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馨香五月，屬於普天下每位
偉大母親的重要節日又到臨。
本院為弘揚母儀，崇尚孝道，
特於母親節前舉辦一 ○
九年模
範母親選拔活動，評選出督品
處謝宗霖先生之母親李世香女
士、航空所李為杰先生之母親
李林秀女士、飛彈所林秉毅先
生之母親高美玲女士、資通鍾
素麗小姐之母親林玉盞女士、
電子所鄭元斌先生之母親張曼
雲女士及系製中心吳奇翰先生
之母親吳劉春桃女士等六位偉
大的母親們，當選本院一 ○
九
年的模範母親。
本次模範母親表揚活動特於
母親節前夕假行一館二樓貴賓
室舉行，由徐副院長代表院長
主持。另因應「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為避免群聚造成感
染，模範母親當選人皆未到
場，調整由各當選人之子女代
表受獎，場面簡單隆重，氣氛
溫馨融洽。
徐副院長除向六位勞苦功高
的模範母親們道賀外，並代表
院長致贈每位模範母親當選賀
屏、獎金與禮品，並請同仁們
回去後向母親轉達本院崇高的
敬意與深切的祝福之意，祈願
每一位母親均能身心康泰、平
安幸福。
徐副院長強調，「母親」永
遠是子女們背後最堅強有力的
後盾，總會給予子女們莫大的鼓勵與無數的支
持，讓子女們能夠達觀向上，迎向各種挑戰。
天下的媽媽們都是一樣的偉大，相信每一位母
提到某次執行天弓發動
機山路運輸環境的量
測，為了模擬真實的使
用情境，要求司機運載
時，須達到一定的速度
要求，因此常會在車輛
轉彎時，造成側邊兩個
輪胎懸空的驚險情況；
或是車載貨物的甩動，
撞擊及擠壓到車上的操
作人員，許先生指著曾
被打到的鼻子及下巴如
此說道。
雖然任務的執行都是
使命必達，不論過程如
何地艱辛，皆要完成任
務，然成功的果實即是
對研究團隊最大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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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所航空電子組陳建達榮膺桃園市模範勞工

勵。許先生提到，驗證
戰機上控制盒等裝
IDF
備之耐槍擊振動能力
時，因驗測位準高且為
時變環境，容易造成振
動機損傷，在經過不斷
地測試與模擬後，當振
動機終於產生「答答答
……答答答……」的振
動環境，當下的喜悅與
感動，亦是讓其終身難
忘。
許先生的專業在院裡
受到肯定，台大造船所
教授來院參訪後，甚感
驚艷，遂私下向許先生
挖角，提供其進修與工
作的機會。而許先生技

親最高的愛與祝福。回程途中，
小朋友在娃娃車上個個雀躍不
已，也許是因為表演玩得很開
心、也許是因看到很多人為他們
鼓勵而歡欣，不論如何，他們做
了一件特別且非常有意義的事，
那就是祝福全天下的媽媽母親節
快樂。

院長、副院長、一級主管及同仁
欣賞幼兒園小朋友快閃表演。
（簡貫哲／提供）

工安衛生室／黃彥豪
◎
面對疫情，除了要做好個人衛
生習慣外，心理防疫也同樣重
要，由於目前科技的進步，每天
有各式各樣大量的資訊在各種媒
介傳播，若長期接受大量負面的
資訊，對於生理及心理都是很大
的負擔，如何正確調適應處是很
重要的課題，以下提供衛生福利
部針對疫情期間進行宣導的心理
健康資訊
PEACE五部曲來互相
安定身心、相互打氣！
一 、 Policy-follower
遵守政
策：
若家中的長輩因病毒而驚惶失
措，建議透過簡單的說明讓長輩
明白且接受政府的防疫步驟，協
助安定他的心情。例如：如何購
買口罩、減少不必要的就醫、改
變聚會方式或既定行程，以及遵
守行動管理政策、自主管理、居
家檢疫、居家隔離。日常生活中
多利用機會跟長輩討論防疫過程
中的各種社會人士所扮演的不同
角色，增加參與感與同理心。
二、 Enhance the safety
強化安
全感：
正確傳達政府政策與醫療團隊
的努力，避免轉達不必要、引發
焦慮的訊息，生活中可互相適當
表達對防疫議題的看法。若有不
安，可進行減少心理危機的行
為，例如自我環境檢查，確定哪
些環境能夠提供舒適、安心感
覺；自我狀態檢查，一方面維持
候太計較，就會斷了自
己的學習之路。感恩中
科院提供眷舍，除了讓
我生活安定外，更方便
隨時配合工作之臨時需
求。也很感恩在中科院
的日子，尤其是同仁間
的相互合作，特別在我
罹病後期，由於用力過
度，會快速降低藥效，
同仁就會協助我處理夾
具及試件組裝等負重工
作。當然也感謝這段日
子，啟發我、教導我與
提攜我的長官們。同時
也企盼中科院的技術不
斷提升，武器系統越來 系發中心許芳雁先生。
越精良！」
（林佩文／提供）

日常自在的活動，另一方面管控
暴露在疫情資訊下的時間。
三、 Accept your emotion接納
情緒：
允許並接納自己在疫情期間偶
爾產生各種負面反應，像是不
安、生氣、擔心、易遷怒、沒耐
性；注意情緒可能會透過身體狀
態來展現，例如：睡不好、胃口
差、不被關心。要自己覺察、接
納這些正常的反應，並運用以下
步驟：停下來、深呼吸、轉念來
協助安定身心。或可透過撥打
《 1925安心專線》進行免費心
理諮詢。
四、 Change the habits
改變習
慣：
發揮創意建立新的行為習慣和
安排行程表，多與家人、朋友分
享自己做了哪些防疫行為，例
如：提醒自己坐或站時保持與人
的距離、控制自己不要亂摸東西
或小孩、完整洗手步驟、利用人
少的時間到戶外散步、利用視訊
的方式與親友遠距互動。有機會
就多稱讚彼此的創意和努力。
五、 Engage in life
投入生活：
利用多出來在家的時間分享自
己與家人的經驗做事，或者投入
有興趣的事情，例如：整理家中
的老照片或收藏品、分享心情、
一起準備簡單的餐點、規劃新
的、可以跨代參與的休閒遊戲。
避免在家相處只討論疫情，並可
設計歡樂的氛圍，維持多樣、活
力的作息
方式，讓
專心投入
的過程強
化生活的
希望感。
因應疫
情，除了
調適好自
身生心理
狀態，也
可以適時
的關心周
遭的親朋
好友，別
因疫情而
疏離了彼
此之間的
關係。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身心靈調適

協調，將交付工作如期
完成，也首次體驗國防
部任務使命必達，各級
長官的壓力可想而知。
參與雄風計畫，徐副
院長時任副主持人，於
九鵬基地擔任測試指揮
官，陳先生所設計之顯
控系統有幸也參與任務
執行，提供飛彈飛行過
程之 3D
動畫呈現，讓參
與人員有明確資訊作判
斷，也讓來賓更容易瞭
解本院飛彈發展成果。
此外，陳先生也與戴前
副主持人共同開發實驗
室級的景比測試驗證系
統，提升景比多樣化及
次數，大幅降低研發成
本及提高精確度。
參與該所專案計畫，
原定外購部分因原廠併
購，禁止輸出，必須自
研自製，該所齊所長時
任組長，全力支持下，
大家克服難關，完成系
統開發，同時也節省大
量經費。該組同仁也體
悟到，「只要合作及集
思廣益，沒有解決不了
的難題」。
最後，陳先生特別感
謝朱前組長、劉組長、
謝宗憙及航電組全體同
仁，沒有他們的協助及
貢獻，是無法完成這些
任務，他們才是最佳楷
模。
的 SOP
非常重要，不論
是人還是機器，一步一
步地確認後才做，避免
人為的因素影響，本院
環試重要的根基都是許
芳雁那批人所建立。」
團隊將完整的品保概念
帶入，使得測試不再侷
限於製程時的試驗，打
破以往認為測試即是耗
損，多做多浪費的觀
念，替日後的環境試驗
立下典範，成為本院武
器研發歷程中的一大進
步與變革。
回顧在本院四十年的
職業生涯，許先生說：
「憨憨做就對了，有時

在推動防疫上並無鬆懈，問題是在後端的疫
情處理不夠周延。
為了確保國內防疫不破功，必須從治標與
治本雙管齊下。治標是業經證明非常成功的
現行防疫措施，必須繼續執行，不能因為疫
情穩定而放鬆；治本層面則是必須在最短期
間內，研製出疫苗和藥物。這二方面，國軍
都能做出貢獻。
在強化國內防疫成效方面，原先在軍醫局
開設的國防部疫情指揮中心，已與衛福部中
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鏈結，對整合軍民防疫
措施，將能發揮加乘效果。至於疫苗藥物研
製，則是一場全世界都正在進行的競賽，只
要能取得領先，就能主導全球防疫。在此議
題上，國軍資源最為豐富的三軍總醫院，已
和其他機構合作研製「快篩試劑」及「治療
新藥」；另敦睦支隊官兵完成多次抽血，血
液分析有助進一步瞭解疫病情況。相信在軍
民攜手下，我國的防疫表現會更加凸出。
綜言之，國內疫情雖已趨緩，但對於病毒
的全然控制，仍存在著若干未知，大環境亦
不容完全樂觀。面對挑戰，國人仍應抱持憂
患意識，落實防疫生活化；國軍也會堅守崗
位，為維護國人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善盡
職責。（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九年五月六日
第十版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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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軍「磐石軍艦」群聚事件接觸者，日前
檢測期滿解除隔離，並未發現其他陽性個
案。對此，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
時中，特別感謝敦睦支隊官兵對防疫的貢
獻，以及抽血過程中的高度配合。陳時中表
示，敦睦支隊染疫一事，雖引起社會一時恐
慌，但實際影響非常小。誠然，風波過後，
方得客觀看待、評斷，並策勵進一步強化防
疫作法。
隨著艦上接觸者解除隔離，官兵陸續返
家、歸營，大眾應能對事件做出持平判斷。
根據陳時中的說法，造成官兵群聚感染的原
因，推測是因為船艦空間狹小、人員活動密
切接觸，才會造成病毒傳播。而任何對海軍
作業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這是官兵在海上
執勤與戰備時，必然的日常。易言之，若因
此造成艦上群聚感染，實非戰之罪。
值得注意的是，將各國軍艦疫情侵襲率相
較，法國「戴高樂號」航艦 52%
、美國「紀
德號」驅逐艦 30%
、美國「羅斯福號」航艦
、法國「騎士保羅號」防空驅逐艦 17%
，
24%
磐石艦僅只 9%
，且未向外擴散，這是陳時中
認為該起事件對社會影響非常小的原因。而
疫情之所以能局限在如此小的規模，陳時中
認為，與磐石艦上推行戴口罩、發燒者進行
隔離等相關防治措施有關。這也顯示，國軍

術之卓越，不僅是受國
內教授肯定，合作過的
國外廠商亦有所感。單
位曾引進東南亞第一台
大型離心機，離心機主
結構重達十五噸，許先
生團隊完成組裝後的測
試，達到遠高於要求的
精度，國外工程師深表
讚賞，爾後進行掛載作
業時，皆特別指定許先
生合作。
當年雄一的測試成
果，讓許多研發過程中
的問題與需求，透過實
驗被驗證及改善，為本
院環試工程立下一大根
基。李組長說：「完整

親背後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總為了家庭、子
女，不論肩上載著多麼沉重的家務，皆任勞任
怨、不求回報，在母親們心中永遠都是「孩子
優先，家庭第一」。
徐副院長也期勉同仁於工作崗位上盡心發揮
所學與智慧，戮力以赴，除完成國防自主任務
外，亦當不斷充實自我，持續精進，讓我們的
工作績效與事業成就，成為父母的光榮與驕
傲。
最後，徐副院長提醒同仁「盡孝要即時」，
航空所航空電子組陳建達先生。
籲請每一位同仁應趁著母親身體健康的時候克
（陳建達／提供）
盡孝道，承歡膝下，讓母親每天都能開開心心
地過日子。
【特約記 及測試工作，來院迄今
為擴大宣傳成效，表揚活動相關報導同步刊
者張瑞文 三十四年。期間參與院
登於本院臉書、 IG
及逸光半月刊；另將錄製模
／報導】 內各項專案，與院內長
範母親「聲情廣播電台」短片，分贈各模範母
本院航 官 及 同 仁 共 同 接 受 挑
親留存，並納入員工教育訓練課程播映。
空研究所 戰，以下是其經歷與事
航空電子 蹟，期與大家互勉。
組陳建達
參與鷹揚計畫，時任
先生當選 首 席 飛 官 的 吳 康 明 教
本院模範 官，認真負責態度，讓
勞工，並 人深刻印象。為了協助
代表本院 完成飛試任務，奉命改
參與桃園 善國外原廠遙測系統，
市模範勞 重新改寫軟體，將限制
工選拔， 每日執行二批次任務之
榮膺桃園 分散式資料庫及運作模
市模範勞 式改為不受限制任務數
工殊榮。
之集中控制功能，同時
陳先生民國七十四年 也改善遙測接收資料能
於小金門預官退伍後， 力 ， 將 接 收 率 由 50%
提
曾任職於電腦公司、資 升到 90%
以上。
策會及南亞公司，爾後
參與玄武計畫，冷副
受 當 年 IDF
國 機 國 造 報 院長時任主任，與國防
導的吸引，毅然離開高 部資通室溝通協調，臨
薪的南亞塑膠公司電子 時通知陳先生北上，接
部門，投入航空發展中 受任務指派，須於一週
心，加入鷹揚計畫研發 內完成，期間南北奔波

動態環境試驗的推手
系發中心許芳雁先生
要有，肌肉訓練起來，
才能適應各種狀況。」
而許芳雁先生就像是教
練，模擬各式環測之情
況，蒐集分析數據，並
提出反饋供修正。
透過動態環境試驗於
軍品設計與量產階段，
可以不同型態的規格與
執行方式，提升軍品耐
環境能力與服役壽限。
早年由於技術之限制，
作業十分艱辛，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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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八月應聘進入本院二
所四組動力環試小組，
在服務滿四十年後，因
健康因素於民國一 ○
六
年提前退休；此次在家
人陪同下，特地自嘉義
北上，回到院裡參與關
鍵技術職人的專訪。
系統發展中心環試工
程組李組長表示：「環
試就像是練肌肉的，飛
彈要飛得遠、飛得準，
除了腦袋要有，肌肉也

（邱清霞／攝影）

逸光幼兒園快閃報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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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記者林佩文／報
導】
本次的受訪者「系統
發展中心環試工程組許
芳雁先生」，為本院動
態環境試驗代表性人
物，善於環境量測資料
分析及環試裝備之維護
保修，並協助開發先進
分析技術與動力環境控
制技術。
嘉義民雄出身的許芳
雁先生，於民國六十六

瑩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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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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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

保密警語

徐副院長主持本院一○九年模範母親表揚活動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月

交流固情誼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半

發行人：顏

為維繫地方良
好互動關係，院
長日前率公關室
顏主任，前往拜會北區水資源局江局長，院長除感
謝北水局長期以來對本院國防科技研發任務的支持
外，雙方並就未來交流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圖．文／張瓊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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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副院長與模範母親當選人子女合影。

【特約記者莊明深／報導】
本院附設逸光幼兒園原預於中
正堂舉辦的一 ○
九年慶祝母親節
表演活動，因防疫考量取消辦
理，但為教導幼童瞭解母親的辛
苦及偉大，該園規劃一系列相關
活動，從媽媽真辛苦的大肚婆、
給媽媽的母親卡製作、表達媽媽
我愛您的話及獻給媽媽愛的蛋糕
等，希望透過系列活動教育幼童
勇於表達對親人的愛與感恩，達
到弘揚母儀、崇尚孝道之目的。
今年的活動中有一項比較特
別，那就是媽媽我愛你的快閃表
演，日前由香瓜班的小朋友特別
準備「有你的地方是天堂」這首
歌以手語呈現，表達對偉大媽媽
的愛，並選在六六九館及六 ○
九
館快閃演出，小朋友雖然戴著口
罩，仍然活潑大方及認真的賣力
表演，獲得院長及在場長官的嘉
許及鼓勵。
表演結束後，小朋友們呈送在
場的長官及女性同仁一束美麗的
康乃馨，以表達對天下偉大的母

防疫生活化 軍民協力效果加乘

馨香五月報慈恩 國防自主奠根基

本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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