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林育儀／報
導】
本院肩負研發國防武
器系統使命，院區內重
要實驗室及廠房眾多，
為協助各單位落實消防
安全整備工作，灌輸同
仁防火常識，加強防火
求生觀念，有效預防火
災的發生，提升同仁防
火及自救的能力，本院
日前假圖書館擴大辦理
一 ○
七年上半年「消防
安全教育訓練」講習，
邀請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高平
分隊小隊長郭耀仁先生
擔任教官，由總務處賈
副處長主持，各單位新
進及相關同仁計百餘位
參加。
郭小隊長針對「消防
常識」及「火災預防」
等課目，透過講習與影
片宣導，並進行有趣的
分組有獎徵答競賽方式
與同仁互動，教導同仁
遇到火災應如何正確的
逃生，以及有效利用消
防逃生設施，讓自己離
開火場，降低生命危害
與建立火災防範觀念。
另外，總務處以消防
業管立場提醒同仁，各單位平時應
建立火災預防及防火管理觀念，落
實定期檢測及各項消防安全設施維
護，方能有效預防災害肇生，並藉
消防教育訓練，期許同仁兼具消防
防護及災害救助之觀念，平時能作
好預防火災，火災狀況發生時能夠
妥慎處置，有效防範未然及減少災
害所造成之傷害。

專案績效評鑑表建
置、年度作業計畫訂
定、月執行進度及風
險項目填報與管控
等，系統除可減少相
關報表產出之重複輸
入外，並可提供資料
之勾稽、自動確認、
防錯、統計及分析等
機制。

刊

肇

瑩

落實性別平權的「《消除對婦女一切
形式歧視公約》第三次國家報告國外專
家審查暨發表會議」日前圓滿落幕，共
提出七十三點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將由
行政院性平處及各政府機關研議及推動
落實。此一會議雖然是例行性會議，但
足以顯示我國對於婦女人權的保障已形
成機制。鑑於民主人權已成為我國立國
的根本，且是我國爭取國際支持最重要
的軟實力，如何在既有基礎上落實性別
平權及婦女人權的維護，是進一步努力
的方向。

【特約記者簡美惠／報導】
物料運籌處採購二組自強活動
的日子，一早同仁已準時在集合
地點上車，看到大家有別於平日
的緊張壓力，臉部線條也難得放
鬆柔和許多。原來經文所述「心
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所有
外在的投射變化都受這顆「心」
控制掌握，果然真實不虛。當
然，好心情也同樣感召周遭一切
美好，處長及副處長和我們一同
出遊，而上天也賜給我們溫和的
天氣。
一上車開始熱鬧歡唱，不知不
覺來到第一站「東豐綠廊」，準
備騎乘自行車運動，大家仔細挑
好自己的「坐駕」後，朝著目的
地前進。果然綠廊名不虛傳，沿

岸廣泛交流之際，中共
仍不斷透過各種管道，
對我政治、經濟、軍
事、科技等層面滲透。
院內未涉密同仁赴陸區
旅遊頻密，旅遊期間更
應注意相關人、事、
物，以免惹禍上身。

【特約記者黃坤漂／報
導】
本院逸光保齡球社為
增進同仁親子關係及社
員聯誼交流，日前利用
暑假期間假楊梅保齡球
館舉辦「我愛我家」保
齡球趣味賽，許多同仁
帶著小朋友組隊，計有
夫妻檔八隊、親子隊七
隊、男女朋友隊五隊，
共二十隊四十人參加。
賽前為讓大家暖身拉筋，總
幹事謝明熹小姐特地帶大家來
一段熱身操，跳得大家哈哈大
笑。為了增加比賽樂趣，比賽
特別設計多種趣味性計分方
式，包括 雞X 鴨X獎（看誰抓的
火雞多）、心花朵朵獎（看誰
開的花多）、第一局團結無間
獎（一人打一球接力，看誰分
數高）、第二局同心協力獎
（跟前一局交換順序，也是一
人打一格接力）、第三局合作
無間獎（看誰第三局分數最
高）、我愛我家獎（看哪一隊
全三局總分最高分）以及同一
道的四隊，哪一道分數相加最
高。比賽結束幾乎每隊每人都
有獎，大家不亦樂乎。
逸光保齡球社的幹部，社
長、副社長及總幹事絞盡腦汁
設計許多獎項，讓參加的隊伍
通通都有獎，大家高高興興結
束這次「我愛我家」保齡球趣
味比賽。

理經驗交流」，該所新
進人員及重要幹部與會
並交流意見。
講師就年來破獲國內
重大洩密違規及遭不法
人士收買於國內發展組
織等案例與同仁分享，
使同仁深刻體認當前兩

逸光保齡球社我愛我家趣味賽

括「良好的專案領導溝通」、「正確的
專案定義和具體的任務目標」、「有
效的專案規劃 專
( 案策略與計畫方案擬
定，須確實做好專案的開案與設計審查
」
) 、「最適專案規模與範疇」、「最
佳化的專案流程與程序設計」、「合理
的專案資源配置與有效管理」及「專案
執行的整合管控品質」。
為使參與學員充分瞭解課程內容，林
總經理請各分組學員進行小組研討及演
練，將指定的演練題目完成後，書寫或
繪製在海報紙上，並推派組員代表上台
報告研討後的內容及接受提問。透過林
總經理精闢的解說，以及實際演練，與
會學員均深感獲益良多。

為了讓各國正視婦女歧視問題，及將保
障婦女人權作為國際共識，聯合國大會於
一九七九年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 CEDAW
），並於一九八一年正
式生效。公約內容主要闡明男女平等，享
有一切經濟、社會、文化、公民和政治權
利，並要求所有締約國應採取立法及一切
適當措施，消除對婦女之歧視，確保男女
在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此一具有里程碑
意義的公約，被稱為「婦女人權法典」，
迄今已有一八九個國家簽署加入。
我國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為彰顯保障

婦女人權
的國際價
值，並落
實性別平權，行政院在民國九十五年即將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函送立
法院審議，立法院於隔年議決，由總統批
准並頒發加入書。民國九十九年，為進一
步明定公約具國內法效力，行政院將公約
施行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並於隔年
三讀通過，由總統於同年六月公布，民國
一 ○
一年一月一日起正式施行。
行政院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公
式，計算我國的「性別不平等指數」
（ GII
），結果發現我國性別平等排名全
球第二，僅次於荷蘭。其他國際組織針對

不同領域的調查，我國同樣表現不俗，例
如「國際國會聯盟」（ IPU
）針對全球女
性國會議員比例調查，我國在亞洲排名第
一；「萬事達卡」今年公布的「女性創業
指數」報告，我國全球排名第廿六，在亞
太則名列第八。
我國憲法第七條明定男女平等，近年對
於性別平等的推動也見於各個領域，惟要
達到性別完全平權的目標，仍須付出更多
努力。由於性別平權的觀念已深植人心，
我國政府與民間社會的投入也非常積極，
相信假以時日，我國在這一方面必能締造
佳績，甚至成為引領國際的典範。（摘轉
自青年日報一 ○
七年七月廿一日第十版社
論）

本院模範父親評選 出爐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同仁在老師帶領下，隨著音 多同仁會後都表達參加減重
為使幕僚處同仁自主健康 樂全心投入律動，結束後每 競 賽 的 意 願 ， 決 心 甩 掉 贅
管理，以降低肥胖相關罹病 位同仁雖皆大汗淋漓、氣喘 肉，勇敢向脂肪說「不」。
率及提升生活水平，本院日 如牛，但都異口同
前假圖書館舉辦「一 ○
七年 聲的表示無比暢快
幕僚處健康促進活動 減重 舒活。
─
計畫」，由督導長主持，幕
減重計畫區分為
僚單位同仁百餘人與會。
團體組及個人組競
督導長表示，健康是一切 賽，團體組由五人
幸福的基石，欲享有樂活美 組成一隊，為讓各
滿人生，必定先保有健康的 單位主管重視，也
身體。根據近三年來健檢報 提高團體組內若有
告發現，半數以上同仁身體 二級正、副主管參
質量指數超過廿四以上， 加 者 再 加 碼 的 機
其 中 更 有 百 餘 位 超 過 三 十 制，報名隊伍中減
以 上 。 另 外 ， 屬 代 謝 症 候 重最多之同仁亦設
群 高 危 險 群 者 高 達 百 分 之 有 MPV
獎；個人組
六十八，不可等閒視之。
則視個人減重成績
督導長進一步指出，「肥 予以獎勵。
胖」是疾病的根源，除產生
為了迎向健康，
代謝症候群、痛風、下背痛 擁抱精采人生，許
等併發症外，也愈
發讓自己沒有自信
心，做任何事情都
提不起勁。有效的
體重管理，不但得 【本報訊】
究所陳裕德先生之父親陳信安先
以降低體重、血脂
為宏揚父儀，教化傳襲固有孝 生、資訊通信研究所鍾素麗小姐
及血壓，更可減少 道倫理，倡導孝親敬老家庭教育 之父親鍾象先生及電子系統研究
疾病發生，增進身 懿行，端正社會風氣，本院日前 所黃獻東先生之父親黃茂雄先生
體健康。
完成模範父親評選。
等五位，由院長或當選單位督導
會中特別邀請體
今年度榮膺模範父親計有：物 副院長親赴當選人家中致贈賀屏
適能老師教導大家 料運籌處沈原本先生之父親沈燈 及慰問金。
練習核心肌群及有 賢先生、航空研究所許瑞琪小姐 （相關報導詳見第二、三版模範
氧運動，每位參與 之父親許金柱先生、飛彈火箭研 父親專刊）

迎向健康人生 勇敢向脂肪說不
本院舉辦幕僚單位健康促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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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巿調
查處資
安科吳
科長及台中調查站兩
位副主任，分別主講
「公務人員赴陸注意事
項」、「資訊安全宣
導」及「企業誠信與倫

航空所廉政宣導講習
【特約記者潘承裕／報
導】
為提升同仁保防安全
警覺，深化機密維護概
念，航空所日前邀請台

航空所齊所長（右）致贈余立先
生紀念品。 （林彩鳳／提供）
路風景宜人，
只是自行車道
時而下坡、時
而上坡，對於
我們這群欠缺
運動的「沙發馬鈴薯」而言，也
是一種挑戰。
下午來到苗栗苑里「東里家風
古厝」，老闆安排一齣爆笑劇
「相親記」，全數由同仁客串演
出，劇情為相親所衍生的有趣故
事。其中主角高少爺，由何珍大
哥飾演，一方面要表演「口吃」
又要表演出「憨厚無知」的樣
子，配合逗趣的動作與表情，笑
歪了在場所有同仁及遊客。媒人
婆「阿雀」由承儒扮演，身高
一百八十幾公分，穿上大紅的戲
服又要演出嬌嬈的樣子，也把全
場笑到不行。而另一位最讓導演
「抓狂」的，就是不受控制的長
工「樹枝」，由清明大哥飾演，
本身就具有強烈喜感，整齣戲常
常自己加戲份，把導演搞得快得
病，不過最後導演還誇讚他是個
「活寶」。演出過程中，處長、
副處長及同仁們無不沉浸在歡樂
的笑聲中；據店家攝影的大哥
說：「他被我們這一團的演出，
笑到噴淚」。
本次自強活動有別於以往，除
讓大家身體得以放鬆，也讓大家
透過戲劇表演，更凝聚團結與向
心力。採購二組的自強活動真的
不一樣，只能用一個字形容就是
「讚！」。

會後，與會幹部前往 J105
館參加棚廠啟用典
禮及所內重點區域巡禮。該所特別規劃於圖
書館二樓設置模擬器主題特展，當天亦開放
同仁眷屬蒞所同歡，參觀各專業組研發能量
展示區及各型無人機展場。
此外，該所特別安排攝影師余立先生主講
「懷念大臺中 ─
余如季老照片」及播放「黑
豹」電影觀賞，全所同仁熱鬧歡慶七十九週
年 所
慶。

賽程。院部桌球社及青山
隊全體球員將士用命，臨
危不亂，發揮優良傳統，
屢次化險為夷。所有隊員
以健身第一、友誼為重之
前提賣力演出，最終分別
獲得冠軍及季軍。
此次關西「鎮長盃」桌
球錦標賽青山隊人材備
出，大會活動總幹事為化
學所工安組范光榮先生，
籌劃綜理整個賽程各項行
政事宜，備極辛勞；司儀
為匿蹤組技術員李常有先
生，靈活掌控賽事，帶動
活動高潮。李先生亦身兼
關西慢壘協會總幹事，平
日與協會理事長以及鎮公
所密切配合。裁判長為特
化組技術員涂朝州先生，
另十位賽事裁判人員中，
化學所就佔了六位，計有
張清志、余忠達、黃教
傑、楊宜衡、范光榮等，
熱心公益之精神，再度為
本院完成一次成功的敦親
睦鄰之旅。

本院桌球社參賽成員合影。（蘇登貴／提供）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研究所日前歡度七十九週年所慶，活
動首先由齊所長以「航空所營運規劃及未來
策略」專題，期勉幹部未來肩負國機國造之
責，各級幹部應秉持創新及創意精神，全面
向學習及強化人文教育與保密素養。初階管
理幹部強化專業導向能力；中階管理幹部著
重資源及人力分配；高階管理幹部致力策略
及組織能力，未來齊心攜手，朝航空產業及
技術領導者邁進。

預期未
來 導 入
專案
PMIS
管考功能
後，各專案執行管考資
料提報，可有效降低人
力作業工時並提高資訊
的時效性與正確性，督
品處將於初期試行過程
中，蒐集專案單位執行
回饋之建議，並於年度
結束前完成功能修正與
擴充，將全院相關專案
管理線上作業與管制。

物籌處採購二組
自強活動拾掇

航空所歡度七十九週年所慶

董事會張委員一行實地參觀電子所工
程測試組測檯能量。
（廖作賢／提供）

本院桌球社及青山桌球隊分奪冠季軍

【特約記者廖作賢／報導】
董事會近期協助電子系統研究所工
程測試組，協調軍種及本院測檯建
案，達成對空軍（一指部）及陸軍
（航勤廠）各項委製建案成效，該組
日前邀請董事會張惠榮委員、陳積元
顧問、陳振農顧問參訪測裝能量，參
【特約記者
觀並指導電子所工程測試組測檯能
蘇登貴／報
量，由該組許組長接待。
導】
透過工程測試組測裝小組專業說明
本院桌球
官詳細的解說，介紹測檯各式產品性 社日前參加新竹縣關西鎮
能、應用範圍等技術環節，讓張委員 一 ○
七年「鎮長盃」桌球
一行留下深刻印象，對電子所致力國 錦標賽，榮獲社會甲組冠
防科技測試設備功能的研發成果，給 軍，化學研究所青山桌球
予高度肯定與讚揚。許組長也特別感 隊榮獲社會乙組季軍，各
謝董事會委員及顧問對軍種建案的支 獲頒發獎牌表揚。
持，並表示未來必定積極努力，爭取三軍認
該賽事於例假日假關西
同，不負董事會期望。
高中大禮堂舉行，社會甲
組計有本院桌球
社等九隻球隊參
加，由社長化學
所所長賴博士領
軍，社會乙組計
有本院青山隊等
十隻球隊參加。
賽程採三雙六
人三分制，預賽
採二組循環制，
每隻球隊必須先
與各隊打完四場
比賽，各取前二
名進入複賽，複
賽時再歷經四場

其中「專案管考」由
督品處訂定系統相關
需求，資管中心依規
劃進行系統開發，已
於一 ○
七年五月完成
建置，並於近期對各
單位舉辦教育訓練。
專案管考功能
PMIS
主要包括委託協議書
／契約書工項管理、

督品處辦理專案管考講習
【特約記者趙瑞媛／
報導】
遵循本院推動「行
政業務流程改造」政
策，全院規劃建置
專案管理資訊系統
，包括建案規
(PMIS)
劃、專案規劃、專案
管制、專案管考及專
案結案等五大分項，

月

物籌處採購二組爆笑劇組合影。
（簡美惠／提供）

關西鎮長盃展球技

積極落實性別平權 引領國際典範

強化專案管理 提升品質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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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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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七一期

逸光保齡球社我愛我家趣味賽合
影。
（黃坤漂／提供）

督導長主持幕僚處健康促進活動。（潘佩君／提供）

半

發行人：顏

保密警語

電子所邀請董事會委員及顧問參訪測裝能量

【特約記者劉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宗
宜／報導】
為強化基層
主管對專案管
理的規劃與執
行控管能力，
進而提升專案
管理的品質與
績效，本院日
【特約記者林雨璇／報導】
前假圖書館舉
為拓展民用航管雷達產業發展，本院日前假
辦一 ○
七年
英國漢普郡法茵堡國際展示會議中心，與英國
「二級主管
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 (MOU)
，由院長杲博
專案管理課
Easat
士與英國 Easat
公司董事長 James Long
共同簽
程」，由葛副
署文件。雙方攜手進行雷達系統技術交流合
院長主持，邀
作，以開發新一代民用航管雷達系統，共同創
請 DIBC
迪鯨國
造實績，並達成擴展軍民通用科技之目的。
際事業林鴻榮
此次院長親赴英國法茵堡國際航展，期間並
總經理蒞院，
與英商 Easat
公司董事長 James Long
進行 B2B
商
主講「專案管
務會談，洽談雙方未來合作方向，停留期間特
理要領與技
別安排參訪該公司位於曼徹斯特總部及芬蘭赫
巧」，本院各
爾辛基雷達系統製造工廠，以充分瞭解 Easat
單位二級正、
相關技術能量，有利於雙方後續合作之洽談。
副主管區分二
本院長期致力於軍用雷達技術開發，研發能
梯次授課。
量早已具備，此次將藉由電子系統研究所累積
課程分為「
超過四十年之軍用雷達發展技術，轉化運用於
專案管理應先建立的認
前瞻民生科技，深化軍民通用技術應用領域。
知」、「專案定義與專
英國
公司於一九八七年成立，該公司在
案範疇規劃要領」、「
Easat
民用航管雷達天線系統及岸際港口偵測雷達系
專案資源規劃要領」、
統具備優良之設計、製造及整合技術能量。
「專案流程設計與時程
台灣民用航管雷達市場大都為國外廠商所獨
規劃要領」、「敏捷式
佔，本院發展軍用雷達多年，早已具備此領域
專案的認識和運用要領
之深厚實力，預期藉由此次合作機會，將能更 」及「專案執行管理的要領與技巧」。
進一步切入國內外民用航管雷達市場，打入產
林總經理開宗明義指出，「專案」是
業供應鏈，共同創造實績。
指一個擁有特定目的和目標的一次性任
務，而任務內的各工作事項或作業活動
彼此間具有高度的相互關聯性和整合性
關係，且各作業活動的執行者間必須密
切合作，以共同完成任務執行和達成績
效目標。而專案的七個成功關鍵要素包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院長與Easat公司董事長James Long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林雨璇／提供）

（邱清霞／攝影）
葛副院長主持二級主管專案管理課程。

本院消防安全教育訓練

本院與 E a s a t 公司簽訂備忘錄
雷達技術技轉民用航管創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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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副院長主持本院二級主管專案管理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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