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林信全
／報導】
本院逸光幼兒園
日前熱鬧舉辦水果
嘉年華親子活動，
當日院長一身輕裝
親臨會場，除參與
活動，並欣賞學童
天真活潑的表演節
目，親切和李錦秀
園長及家長們進行
意見交流，藉由實
地參加活動瞭解教
學需求與辦學規
劃。
院長致詞表示，
讓本院同仁在穩定
工作中成長，是吸
引各方人才來院服
務最重要的要件，
本院對同仁的照顧
會從教育、生活設
施改善等方面落
實，如單身宿舍整
建修繕、社團活動
運作，本院積極推
展與全力支持，其
目的是讓同仁在舒
適環境安心工作，
每個人在個人崗位
將工作做得更好，
進而將心力投入在
下一代培育工作。
由衷期盼幼兒園的
小朋友們，得天獨
厚享受園方優質教
學環境，且在師長
細心教導下日益成
長茁壯，並祝福每位學童都能
有滿滿收獲。

表演節目由一隻扮相可愛喜
歡吃水果乳牛人偶揭開序幕，
透過各種寓教於樂的情節設
計，提醒學童要多吃各種新鮮
水果，絕對有益健康。節目在
主持人及負責老師引導掌控
下，參演學童井然有序出場表
演，隨著音樂旋律的帶動，讓
整個活動會場充滿朝氣與活
力。
該活動獲得學童家長熱烈的
響應，學童也在活動中認識到
更多水果，從主題教學互動
中，讓學童們在學習成長階
段，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記。

院長親蒞逸光幼兒園水果嘉年
華親子活動致詞。
（林信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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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啟用後不
僅是同仁重
要辦公與研
發處所，也
是軍種、學
術單位及外
賓蒞臨參訪的主要場地。新館兼
具多功能小型會議室及簡報室、
貴賓室、無障礙設施空間、員工
育嬰室及全新茶水間與廁所等，
為同仁創造出舒適優雅的工作環
境，也期許能替電子所創造另一
個高峰。

打造優質環境 再創嶄新高峰

院長主持一

所長林博士督促及相關同仁努力
下，終於落成啟用，當日古副院
長特別蒞臨電子所三二六館親自
主持新館舍落成啟用典禮，林所
長、所內主要幹部及員工代表參
加，集體見證此一成果。
古副院長於致詞時表示，館舍

設施改建係採用規劃設計施工統
包工程，兼具現代感與實用性，
相信定能給同仁營造一個煥然一
新的工作環境，也感謝同仁體諒
施工期間所造成的不便。林所長
除特別感謝古副院長任內推動館
舍整建造福所內員工，更表示新

再只是生活，更
是員工下班後休
閒遊憩、慢走、
觀賞植木與沉澱心靈的地方。
整體的石園宿舍區提供安全、
慢活、舒適、幽靜的生活方式；
因應節慶的佈置，營造生活區人
文與美感環境，當您工作疲累
時，不妨於石園慢活一下吧。

應有更遠大的志向，不墨守成規、
追求創新、承先啟後，勇於接受挑
戰、克服困難，在各項研發能量上
更為精進，將本院推向世界級科研
機構。從事院內各項事務，要掌握
契機、活化管理、提升效能，堅守
自身品德，不貪贓枉法、不循私舞
弊，期望全體同仁群策群力，不枉
國人對本院的期待，朝「追求卓

航空所控制組溪頭合影。
（張凱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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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越，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
團隊」願景邁進。
最後，院長也對在場的眷屬們致
上最高的敬意與謝意，由於眷屬在
背後默默的支持與對家庭的照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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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請眷屬能繼續支持，使同仁
在職涯上更上一層樓。

七年元旦軍職晉任暨品位晉升典禮
○

【特約記者蕭博謙／報導】
本院一 ○
七年元旦軍職晉任暨品
位晉升典禮日前假圖書館學術研討
室舉行，由院長杲博士親臨主持，
葛副院長、馬副院長、古副院長暨
各一級單位主管及晉任人員眷屬等
近二百人參加，典禮簡單隆重。
院長勉勵同仁，晉任晉升不但是
職涯新的階段，責任的加重，同仁

新，勇於冒險，化不可能為可
能，國防部應正面支持與協
助，過程容許落後甚至失敗，
並以鼓勵代替責難。他並表
示，各聯參代表監督單位，以
一整天很嚴謹的態度評鑑本院
這一年的執行績效，請本院依
據各評鑑小組實地查證結果，
相關缺失補正修正，正常者持
續保持，俾利向更強壯、更茁
壯邁進。軍備局代表國防部執
行相關之業務監督，本於「管
大不管小、適法不適當」之原

則，只
對重要
事務適
法性監
督，至於是否適當則由院內自行
管理。
計評處賀處長亦肯定本院自一
三年轉型為行政法人後，績效
○
評鑑成績從一 ○
三年的八十九
點二分逐年進步至一 ○
五年的
九十二點五五分，顯見本院營運
已步入正軌。績效評鑑在面向權
重上有必要以滾動式修訂檢討，
有鑒於本院存在價值為擔負國防
武器研發，經監督機關檢討後，
研究發展面向權重提高，生產委
製面向權重調低。

國防部蒞院績效評鑑輔訪
【特約記者趙瑞媛／報導】
本院監督機關國防部日前蒞
院輔訪本院一 ○
六年績效評
鑑，由軍備局副局長張少將率
計評處處長賀少將、部本部聯
參、三軍司令部及軍情局等承
辦代表，蒞院執行本院各計畫
執行及業務維持之績效評鑑，
本院由古副院長率督品處等相
關人員與會。
張副局長指出，本院執行專
案在既有技術基礎下完成目標
不足為奇，期望專案要積極創

名，「酒駕零容忍」已是全
民共識。近年政府提高酒駕
取締標準，及酒駕致死與致
人重傷的刑責，係基於對生
命的尊重。尤其，酒駕除須
面對民、刑事法律責任，良
心的驚恐與煎熬，將永遠糾
纏，讓自己的生命無法再亮
燦綻放。
事實上，一般律法所採行
的嚇阻理論，所預設的機制
是：人們服膺「酒駕零容
忍」的政策理念，願意為
「迴避刑罰風險」而放棄酒
駕。但實證研究發現，處罰
的嚴厲性未必有顯著嚇阻效
果，也許是酒駕者的風險
認知，沒有隨客觀行為能

力的變
異而減
少酒駕
行為，
抑或因主觀上「我沒有問
題」、「我沒有醉」的風險
誤認，導致危害的發生。因
此，針對一般人較易觸犯的
酒駕行為，在宣教作為上，
應清楚讓受規範者知悉處罰
的痛楚性及迅速性，當比規
範的嚴厲性更具作用。
無可諱言，警方的嚴格執
法，不論黑夜白晝，透過攔
檢率的大幅提升、取締的戰
術運用、強力執法的決心及
作業流程的精進，旨在建構
安全的交通環境，保障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然而，徒法
不足以自行，即令律法嚴
厲，要完全杜絕酒駕，仍應
有優秀之執法人員確切執

向酒駕宣戰 嚴格執法零容忍
險判斷能力都大幅降低，但
駕駛人卻往往過度自信，高
估自己的酒精容忍力，甚至
樂觀認為其他用路人會避
讓，此種無可救藥的心理狀
態及危險性，無異車道上滾
動的炸彈，充滿太多災難因
子。其實，只要是不能安全
駕駛，不論是基於什麼原
因，如滑手機、未睡飽，均
不應該駕駛交通工具，才能
確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酒駕是將前途、幸福、生
命置於高風險環境，可說是
嚴重的交通惡行，更是損人
不利己的危險行為。根據以
往數據顯示，酒駕一直都是
國內死亡交通事故的前幾

往天空步道，取得摸彩卷
後，從天空步道往下看便是
神木林道，發現高度落差比
想像中還大。最後一站為大
學池，途中經過一個草坪
區，有棟歐式古堡，是以台
灣杉木打造的綠建築，與青
山綠草對比，猶如一幅畫，
美不勝收。最後到大學池，
池的中間有個弧形拱橋木頭
和竹子組成，湖面可以看到
地面上的倒影，從遠處看，
感覺綠意盎然充滿生機。
接著前往星饗道，一上車
就啟動睡眠模式，意識再次
清醒時就已經在星饗道門
口。除了享用美食外，並搭
配摸彩活動，且獎品非常豐
富，為活動劃下完美的句
點。

古副院長主持電子所三二六館整建啟用典禮

【特約記者林小萍／報導】
本院電子所三二六館館舍使用
多年已略顯老舊且不敷使用，前
所長古副院長有鑑於此，特別於
一 ○
六年二月間，在所長任內指
示規劃館舍設施改建工程，歷經
近一年工程整建，期間並在現任

【特約記者劉淑冠／報導】
一閃一閃亮晶晶，滿園都是小
星星，掛在樹上放光明，好像許
多小眼睛……。石園迎接一年一
度聖誕節，今年尤其不同，五顏
六色的聖誕燈與夜晚滿天星星，
妝點出石園獨一無二的在地風
景。
石園宿舍區為本院住宿同仁日
常生活區域，經過多年維護，保
留原始樣貌，並逐步提升整體生
活機能。每年的聖誕節更希望透
過地景佈置，將節慶的氛圍帶給
生活於此的同仁，讓異鄉遊子感
受過節的歡樂與喜悅。
今年為遊子帶來不同驚喜，聖
誕節的佈置就地取材，運用了石
園原始風貌讓聖誕燈光在樹上閃
閃發亮，透過紅、橙、黃、綠、
藍、靛、紫的顏色照亮了生活
區，點亮了遊子的心，到了夜
晚，滿天的星星一閃一閃在生活
園區綻放光明。生活區功能已不

石園閃亮過聖誕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化學研究所依「一 ○
六年度職場安全
健康活動計畫」，日前假青山園區辦理
、 AED
訓練、消防及防火宣導，邀請
CPR
龍潭高平消防分隊蕭光穎小隊長擔任講
師。期強化同仁 CPR
及 AED
知識與技能，
以利在危急狀況發生時，能在危急之際
發揮自救救人的功能，各單位業務主
管、工安官、庫房人員、各館舍負責人
及防火管理人員計五十餘人參加。
袁副所長表示，該所轄區廣大，研製
任務具多樣性與危險性，然「人命為首
要，工安最優先」，必須建構安全衛生
管理機制，提升職場安全衛生文化，落
實績效執行。期許該所同仁都能本著
「生命無價，主動關懷」的理念，時時
互相提醒、自我要求，千萬不能心存僥
倖。同仁的安全、健康才是家人和該所
最大的幸福與最重要的資產，有健康的
員工，安全工作環境，才能營造高效
率、高品質的工作績效。
蕭分隊長除講解天然災害認識與防範
、火災搶救與逃生要領外，並說明新版
與舊版之差別、實施步驟、實施急
CCPR
救時應注意事項，以及哈姆立克法等急
救處理要領，與會同仁均感獲益良多。

【特約記者張凱閔
／報導】
一年一度的自強
活動，經全體同仁
投票，溪頭旅遊加
上星饗道下午茶方
案，以壓倒性的票
數，成為這次目的
地。活動當日上午
坐上遊覽車領完餐
盒後，在歡樂的氣
氛下正式展開旅
程。
再次睜開眼睛
時，已經到達溪頭
的大門。第一站即
前往神木林道，沿
途竹子隨著微風一
起擺動，就好像跳
著迎賓舞熱情的歡
迎我們。之後來到
一棟建築物叫作
「竹廬」，曾經是
蔣公行館，可惜沒有對外開
放。第二站為今年剛完成的
銀杏橋，呈現波浪的形狀，
走到橋中
俯看神木
溪，銀杏
葉隨風飄
逸，整個
身心都舒
暢起來。
第三站抵
達 神 木
區，雖然
神木已倒
塌，但也
不失為一
個拍照的
好景點。
沿著神
木林道前

航空所控制組溪遊記

作，敞開心胸輕鬆面對，盡情發揮個
人優點，建立友誼的橋樑。
活動由主持人以輕鬆活潑方式，帶
領參加人員實施破冰遊戲、默契培養
及幸福互動等團康活動炒熱現場氣
氛。中午享用歐式自助餐時間，本院
男士們也主動展現出紳士風度，為女
士們貼心服務。下午搭配農場遊園導
覽活動，最後正式進入配對活動高
潮，共有六對配對成功，分別獲得電
影票及精美禮品。全場在充滿者歡
樂、祝福及意猶未盡中建立
群 南部地區未婚聯誼活動。
LINE
組，並相約後會有期。
（江祥魁／提供）

本院南部地區未婚聯誼
【特約記者方江祥魁／報導】
為鼓勵南部地區新進未婚同仁能增
進良好情感互動，進而締結圓滿緣分
並專注本職工作，本院日前與國軍高
雄總醫院假高雄市大樹區華一休閒農
場共同辦理「讓愛相遇」未婚聯誼活
動，計有化學所推研廠、資通所水科
組、系發中心九鵬基地及高雄總醫院
等單位，共五十位參加。
活動由化學所公關江主任主持，並
邀請推研廠楊廠長致詞，除感謝國軍
高雄總醫院支持該聯誼活動，亦鼓勵
所有參加同仁暫時拋開平日辛勞之工

（劉淑冠／提供）
石園宿舍區一隅。

勇於接受挑戰 精進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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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德、紐、日、新加坡
及港澳等重要媒體，總共
一四 ○
餘位記者共同茶
敘。期間本院遵照府方指
導，將所有媒體記者分為
六 個 梯 次 依 序 參 訪 5G
通
訊、本院重要里程碑、模
擬體驗區、雄三飛彈、雷
達發射機、動中通機動衛
星通信系統、渦輪扇引擎、化生放核
防禦、反登陸火箭彈及反物質磁譜儀
等本院重要研發成果；除強化國人對
本院研發成果信心外，亦有效提昇本
院於國際研究聲譽。
誠如總統於記者會中指示，我們所
處的年代，是一個瞬息萬變的年代。
執政當局都在重新思考並檢視未來發
展方向。同樣的，本院自一 ○
三年轉
型後，雖已展開各項的興革措施並積
極向外拓展商機，成效已達階段性目
標。但切不可因此自滿，因在這個瞬
息萬變的時代，停滯即代表衰退。此
外，總統於本次記者會中，已公開向
國人表示新式高教機一定會如期於一
九年首飛。因此，大家尤應如履薄
○
冰，時時督促自己，提高研發效能、
落實量產
規劃，以
達成總統
深切的期
許、民眾
殷切的信
賴。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我們的願景

本院社團幹部座談會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導】
本院日前假行政二館四樓會議室召開「一
六年下半年社團幹部座談會」，計有藝文
○
及體育類等三十六個社團幹部代表與會，會
中並致贈卸任羽球社、健行社及國標舞社社

化學所職場安全健康訓練

社團活動成效結合人文素養製作一 ○
七年記
事簿，並在龍園園區研發展示館設立作品陳
展專區，提供創新的交流平台，頗獲好評。
同時希望本院同仁能善用社團網頁，以生
動、多元的方式，提供更便捷的交流管道。
為社團永續
發展提供適
當的經費補
助，是每個
社團引頸期
盼的重大改變，不僅可以更多元的發揮創
意，也為社會公益盡綿薄之力。
本院同仁不僅專注於研發武器等關鍵技
術，也展現藝術的涵養與強壯的體魄，發揮
行動力來提升自己及社團的價值，讓社團更
加蓬勃發展。

第七五八期

長感謝狀，慰勉任期內推動社團各項活動之
付出與貢獻。
本院為發展社團成效，不僅配合年節及院
慶等重大活動，規劃安排表演機會，同時盡
力爭取建置各社團活動空間，並改善環境使
社團活動推展更加順遂。此外，公關室亦以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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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特約記者康來利／報導】
總統府年終記者會於日前假本院龍
園院區 四八館舉辦，並由總統發表
年終談話；期間總統除針對國防自
主、國際經貿戰略等各項改革，向國
人說明政府施政作為與成果外，並參
訪本院研發展示館。總統致詞時，特
別表明本次年終記者會選擇在本院舉
辦，係因本院是臺灣國防科技的重
鎮；在本院辦記者會，凸顯政府強調
國防自主，捍衛臺灣民主的雙重決
心。並表示臺灣要捍衛主權，要維持
區域的和平、穩定和繁榮，不能靠別
人，自身國防能力的提升，才是國家
安全最終的保障。
為擴大本次記者會效果，府方除邀
請國內媒體外，亦擴大邀請美、英、

邀國內外媒體記者參訪茶敘

古副院長與電子所重要幹部及觀禮同
仁合影。
（賴俊宏／攝影）

日前知名藝人陳喬恩違規
酒駕遭警方攔檢的事件，占
據各大媒體的社會新聞版
面，也為大眾做了最不良的
示範；近期國軍一名現役軍
人，酒後駕車遇警攔檢，卻
因心虛加速逃逸，結果撞上
三部停等紅燈的機車，兩名
騎士被撞飛掉落三米深溝
渠，共造成五人受傷。社會
與軍中酒駕案件屢屢發生，
各級應視為殷鑑，加強宣導
以杜絕類似案例。
最典型的交通危險行為，
無疑就是酗酒駕車；酒駕與
車禍的密切關係，有交通統
計可查。飲酒之後，精神狀
態亢奮，生理反應能力與危

（邱清霞／攝影）
院長為晉任同仁授階。
法，並輔以長時間的教育宣
導，始克有濟。
每位國人亦應體認，處罰
非目的，而是用以警惕，希
望國人都能養成「開車不喝
酒、酒後不開車」的習慣，
發揮道德感與關懷心，愛惜
自己、珍視他人、敬惜生
命，讓每一次的回家路，都
是安全之路。
須知，任何酒駕肇事案
例，都將造成自身與他人的
傷害，連累各自家庭成員。
因此，為珍惜眼下的幸福，
切莫因一時貪杯酒駕肇事，
失去工作、失去家庭，甚至
失去生命；為自己計、為家
人計、為廣大無辜民眾計，
此皆為基本的價值判斷。
（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七年
一月七日第十版社論）

軍備局張副局長主持本院年度績效評鑑輔訪。
（趙瑞媛／提供）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蔡總統蒞龍園主持總統府一○六年年終記者會

保防警語

逸光幼兒園水果嘉年華活動

本院精神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總統府／提供）

董事長陪同總統、副總統聽取院長解說本院研發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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