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蕭博謙／報
導】
本院日前
假行政一館
二樓簡報室
舉行第六屆
勞資會議、
第七屆勞工
退休準備金
監督委員會
及第十屆餐
廳伙食管理
會「一 ○
八
年新春聯誼
茶會」，感
謝本院勞資
會議等代表
及委員們年
來辛勞，由
院長親臨主
持，執行長
及營運長等
出席與會。
院長致詞
時首先向各
代表及委員
拜晚年，由
於代表及委
員的熱心服
務與努力，
本院各項員
工的福利工
作才能持續
精進。勞資
會議等代表
及委員是院
部與院內同
仁間重要的溝通橋樑，經由
各代表及委員的雙向溝通，
讓同仁更能瞭解院內各項政

策、計畫及願景。
院長表示，本院改制迄
今，院內各項制度均向國內
大型企業學習邁進，對於工
作的流程、進度、重點方向
及管制方法，仍有大幅改善
的空間。院長更以台積電某
供應商為例，該公司充分收
集並分析所提供之產品機具
相關數據，達修繕保養時數
前主動提供服務，隨時保持
運作正常不間斷，深獲台積
電信賴。
院長也請有關單位規劃，
優化工作環境，除本院宿舍
及醫務所服務品質提升外，
並對員工家中長者及幼子提
供照護服務，期同仁能更安
心致力於本務工作。最後，
院長再次向出席的代表與委
員致意，表達關懷、慰勉及
感謝，同時也敦請持續為本
院共創勞資雙贏。

院長與勞資會議代表合影。
（邱清霞／攝影）

疾風魅影～黑貓中隊

楊佈新導演應邀蒞航空所講演

公關室顏主任主持員工協助方案巡迴教育。
（林信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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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萬英呎敵區上空執行偵察任務。
黑貓中隊成員用生命與青春去駕
馭 最 困 難 的 U-2
偵察機，他們以性
命為經，以青春為緯，寫下對這片
土地的安靜守護，胸口上的飛鷹和
榮耀，是他們南腔北調中共同的語言，也
是他們的夢想和心願。
該記錄片共耗時六年，橫越三大洲三
萬九千多公里，訪問現存 U-2
隊員及遺族
五十二位相關人物影像記錄，超過三十個
版 本 剪 輯 ， 還 原 空 軍 第 35
中隊的歷史真
貌。其間也有挫折及低迷的窘境，經幾次
面訪前航發中心華錫鈞主任，對他心繫國
內航空軍用機的牽掛及鼓勵，令楊導演感 楊導演（中）、齊所長
動，也希望他的作品可以永遠留給下一代 （右三）及雙方人員合
或遺族記錄 U-2
精神的一頁歷史傳奇。
影。（林彩鳳／提供）
佳績。
逸光橋
藝社自從
獲准購買
發牌機，
整體練習的效果大幅提
升，本次組隊參加全國
比賽，成功助攻 隊奪
得冠軍，可說功不可
沒，尤其該社陳春能先
生，賽前要求所有選手
勤於練習，並培養團隊
默契，當居首功。
橋藝社每周一晚間六
時三十分於中正堂後側
三固定練習，亦常組隊
於假日參加新竹、台北
等地區公開比賽，歡迎
有興趣同仁踴躍加入橋
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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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並有加重結果
犯之規定，處罰不
可謂不重。揆諸法
務部所採見解，係
以「因為飲酒的駕駛明知有肇事造成人員
傷亡之可能，仍執意要開車，已具備殺人
的間接故意，應以殺人罪論處」立論。
酒駕犯罪標準僵化適用的結果，導致只
吃一碗薑母鴨的民眾，或其駕駛能力可能
並未減損而遭起訴，類此情節輕微的酒駕
行為占了絕大多數，其結果常只判處幾個
月，未能達到一般人或立法者預期的「酒
駕重罰」效果，反而大量耗費司法資源、
使得酒駕案件極度瑣碎化，造成司法負
荷。
其次，對大部分酒駕人士而言，坐牢真

以搖滾經典的
不敗傳奇「皇后
合唱團」為中心
環繞，描述他們
的音樂以及其樂
團的靈魂人物主唱佛萊迪墨裘
瑞（雷米馬利克飾演）短暫卻
刻骨銘心的一生，如何靠著音
樂打破世俗常規，奠定了搖滾
樂的基石，成為地球史上最偉
大的藝術家之一。
透過他們極具原創性與獨樹
一格的標誌曲風，和墨裘瑞充
滿爆發性且穿透力的歌聲，描
述皇后合唱團的崛起，以及其
一路如何成功風靡全球樂迷的
心。然而，在外界看不到的背
後，這個看似堅固的經典傳
奇，卻藏匿著一觸即發的潛在
衝突，就如同於墨裘瑞的生活
方式一般，快速地被捲入漩渦
且即將失去控制。
皇后合唱團華麗且迷幻的心
路歷程，不只是鞏固著隊友之
間親如家人的情感，以及再次
顯示了他們對音樂的執著及血
脈傳承。即便到今日，他們的
精神也都能夠持續地透過經
典，感染並激勵著地球上的每
一個角落，包括所有的夢想家
及樂迷們……。

火箭系統、肩射型反裝甲火箭、
吋火箭、訓練用空中靶彈、紅
2.75
雀二型無人飛行載具、中翔戰術無
人機、無人機防禦系統、海岸監控
系統、 吋光電酬載、八觀全景系
統、多功能雷觀機、光電觀測系
統、長波段紅外線室溫熱像機、紅
外線熱像觀測系統、雙目雷射測距
望遠鏡、人攜式雷射標定儀、通信
整合系統、特高頻跳頻無線電機、
輕兵器射擊模擬系統、旋轉式小火
工品銷毀爐及氣體偵檢系統。

葛副院長為參觀來賓解說本院展
品。
（本刊資料照片）
的比罰錢更具嚇阻性嗎？在車禍肇事方飲
酒的情況下，太高的法定刑是否反而增加
肇事逃逸機率？甚或降低尋求與受害者和
解的誘因？法律的懲罰和威嚇畢竟有其極
限，若能冺用其他方式，如科技（汽車發
動酒測系統、酒精鎖）及教育宣導，效率
或許更佳；抑或增加事前行政管理，如管
制餐飲業者販售酒精飲料的時間，或提升
對現行酒駕服刑者的矯正措施，乃至保安
處分的改良，均可以納入修法的方向。
古人曾云：「日後必有因酒而亡國之
人」。當親朋好友飲酒後，千萬要叮嚀
「酒後不開車」的原則，喝酒盡興後，就
請幫忙叫個計程車或是代駕吧！（摘轉自
青年日報一 ○
八年二月十六日第十版社
論）

【本報訊】
為期五天的第十四屆「二 ○
一九
年阿布達比國際防務展」日前盛大
開幕，吸引全球各地軍事迷與各國
軍品採購商前往共襄盛舉，為拓展
中東及東歐地區國防產業商機，本
院繼二 ○
一七年首度參加阿布達比
國際防務展後，再度由葛副院長及
馬副院長率相關團隊參展。
本院依據上次參展成效及詢問度
高之展品統計分析，遴選廿五項武
器系統、次系統等，向國際傳達本
院各項高科技產品訊息。期待延續
本院性別主流化專題演講邀請郭雅真老 前 次 展 後 各 方 尋 求 合 作 商 機 之 熱
師主講。
（邱清霞／攝影） 度，實現本院國防產業各式防衛產
品進入國際市場之目標。
為帶動國內國防產業發展，提升
國內國防產業從業廠商之國際能見
度，此次參展亦邀請多家協力廠
商，如龍德、台船、易而得、澄茂
與台偉等公司共同組團參展，爭取
國際技術服務與國防高科技產品的
銷售訂單。
以航空器為例，包括本院各型無
人載具及防禦系統，為本院致力國
防科技研發數十年來，參與軍機研
製所累積完善機體結構、發動機、
模擬及實兵演訓的研發能量與經
驗。此外，相關展品計有通訊、電
戰及光電等產品，均植基於本院核
心價值、技術、產品與服務。
本院此次展出展品計有：天劍二
型防空飛彈、新型短程防空系統、
超音速及次音速反艦飛彈、複合式

葛副院長及馬副院長率團參加阿布達比國際防務展

接軌國際市場 展現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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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國智力運動會比賽盛
況。（鍾泰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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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從小熱愛電影，拍過 MV
、廣告及偶像劇
的楊佈新導演，日前應航空研究所齊所長
邀請，蒞所與同仁們分享拍攝疾風魅影～
黑貓中隊記錄片的轉折歷程。
電影是在說故事，而記錄片是在說真實
的故事。楊導認為從 MV
改拍航天科技要有
冒險的精神，楊導演五十歲時以拍攝台灣
航空史上 U-2
偵察機的傳奇為宏志，黑貓
中隊是空軍史上最神秘的空中偵察機隊，
只有二十八位成功完成結訓，在夜深人靜

【特約記者鍾泰炎／報
導】
台北市日前假該市濱
江國中舉辦全國智力運
動會，包括圍棋、橋
藝、象棋、西洋棋等四
個項目，其中橋藝部
分，經本院逸光橋藝社
總幹事趙珮光博士居中
協調，桃園市共組成二
隊參賽， 隊由本院橋
藝第一高手陳春能擔任
隊長，力邀桃園市橋藝
協會黃周悟先生為伴，
另四位隊員則為王芳
騰、莊達誠二位橋友，
以及前中華杯冠軍胡繼
賢先生、洪振耀先生組
成； 隊則全數由本院

逸光橋藝社社員趙珮
光、劉育均、鍾泰炎、
黃品介、葉泰康、余冠
倫等六位報名參賽。橋
藝是世界性心智運動，
由叫牌、主打、防禦三
種技術組成，變化萬
千，深奧有趣，全國智
力運動會各縣市高手如
雲，比賽更是競爭激
烈。
第一天六個回合，桃
園市 隊對上由國手組
成的高雄市 隊，為了
搶分，對方硬衝 ，我
方敗陣下來，一天下
來，成績四勝二負，暫
居第三； 隊則為一勝
一和四負，並不理想，
不過其中對台北市
隊之役，我方隊
員展現難得默契，
有一副牌叫上大滿
貫並且順利完成，
也是難能可貴的經
驗。
第二天五個回
合，為了幫助桃園
隊能夠把名次向
前推進， 隊改變
作戰策略，由保守
作風改為大膽冒進
並且小心應戰之策
略奏效，助攻 隊
最終榮獲第一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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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

橋藝社組隊巧助攻桃園 隊
榮獲全國智力運動會第一名

光電、國防、航太、能源等領
域。而陶瓷工件大都以粉末成型
方式來製備，因此陶瓷粉體的取
得，可說是陶瓷材料可否成功應
用的最主要關鍵。以金屬材料而
言，金屬粉體在應用市場上是屬
於高技術門檻且高附加價值的產
品，其應用範圍非常廣泛，舉凡
粉 末 冶 金 產 業 、 MIM
產業、表面
塗層產業以及最近大家耳熟能詳
的 3D
積層製造，都要用到金屬粉
體，行政院亦將積層製造列為我
國產業升級轉型行動方案的重點
發展項目。
本院在科技部、經濟部及國防
部支持下，針對其關鍵材料與製
造技術，均成立研究計畫，開發
關鍵的粉體及粉末成型技術，更
期望藉由聯盟之成立，以串聯國
內設備、粉體製造、粉末成型等
上、中、下游產業，共同組成國
家型的優質團隊，為國防及民生
產業打拼，進而達成國防自主、
國內自製、協助產業升級目標，
以創造更大經濟效益。
A

防酒駕害命 司法、行政雙管齊下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
導】
本院一 ○
八年性別主
流化專題講演日前假圖
書館舉行，由院長親臨
主持，邀請勵馨基金會
教育宣導特約講師郭雅
真老師，蒞院主講「打
開性別眼，看見新世界
談具性別意識的情感
─
教育」，各單位同仁代
表百餘人參加。
院長於致詞中首先表
達對郭老師的歡迎之
意，並表示女性同仁心
思細膩，而且在工作崗
位上都表現得非常的優
秀，本院陸續招募新進
同仁，期許各級主管均
能融入性別主流化的觀
點，以公平的眼光對待
每位同仁，讓男性與女
性同仁融洽相處，創造
愉悅和諧的職場環境。
郭老師以「我的性別
路」、「看見性別」、
「性 ─
別打結」、「打
開性別眼，看見新世
界」等四個層面，向與
會同仁做深入闡述。她
指出，推動性別主流化
的目的「為促進性別地
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
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
資源與環境。性別平等就能免於性別暴
力，讓社會更臻於和諧。
此外，平日所驚聞的性侵害的發生，
實有其四要素，分別為潛在加害性侵者
性侵害動機、潛在加害者控制力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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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環境保護因子瓦解及受害者自我保
護力瓦解。吳老師指出尊重多元文化差
異，學校教育開始就應積極落實性侵
害、性騷擾及性霸凌的防治教育，以提
升每個人對他人及自己自主的知能。
提到家庭暴力的防治，郭老師則強調
兩性相處應運用五種愛的語言：肯定的
言詞、精心的時刻、貼心的禮物、服務
的行動及身體的接觸。每個人的愛之語
只有不同，沒有好壞。郭老師提醒，兩
性（夫妻）關係經營時，需要用心思考
彼此的差異，以便有所因應，千萬不可
自顧自地說自己的愛情母語，而變成雞
同鴨講，難以溝通。
郭教授妙語如珠，以幽默、活潑、生
動的方式，以及許多性別議題的範例呼
應演講主題，讓原本較嚴肅的課程，仍
然氣氛熱烈，現場笑聲此起彼落，與會
同仁皆深感獲益良多。

措施成效，彰顯本院優質形象，進而爭取
國家級工作生活平衡獎。
課程內容分別由顏主任及員關組黃副組
長擔任講師，除詳實說明員工協助專案中
心轉型歷程與功能、員工協助方案內容，
並介紹近期本院「育兒優惠補助」、「房
屋修繕短期優租」、「安居計畫構想線上
問卷」等措施，以及本院心輔工作三級防
處作法、薩提爾溝通姿態與宣導心輔義工
招募，從建構嚴密的防處機制，到各級密
切配合，真正確保同仁身心靈健康。
另在綜合座談中，為增進教育趣味性，
特別安排有獎徵答，與會同仁踴躍提出多
項興革意見，會中互動熱烈，對推展員工
協助方案具實質正面助益。

【特約記者李志
娥／報導】
本院材料暨光
電研究所日前結
合「粉末冶金協
會」、「榮剛」
、「和成」、「
台灣精材」、「
中佑」、「大立
」、「東台」、
「速敏」、「數
可」、「台灣六
合」、「精鐳」
、「鴻盛」、「
極昀」及「台灣
金屬積層製造」
等國內產學研各
界，共同成立
「粉體及粉末成
型產業聯盟」，
並於龍園園區舉
辦聯盟簽約儀
式，簽署合作意
向書。並邀請國
立海洋大學黃榮
潭教授、國立台
北科大陳貞光教
授及本院陳彥仲
博士，分別針對
「粉體及粉末成
型之開發與應
用」進行專題研
討。
材電所薄副所
長致詞時表示，
粉體及粉末成型
不論是在國防工業或是民生工業
上，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以陶瓷材料而言，具有高熔點、
高硬度、耐腐蝕、耐磨耗等特
性，廣泛應用在半導體、生醫、

提升關懷輔導作為 營造安全友善職場

瑩

保密警語

本院員工協助方案巡迴教育

刊

肇

A

粉體及粉末成型產業聯盟簽約儀式假龍園舉行

暨心輔義工一百八十餘人參加。透過簡單
易懂內容介紹，使相關幹部清楚認知本院
各項關懷輔助作為，於致力研發同時，兼
顧對同仁的照護工作，共同為營造安全、
友善職場環境共同努力。
顏主任指出，該教育課程將巡迴至其他
各獨立院區舉辦，並強調本院轉型後，面
臨薪資結構改變與人才招募等問題，為使
同仁對本院留才作為有感，從精進員工工
作、生活與福利等方案著手，期藉由各項

月

粉體及粉末成型產業聯盟簽約合影。
（李志娥／提供）
上，運將和二乘客死亡，肇事男子酒測值
達一點三九毫克；二月二日臺中再次發生
一起酒駕死亡車禍，四十九歲的陳姓酒駕
累犯去年已二度酒駕遭吊照判刑，再度酒
後上路，撞死兩名無辜機車騎士，其犯後
無所謂的態度，再度讓臺灣社會湧現酒駕
是否應加重刑度的聲浪。
《刑法》酒駕罰則訂在第一八五條之
三，經多次修正，現行只要吐氣所含酒精
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
精濃度達 0.05%
以上即構成犯罪，可處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併科二十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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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自主 國內自製 協助產業升級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放眼國際 追求卓越
成就世界級國防產業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特約記者張嘉恩／報導】
為宣導本院「員工協助方案」、「員工
協助專案中心」及「各園區關懷室」等功
能，讓各單位二級主管瞭解相關規定與作
法，適時運用院內、外相關資源，協助同
仁解決工作、生活、健康等面向窒礙問
題，本院員工協助專案中心日前假本院圖
書館地下室學術研討室舉辦「一 ○
八年員
工協助方案巡迴教育」，由公關室顏主任
主持，計有本院新新及龍門院區二級主管

第七八五期

近來酒駕害命案件頻傳，法務部已多次
開會研擬修正《刑法》，期能重懲酒駕致
死者，並參考學者研究，考慮將酒測值
作為酒駕致死視同殺人罪的門
0.75mg/L
檻，由於具嘗試性，經過論辯，應能獲致
禁得起考驗的說理。法務部檢察司日前表
示，修法將會考量罪刑相當和比例原則，
但確切酒測值門檻尚未定案，將盡快研擬
後公布。
今年一月廿三日，劉姓運將洗腎後深夜
載著三名乘客經臺中大里橋，遭喝得爛醉
院長與同仁共同參與一日農夫體驗營活 的賴姓男子駕廂型車疑似闖紅燈攔腰撞
動。
（張彩瑩／提供）

院長率材電所同仁參加一日農夫體驗營自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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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天愛地惜人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B

A

院長主持各類代表及委員一○八年新春聯誼茶會

仁，共同到田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裡捲起衣袖插
秧，如今得以
享受到結實纍
纍的滿盈收
穫，用具體行
動支持在地農
民友善耕作，
關懷孕育萬物
【特約記者張彩瑩／報導】
的土地。同仁們透過身體力行
本院材料暨光電研究所日前 地 付 出 ， 學 習 「 敬 天 愛 地 惜
假大溪好時節農莊，舉辦「一 人」，關懷周遭生活的一切，
日 農 夫 體 驗 營 」 主 題 自 強 活 可說是最好的院慶禮物。
動，院長杲博士及該所程所長
該所程所長指出，模範生不
帶領材電所全體同仁前往該所 該 只 看 學 業 ， 而 須 德 、 智 、
認養的「材電一畝田」，進行 體、群、美五育並重。要成為
割稻體驗、竹筒飯與窯烤披薩 典範企業亦是如此，不該只看
製作、採菜與生態賞等農事相 營收、獲利，對內發揮企業倫
關活動，並邀請美好社會福利 理；對外善盡社會責任，才是
基金會庇護工場義賣無毒蔬 企業兼顧五育的最佳做法。
菜，以響應友善耕種。
「材電一畝田」鼓勵支持在地
院長表示，今年是本院成立 農 民 使 用 「 自 然 農 法 」 ， 以
五十週年紀念，材電所的同仁 「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為目
們以「公益心、關懷情」精神 標，不使用化學的農藥與肥料
出發，決定從身邊落實，關懷 等不屬於大自然的物質，利用
這片我們所生長的土地。二 ○枯草、落葉製作的草葉堆肥，
一八年開始，認養鄰近本院的 讓土壤發揮原本的力量，以地
大溪區內柵農民曾繁進先生的 力去養農作物，兼顧農產品收
一 方 農 田 ， 名 為 「 材 電 一 畝 穫及環境保護。
田」，自去年八月十九日由院
未來期許透過耕種方法的改
長、葛副院長、程所長帶領同 變，兼顧生態平衡，喚醒土地
能量，讓我們以及
下一代都能有健康
的土地，更為支持
與鼓勵社區友善耕
作，復興大溪自然
美麗的稻浪盡一份
力，種出令人感動
又幸福的安心米。

院長杲博士親臨主持本院性別主流化專題講演

和諧溝通 迎接挑戰 共創勞資雙贏

本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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