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林小萍／報
導】
國防大學
理工學院電
機系師生一
行二十餘
員，日前至
本院電子系
統研究所實施該校一 ○
七年
暑期教育課程實習，電子所
所長林博士特別代表全所同
仁歡迎師生至該所實習見
學，同時亦要求相關幹部周
延規劃為期五日的實習課
程，藉以啟發同學們對國防
科研領域的認知，並能將課
堂理論與實際運用相結合。
為期五日的暑期教育訓練
課程，除讓同學們深入瞭解

該所多年來累積的深厚科研
與高科技技術實力外，並見
證本院各項國防科研研發成
果及軍民通用科技技術領域
運用效益。在專業課程方
面，安排參觀本院研發展示
館外，特別由各專業組安排
學有專經同仁，實施專業授
課及講解，涵蓋各式雷達天
線、元件、系統組裝技術、
測試及飛彈尋標器，實習期
間同學們積極認真專注學
習。
在電子所妥適安排下，實
習課程圓滿完成，師生們對
該所安排見習課程均留下深
刻印象，亦對現階段政府宣
示之國防自主政策及國防科
研能量有初步認知與瞭解，
學子們均深感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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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
者黃筱玉
／報導】
為迎接
航空研究
所八十週
年所慶而
舉辦的所
慶暖身系
列活動，
由模擬系
統組的模
擬器特展
接 棒 ，
「模擬器
特展」自
即日至八
月三十一
日假該所
圖書館二
樓展出。
開幕當
日，齊所
長率幹部
共同揭幕
後，由模
擬系統組
盧組長帶領各專案專員解
說，介紹各類模擬器的功
能及特點外，也分享執行
過程的甘苦和許多有趣小
故事。
航空所模擬系統組長久
以來為維護國軍人員安全
及擴大訓練成效，在模擬
器技術開發與運用推廣上
不遺餘力。近三十年來，
配合國軍訓練需求量身訂
製之模擬器，在部隊訓練
使用上績效卓著，深獲好
評。該所在本院改制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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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所八十週年所慶系列活動暖身之二

向毒品說
清朝道光末年，林則徐上書清廷，痛陳
鴉片為禍之烈，並強調：「此禍不除，則
十年後國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然
而，在一八三九年於廣州虎門焚毀鴉片至
今，毒品仍未完全從世上禁絕，反而因交
通發達、製毒方式傳遞迅速而日益猖狂；
整體而言，人類與毒品的戰爭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讓我們一起向毒品說 NO
！
吸毒，是不分貧富貴賤的，凡是有人類
的地方，就有毒品問題。尤其，現代毒品

社的宗旨，倡導正
當休閒活動，增進
親子情誼。
兩位正妹學員，第一次站在跳台上一臉
驚恐，跨步式的入水法，確實會懼怕，但
在教練與助教的協助和安撫下，美女倆勇
敢地接連大步跨出入水，一片掌聲響起。
潛水技巧的實習與測驗，於東北角鼻頭
港公園的開放海域實施，認真學習的七位
學員們，都熟練地展現在泳池所學的潛水
技巧，通過各項測驗，取得國際 NAUI
潛水
員證照。
第一次在十八公尺深的海域與五彩繽紛
的熱帶魚共游，那種緊張、刺激與興奮，
唯有全套水肺裝備與潛水技巧，親身經歷
才能感受箇中滋味。

【化學所推研廠林書帆報導】
一 ○
七年化學所推研廠的自
強活動：天空很蔚藍，氣息很
「文化」，氛圍很「詩意」。
「江南渡假村」這個景點選得
好，以前乾隆皇帝下江南要大
費周章，如今同仁一日遊也能
享受江南山明水秀的絕美風
光。
白居易的憶江南描述「江南
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
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
憶江南？」
「江南渡假村」原屬台南縣

南投身心靈饗宴之旅
【特約記者詹凱鈞／報導】
為紓解平日繁忙公務壓力，
航空所資科組自強活動特別規
劃「清境農場天空步道及台大
山地實驗農場」之旅，除了親
近大自然，更透過這樣的活動
交流感情，凝聚向心力。
活動當日微風徐徐，氣候舒
適宜人，在長達二個半小時的
車程中，特別選一部電影播
放，片中描述種族及職場性別
歧視，更提到每個人都是組織
中重要的螺絲釘，都該擁有熱
情，不斷學習，創造自己的價
值。
經過漫長的車程後，首站抵
達「清境農場天空步道」，一
六年才啟用的天空步道，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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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督導長提出六點同仁與同 確研判評估後展開救援，
仁共勉：
以維救災人員安全。
一、化學所與系製中心
四、危害性化學品安全
為火工研製單位，相關作 資 料 表 (SDS)
已由本院工
業與程序要求十分嚴謹， 安室彙整各院區資料，並
請各火工單位務實就作業 建置於即將開發之化學品
程序鑑別可能危害，並將 管理資訊系統，供後續救
風險降至最低，尤其九鵬 災系統查詢運用。
廠與大樹廠更應謹慎為
五、鑑於外界多起冷氣
之。
機自燃事件，應進行全面
二、館舍鄰近消防水柱 性盤點以維安全。
應定期檢查，俾裝備妥善
六、希望全體同仁本著
及使用無虞，並訓練同仁 「生命無價，主動關懷」
嫻熟操作。
理念，增進防災知能。同
三、該演練將敬鵬案件 仁的安全、健康是家人最
缺失（危害性化學品 -SDS大 的 幸 福 與 最 重 要 的 資
表）納入演練，並由指揮 產，有健康的員工，安全
官告知鄰近館舍危害物質 工作環境，才能營造高效
及存放物，提供消防隊正 率、高品質工作績效。

化學所火工緊急應變演練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
導】
化學研究所日前辦理
「火工災害防救緊急應變
演練」，由督導長主持，
並邀請工安室、系製中
心、飛彈所、資通所、推
研廠等工安組長及相關同
仁觀摩。
該演練主題為「館舍試
驗場因執行火工品試驗引
起意外」之緊急應變作
為，由指揮官彈頭武裝組
洪副組長率緊急應變小組
工安官、滅火班、通報
班、警戒班、救護班、引
導班等展開救援工作，並
通報石園醫務所、青山消
防分隊參與搶救任務。

後經該患者家屬致電本
院公共關係室表示，非常
感謝徐先生於第一時間施
作心肺復甦術等急救措
施，讓該病患能撿回寶貴
的性命。俗話說「救人一
命，勝造七級浮屠」，徐
先生能於黃金時間臨危不
亂，施以專業救護措施，
並挽回病患的寶貴生命，
院長特別於軍職人員晉任
授階典禮公開場合頒發榮
譽狀，表揚徐先生救護之
義舉。
自我控制力喪失下，往往發生令人遺憾的
悲劇，這也是我們常在電視裡看到「吸毒
一時、後悔一生」的悲慘下場。
「戒毒難」，若有同儕力量的監督、陪
伴和鼓勵，「戒毒」或許會更加成功。若
有沾染毒品問題，除了透過個人力量鼓勵
戒毒，更要發揮群體力量，以陪伴、路
跑、自行車、球類運動或藝文活動等方
式，轉移對毒品的渴求、依賴，協助戒斷
對毒品的依賴，徹底打造「無毒」的環
境。我們深信，戰勝毒品雖非一蹴可幾，
但只要工夫深，決心堅定，終有成功之
日。（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七年六月三日
第十版社論）

位民眾無呼吸、無
心跳躺臥於現場，
立即向現場員警表
明具救護員及義消
資格，可協助該病
患執行緊急救護處
置 ， 隨 即 以 CPR
心
肺 復 甦 術 搭 配 AED
電擊器
予以電擊二次，持續給予
心臟按壓，直至病患恢復
心跳及意識，並於消防局
救護車抵達現場後，與救
護人員交接轉送國軍桃園
總醫院急救。

總務處徐國豐 救護義舉表揚

【特約記者賴彥廷／報
導】
本院總務處消防勤務組
消防課技術員徐國豐先生
於一 ○
七年五月十八日約
下午十八時，行經石門水
庫坪林收費站，發現有一

起。為了減輕生活或工作壓力，有
人尋求各種方式解壓，亦有極小部
分人透過吸食毒品逃避現實。吸毒
者大多受不了毒品的誘惑或同儕的
反激，一旦吸了第一口，毒癮將如附骨之
蛆終身跟隨！因此，煙毒犯總是戒了又
吸、吸了又戒，沉淪在毒癮的漩渦中難以
自拔。
一旦染上吸毒惡習，就會無時無刻不在
為找毒、吸毒而廢寢忘食。吸毒會導致生
活習慣改變，原本循規蹈矩的人，為了取
得毒品，會偷竊、行搶甚而殺人！一旦沾
染毒品，勞動力減弱甚或喪失；沉陷毒品
愈深，性格出現改變情形愈嚴重，尤其在

NO打造清淨空間
包裝五花八門，各種偽裝技巧甚至連警察
都難辨。從相關新聞中，不難發現毒品可
以偽裝成彩虹菸、小熊軟糖、水果口味溶
劑、口含錠、王子麵、咖啡包等；若年輕
人不慎接觸，輕則產生幻覺及解離感，重
者將刺激嘔吐中樞，造成氣管擴張、急性
肺水腫、呼吸抑制及永久性腦損害的嚴重
後遺症。
毒品的危害如此嚴重，為何還有人甘受
毒品荼毒？這就要從吸毒者心理分析說

擁有高海拔山
勢，加上沿途
有不少寬廣的
觀景平台，站
在上頭就能輕鬆把清境周邊的
壯麗景觀盡收眼底，身心靈也
都跟著被療癒。
結束上午的行程，同仁轉往
台大山地實驗農場，參加「綠
野仙蹤」半日行的體驗活動。
在專人簡報介紹後，開始入園
欣賞生態環境，享受大自然的
薰陶。過程中，導覽的志工也
讓我們體驗某些植物特別的地
方，例如咀嚼後有芥末味的葉
子、搓揉有檸檬清香的樹葉
等，同仁們也親自體驗摘採花
卉的樂趣。在合作社購買有機
蔬菜及紀念品後，大家帶著滿
滿的回憶賦歸，劃下完美的句
點 。 非 常 感 謝 這 次 的 美 好 旅 航空所資科組南投身心靈饗
程，讓大家充滿收獲。
宴之旅。（詹凱鈞／提供）

航空所資科組

化學所推研廠江南渡假村一日遊。
（林書帆／提供）

潛水社學員與教練實作合影。
（黃國強／提供）
轄區的「尖
山埤」，由
台糖接手易
名經營。園區入口即有「江南
四大才子」的影相，淺笑相
迎。埤塘山光水色，每隔一段
距離，必立竿橫詩，請您駐足
吟唱。
湖中畫舫穿梭，園中太陽能
透風車漫遊，原生種及外來種
百年以上林木傲拔聳立，花卉
競芬鬥妍，鳥語啁啾歡語，真
是個景致天然的優勝美地，令
遊人如痴如醉，置身其中，永
難忘懷，幸福滿滿。無怪詩人
成就千古傳誦詩篇「能不憶江
南？」

化學所推研廠詩意遊江南

【特約記者黃國強／報導】
浩瀚的星河遙望無際，外太空的探索，
依然遐想於牛郎織女會淒美的愛情裡。然
而內太空的奧妙卻吸引我們身歷其境，五
彩繽紛的海底世界，召喚我們的到來，潛
水社日前辦理一 ○
七年第一期深潛訓練。
飛彈所徐士傑父子共同參與受訓，在學
科課堂上，老爸專注用心，聆聽教練的講
授且不時發問解惑。在游泳池術科潛水技
巧的學習，更是一再的練習，幾近達成標
準潛水技巧課程要求。當然兒子也不惶多
讓，泳池畔、海岸邊，父子檔相互扶持打
氣，呈現一幅溫馨的畫面，這正是該社創

潛水社內太空深潛訓練

法人後，也計畫跨足國內
娛樂市場，並結合虛擬實
境技術，研製一系列沉浸
式互動射擊模擬系統。
此次模擬器特展，希望
藉由廣泛蒐整模擬器研發
歷程資料，讓新進或不同
部門的同仁，瞭解前輩們
一路走來的艱辛與榮耀。
展出分為模擬產品展示
區、虛擬實境應用區、射
擊模擬體驗區、產品實績
區、光輝歷史區及行銷發
展區，其中可實際操作的
可攜式射擊模擬器、 VR
虛
擬實境體驗為展出亮點。

航空所齊所長與同仁聽取
解說人員導覽解說。
（黃筱玉／提供）

【特約記者高明玉／
報導】
由於同仁年度健康
檢查中，較常出現血
脂、血糖及血壓等相
關數值偏高之結果，
系維中心為使同仁更
瞭解防治之道，特與
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
處合作舉辦一 ○
七年
度健康講座，邀請營
養學專家程涵宇營養
師主講「疾病與營
養」，以增進同仁相
關健康知識。
程營養師以豐富的
教材及影片，首先提
到三高之危害性，其
中高血壓部分有近七
成的人不清楚自己有
高血壓，更不瞭解高
血壓帶來之相關併發症，其致
死率遠勝過「菸酒」與「癌
症」，更顯現疾病預防之重要
性。
程營養師以貼近生
活方式說明如何分辨
及選擇各類食物，例
如在購買食品前可先
查看成分標示，以避
免攝入過多不必要成
分。此外，並指導烹
調上的相關注意事項
及技巧，以及近年來
常聽到的得舒飲食、
生酮飲食及地中海飲
食，提供同仁正確的
飲食觀念。透過精闢
的解說與互動，使與
會同仁獲益良多。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一 ○
七年上半年文康社團座
談會日前假行政二館召開，各社團
幹部近四十員與會。
公共關係室顏主任特別感謝各社
團一直秉持服務、協助及支援的精
神推展社務，並辦理許多有聲有色
的活動，讓同仁能在繁忙的工作之
餘紓解壓力，同時展現自身的才
華，豐富多采多姿的人生。
座談會秉持「正面、開放及建
設」之態度，邀請相關幕僚單位列
席，積極處理及回覆各社團所提之
建議，會中計有桌球社等八個社團
提出十二項建議。

系維中心健康講座

培育技術人才的
合作。本院有非
常好的環境，從
幼兒園托育及安
親班，以及良好
教育的石門國小
與石門國中，還
有桃園地區附近
的優良的高中
等，可以做長期
的人才培育規
劃。除此之外，
還有安養及長照
等，讓同仁可安
心工作，創造價
值，這也是院長
的願景。
本院與內思高
工共同規劃於一
八學年度開設
○
「資電實務特色
班」及「模治具
技術特色班」等
二班，每班五十
葛副院長、古副院長、湯校長與觀禮人員 名學生，並由本
合影。
（李盈潔／提供） 院提供特色班學
生三年獎助學金，畢業後通過專案考
試進入本院服務，起薪約三萬至三萬
七千元。透過培育合作，就讀特色班
之學生不僅可習得基礎工業技術，更
有機會進入本院服務，就學、就業一
條龍，創造產業、學界及學生三贏局
面。
內思高工自創校以來，積極為國家
培育無數基礎技術人才，其培養的畢
業學生，許多進入本院從事國防科技
基礎技術關鍵任務，表現優異。此次
簽署培育合作意向書，使雙方在人才
培育有更緊密的合作與連結，亦為推
動國防自主的國家政策目標，儲備最
堅強的新生代人才。
【特約記者李盈潔／
報導】
為培育下一代國防
科技基礎技術關鍵人
才，本院與新竹縣內
思高工日前假龍園園
區舉辦「技術人才培育合作意向書」
簽署儀式，由葛副院長及內思高工湯
誌龍校長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締結
策略聯盟，培育基礎技術人才。
葛副院長表示，目前台灣技職人才
缺乏，所以技職教育日顯重要，院長
期盼從教育著手，尋找一個合作的伙
伴，將技職教育做到好、做到精、做
到巧，因此竭誠歡迎與內思高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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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擬器特展精采登場

【本報訊】
石門國中橄欖球隊於一 ○
七年第七十二屆全國
橄欖球錦標賽勇奪國中組十五人制比賽冠軍，締
造成軍三十年來新紀錄，獲邀參加「二 ○
一八法
國巴黎世界邀請賽 U-16
歲組七人制橄欖球賽」，
惟相關經費短絀，恐無法成行，函請本院贊助。
本院長期致力與院區鄰近政府機關、地方鄰里
及學校等民事單位保持良好互動關係，為宣揚本
院優質正面形象，彰顯關懷地方活動之良意，日
前由公共關係室陳副主任代表前往該校致贈贊助 公關室陳副主任代表致贈楊
經費五萬元，並預祝小隊員們能夠締創佳績，該 校長（左）贊助經費。
校楊士煌校長由衷表達感謝之意。
（張瓊芬／攝影）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我們的願景
致上最高
的敬意與
謝意，由
於眷屬默
默的支持
，對家庭
的照顧與
付出，讓
在院服務
的同仁無後顧之憂，專心本
務，方有今日個人的成就，
也請眷屬能繼續支持，使同
仁在職涯上更上一層樓。
由於軍職同仁大多擔任主
管職務，院長特別期許自我
加強職能與外語能力，以專
業、技術來管理同仁，不墨
守成規，追求創新，才能在
各項研發能量上更為精進，
將本院推向世界級科研機
構，朝「追求卓越，成為具
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
隊」願景邁進。
另外，系維中心賴秀容女
士發揮愛心，個人捐贈五
副太陽眼鏡，供台灣醫
○○
療團隊（中華牙醫服務團）
赴「巴布亞新幾內亞獨立
國」實施義診；總務處徐國
豐先生，日前行經石門水庫
坪林收費站，
協助急救一位
失去呼吸心跳
之民眾，為患
者爭取黃金救
援時間，成功
將患者救回，
院長特別頒贈
榮譽狀，表揚
二位同仁義
舉。

本院與內思高工簽署人力培育合作意向書

電子所林所長（前排中）率幹部與蒞院師生合影。
（林小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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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記者蕭博謙／報導】
本院一 ○
七年七月份軍職
人員晉任授階典禮，日前假
圖書館地下室學術研討室舉
行，院長杲博士親臨主持，
古副院長、督導長暨各一級
單位主管及晉任人員眷屬與
會參加，典禮簡單隆重。
典禮首先由院長為一 ○
七
年七月份軍職晉任人員授
階，計有公共關係室何天文
等十員晉陞上校、總務處石
鎮嘉等八員晉陞中校、物料
運籌處余宣毅等十四員晉陞
少校，以及系統製造中心陳
禾靜晉陞二等士官長。緊接
著，院長特別頒發榮譽狀，
表揚系維中心賴秀容女士及
總務處徐國豐先生之愛心義
舉。
院長首先對在場的眷屬們

院長杲博士親臨主持軍職人員晉任授階典禮
院長為軍職晉任同仁授階。
（邱清霞／攝影）

產學合作 培育人才 共創新局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電機系師生至電子所實習

強化專業職能 精進研發能量

本院文康社團座談會

培育國防科研優秀人才

本院精神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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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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