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壓迫對方的後衛，造成對方幾
波失誤，取得十分領先的優勢。
第三節開始，由黃淳正強悍的防
守鞏固禁區，再由鄧安哲優異的
策應能力突破僵局，最後成功穩
住優勢，以五十九比四十五進入
冠軍戰。
冠軍戰的對手是「龍岡教
聯」，經驗豐富且體能優異，造
成我方防守不小的壓力，但我方
一開始就由蘇崇瑋帶頭，連續下
起幾波三分雨，前兩節都以十
多分的領先取得優勢，最終以
六十五比四十九奪下冠軍獎盃。
在籃球場上各隊彼此是勁敵，
賽後彼此交流鼓勵，使桃園市各
機關更加認識本院，達成以球會
友的目的。此次是本院第四度參
加桃園市市長盃籃球錦標賽，憑
藉著隊員們堅忍不拔的毅力、不
服輸的精神及高度的智慧，展現
「中山人」智勇雙全的運動家精
神，成功抱回冠軍獎盃。
【特約記者陳柏仲／報導】
航空所為促進同仁之間的交流
互動及身心健康，配合八十一
週年所慶舉辦園遊會與社團博
覽會等活動，各社團皆規劃趣
味競賽及小遊戲等活動招募社
員，並舉辦友誼賽。
網球社規劃網球九宮格挑戰
等趣味活動挑戰關卡，通過五
關並填寫社員資料，即可獲得
精美小禮物 網(球鑰匙圈 ，
)許
多同仁攜親友同樂，玩得不亦
樂乎，也讓許多平常沒有接觸
網球的同仁體驗網球運動的樂
趣。

此外，網球社邀請中興
大學校友及在學網球校隊
含(乙組冠軍 蒞)所切磋，
所慶社團博覽會親子同樂 體
並
驗該所藍色系美輪美
奐的 PU
球場。透過中興網球校
隊的球技分享，也瞭解不一樣
的打法與處理球的新思維。

航空所網球社

（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研究所因應新冠肺炎
疫情趨緩，近期開始辦理年
度專題講座，日前邀請國際
關係及戰略專家陳永康教授
蒞所主講「區域安全與亞太
情勢」，由齊所長主持，該
所邱督導長、各級幹部與同
仁計八十餘人參加。
陳教授曾任本院董事，過去的軍職
經歷與管理經驗非常豐富。安全問題
是台灣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重要議題，
對身處亞太環境中的兩岸關係和國際
情勢的美中與台灣，陳教授認為要當
下棋的棋手而非棋子，除局勢判斷正
確，須具有反向思考、迴路修正及妥
適方案的兵推，均為重要關鍵。
現今亞太情勢因地緣政治、經濟及
戰略環環相扣，如美中貿易戰戰略的
矩陣分析下，變得難以預料又多所變
化，在未來黑天鵝只會愈來愈多的情
況下，超前部署不受制於敵的戰術性
思維，將是制敵機先的重要法則。

）

放眼國際 追求卓越
成就世界級國防產業

（

）

【特約記者簡
宏曆／報導】
本院日前舉
辦「一級主管
資通安全教育
訓練」，由徐
副院長主持，
特別邀請資策
會資安所所長
毛敬豪博士為
本院講授「供
應鏈資安的價
值」，冷副院
長、古副院長
及本院一級單
位正副主管出
席參加。
徐副院長致
詞時表示，本
院因應日趨嚴
峻之資安威
脅，同時基於
本院為國防研
發重鎮，近年
來承接國軍各
項科研及委託
專案，配合國
防產業自主之
政策，衍生國
內龐大國防供
應鏈體系，因
此本院交付客
戶產品之相關
資訊安全管控
機制至為重
要，特別邀請毛所長蒞院為本
院各一級正副主管講演從事資
安研究之成果與經驗分享，讓
大家瞭解使用資訊方便性同

邀資策會資安所毛敬豪所長主講供應鏈資安的價值

資通所／陳德富
◎
剛開始看房屋，你或
許會疑惑，房屋仲介對
於客人好像也有差別態
度？事實上，這樣的判
斷沒有錯，房屋仲介確
實更願意將時間和精
力，花在能夠相對快速
成交的客戶身上，也
就是所謂的「優秀買
方」。
畢竟，對房屋仲介而
言，誰也不想浪費時間
在不知何時才能成交，
且完全沒行情觀的客人身上。所
以千萬別以為房市現在站在買方
這邊，房屋仲介缺業績就應該會
更積極服務才是。如果老是開出
背離市場行情的「芭樂價」，或
是看房像是看好玩的，就別怪房
屋仲介們讓你總是有「怎麼帶看
一次就沒聯絡？」的情況出現
了。
有沒有什麼辦法，能讓房屋仲
介覺得自己是「優秀買方」，看
到最好的物件能第一個想到自
己，並拿出最大的熱情來服務
呢？透過這五招，將會大大提高
房屋仲介的積極度：
一、「最近才剛談過某物件，
可惜談了半天，最後差了廿萬以
內被別人搶去，超嘔！」一句話
讓房屋仲介看出兩件事：你真的
想買也會買，不是來出價出開心
的。因為被市場教育過，所以你
應該出價會相對合理，且能接受
好物件就是要快的觀念。
二、我很急著要買：不知道為
什麼，總是有些人非常喜歡對房
屋仲介說「沒關係，我不
急，慢慢看」。殊不知，這
句話對房屋仲介來說，翻譯
成白話文就是「你帶我看，
也許再看個一至二年，我就
會買了」；剛出仲介公司大
門，你就變「澳客」了。
的確，報章雜誌常看到房
地產專家說，買房不能急，
尤其要自住的房子，一住可
能幾十年，慢慢看個一、二
年也還好吧。但「看個一、
二年才會決定要不要買」這
個訊息一旦透露出來，基本
上你在房屋仲介心裡就會變
成「次要客戶」。再者，假
設你是需要看一百間房子才

海，同仁們賞花、喝咖
啡，悠然慢活地度過午後
時光。
承辦單位也特別準備
活動的伴手禮「利亞德
」手工牛軋糖禮
Candy’s
盒，是為了紀念老闆過世
的 小 女 兒 Candy
，為了讓
對牛軋糖情有獨鍾的女兒
吃到最天然的食物，老闆
以養生、健康、純淨為理
念，製作女兒喜愛的牛軋
糖，除表達對女兒的思
念，也希望更多人能吃得
健康。處長也期許同仁於
工作繁忙之餘，務必注意
身體健康，因為健康是無
價的。回程就在同仁「期
待再相會」的歌聲中，為
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心情是，寧可前面九十間房都先
讓別人帶看，最後幾組才輪到自
己結案，豈不更好？
三、當個「能作主的人」：店
裡來了客人，仲介也費盡心力服
務好些日子，風雨無阻地帶看、
介紹、講解、溝通，好不容易看
似情投意合有點眉目，誰知道才
準備要進一步，才發現客人不是
主事者，給的承諾也只能聽聽就
好，根本沒辦法當家作主。房屋
仲介心中怎麼能不吶喊：「拜
託！能早點請你們家大人出來好
嗎？」。
四、看起來有能力買：不管任
何買賣，到落袋那刻才是真的。
對房屋仲介來說，客人來買房，
要真買得起才有意義，最基本的
判斷指標就是貸款貸得下來。這
也是為什麼，談到最後，房屋仲
介總是會想套話，問問看職業、
經濟狀況，不是房屋仲介瞧不起
客人，而是怕自己做白工。所
以，在帶看的簡單對談中，讓自
己看起來是個有能力買的人，絕
對是讓房屋仲介願不願意在你身
上花心思的關鍵。
五、建立行情觀：買房屋一定
要瞭解行情，這個觀念相當重要
的。但房屋仲介認為「有行情
觀」的客人，是客人要做功課，
真的有花時間去看屋、去查價。
房市冷的時候，菜鳥買方的芭樂
價就滿天飛，他們堅信「我肯出
價是你賺到」，可是房屋仲介聽
到這話只會在心裡翻著白眼。
換個角色思考，要屋主倒賠幾百
萬，就只為了提早脫手「保心
安」，這理由會不會太薄弱了？
除非是投資客繳不出錢、怕被斷
頭，真的熬不過去只好跳樓大賠
售，捫心自問，換成你是屋主，
要虧那麼多，你賣不賣？
看到這裡，有人可能會想「市
場跳樓拋售潮的那一天總會來
吧」，但實情是，凡是好物件好
東西，不論大環境好壞，都一定
有人要，想撿便宜沒有錯，但好
物件很難讓你用「最低價」買
到，即使房市再差也一樣。
所以，想讓房屋仲介優先把好
物件留給你，很重要的一件事
情，就是你是不是個瞭解行情的
人。好東西要跟「好朋友」分
享，這道理在房屋仲介與買家的
關係中也是適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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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下手的買家，房屋仲介的

看房五大技巧

）

時，也要兼顧資安重要性。
毛所長首先說明全球資安產
業 發 展 情 勢 ， 接 著 探 討 5G
工
業自動化控制所帶來的資訊
價值及資安威脅，以及如何
透由人工智慧的資安防禦，
防護高科技資訊所帶來的價
值。最後，介紹跨域資安研發
趨 勢 及 5G
物聯網檢測實務經
驗，讓與會人員收獲良多，
也更進一步瞭解資訊安全於
供應鏈的價值。此外，毛所
長也提及美國國防部今年初

發 布 的 CMMC(Cybersecurity對 方 建 議 ， 開 始 改 變 說 話 模 式 的 技
M a t u r i t y
M o d e l巧，便能增進彼此關係。
「網路安全成
林老師每一場演講總能以最柔軟的
Certification)
熟度模型認證」，並期勉本院 身段與台下聽眾打成一片，在輕鬆幽
後續可朝導入該模型認證，以 默的氣氛中，達到雙向交流、寓教於 執 行 長 主 持 性 別 主 流 化 專 題 講 座 課
加強網路安全防護能力。
樂的學習效果。尤其擅長從實際個案 程。
陳德潔／提供

的問題剖析，來引領大家不僅看到、
聽到、學到，更能從中悟到、做到，
並且實際運用在家庭、工作、親子或
兩性相處等各個領域上，進而協助我
們明瞭何謂「兩性相處之道」。
本院依據「國防部推動性別主流化
實施計畫」，將性別主流化議題型態
融入學習領域課程中，讓同仁瞭解性
別主流化教育的課程目標，主要著重
在認知、情意、行動三方面。透過
「教育」的歷程和方法，消弭一切性
別差別待遇、歧視、性別刻板印象，
以及種種的不合理壓迫，促使不同性
別都能站在公平的立足點上發展潛
能。

執行長主持性別主流化專題講座課程
邀林萃芬老師蒞院主講兩性相處之道

督品處同仁冷水坑合照。
黃(秋祥／提供

（

除中共影響而已，整體計畫且擴及電信營
運商、應用程式商店、應用程式、雲端及
電纜等五大領域，等於是一場資通訊、網
路媒體及場域的大清理，其影響不單局限
訊息內容與來源管道，而是要將包含資訊
社會具備的必要平台與運作，全納入過濾
與防堵的對象。被美國點名的中國大陸企
業，計有華為、中國移動、百度、阿里巴
巴、騰訊、中國電信、抖音等七家公司，
除稱之為「重大威脅」，更將相關應用軟
體從應用程式商店中移除，藉以防止來自
陸企電信商與美國電信網路的連接，也意

在保護美國人最敏感的個
資與商業機密，避免遭到
剝削及竊盜。
在美國大聲疾呼下，全
世界已有三十多國響應，其中，英國、以
色列、澳洲、加拿大、日本、歐洲各國及
我國，皆支持成為乾淨網路的同盟。以臺
灣來說，我國五大電信業者目前都已通過
美國認證，確保與美國合作的純淨與安
全。
臺灣過去長期承受中共資訊滲透、統戰
與經濟吸納之苦，早就開始對其各種滲透
及影響，採取有效防堵作為。即使如此，
因為陸企日新月異的影音串流平台，與臺
灣投資及合作方式，現有法律已難縝密羅
列，因而即時修頒新法規範。「國家通信

傳播委員會」上月公布的《網際網路視聽
服務管理法》，強力要求臺灣影音串流平
台業者，自願登記，希望藉此斬斷陸企影
音平台在臺灣的硬體支援。
我 國 在 4G
時期，已決定不採用華為設
備，因此在使用 5G
時，並不會出現其他國
家必須面對的「華為撤出」困境。當我們
具備此一優勢後，將可吸引國際大廠合
作，搶攻全球商機；如此一來，既能維護
國家安全，又可藉此優勢走向國際，擴大
產能與商機。政府種種措施及作為，可謂
洞燭機先。當各國紛紛向我們效法學習之
時，我們也應掌握契機，提供世界各國相
關經驗，以擴大排除中共對國際社會的巨
大危害。 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九年八月
二十日第十版社論

（

）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日前宣布，將擴大針
對中共的「乾淨網路」計畫，禁止所有可
能構成資安風險的「中國製造」手機應用
程式，及雲端運算服務，以避免公民與企
業遭受中共侵入與干擾，降低潛在國安危
險。此限制作為，在一向講求民主人權的
美國，看似突兀，卻也證明美國在飽受北
京網路宣傳及統戰攻勢後，決心徹底掃除
中共意識形態與宣傳，對美國社會造成的
威脅及危害。
美國的乾淨網路計畫，不僅僅是將網路
的源頭、路徑與流向，進行徹底清理，排

航空所網球社趣味活動親子同樂。
（陳柏仲／提供）

【特約記者陳德潔／報導】
本院日前假圖書館舉辦性別主流化
專題講座課程，由執行長主持，邀請
專業諮詢心理師林萃芬老師主講「兩
性相處之道」，教導同仁如何用同理
心增進兩性關係，提供如何從不同的
觀點去傾聽及溝通，並透過案例分
享，希望同仁能加深印象並將技巧運
用在家庭、生活以及職場上。
執行長提醒同仁，在職場上兩性相
處分際需更加被重視，親和與曖昧、
玩笑與騷擾之間的界線模糊，再加上
感受是非常主觀的，許多職場玩笑與
騷擾，僅有一線之隔，應透過同事彼
資 策 會 資 安 所 毛 所 長 蒞 院 講 此接納與尊重，避免提及不相關的細
演。
邱清霞／攝影
節，也不要把自己的價值觀加至同仁
身上，方能打造性別友善職場環境。
林老師指出，由於個性不同及性別
差異，每個人事件處理方式也不同，
如溝通方式、決策歷程、處理壓力、
化解衝突、情感需求、友誼的互動模
式，以及焦慮不確定感等，差異是爭
執產生的主因，唯有透過同理心觀察
對方肢體語言，方能減緩緊張的氣
氛，進而建立彼此信賴的橋樑。
林老師舉出生活中經常聽到引發情
緒的錯誤溝通，若改成積極傾聽對
方，感受對方話中的情緒及感受，或
者是不急著問問題，而是分析狀況給

【特約記者陳虹蓉／報
導】
年初爆發新冠肺炎後，
疫情蔓延全球，所幸臺灣
防疫表現亮眼，配合政府
防疫新生活逐步解封，督
考品保處日前舉辦陽明山
絹絲瀑布步道及士林官邸
花園自強活動。
絹絲瀑布步道位居陽明
山國家公園內，原始森林
蓊鬱，得天獨厚的林蔭步
道、時而涼風吹拂伴隨溪
水潺潺，極為適合夏天造
訪；另亦安排冷水坑溫泉
泡腳行程。步道全程約二
公里，沿途菁山吊橋、生
態池、觀哨站等，景觀豐
富，同仁一路直驅前往欣
賞瀑布風光。瀑布落差約
二十公尺，水量雖不
大，但雪白如絹絲十
分秀氣，因而得名；
下方的石頭也因水質
中富含鐵質而成深紅
色，頗具特色。
午餐特別選定位於
陽明山後山腰，有獨
立木屋包廂的御禾宴
餐館，可避免與外界
民眾接觸。下午前往
士林官邸花園，走進
花園裡，隨處可見金
黃、淡黃、白、粉、
桃紅等超過十萬株風
雨蘭在豔陽下盛開，
實為城市中的療癒花

督品處陽明山樂活遊

陳教授、齊所長及航空所邱
督導長合影。
林彩鳳／提供

航空所舉辦年度專題講座

全球淨網結盟 反制中共固資安

本院一級主管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特約記者劉奇／報
導】
睽違三年，今年度本
院籃球隊再次強勢回歸
挑戰桃園市市長盃籃球
錦標賽，由冷副院長率
隊出征，資深球員王俊
傑及蕭朝文擔任教練，
召集全院各單位籃球菁
英，不負眾望，以全勝
之姿奪下冠軍。
今年錦標賽的參賽隊
伍共有十二隊，每隊都
是身經百戰的好手，實
力不容小覷。比賽共分
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區
分四組，採分組預賽，
每組取第一名晉級複
賽；第二階段複賽則是
抽籤決定對戰組合。
首場比賽就對上去年
的冠軍「桃園市消防局
(TYFD)」，由王俊傑
教練指揮調度，以外線
投射並積極鞏固防守及
籃板，逐漸地將分差擴
大，最後以五十一比
三十七成功取得勝利。
預賽第二場對上「陸軍
龍城聯隊」，黃正男代
理教練賽前就下達包夾
戰術，並強調區域防守
的溝通，第三節時，由
程世偉、盧仁揚、張芳
寧三位共同攜手帶出幾波攻勢，
順利拉開比分，最後以五十一比
三十五順利晉級四強賽。
四強賽對上「桃園教聯」，雙
方都祭出最堅強的防守，直到第
二節，由李念澤及杜基成兩位強
籃球隊成員奪冠後與眷屬合影。（劉奇／提供）
前院長率古副院長、營運
長、產拓長及相關一級單位
主管前往參訪與交流研討，
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蘇芳
慶副校長、林財富研發長、
電資學院許渭洲院長、陳培
英副院長及相關系所主任與
教授出席與會。
參訪行程首先前往成功大
學歸仁校區參訪航太大型試驗廠，接
著轉往自強校區船舶大型實驗室、成
大智慧創新中心、人工智慧中心、馬
達科技研究中心等重要科研實驗室。
隨後，由院長及蘇校長共同主持研
討會，與該校重要幹部進行合作交流
研討。會中雙方人員分別就「國
機國造」、「國艦國造」及「資
通安全」等議題進行探討，並就
雙方未來合作模式與合作平台的
建構提出討論。成大蘇副校長表
示，藉由成立雙方開放式合作平
台，可針對國防自主相關研發議
題，讓本院研發人員與成大研究
團隊有共同討論空間，並可激發
更多創新研究火花。
院長於會中表示，成功大學之
學術資源能量豐沛，具有航太、
船舶與資通電先進科技研究中
心，是國內培育人才重要的搖
籃。本院近年來積極延攬優秀菁
英，與成大長期以來在各個領域
均合作密切，並締造良好成效。
未來期盼在現有合作基礎上積極
交流互動，創造具體成效。
會後院長責成營運長後續召集
成立雙方合作平台，加強雙方在
學術研究、技術發展及研發試驗
上之合作，擬定及推動雙方具體
合作事項，深化交流合作成果。

（

院長、蘇校長及雙方重要幹部合影。
成功大學／提供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保密警語

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
潛水社辦理深潛訓練

瑩

內上課更保持社交距離並配戴口
罩。術科課程中，教練、潛水
長、助教及社長翁仁一先生，從
池邊到池底，隨時戒護指導學
員，讓新進學員備感寬心。
國人響應防疫新生活運動，因此東北角鼻
頭港擠滿戲水的人潮。學員們第一次在開放
海域操課，為保持社交距離，教練團各自帶
開學員，幾近一對一驗收成果，讓學員充分
發揮在游泳池所習得的潛水技巧，依課程項
目，全體完成測驗項目，取得合格潛水員證
照。在緊張嚴苛又興奮的歡笑聲中，完成深
潛訓練活動。
雖然疫情趨緩，但每一次的活動，潛水社
都遵守防疫的最高原則，讓自己及家人都平 參 加 深 潛 訓 練 學 員 專 注 上
安健康。
課。
黃國強／提供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特約記者黃國強／報導】
目前國內武漢肺炎疫情漸趨穩定，為了兼
顧防疫與民眾的生活品質，政府近期推行防
疫樂活新態度，鼓勵國人力行防疫新生活運
動，落實防疫之餘，也能放鬆享受生活。
潛水社一 ○
九年第一期深潛訓練，秒殺式
報名額滿。疫情期間即不斷接獲同仁詢問潛
水訓練事宜，年輕學員們均躍躍欲試，迫不
及待想投入大海的懷抱。安全是潛水社訓練
的最高指導原則，為遵行落實防疫新生活運
動，九位學員依規定量測體溫、勤洗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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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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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二一期
【特約記者陳泓穎／報導】
本院與成功大學在雄風、天弓、天
劍三型飛彈與經國號戰機「三彈一
機」時期即展開合作，近四十年來成
功大學已為本院培植無數優秀研發人
員，參與我國各項武器研發工作。日

院長率古副院長及本院重要幹部前往成大參訪交流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霞
生
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月

籃球隊勇奪桃園市長盃機關組冠軍

本院精神

深化交流合作 創造具體成效

我們的願景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成功大學／提供）

院長與蘇校長交換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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