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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所／林小萍特稿

　蔡副所長在院內服務已邁

入第32個年頭，期間一直致

力於先進防空相列雷達系統

研發任務；從早期的反戰機

防空、野戰防空及點防禦區

域防空，到近期的反飛彈防

空系列相列雷達系統研製，

無役不與。

　在工作職務歷練上，副所

長是從基層的特殊應用積體

電路(ASIC)及訊號處理模組

設計工程師開始，直到計畫

主持人；這些不同專業領域

◎系製中心／金光遠特

稿

　秀青領班來自新竹鄉

下，自小便非常獨立自主，日常處事更

是秉持「將心比心、理直氣和，得理饒

人」的信念，積極、認真是他工作的基

本態度，於本院服務已逾41載。

　領班的工作主要是負責本中心非破壞

檢測任務，先後因應前瞻性任務需要建

立200kv等X光檢測系統及液壓、氣密測

試等重要關鍵量測設備。更於民國72年

即取得原子能委員會輻射防護人員資

格，從事輻射防護工作已35年，指導工

作團隊於安全無虞之操作環境下完成多

項重要建軍備戰任務，如支援漢光演習

及相關專案任務，秉持院務即本務之精

神。於民國94年起，支援院內各計畫，

完成鑄件X光檢驗，在整合開發及量產

任務過程，秀青總是全力以赴、不遺餘

力。

　本次能獲得中山楷模之殊榮，秀青領

班首要感謝本院各級長官的拔擢及提供

良好訓練和工作舞台，然此殊榮更屬於

工作團隊同仁們共同戮力奮鬥的結果，

未來秀青領班將秉持初衷及信念，繼續

為中科院這個大家庭而奮力不懈。

◎系發中心／張嘉祐特稿

　李博士自民國74年進入本院以來，就一直在

天弓計畫團隊服務，是計畫生產專案管理的靈

魂人物，對於飛彈系統生產有著極豐富的專業

經驗和熱忱，因此竭盡心力積極建立量產專案

的管理機制與文化，由專案規劃、組織運作管

理、成本分析與控制、備料策略與管控、期程

與風險管理、製造工程精進、系統測試、訓

練、後勤保固及與顧客合約之關係管理等，建

立一系列的文件與管理作為，落實在目前計畫

執行中的專案並傳承給新進年輕同仁。

　李博士除了生產專業學識外，也具有廣泛

工程專業背景，故亦積極投入研發工作，參

與工程失效分析，並提出可行的設計精進研

改方案，提升系統功性能及可靠度。回顧生產

過程，在多次面對嚴重工程問題及危機事件

時，李博士均能沉著處置逐一解決，所負責的

專案也都能如期如質達成裝備生產解繳任務。

　追求完美、思慮縝密與執行力，是李博極為

代表性的人格特質，一路走來，始終秉持積

極、認真、負責及以身作則的工作態度，對於

長官交付任務，總是能圓滿達成，深獲各級長

官信任及部屬的敬佩，此次榮膺楷模可謂實至

名歸。李博特別表示感謝計畫長官的指導與同

仁的團隊合作，這份榮耀屬於計畫全體同仁。

◎資通所／簡國芳特稿

　陳組長自民國81年進入本院計算機組擔

任技術員一職，他利用公餘時間就讀大學

與研究所，不斷加強自己的能力，並將學

習所長，運用到相關專案中。

　來院期間參與大成系統精進及相關演訓

任務。於民國90年轉換為科技人員，並著

手規劃與執行資安防護相關專案，與院內

同仁共同完成國軍資安防護系統建置，並

配合參加各項重大演訓任務。民國97年起

分別擔任專案組副組長與組長一職，順利

完成科研案結案及建案。民國102年回到

計算機組擔任組長，此期間在各級長官指

導及本組同仁共同努力下，先後完成多

項重要研製任務；除提供國軍與本院使

用外，更與政府單位辦理建案作業，另

「SG100太空電腦」研製任務，其規格超

越國際相關產品水準，已於106年12月通

過國際太空站測試，成為NASA合格產品之

一。

　此次榮獲107年「中山楷模」，陳組長

除感謝本院各級長官長期指導與支持外，

還特別感謝全組同仁共同的合作與努力，

他表示此殊榮不屬於個人，衷心願與長官

與努力夥伴共享。

◎資通所／周念董特

稿

◎系發中心／黃庭勝特稿

　周博士自民國75年碩士畢業後以國

防役別至本院，即參與雄二飛彈研發

的系統工程整合任務，其認真負責的

表現受到計畫各級長官的肯定。

　雄三飛彈是我國自立研發成功的第

一枚超音速攻艦飛彈，周博士在雄二

既有的基礎上，全程投入相關研發任

務貢獻心力。雄三研發能順利通過初

期作戰測評與後續

作戰測評，完整驗

證武器系統的設計

與品質能符合戰備任務需求，執行過

程處處可見其殫精竭慮的衝勁與領導

的過人之處。

　近年來周博士再肩負起科研建案的

任務，面對軍種需求，必定反覆評估

與研究，強調除了研發符合顧客需求

的產品之外，更要替顧客考量未來潛

在需求。

　周博士常說：「能力、品德、勇

氣、忠誠、信心、無私、犧牲與關

懷，這些聽來俗套的標語，往往就是

領導者的致命傷，因為很少有領導者

做到，卻是我一生奉為圭臬的座右

銘」。周博士在公餘喜好鑽研養生保

健之道，著有《雄風養生功》乙書，

無私提供同仁參考，並常於他的講座

中砥礪同仁並宣導健康對個人與家庭

的重要性，足以展現其對人的關懷。

此次榮膺「中山楷模」只是遲來的肯

定，但相信無論是否有獲得這樣的殊

榮，他依然會樂此不疲。

爭）」，是呂學義先生做人

做事的原則，也是做為一個

管理者所需具備的條件，經

由小組多數同仁的推舉及獲

組內長官的認可指派，擔任

領班職務迄今長達22年，實

屬難得。

　近年來於人員短缺及各計

畫工作量暴增的情況下，呂

學義先生稟持著農家子弟腳

踏實地的水牛精神，有條不

紊地協調及管控各項檢驗工

◎航空所／吳振祥特稿

　洪總工畢業於成大航空系，於

民國67年進入空軍航發中心服務

（72年改隸本院），迄今已超過

40年，歷任航空所結構力學組疲

勞分析小組小組長、副組長、組

長；期間參與過我國多型戰機之

研發計畫，包括有「自強」、

「雷鳴」、「鷹揚」、「翔昇」

等專案。現擔任天使計畫總工程

師，帶領專案團隊，執行「新式

高教機」等研發工作，並依據

戰機關鍵技術項

目，與本院專業

單位共同開發空

用系統及組件，以期提升飛機空

用系統裝備自製率，達成「國機

國造」政策目標。

　洪總工專長為飛機結構力學，

於經國號戰機研發期間，貢獻所

學，建立戰機結構疲勞分析和測

試能量，並執行經國號全機耐久

試驗，績效卓著，並因此於民國

81年獲得全國優秀青年工程師獎

章。

　讓我們最敬佩的是：洪總工為

人誠懇，態度謙和，作事積極進

取、精益求精，凡事總能整合團

隊、全力以赴，成事從不居功，

他總說：「成功是屬於團隊全體

的」，

此次有

幸獲選

中山楷

模殊榮

，同仁

們均認

為實至

名歸，

讓我們

恭喜他

！

及職務的歷練，讓他擁

有完整的雷達系統規劃

設計及整合測試之實務

經驗，亦造就他兼具使

命感與執行力特質，相

關研發任務均能如期如

質完成。

　蔡副所長力求產品在

技術面跨代產出的重要性，

更領導團隊開發高功率放大

器收發模組製作的主動式相

列雷達。從事系統研發任務

迄今，蔡副所長有著「永不

放棄」的堅持，更秉持「做

系統研發的人，一定是帶領

團隊第一個踏入，也是最後

一個離開戰場」的信念。

　此次榮膺中山個人楷模，

蔡副所長表示要特別感謝所

有射控計畫同仁，衷心願與

所有工作夥伴共享這份榮

耀。

◎督品處／王雄師特

稿

　趙組長自73年畢業

後即進入品保中心服

務，參與品保相關工

作，82年品保中心委

請美國希爾頓顧問公司(HSI)

輔導申請品質系統認證，趙組

長以其熱心及主動積極態度，

協助外藉顧問完成相關實驗室

之認證，獲外籍顧問肯定並推

薦予王主任。

　103年本院轉型，趙組長以

多年累積之行政作業經驗，配

合督品處許處長之指導，共同

推動一級單位內不分級扁平化

行政作業，並負責660館跨多

單位館舍之管理，進行小區

域的行政支援整

合。

　105年幕僚進

行政作業革新，

葛副院長推動跨

一級單位行政整

合，以提高行政

效率及精簡人

力，指定督品處試行納策略

會、工安室行政作業整合，趙

組長以其豐富之業務能力，執

行跨單位介面溝通整合，對內

安撫組內同仁之抱怨，對外耐

心說明，消彌其他二單位之不

安，歷經一年多的努力終至順

暢，106年本院業務輔檢均獲

得獎項。

　趙組長表示本院轉行政法人

在相關制度變革後，院內各職

類同仁都有發揮的空間，得獎

除感謝各級長官栽培外，日後

秉持「不怕錯、只怕不做」的

信念，以「認真、確實、勇

敢」的態度，去面對每一件

事，也以此信念鼓勵二個兒子

面對各型態的工作領域上。

◎電子所／黃承漢特稿

　與惠紅在中科院這個大家庭共

事將近20個年頭，看著她的成長

與學習過程，迎接挑戰的韌性，

確實感觸良多。憶起為開發某一

專案，大家抱持著成功捨我其誰

的精神努力打拚，凌晨三點，測

場卻是人聲沸騰，儘管大家的眼

睛佈滿血絲，臉上卻充滿興奮與

期待！成員目標一致，就是希望

看到心血結晶能開花結果，整個

過程，她都是全程參與，榮辱與

共！

　在電子所導引計畫，我認識的

惠紅專業工作能力、經驗及積極

主動付出態度實無話可說，各計

畫皆希望是由她直接參與負責管

理，所以只有「忙」一個字足以

形容，身體雖「忙」，心卻是不

「盲」，因為惠紅很清楚知道所

要追求的目標，藉由管理的多重

面向，幫助研發團隊尋找出最佳

的解答。遭遇挫折時，她總是提

醒世間的路沒有永遠的平順，工

程開發，碰到困難在所難免，重

要的是有充足的智慧與信心，提

出勇氣鞭策團隊永不退縮！這就

是我認識的惠紅。

　有次我跟惠紅說：「妳真的

很棒，不可能的任務真的達成

了」，她回說：「我不敢說有如

何了不起，週遭付出更多的人比

比皆是，我卻以能夠親身參與我

們的國防事業感到驕傲！」

系製中心李秀青

系發中心李衍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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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先生於73年進入本院服務迄

今，參與雄風三彈研製工作，負責

時序火工模組PCB Layout設計、料

號申編、購料、PCA組測、檢修暨

物管業務執行，無論在研發或生產

階段皆可見他任勞任怨、埋頭默默

工作的身影，組裝測試過程中能即

時研判並排除問題，有需要跨單位

解決時亦能獨立完成協調作業，滿

足計畫要求，使計畫得以順利執

行。30餘年之工作經驗累積，彭先

生完成模組組裝品質控管查核流

程SOP文件撰寫，建立完整技術資

料，並對新進同仁不遺餘力毫無保

留地將技術傳承，使後續研發、生

產工作得以無縫接軌順利執行。

　彭先生並負責彈內計算機軟/硬

體測試/模擬系統及火工時序模組

自動測試裝備硬品和佈線/線帶研

製工作，國防武器的高可靠度及維

護度需求，彭先生以認真負責，勇

於任事的工作態度，面對工作上的

挑戰，不斷地吸收新知、充實自

我，如期如質完成各項任務，大幅

降低研發時程，深獲長官與同仁讚

許。

　此次能獲頒中山楷模，要感謝各

級長官與同仁，彭先生表示此榮耀

屬於團隊合作同仁，不屬於個人成

就；最後以「明日的成功有賴今日

的努力，真正成功是將勤奮和努力

融入每天的生活中」，以此與同仁

們共勉。

（把事情做到最

好），做人如水

（水利萬物而不

◎飛彈所／林英男特稿

　呂學義先生於民國67年到

院服務，現任飛彈所測試工

程組第一品檢小組領班（技

術師），年資已達40年餘，

在院期間，前期專研於機械

測量技術的提升，後期擔任

領班一職，負責小組各計畫

工件品質檢驗工作之分派調

度與執行進度管控，並協

助小組長執行小組各項行

政管理工作；「做事如山

質檢驗與管制工作，確保計

畫工件品質需求，圓滿達成

計畫各項組裝、測試與飛試

演習任務，其主動積極與認

真負責的工作態度，深獲各

計畫肯定，屢獲記功嘉獎。

　對於榮膺中山楷模獎，呂

學義先生由衷地感謝所長和

各級長官、同仁長期以來的

提攜與支持，並認為此中山

楷模的殊榮是屬於本單位全

體同仁，未來將繼續的為中

科院這個大家庭打拚奮鬥。

作時程，順利

完成各計畫品

◎材電所／張彩瑩特稿

　步入材電所本部 680 館，大廳兩側樑

柱上鮮明的對聯映入眼簾，「材料為經

授三軍雄師掌弓劍、光電為緯追千里敵

蹤立首功」，表述了材電所的專業及任

務目標。

　本所前身為材料研發中心，創立於民

國 72 年，起初以國防武器之材料自主

及光電科技研發為使命，專注落實關鍵

技術的生根及自主化。80 年代起，配

合政府政策，開始推廣民間產業的應

用，進行技術的商轉，輔導產業升級。

民國 103 年本院轉型行政法人後，更積

極配合本院政策，開拓商機，邁向國

際。葛平亞博士擔任本所所長期間擘劃

「材料創新、光電領航」的願景，程一

誠博士接續以「創新技術微型化、研發

成果產業化及產品精進全球化」為目

標，整合創新、加值產業，致力於產業

價值鏈附加價值最高的「行銷及品牌」

的經營。105 年的促成本院也是我國首

例高科技軍品銷售案，本所成功地躍上

國際舞台，跨出邁向國際的第一步，不

僅如此，本所研製之 UDS（無人機防禦

系統）獲得政府機關高度的肯定及信

任，多次支援全國性活動之維安任務，

擦亮本院的品牌！

　本所一直以來不斷向上精進，在專業

領域的部分，106 年全院品質優良案例

優等獎的三個獎項之中，本所榮獲了其

中兩個獎項（「以田口方法研究磷光材

料合成與鍛燒之最佳條件」、「利用品

質屋探討國防學合案之服務品質改善方

案」），同年，經濟部舉辦的第 5屆國

家產業創新獎，本所亦榮獲了「全國唯

一卓越創新學研機構獎」的殊榮，本院

在產業創新可說是受到莫大的肯定！不

僅於此，同年落成營運展示中心與員工

研習中心，致力於提供員工福利，使同

仁樂於與材電所共同努力。甚至，我

們思考如何落實社

會責任，認為企業

不能只想著收成，

與社會、環境共存

才是內涵。因此，

本所從「友善鄰里

以及推廣保育」開

始，今年在大溪

內柵認養了一塊

地，名「材電一畝

田」，以具體行動

支持在地農民友善

耕作，關懷這片我

們所生長的土地。

　材料是一切科技的基礎，光電是未來

產業的出路，社會責任是企業永續發展

的趨勢。期許本所打造媲美國際一流的

團隊，持續戮力高新技術、提升產品品

質、累積能夠建立品牌與行銷產品的技

術能量，落實國防科技產業，幫助國內

材料及光電產業界產品開發跨過技術門

檻，使產品量產並導入國際巿場，協助

我國產品高值化及創造產業升級榮景，

拓展台灣的科技創新實力與經濟力。同

時，對內發揮企業倫理；對外善盡社會

責任，成為兼顧五育的典範企業。

◎公關室／林信全特稿

　公共關係室在全體同仁一步一

腳印埋首努力下，除在本院 106

年單位績效評量結果「內部顧客

滿意度」一項，獲得幕僚單位第

一名，接著更以優異績效脫穎而

出榮膺本院「107 年中山模範團

隊」崇高殊榮！公共關係室每位

成員獲知當選訊息，給了本室同

仁極大的鼓舞，無形中也激勵大

家要肩負更重的責任，誓為全院

同仁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品質。

　公關室職司本院國會、新聞、

民事、福利服務、文康社團及員

工協助方案等各項工作推展，年

來秉持追求創新的工作理念，對

內置重點於員工協助方案及多元

服務措施的推廣，冀望創造具幸

福感之職場環境，進而達到讓員

工「安親、安養、安家」目標；

對外透過精進國會、新聞及民事

工作爭取國會委員、友我媒體及

地方仕紳的支持，型塑本院優質

企業形象。當選優良事蹟：計執

行「推廣員工協助方案」、「開

拓傳媒經營發展」、「營造多元

社團生活」、「開創員工優惠福

利」、「創造優質藝文環境」、

「拓展社會公益活動」及「成立

院友會與志工隊」等 7項創新事

務，並實施「革新國會事務效

率」、「精進典型楷模表揚」及

「改變院慶活動模式」等 3項業

務工作革新。

　為將本院建構成為幸福企業，

公共關係室致力深耕「員工協助

公 共 關 係 室

中山模範團體獲獎單位
材
料
暨
光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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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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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外，並安排權責長官親赴立院

及委員辦公室說明，為樹立本院

楷模典範，辦理各類典型選拔與

表揚，以勇於突破前瞻作為，將

48 週年院慶活動移至水資局大

草坪實施，帶給同仁截然不同的

全新體驗，具體有效凝聚員工向

心力。

　展望未來，公共關係室對於本

院 50 週年院慶，將「院區四季

風景圖」、「本院研發成果簡介」

及「院區所在地一日遊景點介

紹」等為主題內容製作桌曆，結

合全院運動手環發放，以關懷員

工健康及提倡運動風氣為目的，

辦理全院健走活動；因應環境變

化與實際需要，運用員工協助方

案著手規劃爭取育兒津貼補助、

員工房舍修繕期間本院眷舍短期

租借使用等福利措施，嘉惠全院

員工。

　公共關係室以扮演安定人心與

凝聚向心角色自許，未來將續以

勇於任事、追求創新理念奮勉前

行，結合各項施政理念，為本院

追求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

隊目標貢獻心力。

方案」，協助本院各功能

單位執行專案媒體宣傳，

以及辦理媒體專（申）

訪、社群行銷及引導議題

正向發展，另為豐富全

院 36 個社團組織運作效

能，積極爭取社團活動經

費補助；本室以「取之員

工、用之員工」之精神，將福利

服務部門年度營業所得淨額，依

比例回饋院內員工，同時策辦各

項團購及大型商品展示，招商引

進各類物美價廉生活用品供同仁

選購，並策辦「翻轉教育」電影

欣賞、一級主管研習等活動，對

建構本院優質藝文環境，提升同

仁人文氣息無不用心經營；更以

積極的行動致力各項社會公益活

動，先後辦理桌椅捐贈、太陽眼

鏡募捐、贊助學校球隊經費及寒

冬送暖等多項善行義舉；為維繫

退休員工對本院情誼，以「中山

人」為概念，成立中山院友會與

中山志工隊，對整合與維繫本院

珍貴情感資源，實具長遠助益。

　為配合國家重大國防政策，針

對本院預算，除先期協調國會委

中 山 楷 模 得 獎 同 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