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人的視野

邀您共賞
老師均應邀出
席，參展作者
也一一介紹自
己的作品與拍
攝心得。
崔主任表示感謝本院攝影社以豐富的
色彩，讓醫院及病患感受到溫暖，也希
望藉由這群科技人的攝影作品展出，能
撫慰病患及家屬的心靈。三位老師也稱
讚作品超水準，尤其照片背後的故事，
才是創作者要與觀賞者分享的喜悅。
攝影社成立於民國七十二年，迄今已
三十餘載，為本院歷史悠久的社團之

希望在繁忙工作之
餘，能讓同仁紓解
身心，提升工作士
氣，日前舉辦賞螢活動。
賞螢活動至今已是第三年
舉辦，今年共分三梯次辦理
，總參與人數約三百餘人，
活動一開始同仁及眷屬首先
於行政大樓中庭享用各項點
心，在祭完五臟廟後，大家
都元氣滿滿、活力充沛。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低垂的
夜空中，流螢成群飛舞好像
無數條交錯縱橫的銀河彩
帶，閃耀著迷人的光芒，忽
上忽下、忽明忽暗，好似墜
入凡間的小精靈，與天上的
閃爍星光交互輝映，形成一
幅美麗的畫面。小朋友們有
的將螢火蟲輕輕捧在手中就
近觀察，有的隨著螢火蟲奔
跑追逐，大人們則是享受著

這難得的悠閒時光，大家都
不禁沉醉在杜牧「銀燭秋火
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
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
織女星。」的悠閒情懷中。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的特別
快，賞螢活動就在大家不斷
的讚歎聲及歡笑聲中圓滿劃
下句點，大夥兒都心滿意足
的踏上回程的路，並期待相
約明年螢火蟲之季再相會。

協會成員切磋交流。
ITS
本次競賽隊伍共計二十六隊，
包括交通部、運研所、公路總
局、北市交通局、新北交通局、
南市交通局、北捷局、北捷公
司、桃捷公司、高鐵公司、港務
公司基隆分公司、中科院、資策
會、資拓、中華電信、中華郵
政、遠傳電信、台灣世曦、鼎漢
顧問、長榮航空、萬海航運、開
南 大 學 與 ITS
協會。本院同仁憑
著良好的球技與團隊默契，逐漸
在賽程中脫穎而出，最後勇奪冠
軍，讓所有參賽者對本院團結合
作的精神留下深刻的印象。

I T 為
S 智 慧 運 輸 系 統
本院羽球代表隊成員上台受獎。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張文慧／提供）
，利用先進的電子、通
System)
訊、資訊與感測等技術於交通及物流的
應用，整合人、物、路、站、載具等，
提供即時資訊與整合服務，以增進運輸
與物流系統的安全及效率。本院利用電
子、通訊與感測等軍民通用科技，協助
政府單位及企業設置智慧運輸系統中的
通訊與感測裝備，以及數據匯流之子系
統及平台建構，合作單位包括各地方政
府、港務公司、台北捷運、台鐵與高鐵
等公司，同時也是 ITS
協會的成員，本
院透過協會舉辦之研討會、展會與各種
優質活動，增進與協會成員交流，加深
彼此友好情誼。

【特約記者張文慧／報導】
本院積極拓展軍民通用科技於各產業
之應用，尤其在交通產業表現搶眼，因
而獲中華智慧運輸協會邀請，參加第七
屆 ITS
協會杯羽球邀請賽，首次參賽，
本院代表隊就以極佳的團隊默契與球技
勇奪冠軍。
第七屆 ITS
協會杯羽球邀請賽日前假
台北體育館舉行，本次隊伍由電子所丁
冠中率隊，成員包括電子所劉鎮瑋、陳
勁鳴與陳彥齊；資通所陳俊凱與王仲
秀；化學所賴映辰；飛彈所鍾國緯與李
冠篁；系發中心王晨旭，代表本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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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院舉辦上半年度社團座談
的工作之餘，從事正當休
閒娛樂活動，不僅能強健
身心，亦可培養藝文涵
養。自民國七十二年起，
成立攝影社等藝文及體育
社團，迄今共有三十六個
社團。近年來，因應國防
自主政策，招募許多新進
同仁，帶來青春洋溢的氣
息，也促成熱音社及熱舞
社等社團，陸續孕育而
生。
本院為推動同仁踴躍參
加社團活動不遺餘力，在
院長的支持下，修繕社團
活動場地、爭取活動經費
補助及軟硬體需求之採購
等，再次為社團注入活力
泉源。各社團
幹部對院部提
供的資源及付
出均深表感恩
之心，並以達
成社團年度規
劃之活動，發
揚各社團互助
合作的精神為
目標，持續精
進社團執行
力，培養團隊
精神，鼓舞工
作士氣，激發
同仁樂觀奮鬥
進取之精神，
型塑本院優質
形象。
攻，往往渾然不覺，甚至需要經過數
月，乃至數年才能發現」情況。公部
門裡有發展已久的組織，從決策者、
擬定政策者到執行者，各自都依照機
制，在從事公共事務的服務。質言
之，讓公部門各層級，對這些資訊技
術基本原理有所認識，需要投入的教
育與學習，其實成本不高。相反地，
因為時代所需，人們對於相關知識的
需求與興趣與日俱增，一旦公部門大
部分成員對於這些資訊措施有所作
為，在數位化時代的公務推行中，將
更能秉持大公無私精神，團結推動數
位化的演進，並能以更專業、有效的
態度，面對接踵而至的挑戰。（摘轉
自青年日報一 ○
八年五月二十日第十
版社論）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
導】
本院一 ○
八年上半年度
社團座談會日前假行政二
館四樓會議室舉行，由督
導長主持，會中除對各社
團的建議及需求，一一回
覆之外，同時也針對五十
週年院慶規劃各項慶祝活
動提出說明，尤其在社團
嘉年華活動方面，希望各
社團能設計與同仁同樂的
趣味性活動，搭配動態的
舞台表演，為大會帶來高
潮，藉以展現社團活動之
成效，進而吸引新成員加
入共襄盛舉。
本院為鼓勵同仁在繁忙

術學理的能力，乃至
在情報與行政資源內
廣開方便之門，以現
今全球早已進入全面
數位化的現況來看，可以想見其投資
報酬率之高，及功效與能量之深廣。
駭客活動不易追查來源，能運用的結
盟策略迥異於以往，且行動手法創
新，防護範圍難以界定。一旦擴散效
應，極易造成巨大且不易挽回的傷
害。綜上不難理解，何以過往我們印
象中，只存在於地下的駭客活動，竟
堂而皇之成為國家等級編制，甚而是
接受國家資助的破壞者。
綜言之，一旦政府單位與社會大眾
都能建立共識，就不會出現「威訊」
報告中所描述的「大眾對於遭受網

總結說明院長杲博士
定位本院為「系統整
合團隊」、「提供創
新方案」、「領航國
防產業」角色，並
以「真實誠信」、
「專業素養」、「當
責盡職」、「團隊
合作」、「創新突
破」、「顧客滿意」
為核心價值，期勉同
仁更積極努力迎接挑
戰，超越巔峰，使本
院朝向永續發展邁
進。
鍾召集委員表示，
國防產業發展條例是
全國性的，本院設置
條例賦予之特殊使
命，即是期許本院擔
任國防科研的支柱，
也肯定本院過去幾年
的努力，每年的營運績效都有所翻轉、成
長。此外，人才是未來營運上的核心議
題，吸引優秀人才除薪資考量外，也要考
慮到同仁子女就學、家屬就業以及尊長就
醫等生活機能的建立。期待來年可討論激
發出更多的創新思維，協助本院創造更好
的願景。
張副院長也向委員們說明「國防產業發
展條例」，其立法之精神為基於國家安全
與經濟發展之需求，有效結合政府與民間
力量，發展國防科技工業，達成武器裝備
之獲得，以國內研發、產製及後勤支援為
優先目標。因應法條通過後對本院之影
響，目前正積極申請國防合約商所需具備
相關之認證，期能扮好國防產業領頭羊角
色。

維運措施也大幅仰賴資訊服務。為杜
絕大規模駭客活動威脅，公部門及社
會大眾均應認真面對此一嚴峻挑戰。
尤其，現今資訊網路傳遞即時，相關
技術發展迅速；再加上世人對網路依
賴度增高，但網路傳遞基本學理仍未
普及，國際之間的攻防，由傳統軍
事、外交與貿易，轉向虛擬世界的駭
客活動，已是必然的趨勢。
如「駭客」這般入侵掌控系統之行
為，一旦以大型集團式的編組與資源
投入；或是以專業技術及龐大資金，
支援、墊高其對於資訊系統與網路技

強化資安 防範國家級駭客網攻
美國無線通訊服務龍頭「威訊」近
日提出年度資料外洩調查報告，指出
去年全球「公共行政部門」（公部
門）遭受的外部網路攻擊事件，有百
分之七十九幕後黑手來自他國政府、
或是接受政府資助之駭客組織。其
中，網路間諜活動較二 ○
一七年飆升
百分之六十八，且公部門遭到網攻
時，通常無法即時發現。此一網際破
壞行為，將對現實世界形成重大威
脅。
公部門歷經多年數位化服務，保存
的公眾電子資產數量龐大，許多行政

一，目前社員人數已突破百人。社員平
時肩負國防武器研發重任，科技人如何
跳脫硬梆梆的框架，運用個人的攝影眼
來發現都巿叢林美學、懷舊鄉土人文風
情、探索高山湖泊美景、捕捉春花秋月
靜美及與大地共存之生命展現等。快樂
只有在分享時才真實，若他人因您的分
享而獲得快樂，更是一件令人愉悅的
事，歡迎同仁前往參觀本次展出作品
（展期至一 ○
八年六月三十日）；更歡
迎您加入攝影社行列，藉由影像捕捉周
遭有趣及美好的人、事、物，記錄並充 攝影社同仁於作品前合
實自己的人生。
影。（李志娥／提供）

緊接著，一行人出發前往
賞螢地點，一路上大手牽小
手，大夥都踏著輕快的腳步
一路往前走，沿路還有營安
課同仁幫忙交通管制，確保
大家的安全。清涼的山風吹
來，消除了炎熱的暑氣，道
路兩旁傳來此起彼落的蛙鳥
蟲鳴，好不熱鬧，同仁們就
在閒話家常中，漫步到達目
的地土地公廟。

攝影社假國軍桃園總醫院舉辦作品展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導】
本院攝影社日前假國軍桃園總醫院醫
療大樓九龍藝廊舉辦「科技人的視野」
攝影展，由醫療部主任崔上校及本院公
關室賴副主任共同主持開幕儀式，攝影
界重量級老師中華攝影教育學會陳次雄
老師、桃園攝影藝術協會鍾仁富老師及
台灣攝影學會桃園分會主任委員郭章傑

～

【 特 約 記 者 吳 映 蓉 ／ 報 失的水分。少部分同仁繼
導】
續往一八三象山頂點，準
電子所宇揚計畫專案管 備繞一圈返回。
理組自強活動前幾天都陰
中午時分，準備回程前
雨綿綿，所幸活動當日老 往 位 於 微 風 信 義 四 十 六
天爺賞給一個很舒適的晴 樓，號稱台北最高的饗饗
天，大夥自行前往至象山 自助美食餐廳，大家開心
捷運站出口集合，把工作 各自享受美食，並交流生
和壓力丟一邊，悠閒地準 活即工作點滴，在歡樂氣
備去爬象山步道。
氛中，留下體驗親近大自
登山口起點開始便是挑 然之美的回憶。
戰超高的樓梯，才走一陣
子就開始氣喘吁吁、滿身
大汗，同仁們努力地向上
爬，終於抵
達觀賞一 ○
一的眺望平
台，稍事休
息並欣賞眼
前美景。隨
後，繼續前
往熱門景
點「六巨
石」，許多
人排隊登上
巨石，拍攝
以一 ○
一大
樓為背景的
紀念相片， 電子所宇揚計畫專案管理
大夥稍作休 組象山自然之旅。
息，補充流
（吳映蓉／提供）

【特約記者戴素妃／報導】
清涼仲夏夜，正是賞螢好
時節，系製中心營區內有著
豐富的螢火蟲生態美景，近
年更遍植馬櫻丹等蜜汁植物
供覓食，故今年螢火蟲更盛
往年。為與中心同仁及眷屬
共享這片生態景觀，同時也

系製中心賞螢趣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所為因應近年新進同
仁入院服務，持續辦理中部
地區「讓愛相遇」未婚聯誼
活動且迴響熱烈。日前策劃
仍以台中地區各機關及企業
所屬未婚員工聯誼為主，活
動假該所新設立之黑貓中隊
基地舉行，共計四十八位年輕男女報
名參加。
該活動參與報名最踴躍的就是漢翔
航空公司的夥伴，活動在航空所公關
卞主任致詞及祝福下展開，接著由主
持人串場，帶領主角們沉浸於浪漫樂
曲中，相互認識彼此。
主辦單位除準備美味可口的美食外
，節目亦以時下年輕人流行的多款桌
遊進行互動，浪漫和樂的時光，持續
在愛的交流聲中畫下圓滿休止符。該
所齊所長也在活動尾聲出席與大家同
樂，並致贈溫馨小禮物給配對成功的
六對佳偶，期待未來譜出成功戀曲。

放眼國際 追求卓越
成就世界級國防產業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象山自然之旅

事」歌曲開場，透過
與肢體動作，讓現
RAP
場觀眾歡笑聲不斷，最
終榮獲精神總錦標優
勝。
該活動的評分方式別出心裁，由當
日參加同仁運用該所開發之「表演競
賽 評 分 系 統 」 APP
，即時就「團呼內
容的主題性與連貫性」、「團呼設計
與肢體動作搭配的適切度」、「團隊
默契與活動熱情的呈現度」、「服裝
準備程度」及「道具準備程度」進行
評分。同仁熱烈參與，現場笑聲不
斷，除有效紓解工作壓力外，更充分
的達到激勵團隊士氣與凝聚同仁向心
之目的。

資通所歡慶本院成立五十週年

【特約記者賴彥廷／報導】
意外事故現場，人命就在呼吸之
間，在現場沒有其他醫護人員的狀況
下，救命關鍵往往得靠救護車上的救
護技術員，因此，救護技術員的技術
操作熟稔與搭配伙伴的彼此默契，將
影響受傷人員到院前的存活率及生命
安全保障。
總務處所屬消防勤務組消防課技術
師李英龍先生，平時除了在自己的工
作崗位上勤奮努力外，工作之餘亦擔
任桃園市消防局鳳凰救護志工。日前
與夫人呂佩玲小姐前往中央警察大
學，參加桃園市政府消防局舉辦的一
八年度「緊急救護技術操作」評
○
比，經評 鑑榮獲 EMT-2
組「中級救護
技術員」第一名，並獲桃園市消防局
頒獎表揚。
該評比項目除驗證救護員緊急救護
專業能力外，也考驗救護員彼此間的
合作默契，期許以專業救護技能搭配
救護車上之救護器具，使患者在到院
前能得到更妥善的處置與照護，以提
升病患存活率。
本院設置救護車於院內執行緊急救
護任務，其所屬救護員均依緊急救護
法取得救護技術員 EMT-1
、 EMT-2
專業
證照，能於第一時間以專業技能施予
病患最佳之
救護措施及
避免二次傷
害，並將病
患安全送至
地區責任醫
院，保障院
內同仁生命
安全，營造
本院安全、
總務處李英龍先生接受頒獎表揚。
舒適之工作
（賴彥廷／提供） 環境。
航空所齊所長（前排左五）、卞主任（前排右五）與
聯誼人員合影。
（林彩鳳／提供）

自 行 研 發 製 造 的 IDF
經國號
戰機，由時任航發中心第一
研究所試飛組組長的吳康明
上校擔任試飛官，完成首次
飛行測試任務，消息公開
後，振奮全國同胞的信心。
活動首先播放一段由華錫鈞
將軍生前親自剪輯，有關經
國號戰機研發歷程的影片，
勾起現場與會人員「回想當年」的緬
懷思緒。
吳康明將軍致詞時特別提及，當時
航發中心華錫鈞主任在首飛前特別
提醒他，身為這個專案的「第一主
角」，演得好、演得壞就代表這專案
的成功與否，一定要為這這個專案的
許多無名英雄們發聲。回想起華先生
的指導與風範，吳將軍仍十分感念。
吳將軍曾在一次訪談中表示：「部隊
飛行員是流汗，我們是流血，我們試
飛向一個未知……。」三十年前我們
走過自研自製的艱辛歷程，如今在我
【特約記者趙瑞媛／報導】
國「國機國造」政策下，希望能把我
國防部績效評鑑會由召集
們的經驗與精神傳承給年輕一代，繼
續發展，創造
委員清華大學鍾堅教授率交
更輝煌的歷
通大學電機學院唐震寰院長
史。
與崑山科技大學綠能科技研
溫馨的紀念
究中心蘇炎坤教授等專家及
活動告一階段
政府關機關代表，日前蒞系
後，與會貴賓
製中心執行一 ○
七年度績效
們 移 步 至 IDF評鑑，由張副院長陪同接待，並率營運長
經國號原型機 等相關幹部與會報告營運績效。期間，院
前合影，並在 長杲博士特別前往致意，感謝委員們對本
溫馨的茶會中 院的指導。
會中由督品處提報本院一 ○
七年營運計
，老友相聚話
家常，深具意 畫成效、業務績效評鑑成績、年度重要工
義的紀念活動 作成果及委員審查意見澄復說明等，本年
分，績等優等。
也圓滿結束。 度評鑑初評成績為 91.64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保密警語

航空所讓愛相遇未婚聯誼

舉辦團體趣味競賽與精神總錦標隊呼活動

瑩

味競賽，由水下、電子戰、指管、通
信、遙導控、網路戰等六大專業領域
及營運管理、整體規劃兩部門組隊參
賽，各隊參賽者都使出渾身解數，展
現絕佳默契，以爭取佳績。
精神總錦標隊呼則有「五十週年生
日快樂」、「九條好漢在一班」、
「小城故事多」、「臥虎藏龍」等，
配合口號勁歌熱舞，精采絕倫，將活
動帶至最高潮，普獲同仁好評與讚
許。指管領域以眾所熟悉的「小城故

刊
肇

【特約記者楊庭穎／報導】
為慶祝本院成立五十週年，提升團
隊共識及凝聚同仁向心力，鼓勵發揮
創意，資訊通信研究所日前利用中午
休息時間，假該所智慧營區預定地，
舉辦「團體趣味競賽與精神總錦標隊
呼」活動，由該所林所長主持開幕，
並特別感謝院部督導長及公關室顏主
任蒞臨為同仁們打氣加油。
團體趣味競賽活動包括：「頂天立
地」、「心心相印」、「擲筊」等趣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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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

發行人：顏

院長與吳康明將軍伉儷、伍克振將軍遺孀鄭慧菱女士（後排
右七）及與會貴賓合影。
（蕭惠麗／提供）

（黃美珠／提供）

督導長主持社團座談會。

第七九二期
【特約記者蕭惠麗／報導】
今 年 適 逢 我 國 自 製 的 IDF
經國號戰
機第一次試飛成功三十週年，本院與
漢 翔 航 空 工 業 公 司 共 同 主 辦 IDF
經國
號戰機首飛三十週年紀念活動，日前
假航空研究所圖書館視聽教室舉行，
由院長杲博士及漢翔公司胡開宏董事
長共同主持。
活動特別規劃邀請經國號首席試飛
官吳康明將軍伉儷、伍克振將軍遺孀
鄭慧菱女士及陳康定、朱泰樺、尹禮
雄、張文環等四位試飛官、前鷹揚計
畫彭元熙主持人、邢有光總工程師等
貴賓，參加相關紀念活動。
民國七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國

本院與漢翔共同舉辦經國號首飛三十週年紀念活動

ITS 協會杯羽球邀請賽
本院羽球代表隊勇奪冠
評鑑委員與院長、張副院長及受評代表合影。（趙瑞媛／提供）

總務處李英龍獲頒獎表揚

傳承經驗與精神 創造更輝煌歷史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國防部績效評鑑會蒞院評鑑

桃園市消防局EMT-2緊急救護技術評比第一名

本院精神

宇揚計畫專案管理組

系統整合團隊 提供創新方案 領航國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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