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
研討會
內容包
含課題
主題館
、部會
及產業
攤位展
示、成
果海報
展覽、
一 ○
六
年度方
案成果
說明、
專題演
講、部
會成果
資通所王副所長（前排中）向蒞臨貴 報告、
賓說明本院研發成果。
災防科
（臧思齊／提供） 研於地
方災害情資研判之應用及下一
階段方案規劃推動說明等。本
院展出項目包含資通所「 PM2.
預
5 報系統」、「無線感測物
聯網系統」、「防救災決策輔
助系統」及化學所「氣體偵檢
系統」、飛彈所「動力電池再
利用於社區儲電系統」等五項
最新防救災資訊與通信系統。
本院將智慧救災整合之成果
加值推廣至產業界，提升整體
災害防救能力，有效減少國人
在災害中的生命財產損失，並
與各領域之經驗分享，加強我
國災防能量，不僅讓更多人了
解「智慧救災」的重要性，且
期許能多方應用於政府機關、
國軍，達到智慧決策整合的願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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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公司「賽門鐵克」近
日發現，有來自中國大陸境內位
置的駭客，侵入美國與東南亞的
衛星營運廠商、國防承包商及電
信公司，侵入程度已達到能更改
衛星位置、干擾數據流通的地
步；而當「川金會」在新加坡登
場時，星國頓時成為全球駭客攻
擊熱點，共遭受高達四萬次攻
擊，來自俄國境內的攻擊即占百
分之八十八，是同時段鎖定美加
地區攻擊次數的四點五倍。

處在資訊化與數位化程度常被
視為「軍事力量指標」的時代，
各國以國家級能量，進行暗潮洶
湧的資訊攻防，已是常態。如
今，網路服務不僅攸關國家防衛
相關技術與建設，民生產業對網
路服務的深度依賴，也讓資訊安
全成為維繫社會秩序的重要環
節。網路攻擊之暗箭難防，意味
著國際間當下雖未眼見大規模軍
事衝突，但數位世界的「無煙硝
戰爭」仍不斷上演。

航空所計管組創想文化生
態之旅。
（林彩鳳／提供）

廠參訪，精鹽廠供應全國
鹽品需求，民國一 ○○
年
結合周邊景點，廠區分設
鹽來館、海洋溫泉泡腳
區、廠區導覽與體驗活動
等服務及設施，成為全台
唯一結合高科技精鹽生產
與鹽業教育之觀光工廠。
傍晚陽光柔和，選在退
潮時分駛向清水的高美濕
地，無邊界的溪面，是臺
灣西海岸重要生態保育
區，擁有豐富的天然資
源，也是喜好賞鳥人士的
新興賞線。沿著十二座風
力發電併立方向走看風
景，也可以順著濕地邊緣
的馬路漫步，迎著微風向
著夕陽，滿目退潮景色，
海與天那種存在的動感深
憾人心，讓行程有了不一
樣的終站。

逸光網球隊聯誼賽合影。
（吳文靜／提供）

政、一般行政事務的衡量，
並將公司、員工、事務在某
一時期表現量化與質化的一
種指標，是引導企業發展方
向的必要儀錶板。
蘭老師強調，「溝通」是
績效管理循環的核心，不論
日常執行目標、檢討與教
導，以至期末評估、考核與
培訓計畫等，都要設定溝通
的機制。績效管理是藉由評
估指標的建立，
針對員工的特
質、行為及工作
成果等進行評
量，以塑造員工
行為及引導員工
努力方向，獲致
特定工作成果的
有效工具。
【劉宗宜／又
訊】
因應本院精進
與積極推動績效
管理制度，日前
再次邀請蘭堉生
先生蒞院擔任
「如何配合績效

二級主管等，以每組五人分
組方式進行研習與討論。透
過評分、評等與分配獎金等
項目，討論考績給予的標
準，各小組討論激烈，每位
同仁均深感獲益良多。最
後，蘭老師提醒身為管理與
領導人員應信守「管理，必
須深入核心；領導，需要深
入人心」，則組織運作將更
顯成效。

本院人力資源概念專題講演邀蘭堉生先生主講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一 ○
七年「人力資源
概念 ─
績效管理」專題講演
日前假圖書館舉行，由執行
長主持，邀請專業從事企業
人力資源管理顧問與課程講
授的蘭堉生先生主講，各單
位一級正、副主管及二級主
管百餘人參加。
蘭老師指出，「人」是企
業成敗的重要關鍵。「績效
管理」是指管理者與員工之
間，就目標與如何實現目標
達成共識的基礎上，通過激
勵和幫助員工取得優異績
效，從而實現組織目標的管
理方法。而全面性的績效管
理，則是包括目標管理及訂
定 KPI
。
在績效管理的工具中，平
衡計分卡是其中的一種，將
企業戰略目標逐層分解轉化
為各種具體的相互平衡的績
效考核指標體系，並對這些
指標的實現狀況進行不同時
段的考核，從而為企業戰略
目標的完成，建立可靠的執
行基礎。

發長或在非資科核心組織中交代
給資訊長；但在網路攻防愈演愈
烈的現代，國際間已傾向將資訊
安全專責化。
當然，面對資訊安全挑戰的，
不僅個人，也不會是單一地區或
國家。如同網路化是當前全球化
鉅觀系統中的核心變革一般，正
因全球社群對網路服務深度依
賴；資訊安全工作在世界秩序維
護上，也是全球化。當有一整個
社群為全球資訊安全同心協力防

衛時，我們即應加強此方面的國
際參與。
綜言之，當整個體系的自主意
識都能提升，每位個別使用者從
資訊系統中所享受到的服務，也
將會在品質及使用價值上，有顯
著的提升。從另一方面來說，我
們在自保的同時，也能對國家乃
至對國際資訊社群的安全秩序，
做出關鍵性貢獻，發揮一定影響
力。如此，不但能自利也能利
他，並直接參與全球化尖端科技
的進展，何樂而不為？（摘轉自
青年日報一 ○
七年六月廿七日第
十版社論）

所 謂 的 K P I ( K e y管理機制並設定
Performance Indicators)優秀績效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係指衡 實務演練課程授
量一個管理工作成效最重要 課講師，由執行
的指標，是一項數據化管理 長主持。本院各
工具，必須是客觀及可衡量 單位督導人資業 蘭堉生先生蒞院專題講演。
的 績 效 指 標 ， 往 往 用 於 財 務一級副主管與
（邱清霞／攝影）

在觀念與習慣上，民眾應養成
健全的資訊安全素養，在享受便
利網路服務的同時，亦要參與及
支持整體區域的資訊安全工作。
在數位國土防衛工作中，每個人
的重要性與貢獻程度，都不容小
覷。以國軍為例，目前國防部與
許多政府單位，均已正視「數位
國土」時代的來臨，朝向建制獨
立的資安專業發展，以為因應。
以往不論官方或民間組織，資安
工作往往交代給單位技術長、研

塑建資安防護圈 確保數位國土安全

揮所，提高射擊精度。而八觀全景
車用影像系統可使用於裝甲車內狹
隘視野空間，該系統提供三六 ○
度
環景影像，並可選擇可見光、紅外
光及區域融合影像。
航空研究所開發的「可攜式輕兵
器射擊模擬系統」可有效解決部隊
移動之單兵射擊訓練等問題。「沉
浸式 3D
飛行體驗系統」是以直昇機
飛行模組為基礎，結合本院自行開
發之低成本、高效能視效產生系統
及 3D
虛擬顯示器，透過即時運算引
擎，可產生大範圍、高仿真的視效
影像以及天候、海浪等各類特效。
現場並提供民眾體驗彷彿乘坐直升
機翱遊，俯瞰台灣大地，目前已成
功應用於飛行、射擊、單兵訓練及
軌道訓練等各類模擬器。
本院除了自主研發防禦武器外，
在國防科技應用於民生工業與協助
國家經濟發展不遺餘力，以軍民通
用而言，運用系統管理及整合能
量，積極輔導民間傳統產業升級，
以爭取外銷訂單，提升國家生產力
與競爭力。

桌球社與台北市殘障桌球協會球敘

七，無奈關鍵時刻
失誤過多，最後仍
功虧一簣敗下陣
來。隨後二人重整旗鼓，與對方第一雙打組合
鄭嘉雄和廖國翔打出一場驚心動魄、令人屏氣
凝神的高水準比賽，雙方一路平手後又進入搶
七大戰，遺憾的是我方仍在最後關頭落敗。最
後逸光網球隊四勝八敗，剛好與去年相反。
這次聯誼賽雙方得以切磋球技，以球會友，
更增加彼此的惺惺相惜。雖然陽光山林球友安
慰兩年通算成績為十二比十二平手，但雙方實
力的消長對於逸光網球社也起了刺激作用，大
家相約回去好好厲兵秣馬，鍛練身手，下一次
要讓對手重新刮目相看。

岸殘障運動的交流。更破天荒邀請
十四個國家來台參加「金車盃五大
洲殘障桌球公開賽」，不僅讓我國
推展殘障運動成果躍上國際舞台，
更讓我國舉辦國際大型比賽的能力
與進步繁榮景象呈現世人眼前，該
賽事榮獲國際殘障桌球總會五星級
的最高評價。

【特約記者林彩
鳳／報導】
為了腦力激盪
暫離工作，航空
所計管組聯袂所
部、天使計畫及
資材組舉辦創想
自強活動。一早
來到苗栗縣銅鑼
鄉的客家文化園
區，是座綠能建
築，依客家族群
主題規劃設計不
同展示空間，讓
遊客瞭解其移民
精神與文化特
色。園區旁的好
客公園，闢有石
階及木棧相間步
道，是當地賞桐
花秘境之一。
下一站來到通
霄的迴鄉有機驛
站，該農場的誕
生源自李旭清先
生推廣生機飲食
努力下，號召有
志年輕人回鄉，
於二 ○
一四年創
辦四季有機耕種
及相關產業。同
仁分組體驗自製
鹽滷豆腐，大家依著講
解，完成方正作品並伴隨
滿室歡呼聲。午餐享用農
區特製的可口蔬食百匯，
再安排至農場體驗烈日拔
紅蘿蔔的豐收感，讓大家
體會到友善農耕的永續性
及尊重大自然的永續生
機。
回程至通霄台鹽觀光工

航空所計管組創想文化生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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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桌球社成員與台北市殘障桌球協會球敘合影。
（蘇登貴／提供）

【特約記者呂弘文／報導】
龍園園區為維繫鄰近鄉里敦親睦鄰情
誼，進而營造單位良好工作環境，日前
由業務主管拜訪龍潭鄉高平里羅里長、
社區發展協會陳總幹事等地方仕紳。
羅里長表示，該里需關懷長輩為數眾
多，發展協會除不定期辦理舞蹈、擊鼓
等各項活動凝聚社區居民向心。每週
一、三、五皆定期由志工媽媽烹煮愛心
午餐供長輩食用與送餐獨居老人等照護
工作，所需經費大部分靠善心人士小額
贊助或捐米、捐菜點滴而來，因此特別
感謝本院各級長官、同仁默默回饋鄉
里，使這客家偏鄉處處充滿溫情，期待
彼此良好溝通橋樑永續長存，讓愛心善
舉能延續下去。

【特約記者蘇登貴／
報導】
「就愛一起打桌
球」～本院桌球社由
社長化學所所長賴博
士率領社友十餘人，
日前前往台北市殘障
桌球協會與球友展開
球賽聯誼活動，透過
桌球交流、友誼賽方
式與身障朋友們互
動，除體會身障者種
種的不便，更藉此傳
達對身障朋友的關
懷。
台北市殘障桌球協
會於民八十六年成立
全國第一個殘障單項
運動協會，在歷任幹部的卓越領導
下，積極改善訓練環境，曾於殘障
亞運、奧運、世界盃、亞洲盃為國
爭光，奪得許多獎牌。該會除舉辦
「全國獅子盃」桌球賽，並邀請北
京、上海球隊，首次在國內舉行
「海峽兩岸殘障桌球賽」，開啟兩

就愛一起打桌球

【特約記者吳文靜／報導】
在吳前社長的穿針引線下，逸光網球隊去年
首度造訪位於楊梅山上的陽光山林社區進行聯
誼賽，結果留下八勝四敗的壓倒性戰績。今年
陽光山林搬來了曾是網球科班選手出身的廖國
翔，加上幾位去年缺席的好手，實力大增，早
早就摩拳擦掌，準備再次較量。
眾所矚目的逸光網球隊第一雙打謝宗賢社長
搭檔總幹事黃至鵬，首戰陽光山林第二雙打組
合，比賽一開始便陷入苦戰，一路落後；雖然
兩人到了後段急起直追將比數扳成六平進入搶

逸光網球隊以球會友

【特約記者莊明深／報導】
日前中正堂舉辦一場活潑又感人的
畢業典禮，本院逸光幼兒園第四十五
屆橘子班、香瓜班及檸檬班的七十二
位幼童畢業了，在師長們的祝福及家
長的見證下，領取人生中第一張畢業
證書，也邁出他們成長過程中關鍵的
第一步。
畢業典禮由李園長主持，與會全體
師生滿懷歡喜與不捨的心情，歡送本
屆畢業的七十二位幼童，會場內處處
可見小朋友們充滿熱情、活力、快樂
的笑靨，讓原本離情依依的畢業典
禮，頓時沖淡了離別的感傷，每位畢
業幼童滿載著大家的祝福，繼續朝向
下一個學習階段邁進。
李園長特別感謝所有家長與貴賓長
期以來的支持與鼓勵，讓該園在教學
上持續努力精進，相信所有同學在逸
光的呵護及學習下，都能為童年刻劃
一段快樂的軌跡，並為爾後學習奠定
良好的根基，更期許每位幼童要充滿
信心、勇於挑戰、負責任、有禮貌，
做一個勇敢的好學生。
當李園長將
畢業證書逐一
頒予畢業幼
童，典禮進入
最高潮，也是
讓所有家屬最
感到驕傲與感
動的時刻。隨
後全體老師上
台接受學童的
敬禮答謝與獻
花，全體幼童
更使出渾身解
數演出精采的
節目，典禮劃
下完美句點。

（莊明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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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記者臧
思齊／報導】
行政院災害
防救應用科技
方案第二期一
六年度成果
○
研討會日前假
中油大樓舉
行，本院資訊
通信研究所應
邀參加，由科
技部與災害防
救業務相關部
會共同規劃、
研擬與推動科
技研發計畫，
計有十個部會三十二個單位共
同與會，並邀請行政院卓榮泰
秘書長致詞。

瑩

凝聚目標共識 落實績效管理

葛副院長向王定宇委員解說本院展品。
（李志娥／提供）

航空所研發歷程分享講座

刊

肇

逸光幼兒園師生合影。
【特約記者李志娥／
報導】
二 ○
一八國際迷彩
嘉年華會日前假台北
圓山花博爭艷館舉
行，由中華民國玩具
槍協會主辦，國防部
協辦，外交及國防委
員會召集人王定宇委
員及副院長葛博士均
應邀出席。
本院展示國人自製
的八觀全景系統、光
電追蹤、電觀機、無
人 機 、 沉 浸 式 3系
D
統 、 可 攜 式 T91
步槍
射擊訓練儀及融合各
類戰場環境之迷彩布
等。 其中材電所開
發光電追蹤系統適合
裝置在飛行載具、船
艇或甲車，在空中、
海面、陸地，以機動
執行日夜廿四小時目
標偵察與追蹤。除可
執行軍事任務外，也
可應用於海上巡防，
如夜間海難落水人員
搜救、交通、森林與
水土保持監測或空污
及受災區域空照調查
等民生用途。
此外，模組化多功
能雷觀機包含雙目雷
射望遠鏡、熱像機以
及方位儀，可於日夜
間觀測敵情使用，得知目標、彈著
的精確位置及戰損評估，並透過有
線傳輸介面或其他通資平台，將獲
得之影像或數據資料等情資傳至指

龍園園區拜訪高平里

逸光幼兒園畢業典禮

司不同性能飛試
任務。當時為測
試機任務成立四
個
，
Tiger
Team
每個小組設有一位工程師稱為專機 Tiger
，必
須對飛機的設計系統有一定程度瞭解，進而負
責整合試飛、設計、地勤等工作。
由於工作需要，專機工程師接觸的問題或試
飛任務具相當挑戰性，饒技正抱著專精學習態
度，漸對航管作業有了認知與收獲。令人遺憾
的是八 ○
年七月十二日， A2
機執行低空極速結
構相關測試發生不幸意外，留給他難捨記憶。
後來出國深造，返國任職航發中心王石生主
任參謀，改制後轉職行政單位，但那段專機
的支援任務，是他在航空所最感榮耀的
Tiger
時刻。

月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研究所為傳承研發經驗知識，日前舉辦
研發歷程分享講座，由該所邱督導長主持，邀
請計管組饒明恆技正主講「 IDF
最後 Tiger
的低
嘯 ─
經國號專機工程師工作回憶」，各單位同
仁百餘人踴躍參加。
民國七十一年進入航空所服務的饒明恆技
正，因逢經國號戰機 (IDF)
研發計畫執行，從
專業組奉調支援鷹揚計畫下總工程師室，並成
為專責 A2
原型機的工程師。
完成設計組裝出廠原型機共有四架，其
IDF
中三架 A1─A3
為單座機，一架 B1
為雙座機，各

第七六九期
【特約記者林小萍／報
導】
本院日前假國防大學理
工學院中正嶺校區辦理雷
達及關鍵零組件撥贈儀
式，活動由院長杲博士率
資通所林所長及電子所曹
副所長暨相關幹部蒞理工
學院實施，並由理工學院
院長荊少將代表受贈。
本院電子系統研究所及
資訊通信研究所為活化針
對已結案計畫餘料或久儲
未動庫存、且不符計畫使
用需求之堪用料件，前由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電機系
至電子所及資通所實施會
勘確認需求項目後，特別
篩選「雷達及水下相關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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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挹注教學資源 促進學術合作

我們的願景
組件」
等 料
件，提
供該院
後續相
關教學
使用。
院長
杲博士
致詞時指出，希望藉由這
次的料件贈與，能夠提升
理工學院的教育設備，使
師生們有更好的教學及研
究環境，並期許該院師生
能多從實務著手，致力人
才培育並多參與本院各項
研究計畫，期使學術理論
與實務互相結合，並配合
國軍建軍備戰、任務需求
及戰備特性，因應未來國
軍之需要，進而增進國家
整體戰力，落實國防自主
政策。
理工學院荊院長表示，
感謝本院提供相關料件供
教學使用，對增進該院高
等軍事科技教育品質助益
盛大。透過此次獲得的裝
備，可協
助提升先
進雷達實
驗室及水
下載具研
究等相關
教學及研
究能量，
促進兩院
未來學術
合 作 關
係。

航空所邱督導長（右）與饒技正合影。
（林彩鳳／提供）

本院應邀參加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成果研討會

本院致贈國防大學理工學院庫儲堪用料件
院長、理工學院荊院長（前右五）及雙方
幹部合影。
（林小萍／提供）

本院應邀參加二○一八國際迷彩嘉年華會展示

智慧決策整合 強化災防能量

本院精神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國防科技轉民生 提升國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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