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會議結交
多國盟友，負
責全般國安和
情報事務。田
董事長指出中華民國與美國情
報交流源自於抗日及二戰，進
而說明美國的外交、經貿交涉
或談判均以國防實力為後盾，
而國防亦以外交、經貿為依
歸，繼而支持以政治為導向之
整體國力，可為我國之借鏡。
最後，田董事長跟大家分享
對航太願景及該所同仁期許
「任基層幹部，充實專業職能
與科技；任中階幹部，承上啟
下精進作業整合能力；任高階
主管時更須注意領導統御、照
顧部屬與宏觀思維；則研發之
武器效能實乃發揮。」

該活動除邀請歷任所長及副
所長外，更有退休廿五年的老
伙伴也回來，另人動容的是有
位截肢手持拐杖行
動不便的同仁也參
與這次的盛會，賴
所長還特別致意。
賴所長表示，這
次的活動特別感謝
計管組虞組長動員
全組人員精心策劃
安排，讓返院同仁
都有賓至如歸的感
覺，也感謝退休同
仁對所務之關心，
並提醒所有與會人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
導】
本院一 ○
七年「談判
管理訓練課程」專題講
演日前假圖書館舉行，
由馬副院長主持，邀請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劉
必榮博士主講「領導的
藝術 ─
兼論如何與 90
後
的屬下溝通」，本院各
一、二級單位主管百餘
人參加。
劉教授分別就「我
們為什麼會追隨領
導？」、「怎麼帶領科
技怪咖？」、「領導
該怎麼用願景帶領屬
下？」、「領導人怎麼
解決屬下的衝突？」等
內容，向與會同仁做深
入淺出的精闢解說。
劉教授開宗明義指
出，領導就像父兄，每
件事情，大家都期待領
導拿個方法，給個指
示，而領導也似乎必須
什麼都懂。而現今情況
改變了，領導不可能什
麼都懂，屬下也不見得
什麼都想聽從領導的。
在互聯網時代成長的
後員工，信奉共用精
90
神，強調組織的公平與
尊重，個體意識突出。
企業組織結構的社群
化 正 是 為 了 適 合 90
後的訴求，提到「社
群」，明顯呈現出的，就是去中心化、去
秩序、去層級特徵，它更傾向於沒有權威
的自發組織，沒有界限的充分互動和資源
集約的共用分享。具體表現為夥伴關係取

故事描述在未來
二 ○
四九年時，複
製人奴隸已成為文
明躍進過程的關
鍵，儘管掌權者試圖築起高牆以
區分人種，但人造人與真實人類
的界線卻越趨模糊、真假難分，
引發正反兩面的一連串影響。
由萊恩葛斯林飾演的銀翼殺手
，為阻止現況演變成不可挽救
的局面，因此踏上尋找掌握重要
線索的關鍵人物、由哈里遜福特
「你可以阻止我參加比賽，但
無法阻止我追夢的決心！」
一個來自印度巴羅達的十四
歲女孩茵希雅（賽伊拉沃西飾
演），從小熱愛歌唱，唯一的夢
想就是登上印度最大選秀舞台高
歌一曲，但父母卻希望她不要做
白日夢，將心力專心在課業上。
當她以蒙面歌手之姿，偷偷將自
彈自唱的作品上傳到網路，只聞
其聲不見其人，她的好聲音一夕
爆紅，成為網友們茶餘飯後的熱
席捲全球票房的第一集《金牌
特務》，帶領影迷進入金士曼的
神秘世界，這個頂尖的獨立國際
情報組織，以最嚴謹的層級運
作，隱匿在社會中以保護世界和
平為主要宗旨；故事進行到下一
個章節，《金牌特務：機密對
決》，這些英勇的紳士特務們將
面臨更危急的挑戰，當金士曼的
總部遭受到敵人的摧毀，而世界
再次陷入危機之際，他們竟然循
線發現到他們另一個在美國的
結盟特務組織稱為「仕特曼」
，而這個同盟組織
(Statesman)

態，引進國內知名餐飲品
牌商進駐設櫃，提供同仁
多元用餐選擇。
新新餐廳於二月中旬陸
續完成櫃位改裝，並自三
月一日起重新開幕營運，
提供院內同仁優惠的購餐
價格。除原有「郁鵬自助
餐」外，另改裝快餐櫃位
以「呷尚寶」品牌提供廣

飾演的第一代銀翼殺手瑞克戴克
之路，欲挖掘隱匿許久的事實真
相。兩代銀翼殺手將聯手抗衡強
大反派的追殺，與破解隱藏背後
的秘密詭計……。

門話題。此時，她與印度最強音
樂人沙克帝 ‧
庫馬爾（阿米爾罕
飾演）的意外相遇，將從此改變
她以及被她歌聲所感動的每一個
人的生命……。

遠在金士曼草創時就同時成立。
全新的旅程將考驗著新一代兩
派特務的合作默契及體能極限，
這兩方菁英組織也將緊密的結合
以擊潰殘暴無情的邪惡勢力，並
維護世界秩序，而這樣的任務也
似乎讓伊格西愈來愈得心應手了
……。

式燒臘飯、傳統麵食等新
穎餐食項目。而大家引頸
期盼的「八方雲集」亦即
將進駐新新餐廳營運，提
供鍋貼、水餃及麵食等價
格實惠的各式套餐組合，
讓喜愛麵食的同仁有更多
樣的選擇。
此外，新新餐廳自三月
一日至三月五日重新開幕

期間，同仁凡於「八方雲
集」消費套餐組合，即贈
送香濃豆漿乙杯；「郁鵬
自助餐」消費加贈季節水
果；「呷尚寶」消費快餐
加送飲料乙杯。爾後商家
將不定期提供各類套餐優
惠組合，歡迎同仁多多支
持，並踴躍蒞臨現場用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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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理人角色生產下一代般；也如同藝術家
以人類雙手，代替自然雕琢出非人工的美
一樣。我們若能抱持這種態度，從實踐中
反省理論；從理論中精進實踐技術，從容
中道，當能在諸多現實困境中，發展利人
利己的技術，順勢開創美好未來。此外，
要從數據、資訊、知識中開展「智慧」，
我們得先認清知識與智慧之間，並非處於
同一層次的線性發展；更重要的是，人也
需要在正心、誠意與無私心靈狀態中，才
能開顯智慧。說不定資訊系統在高度的智
慧化後，我們卻還蒙昧於私慾與妄念中瞎
子摸象。
（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七年一月十六日第
十版社論）

【特約記者蔡孟昌／報導】
問題外，亦可透過製造工法的
本院執行「航太級大型化積 改變，衍生出具更高性能的航
層製造開發與驗證計畫」，配 太零組件，使新式飛行器達到
合 政 府 「 5+2
產 業 創 新 計 畫 」 更快、更節能及壽命更長的目
對航空產業的政策推動，與台 標。
灣經濟研究院共同策劃籌組的
該協會未來將提供會員最新
「 台 灣 航 太 積 層 製 造 產 業 協 的國際積層製造技術、市場及
會」日前在本院董事會見證下 商 情 資 訊 ， 舉 辦 國 際 參 訪 行
正式成立。
程、交流研討會及廠商參訪等
國 內 頂 尖 航 太 工 業 大 廠 漢 活動，提供切入航太領域最佳
翔、長榮航宇、亞航，各界精 契機，為台灣最前端航太加工
密 製 造 大 廠 及 相 關 產 、 官 、 技術打造和國際接軌的最佳平
學、研單位踴躍參與，本院飛 台。
彈火箭研究所任副所長
出任首屆理事，委由台
灣經濟研究院為秘書處
協助推動各項會務。看
準未來積層製造於航太
產業的無限商機，協會
會員長榮航宇與數可科
技在理事長及理監事見
證下簽署備忘錄，攜手
共同朝國際市場邁進。
同時舉辦航太積層製
造交流研討會，邀請清
大葉安洲教授、亞航陳
金泉組長及數可邱國基
博士，講述台灣積層製
造產業原料端與應用端
未來發展。
先進積層製造技術
（ 3D
列印）已逐漸改變
現有航太產業供應鏈，
除可協助眼前不易取得 台灣航太積層製造產業協會成立大會
（蔡孟昌／提供）
或消失性商源零件籌補 成員合影。

台灣航太積層製造產業協會日前正式成立

推動航太級積層製造開發

馬副院長主持談判管理訓練專題講演。
（賴俊宏／攝影）
代雇傭關係，去中心、扁平化的賦權組織
正在取代傳統的科層組織。
劉教授隨後說明如何把願景講出來激勵
員工，而再好的願景也以照顧好員工的生
活為第一優先，只有員工覺得在企業內感
到幸福，才會想到服務客戶與社會，空講
使命感而無法照顧生活也是枉然。
劉教授以「直接提出要求」、「法理與
正當性」、「結盟」、「理性說服」、
「社交策略」、「交換（談判）」、「個
人訴求」、「諮詢」及「激勵」等九個方
法，指出在適當時機對員工提出要求作
為，讓團隊中的每位員工都能積極投入工
作與執行任務。最後，當遇到屬下有衝突
時該如何解決，劉教授提醒二個技巧，除
瞭解衝突引爆點，更要轉化衝突的結構，
而找出引爆點前必須先學會控制情緒。

總務處黃
◎
玉枝／提供
為全面提
升本院員工
餐廳供餐品
質，總務處基於行政革新
理念，規劃以「美食廣
場」模式推動員工餐廳營
運，改善長期以來員工餐
廳單一自助餐之供應型

新新餐廳改裝營運 提供多元餐飲服務

員注重身體保健才是最重要
的資產，也提前祝福大家新
春愉快。

K

事實上，現階段智慧化技術
的研發，正需要大量人力與資
源的投入。資訊系統本身複雜
程度高，在智慧化過程中，勢
必加深複雜度，所需的維運與發展人力資
源，恐怕還會更大。試想，螺絲釘的材質
與結構單純；開發成本低，且沒有什麼維
運成本，替換也容易。但若是建築一棟房
子，工程複雜程度不僅會大幅增加建造成
本，房子建好之後要讓它維持功能正常，
也需要一定的維運成本。在社會整體產業
與技術面臨劇變之際，相關單位應更務
實、謹慎待之。
綜言之，「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技術開發如同人類以自然的

強化資安確保 前景樂觀
AI
防衛人力僅一一 ○
人。防衛省官員因此表
示，引進人工智慧技術，也可解決人力資
源不足問題。然當今技術現實，要看到智
慧化系統能進行軟體、硬體及系統環境進
行所謂「深度學習」式的自體維護，恐怕
為時尚早。雖然近年來，深度學習因為幾
個明星產品而聲名大噪，令人感受到技術
躍升的驚喜；但務實來看，人工智慧技術
的發展，仍然處於摸索階段。要期待在短
期內取代人類執行勞務，恐怕仍有待觀
察。

輔

台翔董事長蒞航空所講演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學經歷非常專精的台翔航太
田在勱董事長，日前受邀至航
空所以其任職華府其間的寶貴
經驗與該所主管分享。曾任駐
美空軍武官、參謀長、空軍軍
官學校校長及國安局駐美特派
員等要職的田董事長，有飛試
三十七種機型，飛行時速超過
三一 ○○
小時記錄，是首位赴
美參與同盟作戰訓練的國軍將
領，及帶領國內幾項漢光演練
等重要計畫。
一 ○○
至一 ○
五年駐美特派
田董事長致贈航空所齊代所
長 U2C
畫報。 林(彩鳳／提供 員
) 時，代表出席美國各高階及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化學所賴所長為聯繫退休同
仁情感，指示於春節前夕策劃
辦理退休同仁返營餐敘活動，
活動公告後引發熱列迴響，報
名人員超出原本規劃的人數，
共有一百六十餘位退休同仁參
加，以百匯自助餐方式讓大家
敘舊並享用佳餚。
活動當日適逢寒流來襲，退
休同仁不畏寒風細雨，上午九
點不到就陸續完成報到，接待
人員遞上熱茶及咖啡寒喧後，
除收視化學所研發影片，或由
各單位接送至組內與同仁敘
舊。

以

日本防衛省計畫在二 ○
二一年多面向引
進人工智慧技術，以強化網路資訊安全的
確保機制。由於資訊科技發展迅速，資訊
安全威脅模式已變得多元且難以預測，傳
統以人為正面列表，列舉可能的網路攻擊
模式，並進一步規劃因應之策，已應接不
暇。因此，以人工智慧技術，進行數位國
土安全工作的輔助，做為十分明確、基礎
實在且前景樂觀的趨勢。
相較於美軍網路作戰單位設定高達六二
人規模的目標，日本自衛隊現有網路
○○

化學所同仁與老前輩們合影。（蘇登貴／提供）

3月6號
普
3月13號
輔
3月20日

化學所邀老前輩返院歡聚

人工光源做補光，
不同植物對不同光
譜，敏感度不同。
葉茂章先生在農園
實際實驗，投入不
同光譜光源，多種
電控模式，在短時
間就可以找到適合
的補光方法。
北斗鎮實驗果園
佔地六百平方公
尺，投入四種不同
光譜組合四十八盞
植物燈，使用三種
電控模式，歷經三
個月實驗期，確實
促進紅龍果冬季產
果及產期調節，夏
季紅龍果與冬季價
差四至六倍，冬季
化學所賴所長（中）、袁副所長（左） 產果果實較大、甜
及葉茂章先生於實驗果園合影。
度
較
高、品項佳。
（蘇登貴／提供）
另在西螺實驗
植物補光燈，結果促進小黃瓜
LED
冬季產瓜及產期調節，冬季小黃瓜
價格高於夏季三至五倍，甜度較
高。技術總監廖俊凱先生特別感謝
化學所研發成果，確實提高農民收
入。
袁 副 所 長 指 出 ， LED
植物栽培系
列產品功率低、高亮度、使用安
全、綠色環保且安裝靈活方便，便
於運輸和安裝。安全、環保不含污
染與有害物質，且能夠有效地促進
植物各個階段的生長、開花、結
果，非常適合給室內花園、水溶液
培養、土壤種植的各種植物提供光
合作用必須的光譜，讓裝飾空間更
靈活生動，充滿生機。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
導】
為 驗 證 LED
植物補光
燈促進紅龍果冬季產果
及產期調節實驗農場安
裝完工執行成效，化學
所所長賴博士偕同袁副
所長、高分子組技術員
葉茂章，日前前往彰化
縣北斗鎮與雲林縣西螺
鎮視導，全程由雲林縣
青年農民聯誼會技術總
監廖俊凱先生陪同。
葉茂章表示，植物成長需要陽光
作光合作用，某些植物需較長時間
光照，或某些環境光照不足，可以

石園二村火災警報器安裝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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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警語

仁參考：
一、申請方式：
（一）向里長或鄰長提出申請安裝。
（二）透過社區管委會提出申請，協請消
防局派員安裝。
二、安裝流程（以下除步驟一、三外，均
需完成拍照紀實）：
步驟一：填寫申請表。
步驟二：選定安裝位置（通常為客廳天化
板）。
步驟三：住警器組裝。
步驟四：將住警器裝設於天化板。
步驟五：實施門牌拍照。

瑩

【本報訊】
本院石園一、二村宿舍為響應佳安里居
家防災預警措施，日前由佳安里羅濟巧里
長及本院公共關係室，偕同桃園市消防局
高平消防分隊及石園二村管委會等單位人
員，假石園二村宿舍辦理「住宅用火災警
報器」安裝示範，期透過安裝示範，讓本
院石園一村、二村及三村住戶，均能夠安
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確保居家生
命財產安全；另石園三村住戶欲申請安裝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請向東興里張里長
登記。
以下臚列申請方式與安裝流程，提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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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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院長、鄭監事及三位副院長向與會幹部賀
年。
（邱清霞／攝影）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我們的願景
事如意，更願大家
狗年十（犬）全十
美，好運旺來行大
運；而所有與會主
管亦相互遞送溫暖
心意，彼此祝福百
福齊聚，願（旺）
望成真。
隨後，鄭監事向
院長及參與活動的主管致意，祝
福本院運勢亨通，狗年開花結
（狗）果，勝利成功。院長則在
致詞中對全體同仁過去這一年，
全力以赴，奮勇淬礪，秉持敬業
用心的工作態度，以及發揮團隊
合作的精神，迎向各種挑戰並致
力解決各種問題與窒礙，戮力達
成所有任務與使命，特別表達嘉
勉意忱。
另外，院長亦提及本院於去年
積極參與巴黎及台北航太展等重
要活動，充分展現本院從設計到
製造的完整技術能量，廣受國
內、外矚目與讚譽。院長期許大
家，擁有各界好評縱然引以為
傲，惟千萬不可自滿與鬆懈，應
懷抱「百尺竿頭，精益求精」的
胸襟與思維，接受未來的各種淬
練與考驗。展望新的一年，面對
各項接踵而至繁複且重
要的任務，院長籲請大
家除將身體健康照顧
好，更當共同珍惜本院
美好的工作環境與現有
充沛的資源，全體上下
一心，一步一腳印，認
真踏實地為本院的永續
經營發展，團結一致、
奮力向前，締造本院更
璀璨的榮景與契機。
半

發行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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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六一期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爆竹一聲除舊歲，犬蹄朵朵
報春來」，為迎接旺福年報到，
一元復始，氣象萬千之開始，本
院爰例特於春節假期後的第一個
上班日，假行政一館二樓簡報室
舉行一 ○
七年新春團拜活動，由
院長杲博士親臨主持，董事會鄭
監事、葛副院長、馬副院長、古
副院長、督導長、執行長、營運
長暨全院一級主管共襄盛舉，會
場熱鬧滾滾。
活動中，首先由全院各一級主
管向院長等長官拜年，同聲祈願
本院院運昌隆，諸事推展順遂圓
滿，業務蒸蒸日上，蓬勃發展，
有（狗）夠讚；緊接著，院長率
葛副院長、馬副院長、古副院長
向與會主管祝賀新春快樂，闔家
平安，大吉大利，身心康泰，萬

院長親臨主持新春團拜活動

佳安里羅里長（中）、高平消防分隊人員（左
二、三）及本院相關人員合影。(本報資料照片)

化學所LED植物栽培促農收

本院精神

締造璀璨榮景與契機
精益求精
百尺竿頭

馬副院長主持談判管理訓練講演
邀東吳大學劉必榮教授蒞院授課

中山映象4
星期四

中華民國一○七年三月一日
星期四
中華民國一○七年三月一日

1新聞觀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