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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副部長頒獎表揚績優單位暨個
人。
（邱清霞／攝影）

社、國際
演講社、
薩克斯風
管樂社、
大型重機
社及高爾
夫球社等三十六個社團。
同仁除可透過博覽會活動瞭解各
社團活動現況，現場並開放同仁自
由報名加入社團，歡迎同仁踴躍參
加。本院同仁平日致力國防科技研
發，透過社團活動的參與，除可培
養強健體魄，陶冶藝文氣息，讓
身、心、靈得到滋養；更能增進彼
此交流，創造更團結和諧的凝聚
力，達成本院「追求卓越，成為具
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院
景。

院慶各項競賽優勝出爐

梅董事、柯董事、鄭監事、院
長、副院長、督導長、各所中心
主管暨中山同仁們午安︰
首先，要感謝今日的天公作
美，賜給我們一個風和日麗的好
天氣，讓大家疲憊身心獲得紓
解；透過上午的動態團體競賽及
個人闖關遊戲的參與，相信在座
的每一位同仁，均能充分達到活
絡筋骨的目的，並同時也悠閒地
聆聽、感受到中山人天籟般好聲
音。下午的活動，將緊接著安排
藝人的精彩表演，希望每一位同
仁在今天都可以盡情的玩樂、放

鬆心情、享受美食響宴，共同歡
渡屬於中山人的院慶節慶日。
回顧今年迄今，本院工作團隊
先後參加阿布達比防衛展、土耳
其伊斯坦堡國際軍事防衛展、法
國巴黎航太科技展、台北國際航
太暨國防工業展、 2017
台北國際
發明展暨技術交易展等大型國
內、外展覽，藉由參展向世界各
國展現本院各項高科技技術與系
統研製能量，未來一年個人期許
本院能持續掌握國際脈動與商
機，朝邁向國際化並成功躋身為
世界先進武器研發團隊之列。

現階段「國機國造」、「國艦
國造」已不只是本院、漢翔、台
船、空軍及海軍的使命，而是整
個政府、國軍及產業要共同投入
的任務，隨著計畫啟動後，政府
將進一步深化「國防自主」政
策，從制度面逐漸落實「國防自
主」精神，建立國家安全與產業
發展密切結合的穩固結構。值此
關鍵時刻，無論您是資深或新進
年輕的專業工程師、研發人員，
都無法置身於事外，成功雖不必
在我，但本院同仁要深刻體認肩
上責任重大，不容稍有懈怠或輕

忽，個人願與大家一同齊心戮
力，秉持著「創意新思維、舞動
新活力」工作態度與理念，再創
中山輝煌新猷。
自本院轉型行政法人以來，各
位同仁致力於國防武器科技研
發、各項系統整合與軍民通用科
技應用等領域，所創造出的工作
績效與優異表現，是有目共睹
的，個人要藉由院慶場合，向大
家表達肯定與嘉勉。面對瞬息萬
變的國際區域局勢，本院同仁尤
應持續致力科學工程的研究與發
展，建立各項技術研發能量，掌

（賴俊宏／提供）

（邱清霞／攝影）
握武器自製關鍵
技術，只要關鍵
技術不受制於
人，自能逐步拓展國際合作的機
會。
最後，個人仍要不厭其煩地提
醒全體同仁，本院雖是行政法
人，但執行各項公務仍要落實依
法行政、恪遵標準作業程序、嚴
肅廉能紀律，以及養成良好保密
習性與提高安全警覺、慎防敵諜
滲透，同時也要謹記「不該去的
場合不要去」、「不該吃的飯不
去吃」，共同維護本院廉潔形
象。再次祝福院運昌隆，本院每
位同仁身體健康！闔家平安喜
樂！

本院四十八週年院慶活動張副部長致詞全文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四十八週年院慶慶祝大會日前假經濟部
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大草坪舉行，本院董事國
防部副部長張上將代表董事長主持，本院董
事、監事、院長、副院長及一級單位主管、同
仁代表三千餘人與會，場會熱烈隆重。
張副部長於會中首先頒獎表揚本院中山楷模
暨模範團隊等績優單位暨個人獎項，並對獲獎
單位與同仁的優異表現，表達恭喜與賀勉之
意。
張副部長表示，現階段「國機國造」、「國
艦國造」已不只是本院、漢翔、台船、空軍及
海軍的使命，而是整個政府、國軍及產業要共
同投入的任務，隨著計畫啟動後，政府將進一
步深化「國防自主」政策，從制度面逐漸落實
「國防自主」精神，建立國家安全與產業發展
密切結合的穩固結構。值此關鍵時刻，無論是
資深或新進年輕的專業工程師、研發人員，都
無法置身於事外，成功雖不必在我，但同仁要
深刻體認肩上責任重大，不容稍有懈怠或輕
忽，願與大家一同齊心戮力，秉持著「創意新
思維、舞動新活力」工作態度與理念，再創中
山輝煌新猷。
此外，張副部長並提醒全體同仁，本院雖是
行政法人，但執行各項公務仍要落實依法行
政、恪遵標準作業程序、嚴肅廉能紀律，以及
養成良好保密習性與提高安全警覺、慎防敵
諜滲透，同時也要謹記「不該去的場合不要
去」、「不該吃的飯不去吃」，共同維護本院
廉潔形象。
隨後，展
開一整天系
列的院慶活
動，計有社
團博覽會成
果發表、團
體趣味競
賽、個人闖
關遊戲、中
山好聲音決
賽、藝人表
演、園遊會
以及壓軸的
摸彩等活
動，讓同仁
歡度本院
四十八週年
院慶。

張副部長主持本院四十八週年院慶慶祝大會

（邱清霞／攝影）

（賴俊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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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清霞／攝影）

（邱清霞／攝影）
（邱清霞／攝影）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為慶祝四十八週年院
慶，日前舉辦各項體育競賽活
動，包括籃球、排球、壘球、
羽球、網球、桌球、保齡球、
橋藝、游泳、跑步接力、鐵人
兩項等。
經過一連串激烈的競賽，各
項比賽優勝單位如后：籃球比
賽冠軍 ─
飛彈所、亞軍 ─
系發
中心、季軍 ─
材電所。排球比
賽冠軍 ─
飛彈所、亞軍 ─
化學
所、季軍 材
─電所。壘球比賽
冠軍 ─
電子所、亞軍 ─
飛彈
所、季軍 資通所。羽球比賽
─
冠軍 ─
系製中心、亞軍 ─
資通
所、季軍 院
─部。網球比賽冠
軍 ─
資通所、亞軍 ─
飛彈所、
季軍 ─
航空所。桌球比賽冠軍
資通所、亞軍 ─
飛彈所、季
─
軍 ─
電子所。保齡球比賽冠軍
系製中心、亞軍 ─
電子所、
─
季軍 資通所。橋藝比賽冠軍
─
資通所、亞軍 ─
化學所、季
─
軍 ─
材電所。游泳比賽冠軍 ─
飛彈所、亞軍 資通所、季軍
─
電子所。路跑接力冠軍 ─
飛
─
彈所、亞軍 ─
電子所、季軍 ─
院部。鐵人兩項冠軍 ─
飛彈
所、亞軍 資
電
─通所、季軍 ─
子所。
（邱清霞／攝影）

院慶社團博覽會

（邱清霞／攝影）

三十分至下午十五時三十分，假北
區水資源局大草坪舉行，區分藝文
及體育兩大類，計有桌球社、羽球
社、網球社、籃球社、足球社、壘
球社、排球社、保齡球社、游泳
社、潛水社、健行社、國術社、太
極拳社、國際標準舞社、內功養生
拳社、路跑社、橋藝社、土風舞
社、自行車社、烏克麗麗社、舞藝
社、熱舞社、國畫社、西畫社、書
法社、插花社、古箏社、攝影社、
陶藝社、合唱團、篆刻社、英文

（邱清霞／攝影）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為歡慶本院創院四十八週年，本
院於院慶當日辦理社團博覽會成果
發表活動，展現本院社團多元且豐
富的特質，讓同仁感受社團的活力
與創意，並透過博覽會活動促進同
仁學習活力。活動當日本院董事國
防部副部長張冠群上將由院長陪
同，特別親臨會場，除感受同仁們
的熱情參與，並慰勉社團同仁辛
勞。
博覽會活動自院慶當日上午九時

（邱清霞／攝影）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四十八周年院慶專刊

（邱清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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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國防自主 再創中山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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