
從他的教育初衷，決定
繼續留在偏鄉學服務至
今已有十八年，創造台
灣教育史上的奇蹟。王
老師為翻轉偏鄉的教
育，在教學多出那麼
的改變，堅信總有
0.01
一天就會發生改變，成
就更多的學生，因為他知道只要堅持
改變，學生就有不一樣的未來。
0.01
杲院長也深切的期盼，透過這部電
影，帶給院裡管理階層更多啟發，只
要幹部們堅持 0.01
的改變，所帶領的
同仁就會跟著改變，本院的科技研發
就會不一樣，如此，這股改變的力量
將引領本院走向全新的未來。
【特約記者林彩鳳
／報導】
中秋節前夕，台
中市張光瑤副市長偕同民政局
徐仙卿副局長等幹部，代表林
佳龍市長至航空研究所慰勞轄
內駐軍等單位，由馬副院長、
齊代所長及公關卞主任歡迎接
待。

瑩

【特約記者黃國強／報 好的定心丸，潛水社始
導】
終秉持安全是訓練的最
俗 話 說 「 行 家 一 出 高指導原則。
手，便知有沒有。」院
潛水社一 ○
六年第二
長杲博士十幾年的水肺 期深潛訓練，學員們在
裝備，依然保養的百分 寧靜寬敞的石園大廳及
百實用，雖然多年未下 安全潔淨的游泳池，接
水 ， 但 從 裝 備 組 裝 ， 受專業教練學科及術科
跨 步 式 入 水 ， 潛 入 水 的解說與潛水技巧的示
底，各項潛水技巧都毫 範 教 學 ， 雖 然 課 程 緊
不 含 糊 ， 不 愧 是 擁 有 湊，教練團都陪伴在身
Advanced Scuba Diver旁，且能立即對學員們
的 深 海 蛟 龍 。 院 長 的 提出的疑惑，給予最專
一 句 話 「 教 練 比 學 生 業滿意的答覆，很快地
多」，是給五位學員最 學員們消除緊張，適應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化學研究所日前辦理一 ○
六年
健康促進休閒活動，全所分二梯
次分由所長賴博士、各副所長率
幕僚單位暨功能組同仁，搭乘
十二輛遊覽車展開飛牛牧場健行
活動。
活動當日沿國道一號開拔，所
長首先開唱「快樂的出航」，希
望大家擺脫一切煩事，高高興興
地紓解平日的工作壓力，回營區
後再努力打拼。
首站抵達苗栗通霄飛牛牧場，
大夥沿著步道緩緩前進，步道多
以木棧空橋、碎石砂土、連鎖
磚、紅磚以及枕木等自然材質所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日前在國際半導體
展中，提出多項綠能光電科技研發成果，
充分展現該院寓國防於民生的政策走向。
中科院係參與「軍民通用高功率元件研發
聯盟」，獲邀展出高功率模組、 500W
光纖
雷射等多項研發項目，在引領綠能科技上
表現傑出，吸引國內外廠商青睞及詢問，
展現推動軍民通用技術的豐碩成果。
在全球高度重視氣候變遷與節能減碳趨
勢中，「投資綠能」及「綠色新政」，可
說已成為世界各國的主要經濟策略和施政

熱帶魚共
游，第一次
潛入十八公
尺深的海
裡，那種緊張、刺激與
興奮，唯有親身經歷才
能感受箇中滋味。貼心
的教練團為了避免學員
舟車勞頓，週六晚上就
在鼻頭港公園搭帳篷露
營，體驗第一次露宿海
邊的樂趣，望著星空，
享受著徐徐的海風吹
拂，更讓學員們品嚐教
練狩獵成果，美味的現
撈海鮮滋味，聊著潛水
技巧，分享個人心得，
帶著滿滿的幸福進入夢
鄉。

緻。
最後來到
關西交流道
旁的關西農
會推廣中心，大家用力的採購地
方土產後踏上歸途，在大夥齊唱
「期待再相會」歌聲中劃下圓滿
句點。

等百餘人參加，由該
所賴所長、文副所長
及楊廠長等熱情接
待。
賴所長表示，推研
廠民國五十九年於大
樹地區成立迄今，為
兼顧國防科技研發，
在地區環境安全維護

【特約記者楊萌萍／報
導】
一年一度院慶體育競
賽各單位選手均全力以
赴，爭取佳績，本院近
年招募許多新血，因此
賽場上出現許多年輕的
新面孔。為了替選手們
鼓舞士氣，電子所特別
號召籌組一支青春洋溢
的啦啦隊，特別利用公
餘時間排練舞蹈動作與
口號，透過一次次的練
習，在比賽時以最佳的
演出與滿溢的熱情，為
該所選手加油，並期待
能爭取佳績。同仁如在
賽場上見到這支美麗的
隊伍，請別吝惜給他們
一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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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及促進地方就業等方
面，均投入極大心
力，並感謝地方鄉親
支持指教，使廠務順
遂推展，進而滿足國
軍戰備整備需求，期
透過聯誼活動建立良
好情誼並暢通溝通管 電子所啦啦隊精采演出。
道。
（楊萌萍／提供）

電子所啦啦隊熱情有活力

本院舉辦二

業內部受到
極大損失。
本院秉持
重視資訊安
全之精神，
供的服務內容、強化企業內部教 提升對資訊安全之高警覺性，建
育訓練辦法、資安公司協助企業 立惡意攻擊防禦、自我系統漏洞
處 理 資 安 事 件 所 採 取 的 應 變 措 偵測與修復之能力，藉由每年籌
施、防護作為及相關資安產品解 辦國內、外公開賽，促進國內、
決方案等內容進行經驗分享。
外網路攻防技術交流，建立資訊
台灣目前在政府、電子商務、 安全與網路戰相關能量。
民間、學術界、電信業者、資安
公 司 及 研 究 單 位 皆 已 成 立 CERT/
C S I R組
T 織，提供資安事件通
報、研析、協調應處等服務，若
發生資安事件時，第一時間應尋
求 該 領 域 之 CERT/CSIRT
相關協
助。但目前台灣社會大眾對於資
安事件通報並不瞭解，甚至不知
道各個 CERT/CSIRT
所提供的服務
內容，因此當企業遭遇資安事件
時不清楚可尋求哪些單位提供相
對應的協助，而導致各機關與企

降低等
優勢，
是節能
及車用電子產業相當重要的功率元件材
料，未來更有取代矽晶圓之第三代半導體
材料潛力，已被美、日、歐、中共等列為
戰略性關鍵材料，可應用於電動機車、微
型電動車等載具，對於臺灣拓展綠能、節
能產業，助益無限。
在行動通訊日新月異的現下，寬頻通訊
發展正進入 5G
時代。在市場驅動下， 5G
標
準的制定已積極展開，市場預計在二 ○
二
年出現商業化應用；由於高速傳輸將對
○
行動設備帶來嚴峻挑戰，因此，新世代的

量，材電所翁副所長簡報材料光
電關鍵技術能量，同時就本院工
作環境、生活環境、運動健身設
施、福利待遇及獎助學金申請辦
法做完整的介紹。承辦單位電子
所特別安排該所啦啦隊以整齊劃
一的精神口號歡迎交通大學師生
蒞臨，讓蒞院來賓感受本院同仁
青春洋溢的活力。
透過一天的參訪行程，讓交通
大學師生們更進一步瞭解本院深
耕多年的各項研發成果，經由問
卷調查顯示，有百分之七十九的
蒞訪學生表示會考慮選擇本院作
為未來職場工作，期能吸引更多
優秀研發人才投入國防科技研發
的行列。

一七台灣資安通報應變年會
○

【特約記者臧思齊／報導】
本院資訊通信研究所日前協助
臺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
心 (TWCERT/CC)
假集思北科大會
議中心舉辦「二 ○
一七台灣資安
通報應變年會」，由馬副院長主
持開幕典禮，邀請國安會資通安
全辦公室何全德主任致詞，行政
院資通安全處簡宏偉處長及國防
部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李中將
應 邀 擔 任 「 神 盾 盃 CTF
」頒獎典
禮授獎人。
研討會邀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簡宏偉處長與趨勢科技台灣暨香
港區洪偉淦總經理、賽門鐵克首
席資深技術張士龍顧問及知名資
安學者針對資安通報應變流程、
台灣現有之 CERT/CSIRT
組織所提

【特約記者王立婷／報導】
為推廣本院獎助學金及優秀人
才招募，電子系統研究所日前邀
請國立交通大學師生進行交流，
交通大學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日
前率電機系陳主任、光電系李副
主任、材料系、資工系及電信所
各系教授與學生一行四十餘人蒞
龍園園區研發展示館參訪，院長
偕同古副院長、電子所林所長及
各副所長歡迎接待。
唐院長一行首先收視本院多媒
體簡介，隨後區分兩組，參觀研

潮流。中科院近年來除了持續精進國防科
技研究外，並配合國家經濟發展政策，置
重點於推展軍民通用科技應用，促進產業
升級等層面，在國家致力發展綠色經濟發
展進程中，所研發的綠能科技成果令人耳
目一新，也蘊含無限商機。
以參展的「氮化鎵功率元件構裝及綠能
應用技術開發」為例，主要係運用寬能隙
材料氮化鎵的高頻、高功率、耐高溫等特
性，廣泛應用於綠能及節能領域，以達到
提升轉換效率、系統體積縮小、生產成本

行動設備亟需可滿足更高的溫度、功率、
電壓、效能與抗輻射需求的產品。隨著 5G
市場起飛，中科院的相關產品配套，包括
毫米波頻段、高導熱、半絕緣的碳化矽單
晶晶圓和氮化鎵，預期將成為新世代功率
放大器中，最快達到商品化的基板材料。
綜言之，中科院的「轉化國防科技，創
造產業價值」定位，已有良好成果，無論
在執行軍民通用科技、經濟部科專計畫
上，都能結合國內產學研能量，為國防自
主、產業自主、綠能科技、綠色經濟等層
面，深耕與創新，建構「發達國家經濟、
強化自主國防」雙效價值。（摘轉自青年
日報一 ○
六年九月二十日第十版社論）

發展示館史政區、模擬體驗區、
飛彈系統區、偵蒐目獲區、指管
中樞區、資通電戰區、航空飛行
區、軍事化學區、火力攻擊區及
軍民通用科技區，透過專業人員
深入淺出的解說，蒞訪師生們對
於本院致力國防科技研發四十餘
年所累積的各項豐沛研發能量，
以及執行軍民通用科技計畫技轉
民間產業所創造的傲人成果，均
給予高度肯定與讚揚。
座談會中，分別由電子所曾副
所長簡報雷達產品關鍵技術能

本院日前邀請交通大學師生蒞院參訪交流

延攬優秀人才 挹注研發新血

藉由地面機動架設的訊
號接收站，接收無人機
飛行資訊，管制空中交
通安全及監控飛行狀
況。該系統能即時監控
無人機飛行路徑及是否
侵入禁航管制區，並進
行干擾反制動作，達到
管制無人機的效果。
此外，並安排八項議
題講演，包含網路雲端
攻防發展與應用、長滯
空無人機電子戰系統發
展與應用、數位戰士發
展與應用、匿蹤偵測技
術發展與應用、戰術數
據鏈路終端機之可行性
與效益評估、艦載繫留
多軸飛行器用於電戰截
收及通信中繼之可行
性、 3D
金屬列印製造技
術支援消失性商源機件
發展與應用及防救災科
技發展與應用，期能提
升國軍通資電科技自主
研發能量。

強化防護作為 建立資安能量

【特約記者江祥魁／
報導】
化學研究所為強化
大樹院區敦親睦鄰工
作，日前於推研廠舉
辦地方聯誼餐會，邀
請大樹區區長、議
員、里（鄰）長、警
政消單位及地方仕紳

化學所推研廠睦鄰餐敘

組成，沿路蛙鳴鳥叫，迴繞於耳
際，遠眺群山、徜徉山水之間，
彷彿來到了世外桃源，胸襟更為
舒暢，讓人體會「仁者樂山、智
者樂水」之意境，並充分吸取林
中的芬多精與負離子。
中午於園區內享用佳餚美食
後，轉往臺鹽通宵觀光園區，該
園區於民國一 ○○
年成立，設有
鹽來館、海洋溫泉泡腳區、廠區
導覽與體驗活動等服務及設施，
成為全台唯一結合高科技精鹽生
產與鹽業教育之觀光工廠。
在泡腳區是用溫海水建造獨一
無二之海洋溫泉，在濃密的樹蔭
與造景設計中，提供遊客免費享
受野溪泡腳的樂趣，可促進血液
循環消除疲勞、鬆弛緊繃的神
經，紓緩工作累積的壓力，且可
軟化皮膚角質層，讓皮膚光滑細

化學所苗栗自然健康行

水中環境。
懷著既興奮又緊張的
心情，來到東北角鼻頭
港，實施海洋實習及測
驗。目前所有潛水訓練
機構，應該只有本院潛
水社在開放水域海底設
置導覽繩，確保學員安
全與安心，而優秀的學
員們也都能熟練地操作
游泳池所學的各項潛水
技巧，通過各項測驗，
正式取得 NAUI
國際潛水
證照。
第一次與五彩繽紛的

潛水社第二期深潛訓練

張副市長表示，一直以來台
中市政府與軍方合作密切，攜
手推動市政與防災救援等保鄉
愛民行動，特專程代表市長致
贈慰勞金給陸軍第十軍團指揮
部、海巡署中部地區巡防局、
空軍第四二七聯隊等廿三個單
位，以表達市府之最高敬意及
謝意，並祝福大家秋節愉快。

【特約記者杲明／報
導】
本院資訊通信研究所
日前假龍園園區研發展
示館舉辦「二 ○
一七通
資電科技應用研討暨成
果展示會」，由國防部
參謀本部通次室指導及
國際電子戰協會中華民
國總會協辦，計有國防
部部本部、國防部參謀
本部、陸、海、空軍等
三十餘單位參與，院長
杲博士親臨主持。
活動當日舉辦兩場次
動態展示，其中由本院
研發的「智慧防救災系
統」，當災害發生時最
重要在於災情的即時確
認，迅速指派救災任
務，及良好的通信系
統。該系統利用無人機
結合識別技術，並即時
回傳現場畫面及災害發
生位置等關鍵資訊，救
災人員利用智慧型「防
救災決策輔助系統」進
行救災需求分
析，有效分配
救災資源，增
加救災效率。
另一項「無
人機航管系
統」如同國際
機場對民航機
進行的空中交
通管理，透過
本院研發的航
管系統，結合
無人機所安裝
的廣播裝置，

本院日前舉辦通資電科技應用研討暨成果展示會

研發運用軍民通用科技 裨益經濟國防

結合軍種實際需求 提升自主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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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所同仁苗栗飛牛牧場留影。
（蘇登貴／提供）

（林彩鳳／提供）

台中市張副市長（左十一）與各單位代表合影。
統，展現國際頂尖的技術。
亮眼的表現歸功於本院在國防
產業多年的耕耘與經驗累積，如
此紮實的技術正是促進國內產業
邁進與轉型所需的力量。關心國
內通訊技術發展的林所長呼籲，
相關的研究計畫應直接由具備
5G
核心技術之組織承接，由此組織
領導計畫發展才能對資源做最有
效的分配與利用。

電子所林所長接受新通訊雜誌專訪
深耕 5G
通訊能量 展國際頂尖技術

肇

林所長。
通訊相較 4G
通訊將提升百倍
5G
至千倍的傳輸速率，其關鍵技術
在於高頻毫米波，高頻的特性使
頻寬與傳輸率得以大幅提升，電
子所利用飛彈尋標器的毫米波技
術製造出 5G
通訊系統，並更進一
步結合國防相位陣列天線的多波
束技術，率先在國內製造出高達
傳輸率的多波束 5G
通訊系
21Gbps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特約記者張文慧／報導】
由於 5G
通訊的高頻寬與低延遲
特性，未來將帶動物聯網、車聯
網 與 工 業 4.0
等新科技的發展，
通訊已成為全球通訊產業的趨
5G
勢，受到政府與產、學、研各界
的重視，本院電子系統研究所在
所需的高頻通訊技術已累積多
5G
年研發能量，在國內享有盛譽，
日前新通訊雜誌特別專訪電子所

發行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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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

機，讓全世界看到投資
台灣的價值。科技創新
是造福人類生活、提升
國家競爭力的重要策
略，尤其應用於醫療早
期發現、早期治療，提
升國人治癒的機會。所
以任何的發明只要有好
的商機，就可以造福人
類，若再有效利用創新
發明的專利，便能提升
台灣產業的價值，促成
產業升級及轉型。
本院結合航太、化
學、電子、通訊、機
械、光電材料及系統製
造等研發能量，展出轉
子引擎三角氣封之製造
方法及其配方、酒糟萃
取物及其製造方法、
居家安全系
MoreSense
統服務、可應用於智慧
行 動 裝 置 之 VHF
微型天
線、航太金屬積層製造
技術、掃描式數位 光
X
影像板、八觀全景車用
影像系統、一種衝擊能
量吸收材料之製作方法
等專利技術，為推動國
家整體經濟發展貢獻心
力，也展現本院轉型後
的軍民通用成果。

月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第七五二期

（黃國強／提供）
院長與潛水社學員及教練合影。
馬副院長、簡宏偉處長（後右
五）、通次室李次長（後右四）及
神盾盃CTF優勝隊伍合影。
（臧思齊／提供）

半

保防警語

台中市政府蒞航空所慰勞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
導】
「二 ○
一七年臺北國
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
日前假台北世貿展覽館
盛大舉行，計有來自廿
三個國家，近六 ○○
位
優秀發明人及單位參
與，展出近一五 ○○
項
專利發明及技術；展場
分為「發明競賽區」、
「專利商品區」、「周
邊服務區」及「技術交
易區」等四大區塊，其
中「技術交易區」設置
經濟部、國防部、教育
部、科技部、農業委員
會所屬單位等十一個專
館。本院參與國防館以
「先進製造」、「通
訊感測」、「生醫科
技」、「生技材料」等
主題展出「第五代行動
通訊系統」等十四項展
品，共十七件專利技術
成果。
陳副總統出席開幕典
禮致詞表示，透過本次
展覽技術交流也要讓研
發成果商業化，提升生
活品質造福社會，引入
技術交易廣大的投資商

陳副總統出席臺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開幕典禮

電子所林所長（左）接受新通訊雜誌專訪。
（陳冠諭／攝影）

本院舉辦一級主管研習

本院精神

科技創新加值 提升產業價值

我們的願景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陳副總統由國防部張副部長陪同蒞本院展區參
觀。（李志娥／提供）

院長主持通資電科技應用研討暨成果展
示會。
（杲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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