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李
志娥／報導】
本院材料暨
光電研究所為
推動國內高功
率光纖雷射技
術，建立產學
研各界交流平
台，日前與旭
東機械工業公
司、卓越成功
公司、光合訊
科技公司、騰
錂鐳射公司、
龍彩科技公
司、孟晉科技
公司等國內六
家業者，假龍園研究園區
四八館共同舉行「高功率光纖
雷射產業聯盟」簽約儀式暨研
討會。
會中邀請台北科技大學李穎
玟副教授、工研院產科國際所

葉錦清分
析師及孟
晉科技李
遠明總經
理，就光
纖雷射與
高功率雷
射產業應
用相關議
題共同研
討。期許
將國內高
功率光纖
雷射相關
設計、零
組 件 研
發、系統
整合及雷射工具機應用等資源
整合，共享資訊及技術開發成
果，接軌智慧製造及國際市
場。
材電所林副所長表示，高功
率光纖雷射相較於傳統雷射，
具有抗灰塵、免維護、體積小
的優勢，且高功率光纖雷射的
成本逐年下降，已有取代傳統
雷射的趨勢，在工業、醫學及
軍事等領域都有很重要的應用
前景。本院累積多年研發技術
能量，如百瓦級及千瓦光纖雷
射技術，以及雷射合束器自主
技術，均持續朝向穩定化、縮
小化與商品化目標前進，提升
技術能量。同時，本院將研發
成果轉移於民間產業，積極輔
導國內雷射系統廠商，使國內
廠 商 具 有 自 主 百 瓦 至 1KW
光纖
雷射源技術，達成相關技術成
果軍民通用的目標，建立起國
內光纖雷射源國際品牌。

【特約記者
莊立中／報
導】
本院資訊
通信研究所
榮獲勞動部
一 ○
六年度
推行職業安
全衛生優良
單位獎，桃
園市政府日
前假桃園市
立中興國中
舉行頒獎典
禮，由鄭文
燦市長親自
頒獎，資通
所林所長代
表授獎。
當日並由
桃園市勞動
檢查處同時
舉辦勞工趣
味競賽、政
令宣導、園
遊會及親子
同樂等活
動，共有
六十多個單
位參與，場
面活潑熱
鬧，展現勞
工們的活
力，本院逸
光安衛家族
亦擺設攤位共襄盛舉。
資通所此次獲得一 ○
六
年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
獎，代表勞動部與桃園市
政府對資通所執行職業安
行前化學所並舉行授
旗儀式，所長賴博士期
勉與會替代役及年輕同
仁抱持歡樂的心情與
賽，特別注意運動安
全，高高興興出門、快
快樂樂回家。
該活動除拔河外，另
有五項趣味競賽，化學
所參加五項趣味競賽，
計榮獲二項第一名、三

項第三名，此
外，亦獲得精神
總錦標第五名，
再度打響本院的
名號。
化學所自一 ○
二年參
加桃園市勞工趣味競賽
以來，每年均至少獲頒
獎盃三座以上，此次全
體隊員發揮團隊互助精
神，打破大會紀錄，勇
奪六項佳績，共計獲得
大會頒發獎金三萬四千
元及獎盃陸座，在歡呼 化學所參加勞工趣
聲中結束一天之歡樂活 味競賽同仁合影。
動。
（蘇登貴／提供）

【特約記者楊哲榮／報導】
本院日前辦理幕僚單位首次聯合健走活
動並結合實施工安宣導，以創新互動方
式，提醒同仁促進個人健康，加深工安意
識，確保工作安全。
活動計有暖身操（有氧運動帶動跳）、
健走（約三點二公里）及工安宣導等三項
主要內容，由工安室林主任主持，幕僚單
位計有院長室、策略會、企劃處、公關
室、法務室、督品處、工程處、人資處、
財務室、總務處、督品處、物籌處、軍通
中心、幼兒園及工安室等十五個單位，由
各級主管帶頭參與，充分表達主管們對職
業安全衛生的重視，除必要勤務人員，全
體參與率約為百分之八十二。
活動當日，雖是暮秋微風加上濛濛細
雨，但報到時間一開放，大家即熱情地湧

【特約記者陳德富／報導】
本院資訊通信研究所位於高雄左
營院區的水下科技組及水下感知
組，近年陸續承接各項專案，肩負
水下科技研發重責大任，配合專案
陸續召募專業優秀人才，考量廠辦
不足，經研議提案增建，以因應實
際需求。日前假高雄左營軍區舉辦
開工動土典禮，由督導長主持，資
通所林所長、設施工程處黃處長、
系發中心光華計畫林督導長、設計
及工程單位代表均出席參加。督導
長除介紹與會嘉賓外，並率領本院
同仁代表及委外監造建築師事務所
等相關單位代表共同開工動土。
轉型後，本院所有工程新建案，
都必須按照中央建築法及建築技術
規則向建管機關，或以軍事機關機
敏案申辦免建築執照案申領建照，
始可設計施工，基於兩者均有其困
難度，資通所經與設施工程處多次
討論並獲得指導。由於資通所具有
工程專業人才及多次的設計監造經
驗，工程處以下授案自辦方式簡化
行政作業程序辦理，該所同仁首先
取得海軍司令部審認函，並於八月
初完成發包簽約程序，再利用兩個
月進行設計研討，完成設計圖的確
認，十月中旬取得建管單位高雄市

督導長與相關單位代表共同開工動
土。
（陳德富／提供）

政府的核備函，各項程序均完備
後，該所林所長始同意正式開工興
建。
本院第一個所、中心工程新建自
辦案完工後，可說跨出第一步，期
能對資通所水下領域研發、測評、
員工生活及工作環境等長期需求有
所助益，未來該所將持續推展各項
任務，創造更有效率的作業模式及
優化職場環境。

督導長主持左營院區開工動土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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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類所有活動的目的」。一九七 ○
年世
界休閒組織的前身國際娛樂協會通過
了著名的《休閒憲章》載明：「任何
人都享有從事休閒活動的權利」。
本院體恤同
仁任務辛勞，
授權各單位籌
劃自強活動，
豐富而多元，
這些活動無非
是想讓同仁在
參與過程，可
以親身體驗及
讓身心獲得舒
展，達到放
鬆、娛樂、自 總務處運管組五酒桶
我發展的活動 山合影。
目的。
（劉淑冠／提供）

向承辦單位辦理簽到，在承
辦單位細心規劃下，健走前
本院舉辦幕僚單位健走暨工安宣教活動 特邀請極受本院歡迎的有氧
運動亮亮老師，以海草舞帶
動暖身操，讓與會人員熱 high
起來。
健走活動在本院業餘旅遊路跑達人工安
室林副主任鳴笛後展開，路線由新新院區
汽車保養廠沿經一路，至核研所清潔隊廣
場，全程約三點二公里，途中設有兩處工
安宣導站，主題分別為「強化認識本院工
安政策」及「辨識合格合梯」，期以互動
宣導方式，強化工安教育成效。
主辦單位特別感謝督安室同仁指揮交管
及總務處救護車全程待命，更在院長與各
單位主管及同仁鼎力參與下，有效促進彼
此交流、提升工安觀念與促進同仁健康。
工安室將持續以「工安向前走，沒在停」
的使命感，發揮「工安第一、環保至上、
健康無價」信念，達到本院「零災害」的
職業安全衛生目標，建立優良職場安全文
化，確保本院同仁工作與環境安全。

工安向前行 健康齊步走

把近年研究的「人體平
衡評估模型」搬到現
場，透過測量平衡感，
掌握勞工是否過勞，確
保勞安；另工安室也替
參與之逸光安衛家族化
學所、系維中心暨首度
參加之系發中心統一製
作休閒服上衣及遮陽
帽，亮麗的服裝獲得滿
場熱烈掌聲。

桃園一 ○
七年勞工趣味競賽
本院應邀組隊參加再創佳績

全衛生成果給予高度的肯
定，也是資通所多年來努
力推行職安衛工作的成果
展現。
資通所執行職業安全衛
生 工 作 共 分 七 大 項 ， 包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
括：一、推動安全衛生政 導】
策及組織運作。二、推動
桃園市政府一 ○
七年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三、 度勞工趣味競賽日前假
職業災害預防設施。四、 桃園區中興國中舉行，
職 場 健 康 管 理 及 健 康 保 由桃園市鄭文燦市長暨
護。五、安全衛生教育訓 勞動局長王安邦共同主
練及活動。六、職業災害 持，本院獲桃園市政府
調查統計與報告。七、職 邀請，今年新增加工安
業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室工安宣導攤位，由該
資通所在林所長與各級 室林副主任領軍，特別
幹部的領導及全所同仁努
力下，始能爭取到這份得
來不易的殊榮，未來將遵
照職業安全衛生系統 P-D持續運作，朝零災害
C-A
與零傷害之目標邁進。

資通所林所長接受桃園市
鄭市長頒獎表揚。
（莊立中／提供）

古副院長主持本院一○七年度績效評鑑作業說明會

【特約記者劉淑冠／報導】
每年下半年的時節，各單位總是利
用任務空檔，精心策劃年度自強活
動，而「去哪裡？」，則成為公忙之
餘大家的話題。總務處運管組今年規
劃蘆竹五酒桶山健行活動，並獲得全
體同仁一致讚同。
雖然因應院內各項運勤需求，不得
不區分梯次辦理，但在活動圓滿結束
後，每位同仁仍達到身心靈舒展的目
地。透過活動的舉辦，也蓄積了能
量，更讓同仁充滿豐沛的熱情與活
力，為其他努力工作的同仁提供更優
質的運勤服務。
而人為什麼要休閒？法國社會學家
主張休閒三部曲：「放
Dumazedier
鬆、娛樂、自我發展」。古希臘哲學
家 Aristoteles
認為：「休閒，是人

古副院長主持一 ○
七年度績效
評鑑作業說明會。
（蔡禕倫／提供）
報：部頒績效評鑑作業規定規
劃修訂重點、一 ○
七年度績效
評鑑作業期程規劃、各評鑑面
向與因子自評作業說明，及後
續本院接受國防部評鑑注意事
項。請相關單位務必依績效評
鑑管制時程，配合完成各項作
業；另針對國防部本年度第一
次重要工作聯合輔訪檢查結
果，各單位應事先進行相關處
置改善作為，戮力克服窒礙，
倘若無法自行解決，應即時反
映與提報，俾協調相關單位共
同研討解決，以爭取年度評鑑
佳績。

總務處運管組五酒桶山之旅

在美國參議院軍委會要求
下 ， 國 會 稽 核 處 （ GAO
）十
月初針對美軍武器系統網路
安全發布最新調查報告，該
報告係透過訪查與模擬網路
攻擊方式，交互驗證評估所
得；發現由於科技發達和運
用，武器系統「電腦化」逐
漸提高。面對漸增的高階網
路攻擊威脅，五角大廈竟未
正視系統保護的重要性並採
取有效措施，置美軍尖端精
密武器系統於脆弱的網路防
護環境，恐因而產生重大危
害，致使戰力無法發揮。
駭客、敵國網軍或恐怖分
子進行網路攻擊時，一般係
先對受攻擊系統軟硬體、使
用者及運作進行探索，接著

進行入侵攻擊行動，最後對
系統穩定和安全採取破壞。
由於現代化武器系統與載台
大量運用軟體及 IT
強化裝備
性能，即便裝備系統本身看
似堅固封閉，事實上仍須倚
靠輔助、維修、後勤與控制
等次系統；這些系統又與無
線／衛星通信、通信主機、
／光碟、雷達收發機、
USB
系統自測、內部供給及操作
手個人電子裝備等網路介面
相連至網際網路、指揮中心
及網狀化管控中心，只要有
架構性、人為性或管制性漏
洞，就可能使武器系統安全
脆弱化，升高遭網路破壞的
風險。
相對地，網路防禦的步

驟，首先是建置系統管控未
經授權的入侵以保護系統；
接著採取措施偵測可疑網路
活動，一旦發現，即進行降
低損害、阻斷攻擊等手段對
應並重置系統復原。依該報
告所述，美軍在武獲流程
上，從研發、採購至服役，
包括專案辦公室、軍種總
部、國防部聯參、軍備維持
／研發工程次長及作戰測評
主任等多個單位，均參與價
款、期程、性能及監造驗收
等重要建案節點的審查與管
制，唯獨武器系統的網路安
全部分尚無專責單位處理，
造成重大盲點。
依行政院統計，我國公部
門每月平均遭受二至四千

萬次的網路
攻擊，多數
來自中國大
陸，去年被
滲透的案例高達三六 ○
件。
為強化網路風險管控機制、
打造安全信賴數位國家，經
過長期努力，立法院今年五
月三讀通過首部資安專法
《資通安全管理法》；另經
總統核定，國安會亦於九月
中旬發布《國家資通安全戰
略報告》；總統並明確宣示
打造國家資安機制、建立國
家資安體系及推動國防資安
自主研發三大目標；國防部
亦於去年成立國軍資通電軍
指揮部資訊作戰專責部隊，
相信對未來有關國防軍備武
器系統的資安防護，將會更
加周延完善。（摘轉自青年
日報一 ○
七年十月廿二日第
十版社論）

武器系統防駭 資安新挑戰

【特約記者蔡禕倫／報導】
本院督考品保處日前假
六六九館辦理「一 ○
七年度績
效評鑑作業說明會」，由古副
院長主持，營運長、各評鑑面
向與因子業管單位、各一級單
位業務督導副主管暨承辦人
員，共計七十餘位與會。
古副院長致詞表示，績效評
鑑為監督機關國防部每年對本
院營運績效之評鑑，評鑑結果
必須上網對外公告，今年是國
防部第五次辦理本院績效評鑑
作業，本院自一 ○
四至一 ○
六
年，連續三年績效評鑑成績均
達九十分以上（優等），這是
全院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期
勉各單位一 ○
七年度將更精采
的執行成果向評鑑委員展現，
有效完整呈現本院年度營運績
效與成果。
古副院長特別強調，各單位
對內應自我要求各項任務務必
如期、如質完成，對外工作成
果的包裝行銷也非常重要，請
各單位依督品處規劃提供具
體、量化，以及有亮點的工作
成效，俾向績效評鑑會呈現本
院執行各項任務的具體成果。
會中，由
督品處分別
向各單位提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
導】
數據革命時代來臨，
大數據分析是 AI
導入及
預測之重要工具，為企
業帶來極大價值與競爭
力，航空所日前邀請國
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
管理學系教授桑慧敏博
士蒞所主講「大數據分
析與趣味」，由齊所長
主持，相關同仁百餘人
參加。
桑教授解析大數據以
終為始的系統化思維，
說明邏輯與工具的觀
念，應用於產官學成功
的智能化秘訣。並以其
二 ○
一七年指導的成功
案例進行解析，如獲獎
的「提高太陽能多晶製
造可靠度」、教學模擬
競賽與高雄長庚醫院合
作預測青光眼等。透
過桑教授精闢的見
解，讓與會者間互動
熱烈，發現科技包羅
萬象中的趣味。
桑教授在工業界超
過二十年的顧問經
驗， 包括工研院量
測中心、工研院機械
所、中華電信、中美
矽晶太陽能與環球晶
圓半導體廠等。擁有
理工商背景，專精大
數據分析與系統模
擬，研究成果成功應
用於半導體製造和健
康醫療系統。

航空所大數據科技講座

聯誼活動最重要時刻即佳偶配
對結果，經過一整天相處，結果
揭曉共促成十對成員配對成功，
每人都能獲得旭海溫泉招待券乙
張，其中五對以抽獎方式再獲得
院內陶瓷變色杯各乙組，為鼓勵
未配對成功成員能再接再厲，另
抽出八人獲贈舞浪園民宿八折優
惠券。
活動接近尾聲時，許多人顯得
格外依依不捨，互道珍重再見。
透過聯誼活動，除彰顯本院員工
協助方案成效，更有效增進本院
單身同仁認識異性的機會，成功 本院南部未婚聯誼活動參
為每位參與成員搭起相互認識的 加成員合影。
橋樑。
（鄭郁彣／提供）

資通所榮膺勞動部推行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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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警語

零災害 零傷害 致力職安衛工作

並設立資安分級制
度，以降低專案執
行時機密資訊外洩
風險。
二、持續精進委
託學界研究項目之
保密作為：為提升
產業技術能量，並
將學界基礎研究實
用化，未來委託學界研究之項
目，勢必從零組件層級逐漸提高
至系統層級，其相關去機敏化及
保密作為應妥慎規劃研究，以避
免肇生機密外洩風險。
三、本院合格供應商分級評比
制度精進：應將廠商資安防護與
管控能力納入合格供應商分級評
比項目，透過評鑑認證機制，鼓
勵廠商持續健全資安管控制度。
隨後，羅政務委員一行在院長
及副院長陪同下，實地參觀研發
展示館，包括模擬體驗區、飛彈
系統區、偵蒐目獲區、指管中樞
區、資通電戰區、航空飛行區、
軍事化學區、火力攻擊區及軍民
通用科技區等各項展品，對本院
致力國防科技研發及軍民通用科
技，所締造的各項研發成果留下
深刻印象，並給予高度肯定。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院長致贈羅政務委員本院飛彈模型。
院長及副院長陪同羅政務委員實地參觀本院研
（林敬傑／提供） 發成果。
（林敬傑／提供）

強化績效評鑑作為 呈現本院營運成果

我們一起約會吧

瑩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本院舉辦南部未婚聯誼活動

肇

活動。
承辦單位於
活動開始前，
除向參與成員
詳細報告行程
規劃，並面授聯誼互動技巧，鼓
勵大家在活動過程，應積極主動
交流為自己加分，吸引青睞眼
神。隨後在主持人活潑、幽默的
帶動下，讓每位參與成員完全放
開心情，進行「搶愛大作戰」、
「愛戀比一比」、「愛情鎖
鏈」、「百萬＆智慧王」、「疊
疊樂」等多項團康及趣味遊戲，
大家都玩得非常盡興，成功拉近
參加人員彼此間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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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鄭郁彣／報導】
為增進本院及院外行政機關與
民間企業等員工交誼，本院大樹
院區及鵬園院區日前假大鵬灣國
際休閒特區，熱鬧舉辦「我們一
起約會吧！」未婚聯誼活動，計
有本院及來自國內中部、東部、
南部等地區民間醫療機構等五十
位未婚男女參加，由公關室顏主
任主持，系發中心九鵬基地黃主
任及化學所推研廠虞廠長均出席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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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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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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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方上鵬／報導】
行政院羅秉成政務委員日前蒞
本院龍園院區視導，院長率葛副
院長、馬副院長及古副院長等相
關幹部於 四八館恭迎接待。
羅政務委員首先於會議室聽取
本院針對「資安」、「保防」及
「採購」之業務簡報，對本院在
資訊安全管控、國防廠商安全管
制、機敏專案轉分包學界研究保
密作為及採購執行現況等相關管
制作為，表示肯定與嘉勉，羅政
務委員並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期許
本院持續精進：
一、輔導本院合作廠商提升資
安防護技術：各項資安管控機制
在規劃面及執行面均已臻健全，
惟各合作廠商之資安管控能力尚
未成熟，應輔導合作廠商依照承
作內容，建立相關資安防護技術

刊

本院與國內業界成立高功率光纖雷射產業聯盟

行政院羅秉成政務委員蒞院視導
勗勉提升資安防護精進保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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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精神

材電所林副所長（中）與業界代表共同簽約。
（李志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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