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鍾宜廷／報導】
航空研究所八十一週年所慶當
日，除系列慶祝活動，並舉辦第十
宿舍「錫鈞樓」剪綵啟用典禮，特
別邀請華錫鈞上將遺孀華周毓和女
士蒞臨參加，由華夫人、第十二任
所長張元彬先生、第十四任所長杲

中興先生、第十七任所長馬萬鈞先
生及航空所齊所長共同剪綵。齊所
長並致贈華夫人「錫鈞樓宿舍紀念
金鑰」，感念華上將對我國航空科
技發展及該所之貢獻。
航空所第十宿舍興建於民國六十
六年，使用至今已超過四十年，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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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發中心時期走到國家中山科學
研究院時代，是航空所離鄉背景
同仁們的重要記憶。但是，終究
敵不過時空之變遷，十舍歷經連
串地震、內部裝修等考驗。
近年來拜國機國造政策之賜，
航空所招募大量年輕新血，對住
宿數量與品質之需求日益增加，
故於民國一 ○
六年由時任所長的
馬萬鈞博士交辦，積極向院部各
幕僚單位溝通，並於當年度獲時
任院長的杲中興博士同意，由該
所齊所長於第二屆第三次董事會
提報並獲通過，將第十宿舍拆除
原地重建。
該案自民國一 ○
七年十二月由
本院工程處發包及航空所資材組
與行管組共同努力下，於一 ○
九年四月驗收合格落成，提供
一三四間優質之現代化宿舍供同
仁住宿。因航空所前身係航空
【特約記者劉又慈／
工業發展中心（簡稱「航發中
報導】
心」），負責經國號戰機研發設
近期國外新冠肺炎
計，感念前航發中心主任華錫鈞
疫情嚴重，國內由於
上將對航空科技發展及該所之貢
政府因應得宜，加上
獻，故將第十宿舍命名為「錫鈞
國人高度配合，出入
樓」，讓同仁入住時，也能感念
公共場所均能配戴口
前人篳路藍縷之開創精神。
罩並維持社交距離，
錫鈞樓宿舍為地下一層（停車
所以疫情相對趨緩許
場）、地上八層之建築，除提供
多，本院並於六月份
同仁住宿外，公共設施包括視聽
開始，逐步解封各個
室、健身房、交誼廳、頂樓的空
社團活動範圍，總務
中花園及太陽能設備，並特別保留
處為緩和紓解大家平
三 間 身 障 同 仁 專 用 房 （ 一 樓 ） 。 日生活的緊張，日前於新新院
整 棟 建 築 設 計 「 雨 水 灌 溉 回 收 系 區六 ○
五 館一樓，設置了文
統」，榮獲「綠建築標章」及「智 化走廊，特別邀西畫社提供該
慧建築標章」，期望讓離鄉背景的 社社員們的近期作品，提供同
同仁在辛苦工作後，能有一個充分 仁在炎炎夏日，多一個賞心悅
放鬆、溫暖的歸屬。
目的休閒活動。
F

沈以軒律師蒞院專題講演。（陳德潔／提供）
此外，若有不適用員工，千萬不能草率資遣
勞工，沈律師以實際案例叮囑並提供三個方
向：合意勞動終止、資遣同意書面文件以及績
效輔導計畫。第一點需要達成雙方協商之實終
止勞動契約，第二點則需制定標準提出員工績
效未達之證明，提出缺失、核評結果，最後提
供限期改善計畫，輔導員工檢視其是否適任。
維持勞資和諧為人資處一直以來的目標及努
力方向，透過沈律師專業的案例剖析與深入淺
出的闡述分享，讓業管同仁更加理解如何維護
同仁權益，同時兼顧法令規定，創造勞資雙贏
的幸福職場。

資通所／陳德富
◎
勞退新制民國九十四年七
月上線迄今，最快今年八月
開始，有六萬多勞工符合條
件，有資格申領勞退新制的
月退金。不過，你可能不知
道，軍公教領退撫的月退是
不用稅的，但是勞退新制的
月退金要繳所得稅。很多勞
工提領月退金在即，陸續請
教財政部及國稅局業管機
關，經過財政部官員的解釋
才發現，軍公教和勞工課稅
權利不一樣。同屬第二層的
企業退休金，依據適用法源
不同，軍公教的退撫月退不
必繳稅，而勞工的勞退新制
月退要計算所得稅。
財政部今年二月六日發佈
新聞稿表示，一 ○
九年綜合
所得稅個人退職所得定額免
稅金額財政部於一 ○
八年
十二月十九日公告一 ○
九年
度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的
金額，計算方式如下：
一、一次領取者：
（一）一次領取總額在
「十八萬元乘以退職服務年
資」的金額以下者，所得額
為 ○
。
（二）超過「十八萬元乘以
退職服務年資」的金額，未
達「三十六萬二千元乘以退
職服務年資」的金額部分，
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三）超過「三十六萬二千
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的金
額部分，全數為所得額。
舉例來說，某君自公司退
職，退職服務年資為
二十五年，領取退職金
在四五 ○
萬元（十八萬
元乘以二十五年）以下
是全數免稅，在四五
萬元至九 ○
五萬元
○
（三十六萬二千元乘以
二十五年）部分是半數
課稅，超過九 ○
五萬元
的金額是全數課稅。如
某君一次領取的退職金
為七 ○○
萬元，則其中
四五 ○
萬元屬全數免
稅，二五 萬元（七
○
萬元減四五 ○
萬
○○
元）為半數免稅，該公
司依法應就退職所得
一二五萬元（二五 ○
萬

勞退新制月退超過這金額就得繳稅
（陳永祥／提供）

元之半數）辦理扣繳及申報
扣繳憑單，並由某君併入年
度綜合所得總額申報。
二、分期領取者，以全年領
取總額，減除七十八萬一千
元後的餘額為所得額；即月
領在六萬五 ○
八三元以下，
月退金不必繳稅。
納稅人會搞不清楚是因為
課稅規定不在同一部法條
中。以勞工來說，同樣領月
退，勞保年金是不必繳稅
的，它屬於所得稅法第四條
的「保險給付」；但是勞退
新制的月退屬於「退職所
得」，只能定額免稅。有趣
的是，同屬企業年金性質的
退撫月退，依據公務人員退
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九
條，卻是免課所得稅。
據勞動部勞保局官員指
出，明年勞保局會開出扣繳
憑單，官員特別提醒，扣繳
憑單會自動減除七十八萬
一千元的免稅額度，因為今
年最多只領半年，幾乎沒有
勞工會繳到稅，絕大部分開
出的扣繳憑單退職所得為
零。但隨著年資累積，或者
是把一次提領的企業舊制退
休金倒入新制，未來課稅案
例可能會增加。
另外夫妻都有領新制月
退，稅賦會不會增加？勞保
局官員表示不會。原因是它
不會併計，夫妻可以分別減
除七十八萬一千元免稅額，
開列扣繳憑單。後續，扣繳
義務人於一 ○
九年給付退休
或被資遣員工的退職所得，
應按給付額減除財政部規定
之免稅定額後的餘額，依各
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辦理
扣繳及申報。而納稅義務人
應按扣繳單位填報的退職所
得金額辦理綜合所得稅申
報，不得再重複減除定額免
稅金額。因此提醒同仁，扣
繳單位給付退休員工退職所
得時，如給付額超過退職所
得定額免稅金額者，應就超
過部分依規定辦理扣繳。而
所得人於申報退職年度的綜
合所得稅時，不得再減除定
額免稅金額，以免造成短漏
報所得遭受處罰。（作者為
地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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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過，我們還是必須強
調，面對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未來仍
充滿著風險。專家幾乎都認
為，今年秋冬疫情捲土重來的機率極高，
即使各國因有經驗而不再手忙腳亂，但其
衝擊還是在所難免。
更長期而言，疫情帶來的全球供應鏈重
組、東西方對立深化、部分產業可能永遠
難以復元等諸多變數，加上美「中」在貿
易戰之後，又因疫情因素而關係惡化，兩
國在南海對峙、甚至彼此關閉對方領事
館，都為未來的全球經濟帶來危機。這波
疫情臺灣經濟受創小，無疑已站在一個有
利位置，但仍應防範風險、審慎以對。
（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十版社論）

會中計有高爾夫球社及
網球社等五個社團提出社
團運作方面相關建議，顏
主任對各社團的建言甚為
重視，隨即於會議中請相
關單位即時或研處後回覆
各社團。
雖然目前靜態與動態的
社團活動已陸續展開，然
因目前仍為防疫期間，顏
主任特別提醒各社團於實
施活動時，均須確實遵行
本院防疫具體作法，如維
持社交距離、配戴口罩、
體溫量測及實名制紀錄備
查等，讓調劑同仁身心，
提升工作效率的社團活
動，也能兼具安全、健康
與歡樂。

作為，依「建置推動實施計
畫」及「建置規劃暨節點管制
實施計畫」據以執行。
歷多次分工研討「策辦啟始
會議」、「建立作業模式」、
「場域規劃會勘」、「確保投
資效益」、「節點會議管制」
等階段，即將於一 ○
九年十月
間，陸續由工程處協助整 修( )
建工程。
羅副院長更期許各建置需求
及分工單位於今年能夠全數如
期、如質、如預算規劃建置完
成任務，成為機敏作業場域表
率。

本院機敏專案作業區建置推動進程
【特約記者陳子淯／報導】
鑑於本院原建置之「機敏專
案辦公室」不符「組織運作實
況」、「保密檢管效益」及
「人因資訊需求」等執行窒
礙，為確保機密資訊全面管控
及保護本院研發成果，以「機
敏專案作業區」取代原「機敏
專案辦公室」，規劃精進作
法。
八年九月十七日
全案自一 ○
獲國防部同意本院「機敏專案
作業區」精進規劃做法，即訂
定期程完成各所 中
(心 機)敏專
案作業區建置及各項配套管制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
導】
本院一 ○
九年上半年社
團座談會日前假行政二館
四樓會議室召開，由公關
室顏主任主持，與會人員
包括各社團幹部及總務處
幹部等四十餘員。
顏主任首先感謝社團幹
部們年來的支持並盡心推
展社務，並對各社團及總
務處等單位於上半年全力
配合本院防疫作為，有效
做好相關活動設施、場地
管制措施及公告等事宜表
達肯定之意。隨後由公關
室針對防疫期間社團配合
事項及院慶各項活動規劃
提報說明。

品；客委會有八 ○○
元的「浪漫客庄旅遊
券」，民眾可到客家地區旅遊與購物。而
交通部更是大手筆推出「安心旅遊」方
案，民眾在國內旅遊時，旅館房間可補貼
一千元，離島最高更可補助到二千元。
在政府全力支持、各部會用心規劃「萬
券齊發」，內需市場明顯回溫。臺灣原本
就因防疫成功，因此在四、五月後，內需
市場已逐漸正常。不論是四月假期或是
「五一」連假，主要觀光區已出現人潮回
流現象；七月中暑假開始，搭配政府的各
種鼓勵消費措施，內需消費出現「噴出」
熱潮。

振興經濟抗疫災
商家也都針對三倍券，推出特別的優惠活
動，藉此吸引民眾前往消費使用；對民眾
而言，除了得到政府二千元的購物補助
外，又從商家處得到額外的優惠，可謂兩
頭獲利。
除了全民都有的「三倍券」外，各部會
在其負責的業務與領域，也推出不同類型
的消費券供民眾申請，例如農委會發價值
二五 元的「農遊券」，讓民眾去休閒農
○
場與農會販賣部消費；文化部發六 ○○
元
的「藝 FUN
券」，供民眾買書或欣賞藝文
活 動 使 用 ； 教 育 部 推 出 五 ○○
元「動滋
券」，鼓勵民眾看體育活動與購買體育用

萬券齊發消費旺
政府為刺激消費、振興經濟而推出的
「三倍振興券」已正式上路，各部會也紛
紛推出各種優惠券鼓勵民眾消費，臺灣堪
稱進入前所未有的「萬券齊發」點火經濟
的情勢。由目前民間普遍的反應與經濟數
據來看，臺灣經濟已從谷底邁向復甦。
行政院主推的「三倍振興券」，是讓民
眾出資一千元購得價值三千元的「三倍
券」，用來購物消費，七月初起登記、
十五日後開始發放與使用。雖然「三倍
券」在登記與發放過程的初期，因民眾登
記踴躍一度造成塞車，隨後順利發放到民
眾手上，並明顯帶動消費熱潮。許多大小

（劉又慈／提供）
總務處文化走廊。
在文化走廊走一回，就像是
漫步在國外布魯克林的策馬特
小徑上，靜靜地欣賞鄉野中綻
放的小白花，放慢腳步，寄情
煙雨微花遠方，恰如詩人李白
的詩句「雲想衣裳花想容」，
想像大自然磅礡的氣勢，雖然
人在廊中，念想隨畫飛揚，可
以忘卻煩憂。
文化走廊訂於八月初開幕，
感謝西畫社秦婉芬社長暨全體
社員大力支持，未來也將陸續
向本院各文藝相關社團邀展，
或公開徵選同仁各式藝術作
品，除可增加院內社團及同仁
作品的展示機會，亦可將現有
空間發揮最大使用價值。歡迎
同仁利用公餘時間前往欣賞，
定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到好多無名英雄的生命軌跡。」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研究所迎接八十一年所慶，為推動同仁
公餘休閒及打造健康有活力的快樂職場，於所
內定點辦理社團成果展及社員招募活動，每個
社團都出奇招精心布置，讓同仁實地體驗，並
致贈貼心小禮物招募社員，共計有十五個社團
參展。
所慶當天的競賽活動計有路跑、籃球、羽
球、桌球、網球等友誼賽，選手們大顯身手、
馳騁廝殺，各社團成員齊心協助，伴隨著四處
飛揚繽紛的文宣海報，為所內難得一見的活
動。
此外，該所齊所長更帶領參與集徵義賣二手
市集，另有愛心廠商捐贈大批運動 恤，讓活
動顯得格外有意義，活動收入共計六萬多元，
將以航空所名義捐贈慈善團體。

總務處文化走廊 邀同仁共饗藝文

【特約記者陳德潔／報導】
本院日前假圖書館地下室舉辦
「人資或企業主不可不知的勞動
法令」專題講演，協助業管同仁
精進理解勞動法令，建構勞資雙
方滿意溝通及處理方式，特別邀
《勞動人資法典》主編沈以軒律
師分享企業案例處理經驗，同時
解釋相關法律條文及各項實務上
函釋或法院判例，最後安排問答
時間，為同仁解答實務上所遇到
的問題。
沈律師透過實際新聞法院案判
例，舉出勞資雙方在企業內常出
現的六大議題：就業歧視禁止、
請假權利之應對、工作時間推
定、工資性質推定、解僱處分合
法流程以及職場不法侵害類型與
責任，同時提供個案細節掌握及
專業解決方向。
沈律師表示，現今通訊軟體發
達，員工與雇主改用通訊軟體進
行溝通，企業主管若回答口吻過
於草率，個人言詞雖未有歧視或
藐視之意，往往卻成為業主挨罰
主因。再者，隨著通訊方式愈加
方便，常有員工傳遞訊息後，便
認定己向雇主完成請假程序，為
維持公司風氣及企業正常營運，
雇主能透過法定勞工請假規則，依據假別維護
公司及勞工權益。
沈律師更提醒，隨著勞動事件法的推行，勞
工加班是否有得到合理的延長工時工資及休息
時間為當今熱門議題，如今多數公司員工的出
勤打卡改由電腦記錄，而雇主若未做到主動確
認員工滯留公司原因，恐衍生勞工加班費核予
問題，建議雇主務必落實加班申請程序，確認
加班為因公或個人因素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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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與李適彰老師合影。

華夫人與航空所歷任所長張元彬先生、杲中興先生、馬萬鈞先生及航空所齊所長共同剪綵。
（鍾宜廷／提供）
代初期自行研製之高性
能戰機，七十八年五月
二十八日由吳康明將軍
完成首次試飛，出廠迄今已逾三十個年頭。
八十九年量產完成一三 ○
架，含原型機四架總
共生產一三四架，總飛行時數已超過二十餘萬
小時。除提供空軍部隊作戰飛行訓練外，更捍
衛我國領空安全。
李老師以其豐厚的人生歷練，帶領同仁重溫
一段「航空救國」的質樸歲月。唯有擁有自主
的航空工業，才能配合自身實際需求，做出
「客製化」的「配套」測試及實際運用，「自
研自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誠如新式高教機
「國機國造」的啟始計畫，扮演承先啟後的角
色，為國家奠定國機國造永續發展的脈動，為
我國自製下一代戰機共同努力。透過李老師的
解說，讓同仁學習到「這段歷史不能忘，牽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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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陳永祥／報導】
七月七日適逢航空研究所八十一週年所慶，
該所邀請曾任漢翔航空工業公司發言人的李適
彰老師主講「 IDF戰機研發歷程回顧」，分享
許多研發自製過程的點滴精采故事，以及航空
工業的發展歷史。讓後輩既可溯古鑑今，更可
見賢思齊，感同身受「曾經走過」的足跡和歷
史而「與有榮焉」。
我國飛機研發重鎮就在臺中，許多空軍單位
落腳於此，國人自力研發的自強號（ AT-3
）、
經國號（ IDF
）、雷鳴號、介壽號，啟動氣概
豪壯的發動機，伴著國人同袍的寄望，不斷由
此飛向天際，成為時代膠卷上的動人身影。其
中經國號（ IDF
）戰機，為我國在民國七 ○
年

漢翔公司重要幹部蒞院參訪暨舉行該公司年中工檢會

我們的願景
能順利成
功的完成
，未來希
望在本院
各個研究
領域上，
協助漢翔
公司執行
專業的技
術服務與尖端的科技合作。
漢翔公司馬總經理表示，
漢翔公司兩大任務為民生產
業發展與國防科技發展。本
院會做飛彈、漢翔公司會做
飛機，兩個強大的科技團隊
結合起來，成為國家科技團
隊。對重大的維修案、重要
的關鍵零組件，我們國家自
己做，不依賴國外。許多關
鍵零組件雙方合作開發，組
成國家科技團隊，共同完成
艱難且具挑戰性的任務。
研討會由古副院長與馬總
經理共同主持，除收視本院
系統工程多媒體簡介，並聽
取企劃處葉處長簡報本院科
技能量。隨後參觀本院研發
展示館，包括：史政區、模
擬區、飛彈系統區、偵蒐目
獲區、指管中樞區、資通電
戰區、航空飛行區、軍事化
學區、火力攻擊區以及軍民
通用科技區，透
過專業解說官詳
盡的說明，對本
院科技能量表達
高度的肯定與讚
許。
半

發行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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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組國家科技團隊 落實國防自主政策

保密警語

本院舉辦社團座談會

T

邀請華錫鈞上將遺孀華周毓和女士蒞臨剪綵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W

【特約記者林玉蘭／報導】
漢翔公司馬總經理日前率
該公司一級主管蒞本院龍園
園區 四八館參訪暨舉行年
中工作檢討會，在院長、古
副院長及產拓長陪同下，展
開一系列科技饗宴。此外，
漢翔公司胡董事長於次日至
本院龍園園區 四八館主持
該公司一級主管年中工作檢
討會。透過交流與研討活
動，雙方均獲益良多，期許
在不久的將來，國家科技團
隊的緊密合作，讓研發製造
與測試維修的能量相輔相
成，共同創造出更亮麗的國
防研發量產、測試維修及民
生產業應用開發成果。
院長致詞時表示，本院肩
負兩大任務，國防科技研發
與軍民通用民生產業，本院
與漢翔公司應緊密合作，目
前雙方合作執行的專案，均
W

院長致詞歡迎漢翔公司團隊。
（洪小惠／提供）

本院人資勞動法令講習邀沈以軒律師專題講演

航空所錫鈞樓宿舍落成啟用
本院精神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創造勞資雙贏的幸福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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