瑩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電子所辦理一
【特約記者廖秀梅／報
導】
本院電子系統研究所
為提升各級主管幹部之
領導統御、溝通協調、
決策分析與執行資源規
劃等能力，日前辦理
「一 ○
七年經營策略幹
部教育訓練」，期藉由
研討課程，凝聚幹部對
未來該所經營策略共

所長林博士於課程總
結及工作研討時期勉各
級主管，身為領導幹
部，必須適時調整過往
保守穩健的思維與心
態，更要具備前瞻與創
新觀念及做法，才能因
應外界的變革與挑戰。
科技日新月異，機會稍
縱即逝，管理與領導的
核心就是員工的溝通與
領導，並勉勵幹部藉由
有效的溝通與管理，創
造員工的最大價值，進
而引領組織再造，實現
單位願景。

【特約記者呂弘文／報導】
本院軍通中心由功能單位組織變
革為幕僚單位，全體同仁無不卯足
全力，迎接新的挑戰，為此，中心
大家長產拓長體恤同仁辛勞，擇於
秋高氣爽時節，帶領全體同仁前往
好山好水的宜蘭充電紓壓。
同仁沿路高歌歡唱卡拉 OK
，體驗
虎 牌 米 粉 觀 光 工 廠 DIY
手做過程，
接著漫步新寮瀑布呼吸芬多精與負
離子紓解壓力，並放鬆品
味吉姆老爹各式啤酒。
在大夥自行票選出的謝
師傅無菜單餐廳驚艷行程
中，產拓長特別勉勵同
仁，此行不僅是自強活動
調劑身心、凝聚團結，希
大家享用美味功夫料理與
觀賞上菜秀時，也學習餐
廳不畏競爭，發揮團隊創
意，不斷精進成長的精
神。該中心需要同仁腦力
激盪建設性之各式發想，
凝聚向心再創佳猷。活動
全程在歡樂喜悅中劃下圓
滿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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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羽球社球敘聯誼合影。
（葉嘉範／提供）

佳績，為本院爭取另一面向
的榮譽。竭誠歡迎同仁加入
羽球社，共築「白色羽毛」
的歡暢園地。

分別就「主管效能提升
〈楚漢相爭之職場競
─
爭力〉」及「如何做好
科技管理」等課程實施
授課。藉由課程規劃及
教授精闢講演，有效強
化同仁知識力、溝通
力、管理力及領導力，
並提升幹部應具有前瞻
思維並開創新技術與新
研發能量能力等職能。

七年經營策略幹部教育訓練
○
識，進而提升組織工作
效能及滿足工作需求，
實現組織願景達成。
該訓練課程計規劃
「職場溝通」及「科技
管理」兩大類別，特別
邀請國立清華大學中文
系博士也是中原大學通
識教育中心副教授曾陽
晴及清大科技管理研究
所副教授劉玉雯博士，

敦親睦鄰促情誼
的豪情與期許。
晚宴期間歌王、
歌后群起高歌，餘
羽球社舉辦球敘聯誼活動 音
繞樑不絕於耳，
也安排了一系列的男女對唱
表演，展現不同於球場上競
技的另一面向才藝。藉由社
團的凝聚性與和諧性，以正
面健康、有益身心的活動模
式，介紹本院成員不同的風
貌，敦睦彼此情誼，增進對
本院任務的認同與支持，進
而支持國防自主科技發展。
一天的聯誼活動由驚呼、
讚嘆聲及歡笑、汗水所交織
構連，兼具競技與感性。社
團伙伴有幸暫拋平日繁忙嚴
謹的國防科技研發重任，率
情擁抱羽球運動所帶來的身
心靈平衡，同時也更珍惜與
球友們所建立的珍貴情誼，
使該活動更顯彌足珍貴。展
望未來，大夥早已蓄勢待
發，在下一個戰場持續爭取

【特約記者葉嘉範／報導】
為敦睦本院院區周遭鄉親
情誼，倡導健康身心活動，
逸光羽球社日前邀請鄰近之
繼光、桃勤羽球隊共襄盛
舉、齊聚一堂，舉辦球敘活
動及聯誼餐會。
聯誼活動在社長登高一
呼、各級幹部的精心策劃與
通力合作下順利展開，由社
長致歡迎詞及介紹與會各隊
人員後，隨即展開一系列的
排點捉對廝殺對抗賽。大夥
在細雨紛飛的時刻聚在一
起，無關名利、勝負，純為
多年來奠立的深厚友誼。場
上盡情揮拍廝殺、飆汗暢
快；場下握手言歡、談天憶
往，不僅引人進入時光隧
道，對接下來的日子有更多

電子所林所長與參加教育訓練幹部合影。
（廖秀梅／提供）
軍通中心新寮瀑布芬多精快樂遊。
（呂弘文／提供）

仁的專業知識與能力，亦需考量人格特
質，並累積工作經驗，勿因熟練、習慣
而未遵守標準作業程序及各項工安法
規。另應持續強化品質管控，確保產品
穩定性與一致性，並時時反覆自我檢
視、精進，充分發揮效能。
二、強化安全作為、管控風險杜絕危
安：安全是單位永續發展的基礎，任何
作業均有潛在風險，各級幹部應克盡職
責，除於工作前宣達安全規定、加強各
項安全防護措施檢查外，亦需落實「風
險管理」工作，運用風險評估擬定對
策，杜絕危安因子，先行針對同仁作業
時可能發生之危安因素，做好預防工
作，並規劃良善之應變流程，平時反覆
演練，才能有效管控風險發生機率，達
成「零危安」之目標，如期如質達成產
值，滿足國防建軍備戰所需。

恪遵標準作業程序 管控風險杜絕危安
【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張副院長日前履新視導化學研究所，
與該所副所長及二級單位主管進行座
談。會議首先由賴所長介紹各功能組與
重要幹部，隨後由計管組張組長簡報化
學所六大核心技術、管理與營運現況及
未來工作規劃。
張副院長對於該所相關技術規劃深表
認同，並嘉勉各項執行成效。此外，對
於同仁致力任務執行所付出的心血，表
示肯定與嘉勉，也期許同仁執行研發任
務時，更要重視工安、品質與效率，共
同為精實國防戰力貢獻心力。張副院長
也提出兩點與同仁共勉：
一、執行各項任務、恪遵標準作業程
序：化學所執行之研發工作偏向毒、
燒、炸等高危險性，除透過務實的教育
訓練及合格簽證機制，建立火工作業同

力；因此重點
並非面對何種
壓力，而是如
何解讀壓力事件或環境對個人的意義。
科學上有充分的證據顯示，長期的壓力
源與濫用成癮藥物的動機常高度相關。例
如：曾遭受性虐待、家庭暴力和家庭功能
障礙等不良童年經歷事件，均與個人藥物
成癮風險增加有關；也有報告指出婚姻不
美滿、對工作不滿的人，發生藥物成癮的
機會較一般人高。
個人情緒管理失控容易導致壓力升高的
原因，與失去對衝動的控制力有關。慢性
壓力會降低大腦區域的灰質體積，其體積

效評量的重要指標，特別
要求督品處再行研析年度
滿意度評量指標，以更公
正客觀的角度，反映同仁
對各項業務的滿意度。
最後，古副院長勉勵各
幕僚單位推展業務要在
「效率」與「品質」間取
得平衡，在規劃階段要深
入研究，周詳考慮，設計
既有品質又有效率的執行
方案，使各單位易於執
行，樂於配合，才能提升
滿意度。
大小與認知控制和壓力調節有關。參與協
商認知的前額皮質被壓力關閉後，大腦如
同失去了反思能力，會造成不經大腦的行
為表現，研究發現人們因而容易選擇以不
理性的衝動如吸菸、暴飲暴食、酗酒及藥
物濫用，作為應對日常壓力的方式。
沒有任何壓力調適策略能適用於所有的
壓力情境！我們應提醒自己，適度保持彈
性與開放性，在不同的壓力情境中，找尋
不同的舒壓方式，才是上策，但是成癮藥
物絕對不能納入選項；成癮藥物不但無法
解決問題，只會造成更多問題。（摘轉自
青年日報一 ○
七年十一月十日第十版社
論）

【 特 約 記 者 陳 弘 軒 ／ 報 幕僚單位必須確實分析評
導】
估，並提出因應方案，避
督品處日前辦理院部幕 免產生風險。
僚單位 ISO 9001
品質系統
古副院長特別重視員工
年度「管理審查會」，由 對行政作業滿意度調查之
品質管理代表古副院長主 結果檢討，亦請非屬院部
持。該會議除依 ISO 9001 ISO 9001
驗證單位之其他
標準之要求，針對品質系 幕僚單位出席檢討，會中
統運作結果及其有效性逐 轉達院長指示：「員工滿
項 提 報 檢 討 外 ， 另 基 於 意是本院前進的動力」。
： 2015
版著重在 院部各單位應著眼於服務
ISO 9001
組織內、外部環境議題改 全體員工，並重視滿意度
變要有因應作為之要求， 調 查 結 果 ， 研 擬 精 進 作
古副院長特別指示院部各 為。顧客滿意度調查是績

本院舉辦品質系統管理審查會

院長致贈楊佈新導演紀念品。
（邱清霞／攝影）
長強調，因為國家處境艱難，這群空
軍英雄不得不深入敵境。反觀本院為
國家重要國防科研單位，大家都要有
將產品做好的決心，在穩固完善的基
礎上，為國軍建軍備戰貢獻心力。
之父」美名的已故華錫鈞
有 「 IDF
上將，是「黑貓中隊」的第一代成
員，和中隊有深厚淵源，在拍攝訪談
過程中明顯感受華上將對「國機國
造」期望與掛念。由於他在任職本院
航空所前身航發中心期間，率領研發
團隊突破萬難，自行成功研發 AT-3
教
練機與經國號戰機，在「國機國造」
政策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本院
用心安排深具教育意義的影片欣賞活
動，楊導演深表感動。
該部紀錄片中剪輯五十二位老英雄
們訪談內容，透過他們口述歷史，體
會到每位隊員們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的勇氣。楊導演在「留給下一個世代
的備忘錄」使命感督促下，前後歷經
五年的時間，從無到有堅持完成這部
紀錄片，真實還原黑貓中隊的歷史真
貌。

【特約記者楊庭穎／報導】
本院日前假中正堂舉辦
四十九週年院慶慶祝活動，
特別安排資訊通信研究所吉
祥物與啦啦隊精采表演，所
有成員活力全開，魅力演
出。吉祥物 QQ
資通妞和酷酷
資通俠配合節奏一同搖擺，
萌翻全場，吸引全場目光。
妞、酷酷俠與啦啦隊秘
QQ
密特訓，透過舞蹈活動，帶

資通所吉祥物合體啦啦隊熱情演出。
（楊庭穎／提供）

張副院長視導化學研究所

動 全 場 氣 氛 ， high
到最高
點。全院同仁都感受到資通
所青春熱情，活潑團結的企
業精神，更為院慶獻上滿滿
的祝福。
資通所以「 QQ
資通妞和酷
酷資通俠」做為產品代言人
與活動形象代表，塑造優質
的組織形象，行銷資通電技
術能量，並凝聚同仁向心
力。

資通所吉祥物合體啦啦隊
超熱情演出萌翻院慶全場

【特約記者林信全／
報導】
為緬懷國軍先烈與
本院先進早年在冷戰
時期對國家的貢獻，
本院日前假中正堂舉
辦《疾風魅影 ─
黑貓
中隊》電影紀錄片欣
賞活動，由院長主
持，計有各一級單位
主管暨同仁代表二千
餘位參加。
執導該部電影導演
楊佈新先生也親臨現
場，於收視前闡述起
心動念拍攝該部影片
歷程與感觸，強調困
難的環境只要堅定信
念，時時懷抱著高度
愛國情操，當面臨外
在威嚇時亦無須畏
懼。透過欣賞影片，
回顧空軍黑貓中隊英
雄們視死如歸英勇表
現，更從中深入瞭解
昔日歷史真象，體認
到國家安全重要性。
院長致詞表示，昔
稱「黑貓中隊」是空
軍第 35
中隊，冷戰時
期我國配合美國中央
情報局深入中國大陸
領空，執行夜間高空
偵察任務，當時由美
方提供洛克希德 U2
偵
察機，我方提供飛行
員。該機種被認為是
最難駕馭機種，每位
執行偵蒐的飛行員，其背後除肩負著
重大歷史意義，同時也代表一群高空
勇士們無畏犧牲的偉大愛國情操。院

有可能讓人增加衝動反應，誤以為能選擇
以成癮藥物來減壓，卻反而增加藥物成癮
的風險。因此，如何找到管理壓力的方
法，可能是每個人必須謹慎面對的課題。
其實，所謂的壓力事件或可能造成慢性
壓力的環境，本身並無害處，重要的是個
人如何評價（解釋）壓力源，以及如何應
對壓力。透過不同角度看待事情，可以運
用重新評估作為應對策略（例如：「它不
再是一個大問題」）。有人不理性地選
擇透過吸煙、飲酒和暴飲暴食來應對壓

化壓力為動力 遠離毒害面對挑戰
日前發生某位軍職人員因罹患重大疾
病，面對工作內容調整及長期病痛困擾
後，導致自身壓力調適失當，且不知該如
何尋求家人、親友或同袍的協助，竟錯誤
選擇使用成癮藥物麻醉自己，經警方查獲
後，不僅自毀軍旅前程，讓周邊關心的人
感到不捨與遺憾，也足以讓我們引為借
鑑。
壓力是藥物成癮開始、維持、復發及接
受成癮治療失敗的關鍵因素。凡是造成壓
力的事件，加上不良的壓力因應技巧，都

軍通中心蘭陽充電紓壓之旅

前瞻創新觀念 因應變革挑戰

【特約記者唐金華／
報導】
本院系統維護中心
與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核能研究所為增進
彼此合作交流，日前
由該中心潘主任與核
研所李海光副所長共
同簽署合作交流文
件，雙方相關同仁出
席與會。潘主任除表
達對合作案之肯定
外，亦期許藉由該案
之順利展開，進而對
擴展本院與業界之技
術交流，達到拋磚引
玉的效果。
本院系統維護中心
承接各項武器系統研
製案整體後勤業務，
系統安全工程為其整
後核心業務之一，亦
化學所賴所長與台灣建築中心許執
為本院各研製案不可
行長簽署合作備忘錄。
或缺之專業工程分
（蘇登貴／提供）
項，攸關本院各研製
置 符 合 歐 盟 軌 道 工 業 EN 45545-2
案系統產品之品質。
、
及
之測試設備，並逐
有鑑於核研所在執
R10
R22
R23
年擴充軌道相關測試與驗證能量，
行核電廠營運安全之
為國內軌道工業跨出與國際接軌的 量化風險評估，累積豐富之實
第一步，除可滿足現階段國內軌道 務經驗，並廣受好評，為系統
產業需求，並可協助國內相關業者 安全工程同業中佼佼者。系維
拓展海外市場。
中心素來即有意透過與之技術
近年來社會防火愈來愈重視，規 交流，以提升系統安全相關技
範與法規也益加嚴謹，不僅為民眾 術能量。日前企劃處辦理核研
的生命安全把關，本院防火實驗室 所參訪事宜，該中心恰巧得以
也秉持服務熱忱，利用測試能量提 邀請核研所核工技術部門洽談
升產業競爭力，協助業界研發各類 合作相關事宜，雙方不但合作
防火材料。防火實驗室除肩負國防 意向明確，在合作內容上亦獲
科技研發任務外，並逐年將研發與 得相當具體的進展，在企劃處
測試能量擴散至民生應用，為營建 適時地行政支援下，順利促成
署指定之認證機構。
本次合作案。

刊

肇

保密警語

【特約記者蘇登貴
／報導】
本院化學研究所
賴所長日前與財團
法人台灣建築中心
許世杰執行長簽署
合作備忘錄，共有
國內知名防火材料
類製造與貿易二十
餘位業界代表出
席。未來雙方將在
防火材料評定之認
證合作，以及共同
維持防火材料市場
監督等方面進行合
作。除防火層面，
後續將與該中心在
綠建材等其他方
面，構建進一步的
交流與合作機會。
賴所長指出，本
院防火實驗室成立
近三十年，台灣第
一間防火實驗室，
很 早 就 進 行 TAF
認
證，測試能量完
備，前兩年規劃將
整個化學研究所的
實驗室進行整
TAF
併，更名為青園
實 驗 室 ， TAF
編號
。目前防火實
1401
驗室可執行防火
牆、防火窗、貫穿
孔道以及各類防火
材料測試，未來將
陸續建立防火門等
大型試驗能量。
除大型試驗外，為與世界潮流接
軌，也積極建立歐規有關軌道車輛
的防火測試能量。目前已逐步建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追求卓越，
成為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

航空所與空軍保指部委製簽約

月

航空所齊所長、空軍保指部李指揮官及觀禮
人員合影。
（陳美滿／提供）

系維中心與核研所合作新里程

製結構
件，並
展開第
【特約記者陳美滿／報導】
一階段空軍 F-5
型機結構件委修製工作，
為使委修製工作順遂，本院航空研究所 空軍對於本院第一階段委修製相關工作執
與空軍保修指揮部日前假該所舉行「一 ○行成效深表肯定，後續第二階段 F-5
型機
八至一一 ○
年空軍 F-5
型機結構件委製」 結構件，仍委由本院承製。
簽約典禮，由航空所齊所長及空軍保指部
航空所齊所長除感謝空軍支持與信賴
指 揮 官 李 少 將 共 同 主 持 ， 雙 方 相 關 幹 部 外，並期勉該所整維組繼續秉持熱誠的工
二十餘人與會觀禮。
作態度及服務精神，戮力完成空軍交付之
航空所整維組以豐富之維修能量經驗， 修製任務。
全力支援空軍執行各型飛行模擬器、飛航
空軍保指部李指揮官亦表示，對航空所
管制模擬訓練器、發動機試車台等多項裝 各型裝備檢修能量及維護服務成效給予高
備之維修任務，充分贏得空軍信賴。一 ○度肯定，相信未來雙方更多委修製合作也
七年起空軍將裝備委託維護擴展為委託修 都能圓滿達成。

團結一心 迎接挑戰 開創新局

我們的願景
董事長並
提出六點
與全體同
仁共勉：
一、戮力
產 能 提
升、達成
營 運 目
標。二、
推動國防科研、發展關鍵技
術。三、創新國防工業、健
全產業鏈結。四、育才留才
並重、落實人力培育。五、
重視軍通科技、開拓國際空
間。六、強化安全管控、維
護國防安全。同時並勗勉本
院同仁要團結一心，做好迎
接挑戰的準備，以務實、踏
實的工作精神為本院開創嶄
新的格局。
緊接著，大會進行「健康
手環啟用儀式」，由資通所
及電子所等單位啦啦隊，帶
來活力四射的舞蹈表演揭開
序幕。院長、葛副院長、馬
副院長、古副院長及觀禮貴
賓共同點燃聖火，鼓勵同仁
利用健康手環，提醒自己多
利用公餘健走運動，以增進
身體健康，提升工作效能。
隨後，本院精心安排爵士
風華、第二屆中
山好聲音決賽等
系列精采表演，
讓大家歡度難忘
的院慶。最後，
院長再次期勉大
家齊心戮力，發
揮團隊精神，共
同迎向美好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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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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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四十九週年院慶慶祝
大會日前假中正堂舉行，董
事長親臨主持，本院董事、
監事、院長、副院長及一級
單位主管、同代表二千餘人
與會。
董事長於會中首先頒獎表
揚本院一 ○
七年中山楷模暨
模範團隊、模範勞工、服務
屆滿四十年人員及院慶各類
體育競賽總錦標優勝單位等
績優獎項，並對獲獎單位與
同仁的優異表現，表達嘉勉
之意，由於大家的勤奮付出
與努力，才能獲得殊榮與肯
定。
董事長致詞表示，藉由
「迎接挑戰、開創新局」的
院慶主題及面對即將到來任
務的高峰期，再次宣示各項
任務如期如質完成的決心。

董事長親臨主持本院四十九週年院慶慶祝大會
董事長頒獎表揚績優人員。
（邱清霞／攝影）

本院舉辦《疾風魅影─黑貓中隊》影片欣賞活動

能量擴散民生應用 合作交流接軌國際
化學所與台灣建築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

本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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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法先烈愛國精神 戮力研發自主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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