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蔡雅竹／報
導】
「本院與
空軍交流平
台會議」日
前假本院召
開，由空軍
副參謀長曹
少將及本院
空軍平台陳
主持人共同
主持，空軍
保指部指揮
官李少將及相關聯參蒞
院與會，除就重要工作
成效及規劃進行研討
外，並實地參訪及現勘
本院 3D
列印現況等研修
製能量。
陳主持人於會中強

調，研試修製之成本、
品質及時程是本院與空
軍共同關切的重點，專
案將持續加強作業機
制。曹副參謀長則對本
院協助空軍研試修製作
業、關鍵品項研發及各
型機消失性商源等窒礙
議題管制，均能有所突
破，表達感謝之意。
另為感謝本院協助空
軍執行非破壞性檢測技
術交流及研修各型機裝
備，保指部李指揮官特
頒贈本院有功單位及個
人感謝狀，包括化學所
及飛彈所相關同仁。李
指揮官除對本院表達高
度謝忱，並協請本院持
續分享國防科技新知專
題，以提升專業素養。

【特約記者李
端陽／報導】
為慶祝五十
週年院慶，並
滿足同仁消費
需求，系發中
心九鵬基地在
總務處協助
下，特於日前
舉辦逸光小舖
商品巡迴販售
特展活動，展
售品項計有茶
葉、皮件、西
點麵包、服
飾、五金百
貨、巧克力、有機農產品及
中華電信等多家廠商共襄盛
舉，讓基地同仁「各種需
求，一次滿足」，現場氣氛
熱鬧，有許多同仁皆表示活
動非常有意義，希望基地持
續辦理。
特展活動特別邀請屏東縣
滿州鄉與牡丹鄉兩位鄉長、
鄉民代表及鄰近村長等來
賓，共同擔任開幕嘉賓。地
方士紳與同仁對基地的用
心，皆表達肯定與讚許。滿
州鄉余增春鄉長於致詞時特
別感謝本院對地方長期以來
的各項敦親睦鄰作為，祝福
本院五十週年生日快樂，兩
位鄉長同表對本院長期的支
持與感謝。
另活動首日下午，逸光小
舖廠商主動前往牡丹鄉旭海
村社區活動中心設攤服務，
當地鄉親對本院辦理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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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設計研發高鐵新式列車駕駛模擬機啟用典禮
歷時二年多的審慎研議，國防部日前擬
具《國防產業發展條例》草案，經行政院
邀集七次跨部會嚴謹審查，於民國一 ○
八
年一月十九日函送立院審議，期能受到朝
野委員一致認可，順利通過。本案旨在呈
現「國防自主」新風貌，在兼顧國防安全
與經濟發展下，以國防產業高科技、高機
敏智財及市場區隔等特性為本，更能吸引
及保障國內廠商投入意願，結合民力、強
化戰力，讓國防產業得以永續發展。
三軍統帥蔡英文總統曾說：「只要有決
心，國防自主就不會是口號！」誠然，衡

遊客腳下方便行走的
步道。然而一眼望
去，沿岸許多海洋廢
棄物破壞美麗的景
觀，解說員發給一人
一個袋子，請大家一起來維護
美麗的海洋，邊健走邊淨灘。
同仁攜家帶眷共同參與，為
活動增添不少活潑氣息及樂
趣，更拉近彼此間的距離。大
自然的美，總在大家汗流浹背
付出體力後遇見，嘆為觀止的
海岸線，山和海及陽光譜成一
幅美麗的畫，直到終點還是無
法忘懷。
抵達終點時，工安一課特別
事前準備「迎新懷舊阿朗壹健
走活動完成證明」給每位參加
同仁，為大家參與如此有意義
的活動增添紀念價值。

過草創期、萌芽期及茁壯期等階段的
技術深耕與人才培育，現已成為國內
重要的通資電科技研發單位。該所除
已累積豐富經驗，奠定厚實基礎，相
關研發成果實際運用於國防科技研
發，同時並將部分關鍵技術，轉化運
用於民用資通訊系統與救災決策，以
提升國內產業競爭力。
本院轉型行政法人後，林所長帶領
資通所以「前瞻創新求精，成為世界
級資通電研究機構」為願景，注入新
觀念、新想法，激盪出具創新、創意
的研發構想，配合組織轉型並以創新
前瞻思維，運用雲端運算、大數據分
析、人工智慧、 5G
及物聯網等前瞻科
技，結合國內通資電能量，提升民間
產業升級，創造數位經濟優勢。同時
配合國家科技政策，透過網路化、自
動化及智慧化等技術，聚焦於「數位
化高速處理、寬頻傳輸與多元分析」
能力，持續精進國防不對稱通資電戰
力，為數位化戰場的優勢做出最大的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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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所推研廠九鵬廠區
道解說員，沿途除欣賞山海美
景外，並聆聽解說員介紹在地
的故事和野生動、植物，讓大
家對於這段遲遲未開發的台
線，有更深入的瞭解。
短短九公里路程海岸多變，
有懸崖、沙灘、礫灘，還有出
名的南田石、軍艦岩與刺激的
大礁岩岬角踏浪，更有數隻探
出頭來，看似跟大家打招呼的
保育類嬌客綠蠵龜。
台灣很美，需要你我共同保
護，古道是由解說員們自動發
起，步行將一根一根的木頭，
以人力抬進古道內，砌成現在

阿朗壹古道促進健康暨淨灘活動
【特約記者張雅雯
／報導】
化學研究所推進
劑研製廠九鵬廠區日前辦理
「迎新懷舊阿朗壹古道」一日
促進健康暨淨灘活動，由該廠
虞廠長、沈副廠長率領同仁及
眷屬四十人參加。
活動由旭海出發，經阿朗壹
古道（朗嶠卑南古道）至台東
南田，全程步行約九公里，感
謝天公作美，當日氣候涼爽，
陽光顯得羞澀，讓同仁一路走
得相當輕鬆。旭海社區發展協
會特別安排兩位生動活潑的古

【特約記者陳德富／報導】
資訊通信研究所一 ○
八年
度自強活動，在所長的指導
及計畫管理組的統籌規劃
下，於日前展開，該所資材
組率先成為全所首發團，前
往新北市瑞芳區的八斗子火
車站及深澳漁港。
活動當日上午，分別從本
院一號門旁的便利超商及台
北象山捷運站二號出口出
發。當日天空雖然不作美飄
著小雨，但並未澆息大伙出
遊的心情。出發前陳組長除
)先向同仁提示出遊及餐飲安

資通所資材組東北角逍遙遊

資通所資材組同仁與
潮境公園裝置藝術合
影
陳(德富／提供

故事回到一九八七年，
從變形金剛的星球賽博坦
逃離，聽從柯
(Cybertron)
博文指示以地球為基地的
，在敵方狂派的追兵與人類攻擊
B-127
下，失去記憶和聲音，隱身躲藏在加州海
岸小鎮廢棄場中。 B-127
在廢棄的舊車場
喬裝成黃色福斯金龜車，遇上一位女孩查
莉 海
( 莉史坦菲德飾演 。
) 查莉即將屆滿
十八歲，對未來毫無頭緒，卻無意間發現
了傷痕累累、瀕臨死亡的 B-127
，查莉救
活了他，並修復車上的廣播系統，給了
一個名字「大黃蜂」。
B-127
從查莉那邊得到了大黃蜂的名
B-127
字，也將面對
自己被賦予的
超級任務，勇
敢完成保衛
地球的使命
……。
敘述大災難摧毀了人類文明，數千年
後，人類終於適應並找到自己的生存之
道。裝載巨輪的移動城市橫行地球，無情
併吞彼此，弱肉強食。提姆（羅伯特席安
飾演）是移動城倫敦的見習生，自從遇見
危險的逃犯海絲特（赫拉希爾馬飾演），
他就一直為生存而戰。截然不同的兩個
人，本來不會
有任何交集，
沒想到竟然結
為盟友，共同
改變人類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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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瞻創新求精 成為世界級資通電研究機構

未來。若
能順利通
過，把國
防自主的
基本方針，調整到切合產業投入的指標層
面，不但經久可行，更能厚植國防自主能
量，展現多重願景與前瞻性。
專法中特別鼓勵產學研合作，旨在提升
跨域人才的培育能量。《國防產業發展條
例》草案規劃之獎勵措施，係參酌各產業
發展條例立法措施，為扶植、刺激國內國
防產業發展與升級，要求相關機關應訂定
計畫、編列預算，進行人才培育、國防產
業與學術機構間技術合作，以逐步提升國
內科研能量。
專法亦鼓勵進行產業合作及相互投資，

以促成國防產業之國際連結。由於國際連
結是我國目前亟需強化的重點，透過政府
的力量，促成國內廠商與國際連結，將有
助於產業升級，提高國際供應鏈競爭力。
對國家安全而言，除有利深化與友邦之實
質關係，並能優化國防戰力。若能促成國
防產業跨國合作，輔導合格廠商進入國際
市場，其外溢效果也將非常可觀。
綜言之，因應當前中共威脅，國軍已做
好承擔更大責任的準備。我們要籲請國
人，與國防部同步躍進，給予該條例草案
支持與鼓勵，期能達成促進經濟發展、提
升國防自主之綜效，創造「滿足國防安全
需求」及「提升產業經濟效益」雙贏目
標。（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八年四月十日
第十版社論）

【特約記者楊庭穎／報導】
本院資訊通信研究所所長林高洲博
士榮獲一 ○
八年國立交通大學傑出校
友，並於該校六十一週年校慶典禮
中，獲該校張懋中校長頒發傑出校友
證書公開表揚。
林所長為中正理工學院電機學士、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碩士及國立交通大
學電信博士，歷任本院資通究所組
長、副所長及代理所長等職，一 ○
三
年接任所長職務。期間以資訊通信專
長提升我國國防資訊通信能量屢獲佳
績，早期建置寬頻安全衛星通信系
統，完成 CDMA
通信系統研製與網路管
理設計，提供國軍廣域及遠距通信需
求，締造國軍衛星通信運用新里程
碑 。 中 期 則 主 導 電 磁 脈 衝 （ EMP
）防
護模組研製，突破技術瓶頸，完成無
線電機電磁脈衝攻擊防護，並通過驗
證測試。近期參與執行第五代（ 5G
）
行動通信系統研製，提升無線通信關
鍵技術，並應用於防救災系統建置和
國防通資電整體發展規劃，同時導入
人工智慧（ AI
）、大數據分析及物聯
網 （ IoT
）等核心技術，戮力推動智
慧國防及智慧防救災等專案工作。
由於林所長在院服務期間表現優
異，曾於民國一 ○○
年榮獲本院中山
楷模，以及一 ○
二年榮獲國防大學理
工學院傑出校友，此次再度獲得國立
交通大學傑出校友的殊榮，可說是實
至名歸。
資通所前身為第三研究所，歷來在
各級長官指導及先進前輩帶領下，經

資通所林所長榮膺交大傑出校友

新一代列車駕駛模擬機不僅建置成本大幅
降低，更有效提升駕駛的訓練排程，技能檢
定更加順暢。此外，全套系統由本院設計製
造，具高度自主性優勢，未來還可依照高鐵
營運實務的需求，執行性能提升及增修各項
模擬演練情境，讓駕駛訓練與時俱進，確保
營運及旅客安全。
二 ○○
七年高鐵公司以約一億元台幣高
價，向日本東芝公司購入一套列車駕駛模擬
機，當時訓練內容受限於原廠，系統性能亦
無法提升，且近幾年逐漸面臨系統老舊與商
源消失等後勤維修問題。因此，該公司於二
一七年委託本院，量身打造一套屬於台灣
○
高鐵的新式列車駕駛模擬機。
由本院航空研究所設計製造完成的高鐵新
式列車駕駛模擬機，可說是完全本土化技術
研發的代表，所有模擬視效完全依照台灣高
鐵軌道沿途的實際景象量身繪製，不僅畫面
更加逼真，並且將高鐵營運這十餘年來曾經
發生或未來可能遭遇的各種狀況，都納入情
境模擬，讓駕駛員能熟悉相關狀況的緊急操
作及應變程序，為旅客打造更安全的旅運服
務。

諸我國特殊處境及嚴峻情勢，為維持國家
生存發展，有必要建立足恃的防衛武力。
近年來，政府與民間共同發展國防自主產
業，包含國機國造、國艦國造、資通電安
全等，已成為行政院「五加二」創新產業
重點。
務實來說，以專法規制，把國防產業發
展，列為國防自主重大施政目標，就整個
大環境、大政策而言，皆屬良善。專法將
透過列管軍品分等、廠商級別認證、獎
勵、補助及投資合格廠商、產學研合作、
國防安全管控等作法，迎向國防產業的

（張雅雯／提供）
化學所推研廠九鵬廠區同仁淨灘後合影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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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法深化國防自主 助益國安、經濟

國造軟實力 技術大躍進 邁向新里程

全注意事項，並以通訊軟體向
所部回報後，便往基隆方向出
發。
第一站前往潮境公園，位於
八斗子半島東側，面積約一公
頃，臨望海巷海灣，公園綠草
如茵，風景遼闊寬廣，可遠眺
九份及基隆山，是東北角的人
氣景點之一。公園內設有魚群
雕塑，腳踏車道、溜滑梯、觀
景座椅等設施，同仁對雨中樹
立的大掃把特別感興趣，紛紛
合照留念。
第二站來到深澳線鐵道騎自
行車，深澳線原本是廢棄的軌
道，新北市政府利用鐵道
自行車的新模式，將舊鐵
道改造為觀光遊的新路
線，連接八斗子車站與深
澳站，同時飽覽壯闊的海
景與山景，獨具魅力的海
天景色及狹長的時光隧
道，見證礦業的歷史痕
跡，帶給大家不同的體
驗，同時也留下美好的回
憶。
該活動由新進同仁規
劃，資深同仁負責開車，
拋棄傳統的桌餐或吃到飽
餐廳，中餐以海鮮餐供
應，同仁們打成一片，除
了度過愉快的一天，更增
進彼此的情誼。

施從一樓跑向三樓往返跑之耗氧
訓練或抵達訓練場地執行滅火搶
救作業，藉以強化受訓人員救災
技能及裝備使用熟練度。消防員
身上所穿著的消防衣、 SCBA
及渦
輪瞄子或破壞器材等全副裝備總
重量達廿公斤以上，戴上呼吸面
罩才能進入大量濃煙之火場、地
下涵洞、蓄水池井等有沼氣或空
氣不足之場所。
總務處秉持積極維護本院各項
消防安全工作之精神，持續加強
消防人員專業消防技能之訓練，
以因應緊急消防搶救任務。也唯
有加強訓練整備，方能「有備無 總務處消防人員搶救技能訓
患」，消弭危安顧慮，降低損害 練實地演練
風險。
（賴彥廷／提供）

九鵬基地黃主任（中）與滿
州鄉及牡丹鄉鄉長共同剪綵
（李端陽／提供）
活動皆感覺新奇。基地亦透
過活動更瞭解地方鄉親需
求，有效增進敦親睦鄰工作
效能。
九鵬基地為協助拓展滿州
鄉及牡丹鄉原民特產銷售，
在總務處支持下，訂於五月
十四日至十六日假本院龍門
餐廳舉辦原民特產銷售活
動，活動開幕當日安排滿州
古謠、原民舞蹈表演及農漁
地方特色產品試吃等活動，
歡迎同仁踴躍前往體驗南部
的熱情與美食。

加強訓練整備 消弭危安顧慮
總務處消防人員搶救技能訓練
警勤務，每個進入火災現場從事
滅火工作的消防員均須背負空氣
瓶、戴上呼吸面罩，保護自身安
全；以有效執行災害搶救，並減
少現場的財務損失或人命傷亡。
為提升本院消防搶救技能，總
務處消防人員著裝訓練項目依序
為防燄頭套、消防褲鞋、消防
衣、空氣瓶、呼吸面罩、頭盔及
防火手套，受訓人員必須於規定
時限內完成全副裝備著裝，再實

放眼國際 追求卓越
成就世界級國防產業

「防毒面罩」，而是「空氣瓶」
與「呼吸面罩」，整組裝備簡稱
「 SCBA
」，中文名稱為「個人自
給式呼吸器」。「氧氣瓶」大部
份用於醫療救護上，如果消防人
員背著「氧氣瓶」進入火場的
話，就好比背著一顆炸彈進火
場，因為「氧氣瓶」遇到高溫極
容易造成爆炸。
依據內政部消防署訂頒火場搶
救作業規定，消防人員只要有火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特約記者賴彥廷／報導】
消防救災工作分秒必爭，為能
快速執行搶救任務及強化救災人
員安全保障，總務處消防勤務組
消防課日前特別加強消防衣帽鞋
暨 SCBA
著裝訓練。
一般民眾在災害現場看到消防
人員從事救災工作，總是會戴著
「防毒面罩」、背著「氧氣瓶」
進入災區搶救。其實，消防人員
身上所背的不是「氧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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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

肇

5月7日

逸光小舖商品巡迴販售特展

【特約記者江月玲／報導】
高鐵新式列車駕駛模擬機啟
用典禮日前假台灣高鐵公司舉
辦，典禮由交通部黃玉霖次
長、國防部副部長張上將、院
長杲博士及台灣高鐵江耀宗董
事長共同主持，見證我國軌道
工業本土化的里程碑。
交通部黃次長表示，這是歷
共同合作，才能有效強化
史性的時刻，也是國內第一座
國防自主研發。此外，應
由本土研發成功的高鐵駕駛
落實國防產業資訊安全、
模擬機。高鐵運量近年快速
人員安全考核，並參照國
成長，累積運量很快將突破
外作法，強化保密作為，
五億五千萬人次，單日最高運
以確保國防關鍵技術安全
量今年也破三十萬人次，這些
無虞。而推動國防產業
都是很重要的里程碑。高鐵董
發展條例，可大幅提升
事長江耀宗則以「牽新車」的
業 界 技 術 能 力 ， 如 Super
心情，邀請大家見證成果，因
是軍轉民用技術，
該系統由國人共同合作打造，
TaiRa
擁有上千億市場規模，必
意謂著台灣在本土工業科技發
須投注心力，才能持恆發
展向前邁進一大步。
展。王委員強調，中科院
國防部張副部長指出，他在
是國家的中科院，肩負國
本院服務期間，便與台灣高鐵
家強盛與勝敗，並期許本
有許多合作案例，包括研磨
院能發揮更大效能，成為
子、集電弓等。基礎工業和國
國家最重要的科研機構。
防工業有許多共同之處，例如
呂委員表示，本院是國
高鐵要求規格高、可靠度高，
家級科技研發單位，也是
但量很少，一般企業無法承
菁英群集的單位，期能有
作，但國防工業很適合做，雙
效留用優秀人才，讓本院
方多年來彼此合作密切。今年
穩定成長發展。另在技術
則是邁入一個新的里程碑，因
釋出方面，管理重於一
為駕駛模擬機不是零件，而是
切，需注意國防機密之保
一個系統性的開發，可以視為
密作為及控管，確實管制
一個典範。
機敏技術，杜絕私相授受
院長表示，本院設計製造的
情事，推動國防產業發展
模擬器已經超過二 ○○
套，但
的同時，亦兼顧國防機密 是國人並不瞭解，感謝高鐵公司給本院這個
安全 機會，讓國人知道，我們不僅能做飛彈，模
擬器也是我們的強項。
。
月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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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曹副參謀長實地瞭解本院研試修製能量
（蔡雅竹／提供）

第七八九期

5月14日
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頒發資通所
林所長傑出校友證書
（楊庭穎／提供）

系發九鵬基地

我們的願景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王召集委員、呂委員及國防部與
本院重要幹部合影
（邱清霞／攝影）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特約記者劉玉婷／報
導】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
會王定宇召集委員及呂玉
玲委員日前由國防部陸軍
常務次長徐中將、軍備局
局長房中將及院長杲博士
陪同，蒞本院龍園院區考
察，葛副院長、督導長及
相關單位一級主管出席與
會。除瞭解本院近期研發
現況，並肯定本院長期戮
力於國防科技研發所累積
的豐沛技術與能量。
王召集委員一行首先聽
取由企劃處處長、產拓長
及督察安全室主任，分別
針對「科技軍官運用與規
劃」、「國防自主與產業
升級」及「國防事務廠商
機密維護作為」等議題實
施專題報告。隨後，並參
觀研發展示館，實地瞭解
本院各項研發成果。
王召委表示，應妥善規
劃科技軍官未來發展，給
予專業培訓，留用優秀人
才，同時與民間專家學者

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蒞院考察

保密警語

本院與空軍交流平台會議

本院精神

確保關鍵技術安全無虞
強化國防自主研發

交通部黃次長、國防部張副部長、院長、台灣
高鐵江董事長及觀禮人員合影
（江月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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