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生參加活
動。
院長致詞
時特別感謝
復興商工師
生發揮設計
創意，將本
院已結案計
畫料件成功
轉製為精美
文創品，為
料件創造了
新生命，並
期許轉型後
本院同仁能
結合科學與
美學，應用
於研發上，
增加產品價
值並彰顯本
院長及葛副院長聽取創作同學作品 院特色。
導覽。
（邱清霞／攝影）
復興商工
王校長除推崇院長人文藝術涵養
外，並感謝本院各級主管對文創
的重視，與各界對該校創作成果
的肯定。該校與台大醫院、台灣
高等法院等機構亦有長期合作展
示，未來透過雙方合作，期能再
創本院文創品銷售佳績。
本次成果展主題為：「和平之
鋁」，展出作品計有守望者、層
熾、刺衛、期待、蠍戰、和平使
者等十三件創作藝術品。會中，
由各展品的創作者向院長與現場
參觀來賓逐一介紹作品，從創作
理念到說明製作用料與過程，獲
得同仁們的讚嘆與稱許。文創成
果展展期至三月二十一日止，歡
迎同仁利用公餘時間前往參觀，
以激發更多餘料利用創意思維。

【特約記者秦
婉芬／報導】
本院西畫社
「現代油畫創
作成果」聯展
開幕儀式日前
假龍園軍民通
用行動中心
四八館舉行，
由督導長主
持，計有西畫
社社團幹部及
喜愛藝術與西
畫的同仁暨眷
屬數十位參
加，期藉由
「科技與人
文」之結合，
提升人文素
養。展出時間
自即日起至五
月三十一日止，歡迎同仁前往
四八館欣賞。
督導長致詞表示，石園西畫
社是本院藝術社團中「資歷」
很深的社團，在歷任前輩及現
任賴英澤指導老師的帶領下，
發掘、培養及啟發許多繪畫藝
術的愛好者。觀察我們的日常
生活發現，很多的喜好、發想
和創意都與幼時的經驗相連
結，參與西畫社研習繪畫藝
術，透過藝術活動的細膩觀察
和浸淫，自然會去探索和感受
生活，經由內化，激盪出更多
的體會和經驗。
西畫社秦社長表示，本院轉
型法人後，在院長領導之下，
各方面的觀念與做法一直不斷
在變革精進，以適應、迎接新

西畫社現代油畫創作成果聯展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蔡總統蒞

能在國際上打出非常
好的成績，而且可
以繼續開拓在工業
、物聯網、智慧
4.0
城市以及民用雷達網
等運用領域。更重要
的是，未來可以進一
步搶下全球物聯網無
線傳輸高達六千億商
機的市場版圖。
總統強調，國防產業
不但要強化國軍戰力，
更要讓這個產業成為經
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所
以「 加 產業創新計
畫」當中，也特地將國
防產業做為國家重點策
略產業。透過軍轉民以
及民轉軍的產業合作模
式，政府已經為國防產
業打下了優質的發展環
境。
2

自主技術領先全球，可
以很具體地啟動整個台
灣產業未來五十年另一
新發展，該項技術源自
於本院技轉之軍民通用
技術，經宏碁公司發揚
與應用，成為一項領
先國際的亮麗成果。
具穿透障
Super TaiRa
礙能力強、抗干擾能力
佳、使用功率低、產品
壽命長及成本低等優越
特性，在物聯網及防救
災等領域，有非常廣泛
的應用價值，不但是一
個大突破，也足以在高
科技產業尖端帶動品牌
與產業供應鏈。該技術
目前已在全球數十個國
家進行商標註冊，期望
這項本土自主技術，能
為臺灣在全球物聯網領
域爭取強而有力的發言
權，並協助臺灣的產業
在國際上
發光，進
而向邁入
高毛利與
高附加價
值的市場
推進，創
造出新藍
海的商業
模式。

【特約記者
黃國強／報
導】
驚蟄的到來，代表天
氣回暖、春雷初響，春
雷會驚醒蟄伏冬眠的昆
蟲，紛紛從土石中爬出
來，草木也生意盎然。
而經過寒冬潛藏的深海
蛟龍更蠢蠢欲動，迫不
及待想要潛入蔚藍大
海，大展身手。逸光潛
水社日前舉辦一 ○
八年
度新春親子聯誼餐敘活
動，凝聚社員與眷屬情
誼。
該社去年所有潛水旅
遊活動，包含蘭嶼、綠
島、小琉球、墾丁及菲
律賓莫亞焦潛水旅遊，
在幹部們用心規劃安排
及社員們踴躍
參與下，均平
安順利、歡樂
圓滿地完成，
去年更招募
十六位年輕同
仁與眷屬加
入。
在歡樂的餐
敘中，翁仁一
社長、郭志暐
副社長也特別
嘉勉所有幹部
一年來的辛
勞，安全專業
地完成訓練課
程。退休十二

年，前光電所林志隆博
士特地遠道而來，與學
弟妹分享其國內外潛水
的美好回憶。
大夥在享受佳餚的同
時，彼此交換潛水活動
中的點點滴滴，在歡笑
聲中期待今年能參加更
多潛水活動，該社也規
劃舉辦更多親子同遊活
動，以增進社員及眷屬
的情感。
會中擬定年度計畫活
動，相信絕對會讓潛水
社更突出顯眼，招募更
多年輕的同仁加入，共
同探索內太空的奧妙。
該社五月份即將開辦深
潛訓練班，歡迎有興趣
同仁及眷屬踴躍參加，
共同享受潛水的樂趣。

新春聯誼 親子同歡

機介面 (Brain
Computer
運
Interface)
用、利用 AI
控
制 Drone
與 AI
應用信號處理
等合作議題進行研討。
林主任為腦機介面專家，長期研究
數位科技與腦科學技術，透過雙方合
作，未來將可提高本院開發 AI
腦波分
析之精準度，拓展未來發展與應用範
圍。該所期藉此合作模式，強化策略 資通所林所長與雪梨科技大
合作與技術佈局，提供研究成果應用 學計算機智慧及腦機介面中
與交流平台，進一步提升本院國際能 心林主任簽署合作備忘錄。
見度。
（楊庭穎／提供）

資通所強化技術佈局
提升本院國際能見度
【特約記者楊庭穎／報導】
本院資訊通信研究所林所長日前與
澳大利亞雪梨科技大學 (UTS)
計算機
智慧及腦機介面中心 (CIBCI)
林進燈
主任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
，進行穿
戴式裝置與國防相關應用及 AI
結合腦
機介面應用等相關合作。
為深化雙方合作交流，林進燈主任
亦率相關人員蒞該所參訪，並針對腦

備建軍需求之行列，扮演稱
職的助攻者，並願積極配合
建立雙方友好的合作模式。
隨後，莫指揮官一行在葛
副院長及營運長全程陪同
下，實地瞭解本院研發之各
項武器裝備系統，包括充氣
式仿真目標、多頻譜與防近
紅外線偽裝網、無人機防禦
系統與迅馳 30
鏈砲裝步戰鬥
車等，對憲兵部隊應變、制
變、反恐、防突等「衛戍防
禦」任務，均可有效提高戰

憲兵指揮部指揮官莫中將率重要幹部蒞院參訪
【特約記者張博雄／報導】
為增進與本院之良性互動
與拓展合作空間，憲兵指揮
部指揮官莫中將特於日前率
該部政戰主任余少將及相關
主管蒞院參訪，院長杲博士
率葛副院長及相關幹部於行
政一館二樓貴賓室歡迎接
待。
院長表示，本院雖為行政
法人，然擔任國軍戰力鼎新
的伙伴角色不減反增，非常
樂見能加入該指揮部各項裝

件，思考在不過度
設計並兼顧品質的
同時，達到降低成
本的目標。院長並
要求各所、中心及專案計畫，應定期針
對單位權責內的產品失效資料，進行檢
討改善，避免相同狀況再度發生，各單
位亦須重視產品交軍後，軍種使用狀況
的資訊蒐集，將失效問題納入系統管
制，完善失效追蹤改善與分析。
院長強調，今年各單位必須嚴肅面對
量產高峰期，「品質」是本院創造利潤
及永續經營的關鍵因素，各所、中心應
配合品保單位的分析結果，精進設計及
製造技術，提高產品合格率，減少不合

品質是利潤與永續經營的關鍵
院長主持年度品保工作檢討會
【特約記者葉昫麟／報導】
本院日前舉辦年度品保工作檢討會，
由院長親臨主持，張副院長、古副院
長、各一級單位主管、院級計畫及品保
單位相關人員出席與會，共同檢討過去
一年相關執行成效，並策勵後續精進作
為，以提升本院產品品質。
院長於會中以 Toyota
公司之引擎製造
為例，要求品保單位應將過去生產製造
的檢測數據，分析檢討後回饋給設計及
製造單位，針對原有設計規格性能的工

「花瓶」。從一九四八年中共發表「五一
口號」，號召全國各黨派成立「民主聯合
政府」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大陸各政黨必
須依附於共黨之下的命運。更遑論後來不
到十年，中共即以「反右運動」肅清這些
民主黨派，他們也從未真正參與過中共政
權，由此可見所謂「民主協商」的荒謬。
且矛盾之處在於，既然「民主協商」可以
體現民意，怎麼不會影響兩岸談判？中共
不懂民意為何物，又何時重視過臺灣的主
流民意？
中共試圖強加給臺灣人民的框架，正
是「有一種好，稱為中共覺得這樣比較
好」。只是當我們看到在中共的偽善面具
背後，「一個中國看新疆，和平協議看西
藏，一國兩制看香港」的景況，如何能讓
臺灣人民相信，中共所謂「實現『統一』

追求民主、和平 才是兩岸人民之福

後，臺灣
的社會制
度和生活
方式會得
到充分尊重，臺灣同胞的私有財產、宗教
信仰和合法權益會得到充分保護」的承
諾？更何況這並非出自臺灣人民的自主選
擇！且看新疆、西藏、香港乃至大陸社
會，中共從控制媒體、網路，鎮壓民權人
士、宗教領袖，到建立「社會信用」制度
等無所不在的監控措施，還要在上萬個農
村架設政令播音系統，中共最不願承認
的，是與崇尚自由生活的臺灣人民之間，
存在價值觀的根本扞格。
正本清源，我們呼籲中共，要體認和平
的真義，平息爭端是謂「和」、公正均等
是謂「平」。落實普世民主精神，正視中
華民國存在，才是追求和平的起點，也才
是兩岸人民之福。
（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八年三月六日第十
版社論）

格所產生的重製或重工，才能減少工時
滿足期程及降低成本。
此外會中特別由飛彈所測工組以「量
產計畫關鍵零組件製程能力分析暨品質
變異原因分析」進行專題報告，顯示透
過檢測數據分析，可以提供設計單位及
製造單位參考，以精進研製產品品質。
督品處並以歷年長官對該處推展品保
工作的指導，要求秉持「慢慢快」落實
品保工作、進球才算得分的「足球理
論」，產出品質穩定產品、保持「風險
觀念」等嚴謹態度執行品保工作，就可
以達到院長對品質「真實」的要求，更
以熱誠的態度達到「誠懇」的品質政策
理念。

力，作
為建軍
規劃之
具體參
考。
最後，莫指揮官以親自試
車方式，實際體驗 30
公厘鏈
砲塔八輪甲車優越性能，對
其出色的目獲能力與打擊能
力表達高度肯定與讚揚，對
研製團隊的默默付出也給予
正面肯定。透過參訪活動，
莫指揮官一行對本院致力國
防科技研發近五十年，所累
積的豐沛研發能量，均留下
深刻印象，並期望未來能深
化 雙 方 加 強 互 動 之 合 作 契 葛副院長向莫指揮官解說本院研發
機。
現況。
（林敬傑／提供）

建立友好情誼 深化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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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約記者廖
啟明／報導】
董事會諮詢
委員為瞭解
太空磁譜儀
（ AMS
）計畫
亞洲監控中心
任務特性，日
前由潘家宇委
員率八位委員
及 顧 問 蒞 AMS
監控中心參
訪，由系發中
心跨國計畫主
持人韓博士陪
同解說。
本 院 自
一九九五年起
董
事
會
諮
詢
委
員 參 訪 AMS
監控中
參與美國麻省 心。
（廖啟明／提供）
理工學院丁肇
中教授主持之太空磁譜
計畫審查認證後，
AMS
儀 計 畫 ， 負 責 研 製 AMS於龍園研究園區建置完
電子系統，一九九八年 成亞洲監控中心，並於
由「發現者號」太空梭 七月三日揭幕運作，與
攜帶
繞行 位於歐洲粒子研究中心
AMS-01
地球軌道十日蒐
的 AMS
監控中心
(CERN)
集 高 能 粒 子 數 共同執行全年無休之監
據，驗證計畫可 控任務。任務運行迄今
行性。另於二
超過七年，本院負責研
○
一一年由「奮進 製 之 AMS
電子系統及監
號」太空梭攜帶 控 作 業 均 維 持 正 常 運
送往國際 作。
AMS-02
太空站安裝，運
計畫之目的是藉
AMS
行於四百公里的 由偵測宇宙射線高能粒
軌道，展開為期 子以探索宇宙源起，本
十至十五年宇宙 院參與過程不僅展現工
高能帶電粒子之 程發展能力，提升國際
偵測。
的能見度與知名度，亦
二 ○
一二年六 從中獲得嚴苛環境高可
月通過美國航太 靠度工程技術，有助研
總 署 ( N A S A與
) 發任務之遂行。

董事會諮詢委員參訪AMS監控中心

海軍教準部唐指揮官
（中）、航空所齊所長與技
術學校校長黃少將共同按鈕
啟用。 （黃琨方／提供）

督導長、賴老師（前排中）及
與會人員合影。
（林敬傑／提供）

時代的變化。龍園軍民通用行
動中心 四八館是本院研發成
果的櫥窗，西畫社配合社團運
作，進行對外展出，由衷感謝
院長及各級長官的全力支持。
「現代西畫」創作聯展分別
由專業的賴英澤老師及社長、
幹事等八位同仁提供阿里山森
林鐵道傳奇、荷風列車、土
鵝、二十年後的孫女、芭雷舞
教室、霽月風光 ─
大雪山、春
滿大地、迎向高山、藍鵲家
族、菁芳園、太陽花的祝福、
魚之行、白山之秋、小鎮風
光、巴黎鐵塔、紅紅火火慶豐
收、對望、凝視等計十八件作
品陳展。
W

中共「全國兩會」日前陸續開幕，中共
政協發言人在首場記者會，就習近平所提
「兩岸各政黨展開民主協商，探索兩制臺
灣方案」指出，中共倡導的「民主協商」
是「寄希望於臺灣人民，尊重臺灣主流民
意」的體現。廣泛的「民主協商」，可
為臺灣民眾提供「更暢通的意見表達渠
道」，不僅不影響也不取代兩岸協商談
判，還可提供堅實的「民意支撐」。
這段發言，可說是既荒謬又矛盾。所謂
「兩會」，指的就是中共成立的「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與「政治協商會議」。按照
中共的「憲法」，「兩會」是其政權的最
高權力機構，及議事協商機構，但事實
上，「兩會」從來沒有發揮過應有的、被
人民期待的作用。所以「人大」一直以來
國際論壇致詞。
被譏為「橡皮圖章」，「政協」則被稱為
Super TaiRa
（林敬傑／提供） 蔡總統及與會貴賓合影。（林敬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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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國際 追求卓越
成就世界級國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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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能，最後不負眾望順利
完成任務。唐指揮官亦
再次肯定反潛教練儀，
能夠為官兵帶來更大的
訓練效益，也感謝每位
參與研發人員的專業與
努力。
本院相關研發同仁看著反潛教練儀
在演訓中順利完成偵蒐、反制與攻潛
等科目操作演練，心中的感動更是難
以言喻。回想研發過程一一克服所遭
遇的挑戰，與同仁共同解決問題，以
及和海軍研討的酸甜苦辣仍歷歷在
目。相信未來反潛教練儀一定能夠強
化反潛作戰訓練，展現紮實的訓練成
果，提升我國海軍戰力。

海練四號教練儀交機啟用
開啟反潛作戰訓練新里程

【特約記者何
英霞／報導】
本院為活化
計畫餘料再利
用率，委請新
北市復興商工
美工科師生運
用已結案計畫
餘料，設計製
作文創品，
「計畫餘料再
生 ─
文創成果
展」開幕儀式
日前假圖書館
舉行，院長親臨主持，葛副院
長、各一級單位主管與相關同仁
出席參加，並邀請復興商工王志
誠校長率該校實習主任與美工科

科技與人文的饗宴

W

齊博士與技術學校校長黃少將等共同
按下象徵「海練四號性能提升專案」
成功交機的光電球後，海軍反潛模擬
訓練正式進入新的階段。唐指揮官致
詞時特別肯定及感謝本院、海軍與各
界所投入的資源與貢獻。
隨後，唐指揮官與觀禮人員共同實
地參觀反潛教練儀操作情形，各操作
台搭配教官的解說，簡明扼要地展示
各操作台在演訓中扮演的角色與功

瑩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特約記者黃琨方／報導】
歷經十年時間，本院與海軍及相關
單位共同研製之「海練四號性能提升
專案」，繼蘇澳反潛教練儀館交機典
禮後，第二套反潛教練儀日前於海軍
技術學校左營反潛教練儀館正式交機
啟用，為國人自主研製先進反潛教練
模擬器寫下新的里程碑。
交機儀式在雙方幹部見證下，由海
軍教準部指揮官唐中將、航空所所長

刊
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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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月

【特約記者莊妘家／報 亦出席參加。
導】
總統致詞時指出，
由本院與宏碁公司共
聯盟的成
Super TaiRa
同發起成立的「超級臺 立，代表產業界與本院
灣無線聯盟」，日前假 正式攜手共同打造物聯
龍園研究園區國際會議 網的世界盃。此次論壇
廳 舉 辦 「 第 一 屆 超 級 的主角 Super TaiRa
技
臺 灣 無 線 技 術 (Super術，就是由本院和宏碁
國 際 論 壇 」 活 集團合作開發的一項尖
TaiRa)
動，吸引廿五個國家， 端技術。這項技術，在
數百位科技界領袖與專 無 線 傳 輸 的 抗 干 擾 能
業人士參與。論壇由兼 力 ， 還 有 資 安 保 密 方
任聯盟主席院長杲博士 面，都有非常優異的表
主持，宏碁榮譽董事長 現。這項合作，也見證
施振榮則以代言人身分 了臺灣累積數十年的科
推薦該項技術。大會特 技研究實力，相信一
別 邀 請 蔡 總 統 蒞 臨 致 定可以創造出世界級
詞，見證該聯盟與六家 的成就。
國內外廠商簽署合作意
總統表示，相信接
向書。國家安全會議李 下來在 Super TaiRa
大維秘書長、本院董事 聯盟的帶領下，無線
長及桃園市鄭文燦市長 傳輸的臺灣隊，絕對

半

發行人：顏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第七八六期

（黃國強／提供）

院長主持計畫餘料再生文創成果展開幕儀式

總統出席第一屆超級臺灣無線技術Super TaiRa國際論壇

潛水社親子聯誼餐敘合影。

結合科學美學 激發創意思維

本院精神

自主技術領先全球 開創臺灣產業新契機

保密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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