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近清泉部落時，暫
停張學良故居參觀，二
四年重建的現址是
○○
一日式木屋建築，陳列
將軍在台前十三年幽禁
生活樣貌，四周山水非
常雅致。從此處可遠
眺吊橋上方「三毛夢
屋」，她曾居此處執筆
創作三年，屋主保留遺
跡經營咖啡。
近午時分，首次在視

藝試驗所，其中花園部分免費，真正官
邸處有夫人宋美齡文物展，但進入官邸
樓房是要收門票的。
花園另一頭的也是好散步去處，是士
林官邸對面的福林公園，花況沒有很
好，花朵分布比較稀疏。這座小公園的
特色，是雕刻家黎志文散置園中的的系
列山水景觀石雕，包括太陽、雲、山、
瀑布、水、井等六組抽象造景。也許因
非假日，人潮不多，園區內悠然嫺靜，
倒是看到野生蓮霧結實累累，十分壯
觀，不少果實落地，成了車輪及腳下醬
汁，有些可惜。
最後，來個午後雷陣雨，還好行程安
排妥當，大夥躲進遊覽車，外頭下雨
天，我們樂得前往典華豐 FOOD
用餐，炎
炎夏日，在餐廳享用美食，真是忘憂消
暑，期待下次更棒的活動。

野遼闊、坐擁雲海山林
的農場餐廳用餐。下午
在農場解說員帶領下，
沿著裁植花卉的小徑及
滿眼綠意的農場漫走，
第一眼看到美麗野繡
球、農場三寶（奇異
果、明日葉、小藍莓
），農場主人十餘年來
用心經營此桃花源的一
景一物令人非常感動。
繼續隨著解說員徒步緊
臨的環狀的野馬瞰山步
道探索，長約三公里，
沿途林相茂密，多種植
淺根性的日本柳杉，處
處盤根纏結，柳杉所散
發濃郁的芬多精自然清
新，令人舒心暢快。
最後一站來到觀霧國
家森林遊樂區遊客中心
旁的山椒魚生態中心，
是國內第一座以台灣瀕
臨絕種動物為主題的生
態館。中心後方有一條
八百多公尺的雲霧步
道，全程鋪設松木棧
道，途中有視野佳的觀
景台，可清楚看見雪霸
國家公園的聖稜線，雲
霧中漫步別有一番滋
味。
經過一天山林的心靈
洗滌，看著拍攝的美麗
畫面，就讓人覺得滿載
而歸。
霞
生
清
金

再見 逸光壘球場
第廿五屆逸光盃慢壘完賽

逸光盃慢速壘球比賽選手
於逸光壘球場合影。
（林大程／提供）

【特約記者廖作賢／報導】
炎炎夏日，電子所工程測試組同仁苦
思自強活動地點，決定賞花吧，前往台
北一日遊士林官邸花園。
花園位於士林區中山北路五段與福林
路口東南側，為蔣總統的官邸，官邸內
設置些許蔣總統與夫人宋美齡合影看
板，有種時空交錯的幻覺。雖然夏日艷
陽高照，但掩藏不住花草競相盛開，感
受不一樣花園的景觀。
園區規劃有中西式庭園、玫瑰園、溫
室花卉栽培、露天音樂舞台和官邸，散
發著花香的西式內外花園、溫室盆栽區
及植物園等，處處充滿著花團錦簇、鳥
語花香。此外，並舉辦二 ○
一九士林官
邸花展，多達一二五品種花卉可免費欣
賞。
官邸是蔣總統與夫人住處，前身是園

電子所測試組士林賞花之旅

敗 (ESRD
、
S T A R和
。
MEGA)

隊，更讓大夥無法
預測冠軍是哪一
隊。今年共有八隊
人馬自由組隊報
【特約記者林大程／報導】
名，電子所依然拆成二隊出
逸光盃慢速壘球比賽每年均 賽，分別為泰準隊和 ESRD
隊，
由壘球社主辦，且為院慶壘球 而今年飛彈所有許多新秀也拆
賽的前哨賽，由於逸光盃比賽 成二隊出賽，分別為 STAR
隊和
的宗旨是「以球會友、培養年
隊，另外還有資通所和系
MEGA
輕新秀和鼓勵資深球友」，今 發中心派出所隊參賽，院部與
年由於逸光壘球場即將拆除， 材電所則組合成聯軍希望能創
等於本屆逸光盃是最後一屆在 造佳績。比賽採循環賽，每隊
此球場舉辦，其代表意義更為 均有正面廝殺的機會，由於天
非凡。
公不作美，從開幕戰起，最終
由 於 不 限 單 位 可 以 自 由 組 耗時約二個半月的時間完賽，
也可說是創
下紀錄。
最終成績
冠軍為 ESRD
隊，戰績五
勝一敗 系
(
發 ；
) 亞軍
為 STAR
隊，
戰績五勝一
敗 (ESRD
隊
【特約記者林
；季軍為
彩鳳／報導】
)
位於新竹五
M E G隊
A ，
戰 績 四 勝 峰鄉海拔一九二三公尺
二敗
的雪霸休閒農場，是航
(ESRD
和 STAR)
； 空所計管組雀屏中選的
殿 軍 為 泰 年度自強活動景點，活
準 隊 ， 戰 動當日一路晴空和風伴
績 三 勝 三 隨，約二個小時的彎延
山徑，完全呈現原始自
然風貌，令人心曠神
怡。

本院舉辦軟體管理系統訓練

【特約記者趙瑞媛
／報導】
督品處推動「精
進本院軟體品保制
度建立」，完成各
單位軟體品保最低
軟體品保需求文件
撰寫、全院整合性
軟體構型管理工具
需求調查、規劃軟
體版本與構型管理
機制，訂定軟體管
理架構分為開發單
位的軟體版本管理
與專案使用的構型
管理，日前辦理軟
體版本與構型管理
教育訓練。
課程由資管中心
專業同仁說明引用
軟體上傳、下
GIT
載原碼版本控制，
軟體工具執行
JIRA
軟體簽出、簽入之
紀錄管制，版本管
理 員 於 J I R平
A臺
鏈 結 GIT
上傳、下
載，並於 EC
系統執行一致
性的軟體構型變更申請、
審核與確認流程，各單位
參加訓練同仁後續將成為
單位內種子教官，協助推
動落實軟體版本與構型管
理。
軟體應用已成為武器系
統主要之控制功能，相關
軟體正確性與穩定度之重
要性已不亞於硬體本身，
有效管控正確之軟體版本
則有賴於軟體管理機制建
立。

編隊、自
主追蹤，
甚至是自
主 攻 擊
等，讓人
充分感受
到高科技在作戰場景之
應用。
該所各領域將針對電
影內容（智慧國防）運
用於該領域技術能量或
創新應用提出想法（心
得及創新應用），並安
排於所務會議進行簡報
分享。

放眼國際 追求卓越
成就世界級國防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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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材電所及化學所參加臺灣國際塑橡膠暨複材工業展
用，可創造出數十億美金的廣大
市場。
化學所針對現今環保意識抬
頭，塑橡膠朝向低毒性及環境
友善方向發展的趨勢，所開發
的難燃無煙毒緩衝防震橡膠零
組件，符合歐盟防火阻燃測
試（
E
N
4
5 5 4 5 -）
2 、煙濃度
（ ASTME662
）與毒性氣體測試
（ BSS7239
）規格，已開發並應
用於軌道車輛之橡膠零組件如減
震器頭、爪型臂橡膠、防震橡
膠、平板緩衝墊等十多項產品。
目前全國僅本院具備此技術能
量，並且已獲台灣高鐵公司採購
系列產品。

材電所展出三頻天線罩獲業界高
度詢問。
（李志娥／提供）
自在愉悅。從中選取提醒個人累積快樂幸
福圓滿正能量的口訣，身體力行，就是打
造幸福心理素質的簡易法門。
從個人而言，面對社會競爭激烈，來自
人際、學習或工作的壓力愈趨繁重，有時
的確令人喘不過氣來，但這些因素應可視
為人生試金石。事實上，健康的人都會有
情緒，情緒可以透過心輔、溝通及改變心
態等主客觀環境來妥適解決。最重要的，
要學習轉念，面對人生挑戰與生活衝突
時，應嘗試從正面角度看待，多看正向意
義，或聚焦於怎麼做可以變得更好，方有
助於讓心情變得緩和，而非讓負面情緒成
為壓垮生命的最後一根稻草。（摘轉自青
年日報一 ○
八年十月三日第十版社論）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導】
「臺灣國際塑橡膠暨複材工業
展」日前假高雄展覽館盛大舉
行，本院材電所及化學所配合
「循環經濟、智慧高端材料」主
軸，共同展出三頻天線罩、消音
材料、複材壓力容器、耐高溫黏
著膠膜、高延性絕熱複材及軌道
車輛客製化橡膠等多項產品，展
示國防科技研發能量技轉民間產
業應用之成果。
主辦單位外貿協會表示，因應
全球環保趨勢及複合材料工業朝
向發展高附加利潤與高品質的產
品，今年以「循環經濟、智慧高
端材料」為展覽兩大主軸，國
內、外指標性廠商包括台塑集
團、中油、奇美實業、南亞塑
膠、台灣化學纖維、李長榮、富
強鑫、台聚、明安、啟盟、威猛
巴頓菲爾、台玻、朝安科技、台
達化學、磐石油壓、科技部、工
研院、喬福材料、台經院及本院
等均參與盛會，展出石化、塑橡
膠及複材原料、製成品與機械設
備等上、中、下游產業鏈，提供
產業完整解決方案。
材電所首次展出「三頻天線
罩」，可保護罩內之電子元件，
滿 足 Ku/K/Ka
三頻段的操作，且
具有優越之微波透波性，性能較
窄頻或雙頻操作之天線罩優越；
因應民航機空中影音娛樂系統的
市場正加速升級，空中 wifi
的引
入需增加衛星通信的頻道及頻
寬，三頻衛星通信系統正加速運

的學業表現、事業成就、生活幸福程度，
僅決定百分之二十，其餘百分之八十都
IQ
由 決定。既然和個人成就直接相關，因
EQ
此，我們除了透過學習知識提升 IQ
外，在
日常中，更要修練培養包含堅毅、激情、
自制力、樂觀態度、感恩精神、社交智
力、好奇心等正向心理 EQ
素質，累積內心
正能量。
人生在世，有得有失。為追求內心的悅
樂，有智者建議，應從「助人為樂」、
「知足常樂」、「自得其樂」開始，並為
自己的「友情、心情、熱情」儲值，才能

E翻
Q 轉「心」生命
事情都有控制影響力，即使處在無法掌握
的逆境中，仍能有效找出可調整控制的部
分，保持人生控制感。而當投注勤奮且自
我管理良好，就會自然而然正面迎接生活
中各種挑戰，並將其當作是「機會」而非
「威脅」，繼而從中找到學習成長與蛻變
機會的堅強信念。
多年前，世界知名「正向心理學家」
曾提出，情緒智商（ EQ
）
Daniel Goldman
比智商 IQ
更重要，一時間，各種相關書籍
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此一理論也成為近
二十年來各方矚目觀點。他認為，一個人

（廖作賢／提供）
電子所工程測試組士林賞花之旅合影。

（林彩鳳／提供）
航空所計管組雪霸自然之旅。

創造高附加價值 促傳統產業升級

保密警語

資通所舉辦智慧國防電影賞析
葛副院長率該所主管共同參加

瑩

（莊智翔／提供）

每年十月十日是世界衛生組織（ WHO
）
所訂定的世界心理健康日，並且受國際重
視，恰與我國慶日同一天，別具意義。世
界各國每年都會不約而同，依世界心理健
康日的主題，共同傳播與傳遞心理衛生概
念。
在日常生活與工作中，可見思維正向的
人，一旦許下承諾，就會顯現不逃避的人
格特質，全心全意專注積極地投入生活重
心，並從中創造生命意義與價值的毅力，
讓人敬佩。此外，另一種人格特質是「自
我效能掌控力」，當人們選擇相信自己對

陳副總統、張副部長、飛彈所郭所長（右三）
及貴賓於本院展區前合影。（林敬傑／提供）

【特約記者莊智翔／報導】
消防出勤及災害預防工作為總務處
消防勤務組之核心任務，不僅是院內
生命財產安全的基礎，更是本院欣欣
向榮的根本。總務處消防勤務組編列
共計有三十二位消防員，分三班制輪
班，默默守護本院消防安全，任務主
軸為災害搶救、火災預防及緊急救
護。
在災害搶救方面，總務處消防勤務
組定期辦理組內自訓；另每半年至消
防局訓練中心執行各項勤務協勤人員
訓練，以提升消防搶救能力。在火災
預防方面，定期對消防安全設備進行
檢查，以維護公共場所之安全，並定
期舉辦防火宣導講座，建立人人防火
的觀念。
提醒同仁，發生災害記得以院內分
機直播 119
（手機請撥 03─4712201
轉
），總務處消防勤務組將全力以
119
赴，做好消防、災害防護及救護等各
項份內工作。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航空所計管組雪霸自然之旅

永續發展三大主題策展，聚焦五加二產業創新
技術領域，並強化軟硬體整合的相關應用。再
加上國內、外發明人的創新發明成果，希望能
夠吸引國際投資商機，帶動國內產業轉型。
本院配合政府五加二產業創新政策及國防部
指導，參與「未來科技主題館」國防工業情境
專區，展示「金屬積層製造技術」、「港口智
慧化」及「無人機群高可靠度低延遲側行通訊
方法」等國防自主與軍民通用相關技術，
本院展出自主研發之「金屬積層製造技
術」，所製作工件均符合航太級材料使用標
準，可運用於國防／航太金屬零組件，配合國
機國造政策，達成自研自製之目標。在「港口
智慧化」管理技術研發方面，則是透過整合航
港資料庫與智慧感測網路等各種技術，將港口
內各種管理作業導向自動化與智慧化，結合船
舶管理、貨櫃通關、安全管理、海洋監控等系
統，實踐未來智慧港口的目標。另在「無人機
群高可靠度低延遲側行通訊方法」部分，主要
滿足無人機間交換訊息（側行傳送），達成無
人機群自主任務協調、共同環境偵測等需求，
可運用在無人機通信領域，如緊急任務指派、
接收空對地監控影像、預警與監控及劃定禁航
區等面向。

張副部長陪同陳副總統蒞本院展區並由飛彈所
郭所長致贈紀念品。
（邱清霞／攝影）

片，冀望藉由國防科技
的趨勢與應用，在軍事
革新上取得科技領先與
軍事優勢，並將人工智
慧導入國防科技研發跨
域交流、共創價值。片
中出現成千上百架具備
人工智慧的無人機遮蔽
天空，自主飛行、自主

肇

總務處消防勤務組裝備開箱。
【本報訊】
「二 ○
一九台灣創新技術博覽
會」日前假台北世貿一館盛大舉
辦，陳副總統親臨開幕典禮致
詞，國防部副部長張上將及院長
杲博士應邀與會。陳副總統於開
幕典禮後，特別蒞臨本院展區，
參觀各項展品。
陳副總統致詞表示，其實他與
「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有很深
淵源，曾以主辦單位國科會主委
身分，參與這個展覽的前身「台
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二
次，前兩年也受邀參加第十三及
十四屆開幕典禮，今年是他第五
次參加開幕典禮。這十多年來，
有超過二萬件的創新發明技術作
品展出，反映科技不斷引領時代
往前邁進，帶領我們走向更舒
適、更便利、更健康、更美好的
生活。
陳副總統指出，「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以
陳列我國研發創新能量為主軸，將跨部會的研
發成果與國際鏈結，以未來科技、創新發明、

陳副總統親臨二○一九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開幕典禮

做情緒的主人 高

引領創新科技技術 帶動國內產業轉型

影賞析活動，由葛副院
長 率 資 通 所 一 、二 級
正、副主管共同參加，
期藉由該活動推廣「智
慧國防」概念，激盪出
創新應用新觀念、新看
法及新想法。
該片也被國防部遴選
為九三軍人節開幕影

發行人：顏

【特約記者張瑋真／報
導】
為使同仁深入瞭解科
技作戰運用與裝備發
展，將人工智慧導入國
防科技，運用於作戰應
用場景，資訊通信研究
所特於日前舉辦「全面
攻佔 ：
3 天使救援」電

刊

【特約記者趙瑞媛／報導】
督品處日前辦理年度品質優
良案例發表競賽與觀摩，以往
品質優良案例複評競賽，由評
審委員書面審查選出優良案例
後，評審委員再到提案單位作
現地查核，無法達到品質改善
案例觀摩與推廣效益，近年特
別改為案例發表與觀摩，鼓勵
院內各單位參與案例發表會，
進一步分享經驗與品質改善案
例推廣，同仁亦參與評分，以
提高參與意願。
今年參與品質優良案例競賽
計有八案，進入複評發表計有
飛彈所「運用全面品質管理
執行混合火箭先期研究
(TQM)
發展」、電子所「專案可靠度
實務與品質管理精進作為展
示」、系發中心「利用實驗設
計評估推進引擎之品質與改善
作為」及航空所「品質履歷系
統 生
( 產履歷系統 」
) 等四案
例。參與單位均充分準備並由
團隊幹部帶領發表，評審委員
對於個案均逐案提出相關正面
建議與講評，參與同仁除分享
觀摩成功案例外，也是一種實務導入的
教學發表會。
督品處許處長於總結致詞，特別以企
業要求「精實」為例，說明企業精實改
善要做流程分析，確認產製流程可歸為
「有附加價值作業」、「沒有附加價
值、但為必須」與「沒有附加價值、也
沒有必要」等三類。品保工作是否被歸
類為「沒有附加價值、但為必須」，端
看單位對產品品質管理的要求與落實，
產品如能經由完善之品保檢驗確保品
質，建立客戶對產品使用的信心，品保
檢驗程序就是「有附加價值作業且為必
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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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本院
化學所
偕同軍
通產業
技術拓
展中心
攜手農
委會林
試所等單位於一 ○
七年六
月廿一日成立「山葵復育
新農業暨循環經濟產業聯
盟」，該聯盟於會中展出
整 合 綠 能 儲 電 系 統 、 LED
補光等各項先進技術；另
以高科技偵監技術比對所
蒐集之山葵培育參數，採
微量元素肥料、天然無毒
環保之土壤改質劑技術等
多單位及跨技術領域合
作，進行符合成本及對環
境傷害最少的生物防治與
有機肥料施用分析，並將
水電資源作最有效的管
理，期整合軟體與大數據
資訊為無形資產，讓農
AI
民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
即能輕鬆完成山葵種植區
巡檢任務。
二 ○
一九桃園農業博覽
會以「農饗時光」為策展
主軸，其五大主題展區分
別為特色產業專區、農事
生產專區、農村生活專
區、環境永續專區、智慧
科技專區，將農業與生
活、食物、科技相結合，
讓市民看見農業所代表的
生活與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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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記者吳仁木／報
導】
桃園市「二 ○
一九桃園
農業博覽會」開幕典禮日
前假新屋區盛大舉行，由
鄭文燦市長主持，蔡總統
蒞臨致詞，葛副院長應邀
代表本院出席參加。
總統致詞時表示，這些
年來桃園在市民朋友共同
努力下，運用城市特有的
年輕活力，不斷創新，今
年的農博就創下了兩個第
一的好成績，不論是從場
館、建材，還是到施工工
法，都經過低碳建築聯盟
的計算和審查，因此桃園
農博是全臺灣第一個拿到
全園區低碳認證及第一個
低碳博覽會金質獎的園
區。
蔡總統指出，從走訪農
村故事館與創新農機館可
觀察到臺灣農村的精采故
事，以及農業發展製造的
成果，其中台灣小型農機
更廣受世界的喜愛，已外
銷至無數國家，創造出近
百億的價值，顯示出臺灣
農業絕對有能力走向國

蔡總統蒞桃園市二○一九農業博覽會開幕典禮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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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科技技術 創造農業價值

我們的願景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蔡總統蒞桃園農業博覽會開幕致詞。
（桃園市政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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