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化研發能量 提升科技加值

薏涵（簡嫚書
飾演）是個正值
花樣年華的台灣
女孩，不但熱愛
日劇及日本動
漫，大學也就讀日文系，是個
百分百的哈日族。正當日本
三一一大地震震驚全球，薏涵
的 Facebook
收到了一封來自日
本男孩「茂木」的訊息。原來
茂木（中野裕太飾
演）在震災後感受
到台灣全力協助的
熱情，鼓起勇氣傳
了訊息給幾個台灣
人想表達感激，薏
涵回覆訊息的同時
也開啟了兩人的緣
份。
茂木放假期間和
。
) 然而進入電玩中他們才發
現，遊戲一旦開始，就要玩好
玩滿，大夥必須完成所有挑戰
生存下去，才有辦法回到現實
生活，否則將永遠被困在這場
遊戲中……。

同事來台旅遊，兩人終於第一
次碰面，雖然相處時間短暫，
情愫卻悄悄滋長。大學畢業
後，薏涵打算到日本打工度
假。為了一圓自己的夢想，並
且拉近和茂木之間的距離，薏
涵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
了飛往日本的旅程。就在出發
前，媽媽特別叮嚀薏涵絕對不
可以嫁去日本……。

產、官、學、研整合機制，進行跨領域研發與結
盟，建立創新平台，轉化國防科技，深耕產業技
術，推動地方產業創新及高值化，促成產業升級，
落實政府「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創造產業新優勢」
的施政策略，期提升科技加值應用，促進地方產業
市場競爭力，進而協助政府推動經濟發展，打入競
爭激烈之國際市場。

四位留校察看的青少年意外
中發現一款電玩遊戲，點選開
始後竟離奇被帶進電玩世界
裡，成為遊戲中的電玩角色。
史賓賽變身成為「最狂冒險
家」 巨
( 石強森飾演 、
) 足球
員冰箱成為身材縮
水的「天才魯宅」 (
凱文哈特飾演 、
)校
園哈燒正妹貝芬妮
更是變性成「中年
發福的教授」 傑
(克
布萊克飾演 、
)而邊
緣人瑪莎則變身名
模等級的「最辣戰
士」 凱
(倫吉蘭飾演

九鵬廠區部分地區無電力系統供應，化學研究所賴
所長希望運用該技術能量，於道路轉彎高危險位置安
裝風光發電儲能路燈或太陽能發電儲能路燈，初期先
裝三盞，解決夜晚照明，俾利人員車輛安全通行。
本案由葉茂章及沈清華兩位技術員配合施工廠商，
分別於六 ○○
區完成一座風力太陽能發電儲能路燈、
二 ○○
區完成二座太陽能發電儲能路燈之架設安裝調
整，並由葉先生全數實際連線測試完成，有效提升九
鵬廠區道路夜間照明效能。
賴所長表示，該所研發團隊未來仍將秉持專業、創
新之精神，結合相關產業前瞻技術與產品，透過國內

【特約記者黃國強／報
導】
春暖花開，繽紛絢
麗，然乍暖還寒，俗諺
春天後母心！暖暖的朝
陽，驅趕不走突如其來
的三月雪，經過寒冬潛
藏的深海蛟龍，蠢蠢欲
動，迫不及待想要潛入
大海，大展身手。逸光
潛水社日前舉辦一 ○
七
年度社團活動研討及新
春親子聯誼活動，凝聚
社員與眷屬情誼。
該社去年所有潛水訓
練活動，在幹部們用心
規劃與安排及社員們踴

躍參與下，均平安順
利、歡樂圓滿的完成。
本院近期新進許多年輕
人才投入國防科技的研
發工作，該社透過社團
博覽會等活動宣傳，讓
更多同仁瞭解潛水社專
業精采的活動，去年度
共招募了十二位年輕新
血加入。
社長翁仁一先生也給
予所有幹部一年來的辛
勞嘉勉，再次捐贈三套
水肺重裝調節器
mares
組（價值六萬元）供深
潛訓練使用，確保所有
學員於最安全專業環境
完成訓練課程。
大夥在享受美食
佳餚的同時，也
彼此交換潛水活
動中的點點滴
滴，在歡笑聲中
決定今年要舉辦
更多親子同遊活
動，以增進社員
及眷屬的認同與
參與感。
該社五月份即
將開辦深潛訓練
班，歡迎有興趣
同仁及眷屬踴躍
加入逸光潛水
社，共同探索內
太空的奧妙，享
受潛水的樂趣。

潛水社邀您探索內太空奧妙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台灣地處亞熱帶，陽光充沛，如何有效應用太陽能
已成為一能源發展趨勢。太陽能板發電技術已日趨成
熟，但受天候影響甚鉅，化學研究所配合政府環保意
識抬頭，由該所高分子化學組技術員葉茂章先生研發
出風力太陽能路燈，提供夜間照明。該發明系結合太
陽能及風力發電，提供 LED
路燈電源，利用儲能系統
並搭配環保 LED
燈源，透過網路達到中央電腦監控遠
端所有路燈全系統運作狀態，系統故障提供及時資
訊，颱風來襲遠端啟動保護，可有效節省龐大之電
費，達到節能省碳之目標。

化學所風力太陽能技術點亮九鵬廠區照明路燈

發及銷售別人研發的
玩具與禮物，在好奇
心驅使下，興起讓產
品功效與價值更實用
及升級的念頭，也奠
定之後走向發明的人
生。這種人生翻轉的
經歷，讓他深刻體會
創意與發明是一項有
趣的事情，也會讓人
生的快樂與財富起
跳，當然對社會亦是
一種回饋與貢獻，讓
大家的生活得以充滿
新奇與能量。
王董事長隨後分享
他創意與發明的案
例，也提醒大家創意
與發明必須先考量其
常用性、即需性、便
利性，亦要著重生活
化與個人化的機制。
此外，「發明」主題
全國科技研發企業公司王登福董事長應邀 創意一定要「正確」
蒞院專題講演。
（邱清霞／攝影） 才行，對了就賺錢，
錯誤就會虧錢，所以，在經營這項事業
時，必定要有很高的理解力、細心及精
通各種技術才能克竟全功。創意除了可
以累積財富外，王董事長認為，創意與
發明若能為大眾帶來高效率與優良的生
活品質，也算是一種功德。
王董事長多才多藝，曾參加全球華人
詩詞對聯比賽，獲得兩屆冠軍，一屆亞
軍。演講中他即興表演了幾段詩詞數來
寶，獲得滿堂采。最後，王董事長開放
「 Q&A
」的時間，親切熱情地回答與會
同仁的問題，他也鼓勵大家於生活中勇
於創新與發明，並提供相關經驗協助。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
導】
本院一 ○
七年「科技
管理訓練課程」日前假
圖書館舉行，邀請全國
科技研發企業公司王登
福董事長主講「創意翻
轉人生」，全院各單位
同仁代表百餘人與會。
王董事長表示，他是
來自嘉義貧窮農村的鄉下人，沒有
顯赫的家世背景，出社會時人生地
不熟，生活十分困苦。因為經常批

無人載具系統特展登場
內研發前輩們的心血結
晶。航空所第一次以研發
成果為展示主題，包含歷
年研發的大、中、小型無
人飛行載具，現場以實機
或模型搭配影片介紹，輔
以歷年研發的重要歷史紀
念時間軸，作為展出的重
點。
開幕當日，由各專案派
專員解說，除介紹各類機
型的功能及特點外，也分
享研發過程的甘苦和許多
不為人知的小故事。現場
並設計有獎問答小遊戲，
藉由遊戲中的題目與參訪
者互動，讓大家對展出主
題及內容能更加深印象。

學舉行，院長杲博士率執行長
、營運長、航空所專案計畫張
副主持人及企劃處徐副處長等
人參加，萬能科技大學則由該
校莊暢校長、王啟川副校長、
徐振雄主任秘書、研究發展處
吳復強研發長等代表出席與會
。簽約儀式由院長及莊校長共
同簽署合作意向書，以推動建
置產業菁英訓練基地為導向，
契合辦理相關之產、學合作事

宜，培育具實作力及就業力之
優質人才，推動雙方關係發展
、深化資源共享、再創新猷。
簽約後，萬能科技大學並安
排參訪活動，由莊校長親自引
導參觀該校「航空科技中心」
及「萬能航空科技館」。莊校
長表示，萬能科技大學是唯一
位於桃園航空城的科技大學，
近年陸續成立「航空科技中
心」及「萬能航空科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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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配合政府「國機國造」政策，
強化航太機械製造及航空維修
專業人才培育，以因應與日俱
增的飛機修護及航空零組件製
造與量測的專業人才需求。
院長對學校致力於航空產業
技術與能力提升，給予高度的
肯定與支持，並冀望未來能配
合校方教學，在技術研究及人
才培育上進一步的作，建立雙 院 長 與 莊 校 長 交 換 紀 念
方互惠平台。
品。 （陳慕真／提供）

院長杲博士與萬能科大莊暢校長簽署合作意向書
【特約記者陳慕真／報導】
為推動與國內研究機構之互
動，加強學術界間多元化合作
管道，本院特別針對調訓課程
與師資之規劃、支援專題講
座、設備技術諮詢以及執行人
才培養與校園徵才服務等內
容，規劃與萬能科技大學簽署
產學合作意向書，以表達雙方
合作意願。
簽約典禮日前假萬能科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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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也是世界各國必須嚴肅面
對的國安議題。
儘管舉世各國均深刻體認到植
樹造林、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但
在實際面上，卻因長期以來的不當開發，
全球森林面積已從七十六億公頃，銳減至
現今不到二十八億公頃，且每年以超過
一千五百萬公頃的速度減少；再加上大量
使用石化燃料，任意排放二氧化碳等廢
氣，導致地球暖化問題日益嚴重。近年極
端氣候屢屢出現，也為人類及環境帶來多
重災難。例如溫室效應導致冰川融化、永
久凍土層融化、海平面上升、極度乾旱、
颱風豪雨澇災、糧食減產等。
更嚴重的是，進入廿一世紀後，地球的

二氧化碳含量、天災出現次數和強度，都
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威廉．艾斯科．莫爾納爾提出警示，「如
以現下方式發展，到二 ○
五 ○
年，我們需
要二點三個地球才夠用。」質言之，氣候
變遷所帶來的影響是全面性的，沒有一個
國家可以全身而退。面對地球環境的惡
化，與能源危機的衝擊，各國若不盡快採
取一致行動，建立低碳的生活環境，一旦
氣候變遷失控，人類終將自食惡果。
國人必須深刻瞭解，植樹造林、環保降
溫，讓地球減少污染，落實「百年樹木，
低碳臺灣」的美好願景，是我們責無旁貸
的使命。（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七年三月
八日第十版社論）

要素，管理
則是指對重
要資源的規
劃與利用，
透過科學方
法或程序，
以創造並利用知識。知識管理係將知
識視同創造財富的資源，將此資源
（資訊科技與人員智慧資源）相互結
合，讓知識得以流通、擴散、應用、
傳達，使整個企業組織得以發展。
張教授指出，產品開發流程管理就
是要掌握顧客的需求，建立產品或服
務設計的標準，使產品或服務符合顧
客期望與需求。亦即，以「顧客心
聲」做為品管概念，納入產品流程或
服務之創新設計上。張教授強調，
「人」是企業重要資產，如何將研發
人員知識經驗轉為公司智慧資產，有
賴於知識管理架構的建立，所謂「傳
承是創新之母，創新則是傳承延續之 院 長 主 持 科 技 管 理 訓 練 課 程 專 題 講
基石」。
演。
（邱清霞／攝影）

院長親臨主持科技管理訓練課程
張教授分別就「研發創新 ─
重要
性、類型、挑戰」、「主流／標準產
品（或服務）創新」、「研發專案評
估」、「產品研發流程管理：品質
機能展開（
）」、「智慧財產管
QFD
理」、「專利探索 ─
工 業 4.0
案例」
等領域，逐一向與會同仁說明要義。
張教授表示，所謂研發創新是引用
新元件、新方法、新材料或新商業模
式，應用於實際商業行動。而在傳統
產業的知識管理模式方面，則通常是
一種經驗傳承。資深人員帶領或教導
新進的人員，其能力將會影響新進人
員的學習態度。
知識管理包括知識與管理二項概
念，知識包括數據、資訊及知識三項

邀請國立清華大學特聘教授張瑞芬博士蒞院講演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一 ○
七年共通性「科技管理訓
練課程」專題講演，日前假圖書館學
術研討室舉行，院長親臨主持，邀請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
研究所特聘教授張瑞芬博士蒞院主講
「研發知識傳承與應用」，各單位一
級正、副主管及二級主管代表計百餘
員參加。
張教授為美國路易司安納州州立大
學碩士、美國普度大學工業工程博
士，曾任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
程管理學系教授、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講座教授暨院長、國家科學
委員會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召集人、
國立清華大學企業電子化申心主任。

業生態的維護和建設，與保護濕地生態、
改善荒漠生態和維護生物多樣性，皆有直
接且密切關係，可說是人類能否與自然和
諧相處的重要指標。正由於森林素有「地
球之肺」美譽，聯合國大會將二 ○
一一年
定為「國際森林年」，主題正是「我們的
森林」，就是希望喚起人們對森林保護的
意識，強調人與森林之間的關聯性。唯有
營造自然的環境，才能建構平衡的生態體
系，讓地球上多彩豐富的物種永續生存繁
衍，這是每個地球村上的居民無可迴避的

節能減碳愛地球 從我們做起
植 樹 節 （ Arbor Day
）的由來起自美
國。一八七二年美國內布拉斯加州園藝
會議後，就出現所謂的植樹節。到了
一八八三年，美國林業協會開始全國的植
樹節宣傳活動，藉此告訴美國人民樹木與
林業對國家與環境的重要性。根據聯合國
統計，全世界至今已有超過六十多個國家
設立植樹節。
植樹節另一層意義，在於生態的永續經
營與發展。眾所周知，森林不但是人類文
明的搖籃，也是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林

九鵬基地太陽能發電儲能路
燈夜間自動點亮。
（蘇登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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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所八十 週 年 所 慶 系 列 活 動 暖 身 開 跑
該所舉辦主軸產品研發
特展，希望藉由廣泛蒐整
投入無人載具研發歷程之
各項歷史資料，除保存史
政資料外，也可做為其他
計畫執行的參考，更可提
供新進或其他同仁瞭解前
輩們一路走來的艱辛與榮
耀。
齊所長語重心長的提醒
同仁，該所發展的各型無
人載具，是結合所內及院

航空所齊所長（前左二）與同仁聽取解說人員導覽解
說。
（劉淑華／提供）

（黃國強／提供）
潛水社新春聯誼活動。

培育航太優質人才 資源共享再創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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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所原隸屬於航空工
業發展中心下的研究單
位，隨著經國號戰機產製
進入尾聲及配合國家政
策，航發中心於八十五年
七月改制，成立漢翔航空
工業公司，航空所與相關
研發設備則繼續執行國防
部各項研發工作。此期
間，也開始投入無人機之
研發工作，開創另一項主
軸研發產品方向。

瑩

【特約記者劉淑華／報
導】
航空研究所將於一 ○
八
年七月七日迎來成立八十
週年所慶，該所今年起將
舉辦一系列所慶暖身活
動。在歷時三個月的籌劃
後，第一場「無人載具系
統」研發歷程與成果展，
自三月十五日至四月三十
日假該所假圖書館展出，
歡迎同仁踴躍前往參觀。

刊
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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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記者葉嘉範／報導】
為瞭解國防自主發展概況，
本院大家長董事長嚴德發先生
日前率副部長張上將、軍備局
局長梅中將、政務辦公室主任
鍾中將等一行蒞臨本院視導，
院長杲博士率葛副院長、馬副
院長及古副院長於行政一館前
恭迎。
董事長首先聽取本院院務簡
報，對本院歷經近五十年的發
展歷程所遭遇的階段性艱辛過
程與成果，表達感佩與安慰。
同時亦針對本院轉型為行政法
人迄今，已經藉由組織、財務
及採購等制度鬆綁之優勢，穩
健導入企業化經營作為，展現
高度的營運企圖，在管理的綜
效與績效評鑑的成績上，均已
達成階段性的目標，表達嘉許
與肯定。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董事長期許
本院持續與國
軍各單位密切
溝通協調，強
化合作互動平
台，共同攜手
建構堅實防衛
力量，成為落
實國家軍事戰
略構想的強力支持與後盾。此
外，董事長也勗勉本院能充分
運用傑出科技人才與優異的研
發能量，深耕系統整合，帶動
產業發展，在國防自主政策
下，以成熟的跨領域大型系統
整合經驗與國內產業互補，並
據以擴展加成效應，全力達成
「國防安全與經濟成長」雙贏
共榮的新局。董事長特別強調
安全的重要性，期許本院能嚴
密相關措施以達營安、工安、
資安之各項要求，確維國家整
體安全與利益。
最後，董事長也對本院員工
生活照顧與服務的相關措施表
達關懷之意，分別走訪本院所
屬幼兒園及醫務所，實地瞭解
相關營運與發展規劃重點工
作，並親切逐一慰勉工作同仁
的辛勞、鼓舞士氣。對於相關
的資源配置與措
施，均能「以人為
本、凝聚向心」，
使同仁更能無後顧
之憂，專心致力於
提供國軍建軍備戰
所需之先進武器系
統研製核心本務，
留下極為深刻的印
象。
月

董事長實地視導本院研發成果。
（邱清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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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科技研發企業公司王董事長蒞院演講

本院精神

董事長親率副部長張上將蒞院視導
勗勉國防安全與經濟成長雙贏共榮

保密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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