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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因為不具劉先生的鑄
造工藝技術及經驗，無法
購買大型鈦合金爐自行調
整參數量產，改採購買四
部與本院相同的鈦合金
爐，直接以技轉的標準化
參數來量產。
除高爾夫球頭鑄造技
術，本院幾乎每枚飛彈的
超合金渦輪引擎轉子及噴
嘴，其研發或生產皆會經
劉先生之手。而該零組件
屬超合金（鎳基合金）鑄
造，係根據金屬液溫度與
陶模溫度研判最佳的操控
條件，與鈦合金離心鑄造
注重的轉速以及操作時間
不同。劉先生解釋，要讓
鑄件成型容易，難的是要
製作出合乎品質規格的鑄
件成品。
由於劉先生專精鑄造數
十年，採訪團隊便向其詢
問是否有所謂的鑄造「秘
訣」或「眉角」。劉先生
謙虛地表示，如果是一般
鑄造，在澆鑄之時需要注
意流速，要很「順暢」地
流，不能中途有快有慢或
斷斷續續。另精密鑄造的
鑄件大多形狀特殊，厚度
極薄，而厚度薄的話若原
料供應不順，極可能尚未
澆鑄完畢便已凝固成型。
劉先生不僅樂於分享技
術的「要訣」，提攜新人
亦非常用心。「師傅除了
注重新人的安全外，也是
個非常熱心的人。」徒弟
賴宜呈先生如此說道。
由於在鑄造廠房的設備
工安風險較高，劉先生在
帶領新人時，首先告誡操
作設備時，第一件事情便
是檢查冷卻水以及緊急用
水系統的狀況，若是發生
【特約記者鍾泰炎／報導】
近日以來，全世界新冠病毒疫情
擴大且來勢兇兇，值此人心惶惶不
安之際，我們更應處變不驚，小心
抗疫。書畫社甯社長表示，為避免
疫情擴散，大家工作之餘，應儘量
少出門，更不要到人潮聚集的公共
場所，不妨在家習練書法，修身養
性，配合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飲
食，適當的運動，增強自身的免疫
力，對抗病毒肆虐。
由於從小就喜歡書法，來院後忙
碌的生活及工作的壓力，淡忘了曾
經的興趣，去年因緣際會加入書畫
社，老師要求從頭練起，由「點」
開始，就像武術一樣，必需先練蹲
馬步，只有基本功穩固了，以後不
管隸書、楷書、魏碑都可以很快進
入狀況，就這樣練了半年，終於練
到「永」字。
「永」字體簡單，卻包含書法中
八種技巧，點、橫、豎、勾、提、
彎、撇、捺，茲分述於后：
點：雖然只是一點，卻一點不能
含糊，若以九宮格來說，應該在中
上格中心偏左方下筆，筆尖先稍微
向左上方帶，此所謂藏峰，再回筆
向右下直接按壓後，輕輕將筆慢慢
提起剩下筆尖在紙上，最後將點的
尾端收成圓形狀，像是一顆珠圓玉
潤的水滴，結實而飽滿，晶瑩而剔
透。
橫：點字完成後可帶筆到左下
方，位置在第一條橫線的約三分之
二格的位置下筆，由左向右輕微向
上，橫畫的筆寬要細而均勻，長度
稍短，意思到了即可，筆峰走到正
中間以前就要停正，準備轉筆寫豎
畫。
豎：豎畫是不容易寫的，當橫畫
停筆後，要重新整筆向下，此時要
摒住氣息，心要正，筆要直，手不
能抖且中指要出暗力，豎略粗於
橫，稍微由粗到細，再由細到粗，

向下行筆約一格半長，以「垂露」
方式收筆。
勾：豎畫結束後將筆尖停在豎畫
下方左側重新整好筆，然後筆向左
邊移動，並且慢慢的、慢慢的將筆
提起做收筆動作，勾的形狀似三角
形，要有渾厚的感覺，穩重而不輕
挑。
提：在左格正中間下筆，做圓筆
後，向右慢慢提筆，由粗到細，和
先前的短橫劃必需平行，在格線上
停筆，像一片新綠的竹葉，清新而
帶有朝氣。
彎：在提字尾處，重新按壓起
筆，不要刻意做彎的動作，依手的
自然感覺將筆撇向左下方，順順慢
慢的邊寫邊提筆帶離紙面，動作要
一氣呵成，自然而不做作。
撇：起圓筆（方筆也可），動作
和彎類似，但長度稍短，撇的方向
也和彎一樣，筆尖碰觸到永的豎筆
即結束，動作要俐落，不能拖泥帶
水，簡單而明瞭。
捺：是永的最後一畫，成敗也在
此，接替短撇結束的位置，將筆順
勢向右下方四十五度角作下壓動
作，要有力道，捺筆長度類似彎，
由細而粗，最粗的地方略勝豎畫，
然後稍微提筆，將筆轉向右，也是
慢慢的邊寫邊提筆帶離紙面，像是
伸懶腰少女的腳，踢在半空中，果
敢而肯定。
「永」字筆劃簡單，但賞心而悅
目，令人身心舒暢，書法的魅力不
可言喻，在此疫情尚未降溫之際，
正好少出門，在家習練書法，修身
養性，體會箇中奧妙，將有意想不
到的收穫。

法，為作品添加趣味及豐富性，希望能
獲得觀眾的共鳴。
本院攝影社於民國七十三年成立，迄
今已逾三十餘載，為本院歷史悠久的社
團之一，近年因獲院長的支持與公關室
協助，為本院各營區拍攝院區景觀、集
團結婚、體育競賽等記錄照片，也深獲
同仁的肯定讚許，今年亦將陸續規劃選
出系列作品，以不同的視野及角度呈現
本院院區之美，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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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風，人員量測體溫並列冊管
理，座位則應採「梅花座」，位
置間距保持一點五公尺以上，並
全程配戴口罩。
七、教育訓練課程：非法規要
求之必要課程或講座，請取消或
延期舉辦；若評估後仍必須舉辦
者，以採用視訊為主，若必須實
體課程務必保持室內通風，人員
量測體溫並列冊管理，並採「梅
花座」，位置間距保持一點五公
尺以上，如空間執行仍有困難，
則課程中全員應全程配戴口罩。
八、院內餐廳：一律暫停室內
用餐共食。
九、院內超商（含商店）：進
入者一律配戴口罩，採買及排隊
結帳時請保持一點五公尺之社交
距離。
十、院內社團：請一律暫停群
聚活動。
十一、院內公共休閒場所：體
育館、游泳池等場所，暫停開
放。
十二、各單位公共休閒場所：
K T或
V 健身房等場所，暫停開
放。
十三、其它：凡於院內可能造
成群聚之場所，請各單位遵上述
原則辦理。
國際新冠肺炎疫情仍持續嚴
峻，同仁不可輕忽大意，鑑於清
明假期國內各大旅遊景點人潮暴
增，提醒大家在即將來臨的五一
連續假期應注意並做好個人衛生
清潔、正確配戴口罩及勤洗手，
減少至人多擁擠的地方，才是保
護你我免受疫情傳染的有效之
道。

霞
生
清
金

習練書法養心性 居家紮根基本功

劉明浩先生接受專訪。
（賴泱州／提供）
緊急停電情況，此時冷
卻水就是所謂的「保命
水」，既保護設備安全不
會過熱發生異常，亦同時
保護人員安全。
一旁的材電所冶金組魏
組長補充說明，劉先生對
於本院飛彈的研製過程是
不可或缺的存在。魏組長
強調，因真空鑄造技術要
求非常高，劉先生不僅對
冶金組是很重要的存在，
對國家而言，一樣也是此
領域的佼佼者。劉先生做
事負責且上進，甚至近
四十歲時還進修碩士，於
九十三年取得元智大學機
械碩士，其不斷求知的精
神著實令人欽佩。
劉先生在本院奉獻
三十二年歲月，不僅具職
人精湛的工藝水準，當後
輩遇到困難時，亦會熱心
指導與提攜，將自己多年
的實作經驗與工藝傾囊相
授，充分具備「職人」之
特質。此外，劉先生亦秉
持終身學習的態度，近不
惑之年仍進修專業知識，
表現出「職人」對專精技
藝的執著與要求，其所展
現的精神與態度，足以作
為院內同仁學習的楷模

美化中心本部走廊，更可使
同仁在工作閒暇之餘欣賞社
員攝影成果，感受攝影者所
傳達的意境與創作理念。
展出作品包括風景、人文、民俗、生
態等多幅創作，攝影人常說「好的照片
是等來的」，農夫看天吃飯，攝影也要
看天候是否出景，有時千里迢迢摸黑出
門，也有可能槓龜。參展作者運用光
影、線條、色彩、空間及機會快門等手

攝影社 鏡頭下的異想世界
系製中心本部人文藝廊陳展
【特約記者李志娥／報導】
本院攝影社為擴大服務其他院區同仁
無法驅車前往院部及龍園園區欣賞攝影
展作品，日前獲系製中心公關吳主任首
肯，特將「鏡頭下的異想世界」作品移
至該中心本部人文藝廊繼續展出，不僅

工安衛生室／黃彥豪
◎
本院防疫指揮官陳督導長每日
參與國防部防疫視訊會議，掌握
瞭解國軍面對疫情之最新作為及
宣導，並每週一、三、五於院內
召開防疫會議，指導防疫小組滾
動修正本院防疫方向與措施，以
確保防疫標準與國軍一致。
為嚴防新冠肺炎傳染，近日世
界各國陸續祭出「保持社交距
離」之防疫措施，三月三十一日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出公共
空間的「社交距離」基本原則，
室外應相距一公尺，室內至少一
點五公尺，若無法保持此距離，
則一定要戴口罩，以此提醒國人
對社交感染之重視。
本院於四月一日律定防疫期間
「社交距離」規範，並續遵國防
部防疫政策指導，現行重要防疫
作為及宣導如后，請同仁務必遵
守：
一、提醒同仁面對疫情勿鬆
懈，應保持高度警戒，人員下

此舉贏得各國
的讚譽，除美
國政府不僅一
次的肯定和感謝我國，甚少公開提到臺灣
的歐盟，其。
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也罕見的
公開表達對我國的謝意。
這種建立於合作抗疫基礎上的交流互
動，進一步為我國累積拓展國際空間的動
能。武漢肺炎爆發後，我國的防抗疫表現
和國際援助，讓我國參與世衛組織的訴
求獲得更多的同情與支持，不僅包括歐
盟、法國、德國和英國議會議員首次聯
合致函世衛組織秘書長，連與我少有互
動的波羅的海國家立陶宛、拉脫維亞和
愛沙尼亞國會議員，也聯合致函世衛組
織，如同蔡總統所言，助人利己，讓世

界 看 見 ， 不 只 是 #TaiwanCanHelp
，更是
。
#Taiwanishelping
綜言之，雖然中共近期趁著全球疫情爆
發之際，發動外交攻勢，但讓世人耿耿於
懷的，是這波嚴重的疫情源自大陸；也沒
有人會忘記，中共對疫情的隱瞞，是造成
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根本原因。不僅如此，
中共的國際援助也有濃厚的地緣政治色
彩，以至於國際間對其動機仍抱持高度疑
慮。相對的，我國對國際伸出援手，則獲
得世界各國一致讚譽，這顯示在國際外交
戰場上，我們不會一直處於挨打局面，只
要善用我們的軟實力，就能逆轉受到中共
不斷打壓的局面。（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九年四月七日第十版社論）

班、休假時以「兩點一線」往返
住處，將日常生活單純化，疫情
期間避免集會、聚餐及出入人潮
擁擠場所，以降低感染風險。
二、全體同仁應注意人、事、
地、物之風險，將各項防護作為
確實做到位，出入任何室內外場
所時，如果無法保持社交安全距
離時，就配戴口罩、隨時以肥皂
勤洗手，做好個人健康及衛生管
理。
三、連假期間凡出入「人潮擁
擠場所」者，均應自主配戴口罩
上班十四日，期間若有發燒、頭
痛、全身痠痛、腹瀉、失去嗅覺
或味覺等症狀，應立即向單位主
管及職護回報。
四、舉凡會議、排隊或搭乘電
梯等可能有人多情形，應增加人
員間隔或減少人數，確保社交安
全距離，以降低接觸之風險。
五、搭乘交通車：上車時量測
體溫並列冊管理，全程一律配戴
口罩，並儘量拉開座位距離乘
坐。
六、召
開會議：
以採用視
訊 （ 音
訊）或電
話溝通為
主，若不
得不須舉
行實體會
議，務必
保持室內

本院近期因應疫情之作為與宣導

本院二 ○
二 ○
年筆記本，並
與同學分享自身求學經歷，
以及從事國防科技研究經
驗。杲前院長鼓勵同學積極
向上，充實自我，培養解決
問題能力，未來從事國防科
研工作時能秉持初衷，以勇
於挑戰、求真求實的精神，
化不可能為可能，全力發揮
所長，逐步克服各項研發難
題，並從中汲取成功與失敗
經驗，化為成長之養分，為
「國防自主」貢獻一己之
力。
同學有感杲前院長之關心
與支持，特別精心製作卡
片，由機航系二年級代訓生
代表贈送，表達致謝之意。
透過杲前院長的分享及鼓
勵，更堅定同學自我學習目
標及報效國家的使命感，以
全心投入國防研發行列，成
為優秀國防科研專業人才。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曾預估，此次臺灣
疫情將僅次於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第二慘
的地區。但三個多月過去了，當全世界確
診人數超過百萬，死亡人數近七萬，臺灣
確診病例卻只有三 ○○
多人，死亡人數僅
有個位數。
雖然受到國際間的一致肯定，但我們並
沒有因此志得意滿。在國內疫情獲得控制
後，臺灣迅即向全世界輸送醫療物資和防
抗疫經驗。在日產一 ○○○
多萬枚口罩、
世界第二大產能的強大製造能力下，蔡英
文總統公開宣示，我國將向全世界援贈一
萬枚口罩，對象包括歐洲和美國，
○○○

書法社社員手書祝
福同仁永遠健康。
（陳慶華／提供）
攝影社作品展於系製中心陳
展。
（李志娥／提供）

材電所劉明浩先生

杲前院長至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慰勉本院代訓生

防疫有成伸援手 提升國際能見度

秉持初衷 勇於挑戰 求真求實

保密警語

真空熔煉 精密鑄造技術達人

【特約記者許
月琴／報導】
本院係我國
國防科技研發
最重要單位，
自民國一 ○
六
年起與國防大
學理工學院簽
署合作備忘
錄，委託代訓
大學部學生至
今已有八十九
位學生就讀
中，期藉由學
術及科研能
量，達到資源
共享與合作，期許未來能更
緊密鏈結與交流，為國育才
育能。
首屆學生即將於一年後畢
業至本院服務，杲前院長於
日前至國防大學理工學院慰
勉（問）學子，除特別致贈

本院代訓生致贈杲前院長感謝卡。
（許月琴／提供）

張治國先生為軍種學員解說裝備。
（張治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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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記者許展榮／報導】
本院系統製造中心品保工
程組張治國技術師日前榮膺
一 ○
九年度新北市模範勞工
殊榮，消息傳來，該中心同
仁均覺與有榮焉。
張先生自聯勤兵工技術學
校畢業，即憑藉一股「兵工
科技救國的愛國情操」，投
入國防科技產業工作，自
聯勤四四兵工廠至今已逾
四十三年，單位因應生產任
務轉型為本院系製中心已逾
三十五年餘。在系製中心服
務 期 間 ， 從 基 層 VT
、 CVT
電
子引信及火炸藥組裝工做
起，深感「國防武器產品的
出廠品質是未來國軍子弟用
生命來檢驗」之體認，對於
產品品質及工業安全要求一
絲不茍，嚴謹自我要求，致
力於各項品管及工安專業訓
練，以提升知識技能。
張先生為系製中心品保工
程組資深督導領班，負責執
行各生產測試、研發測試等
編寫，測試計劃、品質規劃、品質異
SIP
常追蹤等技術精進及學術研究執行測試等
工作，均能主動提供各測試計畫整合協
調，精進品質異常改善，並多次突破關鍵
性技術，提升品質工作效率，有效降低生
產組裝及研發成本。此外，對於系製中心
「火工環境測試設備」機儀具能量訓練不
餘遺力，對於同仁從事危害性火工作業，
有效防止人員受傷，減少單位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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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先生專業技能精良，參與中心各類
【特約記者賴
傳統軍品火箭、引信等多項製程及品質
泱州／報導】
驗證、測試等，確實掌握軍品之品質安
「鑄件成型
全，並參與國軍各項重大操演，其軍品
容易，難的是
售後服務精神及專業技能深獲軍種肯定
要製作出合乎
並獲頒感謝函。
品質規格的鑄
對於工作，他始終秉持積極、主動、
件成品。」材
負責的工作態度，深切體認國防工業為
電所劉明浩先
良心事業，更是國家生存之命脈，期間
生如此說道。
持續於專業領域自我充實，提升本質學
劉先生為材電
能，致力相關研發與實證研究獲致成果
所推薦之優秀
後，論文發布於中華民國火藥學會會
職人，其院內
刊，並榮獲火炸藥協會優秀論文獎。
資歷可追溯到
公餘之暇，他也積極參與社會團體服
民國七十六
務活動，熱心公益，敦親睦鄰，凝聚地
年，獲錄取後
方及同仁向心力，對單位整體貢獻卓
便待在甫於民
著，深獲各級長官信任與高度肯定，榮
國七十二年成
膺一 九年度新北市模範勞工殊榮，足
立的材發中
○
堪同仁典範與表率。
心，而這一
待，轉眼已
三十二年歲
月。
劉先生自來
院後，在真空熔煉以及精
密鑄造技術領域已琢磨數
十載。真空熔煉為其專精
領域，而令劉先生印象最
為深刻的工藝成果，當屬
「鈦合金高爾夫球頭」案
例。
劉先生指出，當初購買
鈦合金爐，原是接受飛彈
所委託製作雄三飛彈的法
蘭段。當時復盛公司知道
本院有購買鈦合金爐，所
以委託本院製作高
爾夫球頭。當時設
備一次澆鑄一組，
為增加產能，後來
劉先生便在轉盤上
設計特殊分流口的
分流器，可重複多
次使用並提高產
能、降低生產成
本，且澆鑄後亦能
順利脫模。而復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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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願景
詩岳、
陳瑞龍
、系製
中心劉
吉益、
系維中
心駱芳
柏、陳
維倫、
企劃處李其榮、蔡雅竹等
十四員，由杲前院長頒獎致
賀。
杲前院長致詞時首先恭喜
各獲獎單位及同仁，並期許
大家賡續努力，以最好的專
業、品質和服務，協助軍種
執行各項試研修（製）任
務，解決裝備窒礙問題。同
時，在研發消失性商源關鍵
器材期間，本院也可從中獲
得許多寶貴的經驗，藉由與
軍種的合作與共享，提升本
院研發能量。
杲前院長表示，空軍司令
熊上將多次對本院的協助表
達肯定與感謝。日前也接獲
空軍第五聯隊聯隊長致電，
感謝本院鼎力協助花蓮空軍
基地相關裝備器材試研修任
務，幸有本院鼎力協助，使
機隊任務維持運作。
最後，杲前院長特別感謝
空軍平台陳主持人及同仁積
極協調，並整合本院專業單
位，亦勉勵各單位在後續辦
理試研修（製）任務的過程
中，不分彼此、團隊合作，
鼎力支持平台任務的推動，
更緊密的連結顧客，提升國
軍戰力，並擦亮
本院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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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記者謝繼興／報導】
空軍司令熊上將為感謝本
院戮力協助空軍執行裝備試
研修（製）任務，提升裝備
妥善，滿足戰備整備，特頒
贈本院感謝狀暨軍種獎狀，
頒獎儀式日前假行政一館二
樓簡報室舉行，因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由杲前院長代為
轉頒。
空軍表示，本院是空軍的
最佳夥伴，協助空軍執行各
型機戰備急需關鍵器材研修
（製）任務，有效解決裝備
消失性商源窒礙問題，維持
機隊運作，提升妥善率，並
進而協助空軍滿足戰備整備
需求，績效卓著。此外，本
院參與同仁均以高度的專業
能力及團隊合作精神，展現
服務軍種的價值與使命，成
就完美的成果，亦表達高度
肯定與感謝。
本次榮獲團體感謝狀單位
計有航空所、飛彈所、資通
所、化學所、材電所、電子
所、系維中心、物籌處、企
劃處等九個單位；個人榮獲
軍種獎狀計有飛彈所黃建
勇、郭思華、陳志鵬、林柏
伸、航空所余明權、電子所
邱文斗、廖作賢、資通所張

空軍致贈本院績優單位與個人感謝狀暨軍種獎狀
去年十二月中國大陸公開承認「嚴重特
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爆發後，
未能參與「世界衛生組織」（ WHO
）的我
國，因受到中共在國際上處處阻撓，只能
獨立防疫。三個多月以來，我們非但未如
唱衰者所言陷入困境，反因卓越表現，成
為全球防抗疫模範，並向世界證明「臺灣
可以幫忙，臺灣正在幫忙。」這樣的「臺
灣模式」，贏得愈來愈多友誼，也將我國
的國際能見度推升到新的境界。
由於地理的接近和兩岸人員密切往來，
中國大陸去年十二月爆發疫情後，部分國
杲前院長轉頒本院績優單位空軍感謝狀。
際評論認為臺灣將會成為重災區。例如，
（林敬傑／提供）

本院超商結帳律定一點五公尺社交
距離。
（黃彥豪／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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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工業為良心事業 更是國家生存之命脈

本院因應「新冠肺炎」防疫期間請假、給薪及出國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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