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通所與耀登科技簽署合作備忘錄

扶植傳統產業 創造經濟奇蹟
技術與獨特產業聚落合作模式，
提供客戶高靈活度的客製化能
力，為台灣穩固亞洲優質金屬機
械設備的地位。透過展覽串聯台
灣金屬供應鏈，加乘精密機械加
工的產業聚落力量，強化競爭
力，提供高階技術的支援與整
合，吸引國際買家來台參觀採
購。

材電所參加台灣金屬材料暨精密加工設備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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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國際 追求卓越
成就世界級國防產業

軍通能量擴散民間共創雙贏
桃園市勞動局局長蒞院參訪

鑄錠、 鎳基超合金鑄錠、電漿
噴覆葉片、各式車用及發電機用
渦輪轉子及噴嘴、航太級 3D
列印
金屬粉末等十餘項產品。
本屆首次移師台中舉辦，因為
中部聚集全台八成以上的金屬產
業，也是全球精密機械產業密集
度最高的地區。台灣金屬工業以
五十年發展的歷史，憑藉著先進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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瑩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導】
第四屆台灣金屬材料暨精密加
工設備展日前假台中國際展覽館
舉辦，計有國內外金屬產業之領
導品牌近百家廠商共同參展。本
院材料暨光電研究所受邀展出電
子束熔煉、真空熔煉鑄造、大氣
熔煉鑄造、航太級超合金熔煉及
粉末製造等技術產出，包含純鈦

月

電子所邀情境智能學會參訪
中華民國情境智能學會蒞訪來賓於飛彈展示區合
影。
（莊景綺／提供）
（廣末涼子飾演）。壯介好
久沒有這樣心動的感覺，他
開始勤上健身房，剛巧認識
同來健身的 IT
新銳社長開口
邀請他擔任公司顧問。事業
愛情兩得意，壯介的第二人
生看似一帆風順，但是就在
此時，意想不到的災難一個
個降臨。始終支持他的老婆
千草也提出了「分手」的要
求……。
月 日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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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過程中，林理事長一行來
賓對於本院致力國防科技研發所
累積的豐沛能量，均給予高度肯
定與讚揚，也表示希望有機會能
夠再度拜訪本院，就雙方未來可
合作的事宜進行深度交流。
境智能學會以國內外情境智能
理論為基礎，結合技術與應用的
能力，協助學術發展、企業提
升、資訊交流與服務社會為目
標。電子所期透過與產、學界專
業人士的深度交流，交換彼此在
不同專業領域的經驗，深化與業
界的合作關係。

一直以來任職
於一流銀行的社
會菁英田代壯介
（館廣飾演）終
於屆齡退休。把
人生奉獻給工作的壯介，從
明天開始時間都是自己的
了。他跑遍公園、圖書館、
健身房等地去殺時間，每個
地方都是一堆老人。生活中
的困惑讓他忍不住對老婆千
草（黑木瞳飾演）發
脾氣，老婆只好對他
敬而遠之。
在女兒（臼田麻美
飾演）的建議下，壯
介決定重拾對文學的
興趣，為了學習來到
文化中心，卻意外愛
上櫃檯小姐濱田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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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想像的強大能力，更將影
響宿主的內心意識。誓言調
查真相的艾迪布洛克該如何
才能與毒共存，運用自己正
邪交織的能力來以毒攻毒呢
……？
月 日 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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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莊景綺／報導】
為推廣電子系統研究所相關研
發技術及科研能量，該所日前特
別邀請中華民國情境智能學會林
昱呈理事長率理監事幹部與該學
會年輕學子等一行十餘人，蒞龍
園院區研發展示館及電子所參
訪，由電子所宇揚計畫林主持人
歡迎接待。期透過參訪活動，讓
蒞院來賓實地瞭解本院國防自主
研發成果，以促進後續相關合作
事宜，並藉由參訪活動招攬學界
優質人才進入電子所服務，共創
更蓬勃多元的國防科技。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研究所齊所長對於同仁們的身
心健康非常關心，日前特邀請遠東聯
合診所身心科吳佳璇醫師蒞所主講
「父母給我的功課」，吳醫師集醫
師、作家、譯者、驛客於一身，以陪
伴失智罹癌父母的心路歷程，分享醫
師兼病患家屬的點滴，講座由齊所長
主持，計百餘位同仁參加。
台灣已漸邁入超高齡社會，長照是
當前重要民生課題之一，吳醫師以照
護父母所領受的人生功課，促使她再
修腫瘤學，並遠赴國外探討失智者精
神問題。她指出，判斷失智者從記憶
力減退到退出職場與社交等十大警
訊，為了預防失智，她也提供「趨吉
貯存腦本／避凶 ─
遠離危險因子」
─
箴言供同仁參考。
最後，吳醫師語重心長對照顧者面
臨生活挑戰加以鼓勵，希望未來學習
日本建立失智者友善生活圈，這場特
別講座讓與會同仁感受很不一樣的身
心互動。
自《蜘蛛人 》出現就備
受關注的最強宿敵「猛毒」
為外星有機生命體，需尋找
宿主結合才能生存，能賦予
宿主超越想像的強大能量，
亦正亦邪的角色特質更讓
「猛毒」成為漫威漫
畫裡最受歡迎的角色
之一。
故事描述身為外星
共生體的「猛毒」，
因需寄託宿主才能生
存，找上記者艾迪布
洛克 湯
( 姆哈迪飾演 )
成為最新宿主，共生
過程不僅賦與宿主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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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蘇登貴／報導】
為強化國軍欺敵偽裝作為與提升各基
地戰力保存措施，本院化學研究所積極
行銷各式偽裝器材展出，日前由該所龔
副所長率匿蹤科技組張組長等相關同仁
至台中坪頂營區及清泉崗基地，執行第
五作戰區戰備任務訓練匿蹤偽裝資材陳
展作業，由葛副院長陪同陸軍司令王上
將及該部重要幹部視導化學所匿蹤偽裝
資材陳展項目。
王司令特別檢視化學所仿 M60A3
戰車
研製充氣式仿真戰車，可在十分鐘內完
成充氣，混淆敵軍空中偵察，誘使敵軍
攻擊，期作為國軍反制中共衛星偵照之

用。新研發之偽戰車充氣式假目標，結
構採氣柱式設計或整體氣囊式設計及金
屬蒙皮以具備可見光及雷達波反射特性
之特殊塑、橡膠材料製作，不但外型、
色澤與真目標相似，其可見光及雷達波
回跡亦與真目標相當。靜態展品包含多
頻譜偽裝網等多項展品，現場執行偽裝
前後之雷達波及紅外光性能效果展示。
環顧現今世界各大軍事強國積極從事
充氣假目標研製及應用，為趕上世界潮
流，本院歷經多年努力，終於完成國內
自製產品。透過演訓展示技術能量，未
來實際運用將配合軍種任務特性及作戰
需求，以建構可恃之自主國防戰力。

葛副院長陪同陸軍司令王上將視導化學所展品

強化欺敵偽裝 提升戰力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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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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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計 畫 在 中 亞
建立陸上運送
帶，建構印度洋至非洲沿岸的經濟與軍事
據點；且以金援方式利誘南太平洋各島
國，為未來進軍太平洋奠定基礎。
除了印度洋與太平洋地區外，北京當局
還將觸角延伸到美國視為「後院」的中南
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一方面積極加強和
委內瑞拉、古巴、厄瓜多等國的關係，另
一方面不斷以金援或協助基礎建設等手
段，利誘巴拿馬等國向其靠攏，明為挖空
我友邦，暗則企圖使美國腹背受敵。若加
上其北極戰略，中共所追求的終極目標，
絕非僅止於「區域強權」，而是「全球霸

情洋溢的舞藝社等社團精
采演出與院生互動，營造
歡樂氣氛，並提前陪伴院
生開心迎接豬年。
「寒冬送暖展愛心、慷
慨解囊獻溫馨」各場次活
動，督導長及營運長均於
致詞時對教養院表達感謝
之意，給予本院同仁取之
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後，
能有機會回饋於社會。此
外，更期盼該活動能發揮
拋磚引玉的效果，讓更多
人積極投入弱勢團體之關
懷照護善舉，讓國家社會
更加和諧安樂。
權」。
綜言之，「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中
共攻臺戰力不斷提升，當然是我國密切關
注且積極思考對策之重點。但由 DIA
《中
共軍力報告》研析之內容觀之，共軍現
有戰力已可有效遂行「反介入／區域拒
止」，阻擋美軍在短時間內有效干預西太
平洋衝突，據此，則我國、日本與東南亞
各國均同受威脅；長此以往，甚至可能動
搖美國在太平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主宰地
位。「唇亡齒寒」，華府當局必當會從確
保亞太聯盟的更廣角度思考，因為臺灣當
前所受之嚴重威脅，或將會是整個聯盟防
衛網崩潰的前兆。（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八年一月廿四日第十版社論）

【 特 約 記 者 劉 宗 宜 ／ 報 解各教養院的需求，透過
導】
院內各級長官的支持，
歲末寒冬及農曆春節前 以 及 同 仁 自 發 性 踴 躍 捐
夕，為展現本院關懷地方 款，共募得款項計新台幣
弱勢族群與團體，發揮人 二十八萬餘元。計捐贈歐
飢己飢、人溺己溺的大愛 姆龍手臂式血壓計、手腕
精神，日前循例辦理一 ○式血壓計、變頻冷氣機、
八年「寒冬送暖展愛心、 電視機及洗衣機等廿八項
慷慨解囊獻溫馨」公益活 用 品 ， 希 望 透 過 物 資 捐
動，由督導長及營運長分 贈，能在寒冬時節帶給院
赴八德景仁教養院、龍潭 生一絲暖意。
啟智教養院及大溪嘉惠教
活動過程中，除捐贈儀
養院等三單位探望院生， 式外，各教養院亦安排院
受到院方熱烈的歡迎及回 生迎賓表演。而本院則協
贈感謝狀。
請活力四射的土風舞社、
該活動行前，經實際瞭 歌聲如天籟的合唱團及熱

本院分別前往景仁、龍潭及嘉惠教養院捐贈物資

寒冬送暖展愛心 慷慨解囊獻溫馨
任勞動局局長。
院長表示，本院承接國防科技
研發任務，未來幾年任務艱鉅，
有賴所有同仁全力以赴戮力達
成，同仁是本院最重要的資產，
本院一向秉持優於勞動法規精神
照顧員工，如擴建逸光幼兒園與
聯合診所，未來考慮在院區附近
規劃員工宿舍等。陳局長對本院
各項員工協助方案亦深表肯定。
此外，院長也與陳局長就本院
軍民通用科技廣泛交換意見，陳
局長表示非常樂意擔任本院與業
界及桃園市政府間的溝通橋樑，
將本院優異的技術能量推廣至民
間，加強本院與桃園市政府間的
合作，共創雙贏局面。

全威脅勢將不斷提高。同日美國《星條旗
報》更引述匿名 DIA
官員看法，指稱共軍
強烈的自信心，可能提高對臺動武可能
性。
這篇報告除在本文詳述中共軍事現代化
歷程、當前軍事現況、軍事準則與戰略、
核心戰力及建立強大軍事力量之未來展
望，更在附錄中進一步列舉中共三軍部
隊、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軍事情報、
軍事資源、軍工企業和對外軍售等資料。
中共不僅在領土主權方面動作頻頻，在
深耕勢力範圍方面亦同樣積極。除藉由

圖謀全球霸權地位 中共威脅日增

美國國防情報局（ DIA
）日前公布《中
共軍力報告》，並強調該報告為全文公
開，未像過去每年定期向國會提交之報
告，僅公開部分內容。由於過去之研析報
告大多數僅提供國防決策高層參用，此項
罕見舉措和五角大廈政軍高層近期立場強
硬的表態，顯示華府已深刻感受，中共威
脅已達必須公開示警之嚴重程度。
報告中雖指出，共軍因欠缺實戰經驗，
暫時無法在全球領域挑戰美國國家安全利
益，然由於核武與傳統武力，以及太空、
院長率副院長向與會主管賀年。
網路與電磁頻譜戰力持續增強，對區域安
（邱清霞／攝影）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我們的願景
樓簡報室舉辦一 ○
八年新春團拜茶
會，由院長杲博士
親臨主持，葛副院
長、馬副院長、張
副院長、督導長、
執行長、營運長暨
各所、中心一級主
管共襄盛舉，歡慶
新春，場面氣氛熱鬧溫馨。
茶會活動開始之前，首先由院
長率副院長向與會主管賀年，祝
福大家諸（豬）事圓滿如意；緊
接著由參與活動的各所、中心一
級主管向院長及三位副院長賀
年，祈祝本院院運昌
隆，工作推展順遂。
院長首先對全體同仁
年來的努力與貢獻，表
達高度的肯定與誠摯的
感謝。此外，過去的一
年中，在全體同仁奮勉
不怠的努力下，共同度
過本院經營發展最為關
【特約記者王
鍵的時刻。展望新的一
國光／報導】
年，因應本院任務的高
新任桃園市
峰期，為實現「科研如
勞動局陳靜航
質達標」之目標，面對
局長日前至本
各項接踵而至的艱鉅工
院參訪，院長
作與任務，院長勗勉全
杲博士率督導
體同仁團結合作，一步
長於行政一館
一 腳 印 ， 奮 勇 精 進 向 二樓貴賓室接待會晤，陳局長表
前，齊心戮力完成肩上 示曾服役於本院航空所，回院參
的使命，締造本院更輝 訪備感親切。
煌燦爛的榮景。最後，
陳局長曾任桃園市工商發展投
院長再次祝賀全體同仁 資策進會總幹事，任職期間積極
新春吉祥、身體健康， 扮演產業界與官方的溝通橋樑，
萬 事 如 意 ， 豬 年 行 大 熟悉產業生態，因其優異的績
運，共同迎接新年新氣 效 ， 後 升 任 桃 園 市 政 府 副 秘 書
象。
長，一 ○
七年年底再獲拔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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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豬拱戶門庭富，紫燕報春
歲月新」，為迎接金豬年報到，
同時屆逢一元復始，氣象萬千之
際，本院爰例於春節連續假期後
的第一個上班日，假行政一館二

院長杲博士主持本院一○八年新春團拜茶會

航空所身心照護講座

材電所薄副所長表示，
本院在國防部及經濟部的
支持下，陸續建置真空熔
煉／精煉、電子束熔煉、
砂模／精密鑄造、粉末冶
金、金屬粉末製造、電漿
噴覆、新合金材料、熱處理及特
殊加工等冶金材料技術。其開發
之高值化關鍵零組件，已成功應
用於國防、航太、光電半導體、
顯示元件、生醫、石化、能源、
交通運輸、運動用品等產業。本
院除肩負國防武器系統研發之使
命，也扶植傳統產業升級，為台 材電所薄副所長向來賓介紹本院研發能
灣創造經濟奇蹟。
量及產品。
（李志娥／提供）

下，仍然精
心規劃辦理
該活動，增
添節慶熱鬧
氣氛，並規
劃各式各樣
的風味年貨
與伴手禮供
同仁採買，
同時也預祝
同仁佳節愉
快。
今年度開
幕儀式有別
以往形式，
特別邀請享
有盛名的桃
園「玄勝龍
資通所林所長與耀登科技公司張
獅團」帶來
董事長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氣勢磅礡的
（楊庭穎／提供）
戰鼓及醒獅
表演，並於
【特約記者楊庭穎／報導】
現場發放象
本院資訊通信研究所日前與耀
徵過年喜氣
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舉行合作備
洋洋的喜
忘 錄 (MOU)
簽署儀式，由該所林
糖，與會同
所長與耀登科技公司張玉斌董事
仁都爭相領
長共同簽署文件。未來雙方將進
取糖果，沾
行 5G
技術毫米波無線寬頻頭端
染歡樂好福
設備
(Remote Radio Head, RRH)
院長接受呈獻蘿蔔及鳳梨。
（林敬傑／提供）
氣
。
節
目
壓
技術合作，並應用雙方能量共同
軸為呈獻院長蘿蔔及鳳梨，祝福本院院運
研發具有競爭力的產品，達成擴
昌隆，任務圓滿成功，年年奪得「好彩
展軍民通用科技之目的。
頭」，萬事皆能「旺旺來」，締創更輝煌
耀登科技公司致力於各式天
的成果，將活動帶至最高潮。
線、無線射頻及 5G
相關技術的研
除了精彩絕倫的鼓陣及祥獅獻瑞，另亦
發與製造生產，亦設有無線射頻
安排篆刻社指導老師朱仁智先生於市集現
與電磁兼容標準實驗室。資通所
場揮毫，致贈同仁書法春聯。為期四天的
長期投入國軍各式通信系統產品
活動共有近三百櫃位（次）展售，提供同
開發，藉由合作備忘錄的簽署，
仁參考及購買春節應景物品，期間前往採 期望未來能共同完成毫米波無線通信技術
購之人潮不斷，反應熱烈，各項年貨品質 開發工作，有效推展及開發軍民通用科技
廣獲同仁好評與讚許。
產品外銷，爭取國際市場。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
導】
為歡慶農曆春節，並滿足同仁購買年貨
需求，提昇年節氣氛，本院特於春節前
夕，假逸光小舖前辦理為期四天的「新春
年貨市集」活動，邀請桃園十大伴手禮名
店及知名年貨（菜）廠商，供同仁辦理年
貨採買。活動開幕儀式由院長主持，陳督
導長、各一級單位主管及同仁代表踴躍共
襄盛舉。
院長特別感謝承辦單位於有限的人力

院長主持年貨市集開幕

科研如質達標 締造輝煌榮景

保密警語

鑼鼓喧天慶佳節 獅瑞呈祥迎新年

本院精神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王國光／提供）
院長與陳局長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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