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賴泱
州／報導】
國家衛生研究
院日前蒞院參
訪，除參觀本院
龍園園區研發展
示館，並於圖書
館三樓研討室進
行交流座談，座
談會由董事會鄭
桓圭監事主持，
企劃處邱處長率
相關人員參加。
會中除介紹本
院圖書館例行性
業務與提供的資
訊服務，並整理
各項業務統計數
據供與會人員參
考。由於本院較
具特殊性，參訪
團隊對部分業務
考量與作法甚感
興趣，雙方交流
密切，透過機會
分享各自館務發
展及業務心得。
會後國衛院團
隊參觀圖書館各
樓層環境，及一
樓展示室的本院研發歷史痕
跡展暨藝文展，蒞訪來賓也
體會本院自主研發的艱辛，
對於院內研發成果及藝文作
品大為讚嘆。
由於本院特性使圖書館有
別於院外公共及學術圖書
館，與國衛院圖書館同屬專
門圖書館，蒐集以及入藏館
藏均偏向特定主題及讀者，

核心功能與機構定位極為相
似。參訪團隊也特別讚同與
肯定本院朝向數位圖書館發
展的核心策略，跳脫傳統圖
書館思維之窠臼，朝向多元
化發展。
本院將持續朝向數位圖書
館邁進，藉資源數位化不限
地域與時空限制的優勢提供
讀者使用。數位典藏不僅可
讓研發的心血結晶不易散
佚，亦能節省館藏空間及降
低讀者獲取資訊的時間成
本，盼能以此提供更完善的
資訊服務，使同仁更專注於
研發及自身核心業務。

鄭監事率本院幹部與蒞訪團
隊合影。（賴泱州／提供）

友善職場～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
導】
桃園市政府勞工趣味
競賽日前假中原大學舉
行，由桃園市鄭文燦市
長暨勞動局長王安邦共
同主持，本院化學研究
所獲邀參加，由文副所
長率領運動員隊伍進場
時獲得滿場熱烈掌聲。

行前該所並舉行授旗儀
式，賴所長期勉與會替
代役及年輕同仁抱持歡
樂的心情與賽，特別注
意運動安全。
該活動除大隊接力及
拔河外，僅辦理與去年
原六項變成截然不同之
三項趣味競賽，化學所
在五十五個參賽隊伍

「ＱＱ資通妞／酷酷資通俠」。
「提升戰場指管能力、運用網路資
源效益、達成國軍建軍任務」正是
「ＱＱ資通妞／酷酷資通俠」的設計
理念。作品外觀像一部電腦，象徵科
技整合；頭上的閃電有綠、白、藍三
種顏色，代表陸、海、空三軍，期以
系統整合來滿足三軍聯合作戰的通信
需求。「酷酷」代表帥氣與自信，
「ＱＱ」則有可愛俏皮的效果，「資

較輕，力道不易掌控且
無法事先練習，全憑個
人功力發揮，再度榮獲
第二座冠軍盃。
時代巨輪每隊十人參
加，區分二組每組五
名，以戰車履帶推行的
方式前進，隊員再度發
揮潛力全力以赴，勇奪
第三座冠軍盃。
二年參加
該所自一 ○
桃園市勞工趣味競賽以
來，每年均至少獲頒獎
盃三座以上，此次更破
大會紀錄勇奪三冠王佳
績。

抖擻之際，
資管中心首
先前往「光
武院區」，
以健走方式
參訪，在中
心楊主任的
帶領之下，
不畏風雨步
行三公里路
程。沿途風
景優美、山
巒疊翠，讓
中心同仁有
機會多親近
大自然，強
化身體健
康，同時也
能促進團隊
精神、凝聚
向心力。
資管中心知性饗宴之旅。
健走完後
（張雅期／提供）前往系製餐
【 特 約 記 者 張 廳享用無煙烤肉，餐會中
雅期／報導】
同仁除盡情享用炭烤牛小
本院資訊管理中心日前 排及蜂蜜氣泡飲等美食，
假系統製造中心光武院區 楊主任也利用機會頒發各
舉辦自強活動，安排全體 組團體獎金犒賞同仁，並
同仁利用健行的方式，讓 且由中心長官準備獎品，
平時於中心努力付出的同 以樂透遊戲方式讓中心同
仁，能夠活動筋骨、舒暢 仁同樂。
身心，走出室內貼近大自
下午前往最終站「大溪
然，藉此達到身心靈的充 東和音樂體驗館」體驗音
實放鬆。午餐安排於光武 樂饗宴，透過導覽員的詳
院區享用無煙烤肉餐飲， 細解說，瞭解鋼琴的內部
藉由餐敘增進同仁彼此之 構造與從無到有的製作過
間的交流，下午則是前往 程，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
「大溪東和音樂體驗館」 「環保音樂區」，藉由敲
瞭解鋼琴製作過程，提升 打廢棄物再利用的各項樂
同仁音樂素養。
器抒發壓力。最後，同仁
「每日一萬步，健康有 們都乘興而歸，也大幅提
保固」，一大早正值精神 升團體工作士氣。

通」兩字為作品核心，簡單可
愛的呈現方式，可以讓大家印
象深刻。此外，「ＱＱ資通
妞」展現該所活潑俏皮及正面
積極的態度，「酷酷資通俠」帶著墨
鏡，則猶如戰場上的指揮官，對任何
情報都能瞭若指掌。兩個吉祥物蘊含
該所形象與願景，作品的 ICRD
字樣更
讓大家一目了然。
藉由吉祥物的徵選結果，未來該所
將考慮以「ＱＱ資通妞／酷酷資通
俠」吉祥物作為產品的代言人，或相
關活動的形象代表，以加強塑造該所 資通所吉祥物。
企業形象。
（張瑋真／提供）

活動當日於中壢市南區活動
中心集合，勤前教育後，便向
「中壢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
出發。途經新勢公園，陽光大
草坪一片綠意盎然，沿途還有
植物解說牌，另有礫間淨水場
與跨越老街溪的翠堤橋可欣賞
，算是鬧中取靜的休閒去處。
進入教育中心前，門口有著
四根彩色水泥管，穿越水管可
見四座超長「洗石子」石頭溜
滑梯。頓時驚覺走入時光遂
道，這不是同仁們孩提時的記
憶嗎？同仁一個接著一個的溜
下去，煞是有趣，連筆者都溜
了好幾次，童趣的感動一股腦
的都被喚醒了。
該中心是全國第一個以河川
由原有兩為主題的環境教育設施場所，
棟客家古厝改建而成，主要介紹有關老
街溪的河川整治過程、河川生態等資
訊，透過自然生態的體驗，融入人文歷
史與風貌。沿著河川旁的健行步道，同
仁們大口呼吸新鮮的空氣，盡情揮灑歡
樂的汗水，大家都沉浸在「簡單的幸
福 」 之
中。
午間在
中壢饗食
天堂享用
自助式午
餐，整個
活動在溫
馨愉悅的
氣氛下結
束，同仁
們皆帶著
滿足的笑
容，期待
下一次團
體活動的
再相逢。

中，榮
獲趣味
競賽三
冠王佳
績。
醍醐
灌頂每隊十二人參加，
由工安組范光榮先生在
現場勤加練習，講求默
契，遴選優秀隊員複訓
達到最高境界，皇天不
負苦心人，終場勇奪第
一座冠軍盃。
正中紅心每隊十二人
參加，站在排球發球區
發氣排球，由於氣排球

七年科技管理訓練專題演講
○

智慧製造整合應用
4.0

院長親臨主持一

導體生產與良率自動化、工 理」、「工程管理」、「導
程價值鏈資訊系統、多媒體 入智慧製造」等議題，向參
網路串流處理等軟硬體整 會同仁做詳盡解說。他表
合、智慧製造、智慧教育、 示， 4.0
（ Industry 4.0
）
物聯網、大數據應用系統整 是一個政府的政策，政策就
合等。曾參與國科會多項研 是政府面對國家、產業與人
究專案計畫，貢獻良多。期 民問題時，所提出的一個策
間並受聘於德國 Fraunhofer略與解決方案。不論是企業
工業研究院，參與半導體及 或政府部門，策略規劃均包
光學產業的多項企業運籌管 含四個部分，分別為「現況
理與電子化相關專案，為業 與問題分析」、「願景與目
界享有盛名的優秀人才。
標設定」、「外部環境與機
陳 董 事 長 以 「 半 導 體 製 會及挑戰分析」、「策略與
造 技 術 簡 介 」 、 「 製 造 管 行動方案之擬定」。我們經

勇於接受挑戰 只要開始做 目標就近了

師在偏鄉學校執教，不但從無到有構
築完善的教學網，徹底翻轉國內一成
不變教學方法。本院同仁要往前看，
更要去想未來的十年，想盡辦法翻轉
現況，雖然離夢想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但只要開始做，目標就近了，王
老師的精神就像種子，當發了芽，轉
變也就跟著開始。
王老師自高師大中文系畢業，至南
投中寮鄉爽文國中報到，看到學校教
學資源嚴重欠缺，為了拉近學生學習
方面城鄉差距，教學上設計學習護
照、跳蚤市場、成立國樂團，引導學

院長主持員工關懷專題講演
【特約記者林信全／報導】
本院日前假圖書館學術研討室舉辦
一 ○
七年員工關懷方案專題講演活
動，邀請「老師，你會不會回來」電
影原著作者王政忠老師主講「翻轉人
生經驗分享」，由院長親臨主持，各
一級主管暨有興趣同仁百餘人參加。
院長表示，王老師可以在困難環境
不斷追求創新，他的精神值得我們學
習，隨著大環境不斷日新月異，未來
本院要想出新作法勇於接受挑戰，不
要紙上談兵，做事方法除要跟著改
變，也需要更多的創新與意見。王老

過五十起，若加上仍隱藏在國內各角落
伺機而動尚未曝光的共諜，這個數字恐
怕只是冰山一角。值得我們警惕的是，
兩岸的開放與交流，也讓來臺從事情報
刺探與蒐集的共諜，能夠以不同的身分
開展工作，例如周泓旭便是以留學生的
身分蒐集情報，他在政治大學就讀研究
所期間，即開始秘密發展間諜網；另
外，如去年判刑確定，組織國內史上最
大共諜網的共軍上尉鎮小江，則是以香
港居民身分，多次以觀光或經商名義來
臺，利用參與各種政商場合吸收特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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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可以接收到因為使用智慧
製造所帶來的效益，但不常
接觸實際落實的過程與定量
的效益評估。事實上，在工
業 4.0
的口號之前，許多產
業因其需求，或多或少已經
開始落實，智慧製造不僅是
技術問題，同時更是跨領域
人才、管理與紀律問題。
陳董事長指出，目前就台
灣製造業廠商而言，將「工
業 4.0
」導入到各自企業內
部的密度與程度是是非常重
要的，因此工廠的智能化程
度需要持續進行。如何將工
業 4.0
智慧製造應用外銷到
美國與東南亞等國家製造基
地，則是製造業與自動化服
務業能否全球競爭與持續成 院長主持科技管理訓練專題演
長的重要關鍵。
講。
（邱清霞／攝影）

選。
事實上，隨著中
共經濟實力日益成
長，透過商務活動
擴大全球觸角，其在全世界各地所建立
的間諜網，也愈來愈大，對各國造成的
威脅，也日益受到重視。中共諜報行為
對其他國家最大的挑戰，是利用龐大的
商務或留學生及海外人口，作為蒐集情
報的工具或掩飾，這種模糊合法與非法
界限的情報手段，讓人防不勝防。
從近年來全球傳出的中共間諜案，可
發現中共情報竊取的方式，已然愈來愈
多樣化，目標也愈來愈廣，雖然經貿及
產業間諜案受到媒體廣泛報導，但對世
界各國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其實還是

來自軍事情報的竊取。
相對於美、日等國，我國所受中共間
諜的威脅其實更大，近年來屢屢傳出的
共諜案，就是明顯的信號。美國智庫
「詹姆士城基金會」研究員馬蒂斯的研
究即指出，中共有計畫的蒐集我國公民
的個人資訊，並用這些資訊，作為影響
特定人士或招募間諜的工具，甚至將其
作為脅迫特定對象的利器。鑑於中共從
未放棄謀我之心，因此，無論兩岸情勢
和緩抑或緊張，中共對我的情報工作都
不會鬆手。為確保國家安全，無論軍或
民都應該提高保防意識，只有心防鞏
固，國防才能獲得進一步的保障。（摘
轉自青年日報一 ○
七年一月十二日第十
版社論）

生找到自己的舞台，當學生找到屬於
自己舞台，就會去搬如何上舞台的梯
子，如此一來，教育就能產生事半功
倍效果，有好的動機就會產生改變。
王老師從學好方法、找到夥伴、組
成社群、課堂實踐、到最後分享實
踐，證明了教學多加 0.1
或是 0.01
改
變，可以成就更多的學生。他做任何
事不放棄一絲希望，以多付出改變學
生，為全校師生譜寫出不妥協精彩生
命樂章。原本老師自己一個人，經過
多年努力下，集結一群教學理念相同
的人，一起在為偏鄉教育夢貢獻所
學，強調人師是來成就他人，未來是
不會被 AI
所取代。王老師秉持莫忘初
衷精神，走進教室去影響更多的人，
以行動證明了事在人為，做任何事捲 王政忠老師應邀蒞院專題講演。
起袖子動手做，實現夢想指日可待。
（邱清霞／攝影）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一 ○
七年「科技管理
訓練課程」專題演講日前假
圖書館學術研討室舉辦，院
長親臨主持，邀請奇勤科技
公司董事長陳武吉博士蒞院
主 講 「 工 業 4.0
智慧製造應
用 ─
以半導體製造為例」，
葛副院長、各一級單位主管
等百餘人參加。
院長表示，陳董事長為國
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
博士，專長領域為生產規劃
與供應鏈資訊系統整合、半

工業

總務處運管組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巡禮。
（張家惠／提供）

憂患意識勿鬆懈 防諜見縫插針
自一九九 ○
年代兩岸互動頻繁以來，
共諜案便時有所聞。雖然這不表示過去
的共諜較少，但兩岸交流層面擴大，的
確給了中共更多竊取我方情報的機會，
運用的方式也日益多元；去年發生的陸
生周泓旭案，便是具體例子，值得我們
警惕。臺海雖然平靜，但我們的國家安
全卻時刻遭受挑戰，保密防諜雖然聽起
來八股，卻是不讓敵人有機可乘的最佳
防護。
根據調查局所進行的統計，自民國
九十七年迄去年為止，偵破的共諜案超

資管中心知性饗宴之旅

資通所吉祥物徵選 出爐

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巡禮

桃園勞工趣味競賽
化學所勇奪三冠王

總務處運管組～

【特約記者張瑋真／報導】
近年來吉祥物常被作為公司產品、
企業組織的代言人，資訊通信研究所
為型塑優質的組織形象，行銷通資電
技術能量，凝聚同仁向心力，特辦理
「資訊通信研究所吉祥物設計徵選活
動」。
為期兩週的網路票選活動，開放全
所同仁共同參加投票，入圍創意作品
共有十組，最後評選出的優勝作品為

航空所邱督導長（前右四）、劉院長（前左三）及
相關幹部合影。
（陳美滿／提供）

【特約記者陳美滿／報導】
航空研究所與國軍高雄總醫院
岡山分院日前假該所舉行「一 ○
七至一 ○
九年人體離心機委修
案」簽約典禮，由航空所邱督導
長及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院
長劉上校共同主持，航空所及該
院等相關幹部計十餘人與會。
邱督導長除感謝岡院支持與信
賴外，並要求該所相關參加專案
同仁應繼續秉持熱誠的工作態度
及服務精神，戮力完成岡院交付
之維修任務。而航空所品維組以
豐富之維修能量經驗，全力支援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執行迷
向機、離心機等多項模擬器之維
【特約記者張家惠／報導】
修任務，充分贏得該院信賴。
為體恤同仁工作辛勞、紓
岡山分院劉院長表示，很高興
解工作壓力並增進情誼，總
能代表岡院與航空所簽署合約，
務處運輸管理組利用任務間
對航空所各類型訓模器故障檢修能量及維 歇 空 檔 ， 規 劃 區 分 二 梯 次 辦 理 自 強 活
護服務給予高度肯定，相信未來雙方更多 動，活動地點擇定在寓教於樂的中壢老
委修合作也都能圓滿達成。
街溪河川教育中心實施。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追求卓越，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物籌處設置哺（集）乳室

瑩

院長與交大張校長（右五）及與會人員合影。
（林雨璇／提供）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保密警語

航空所人體離心機委修簽約

家庭實備極辛勞，初為人
母照顧新生兒更需投注許
多心力，因此該處特別為
生產後的女性同仁打造舒
適貼心的哺（集）乳室，
提供相關的服務。
隨後，李副處長陪同工安室林副
主任及觀禮同仁參觀哺（集）乳室
整體環境與設施，大家均留下深刻
的印象。工安室的林副主任除讚許
該處對生產後女性的實質照顧外，
更稱許該處哺（集）乳室為新新營
區的最佳示範與代表單位。而該處
處長亦衷心期盼資源共享，開放其
他各單位有需要的女性同仁使用，
共同促進單位溫馨與和諧。

刊
肇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物籌處為營造友善職場環境，依
照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特別規劃
設置哺（集）乳室，並於日前舉行
哺（集）乳室掛牌啟用儀式，由該
處李副處長主持，邀請工安衛生室
林副主任率廠護、相關業管同仁蒞
臨觀禮。
李副處長首先對懷孕生產的女性
同仁表達慰勉之意，職業婦女兼顧

院長與交大張校長共同簽署價創計畫合作協議書

【特約記者林雨璇／報導】
本院與國立交通大學日前共同
簽訂「次世代氮化鎵高頻高功率
通訊關鍵組件產業應用計畫」，
針對具潛力之研發成果進行商業
化推動，雙方將投入國防科技與
通訊技術開發研究並轉入產業
鏈，共組學術、產業一條龍的專
業技術團隊，增強我國產、學、
研三方實力，加速發展國防科
技，同時帶動台灣 5G
通訊高速聯
網發展。簽約儀式由院長杲博士
與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代表雙方
共同簽署「價創計畫合作協議
書」，古副院長、電子所林所
長、曹副所長出席與會。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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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締造一條龍團隊 產業創新奠根基

我們的願景
院長致詞表示，
目前我國防產業正
處於轉型關鍵時
刻，亦無可避免將
面臨競爭與挑戰。
台灣國防科技的關
鍵零組件、原材
料，如系統、雷
達、航電技術軟體
更新等，均亟待自身研發與創
新，此次與交通大學簽訂合作計
畫就是針對與國內握有核心關鍵
基礎技術之學術單位，設法共同
突破屏障。雖從零組件發展成系
統整合須耗費大量時間與人力發
展，但「十年磨一劍」的基礎研
究，成就國防核心產品，因此本
院攜手交大結盟，與學校合作累
積研發成果及經驗是成功的不二
法門，期能成為競爭對手無可取
代的技術團隊。
最後，院長指出，今後本院與
交通大學合作，雙方在科技研發
領域具扎實理論基礎及深厚研發
能力，且未來技術團隊將從材料
端到製程模組
端完全自主，
不受國外出口
管制。期盼雙
方能提升研發
高價值關鍵零
組件及系統關
鍵技術與專
利，攜手締造
產業一條龍之
專業團隊，為
我國防產業創
新與升級立下
根基。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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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衛院蒞院參訪座談

本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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