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張皓
然／報導】
中華民國工業
安全衛生協會日
前舉行年度「無
災害工時紀錄優
良單位」頒獎典
禮，表揚長期致
力推行職業安全
衛生，替員工創
造安全優質工作
環境並為員工生
命安全與健康把
關的事業單位。
航空研究所自
八十二年七月一
日起參加紀錄活
動，截至一 ○
八
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無災害工
時已累計超過
三千六百萬小
時，全國排名第
一，連續取得無 航空所工安組張組長代表接受表揚。
張皓然／提供
災害工時證明超
過二十次，榮獲「翡 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法修頒項目外，落
翠獎」之事業單位， 實各級主管定期實施巡檢，依相關結
由工安組張組長代表 果檢討改進。
接受表揚。
藉由本次獲獎，讓各界瞭解航空所
航空研究所於民國 在 各 級 主 管 對 於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重 視
八十一年即成立職業 下，營造出同仁們對於安全衛生基本
安全衛生管理委員會 認識與共識，推行系統化職業安全衛
及專責管理單位，秉 生管理系統、員工健康管理、強化教
持「工安與研發並重」的理念，推動 育訓練並致力防止職業災害，更強調
各項安全衛生活動，維持工安衛生管 各級主管安全巡視與落實督導，以持
理系統有效運作，致力管理目標、標 續維持航空所優質的安全文化，以零
的及管理方案持續改善，強化人員教 災 害 、 零 污 染 、 零 職 業 病 為 最 高 目
育訓練，凝聚安全管理共識。除積極 標。
（

【特約記者張
嘉恩／報導】
航空研究所
向來重視環保
與安全衛生文
化，年度職場
安全健康週活
動實施計畫內
規劃辦理「環
安衛海報與工
安金句創作競
賽活動」，活
動方式採繪畫
創作及結合金
句，於圖畫上
書寫工安金句
詮釋活動主
題，並採彈性
方式如臘筆、
航空所環安衛海報與工安金句創
水彩、國畫、
作績優作品。 張嘉恩／提供
油畫或四格漫
畫等自由發揮，成 霖「職安沒有運氣，危險預
果由環安衛海報創 防最實際」、品保組林苡良
作競賽活動評審小 「勤洗手，戴口罩，抵抗病
組共同評審，選出 毒最可靠」、資科組吳佩珊
優良創作（取前四 「風險評估最重要，持續改
名）及整體表現最 善有牢靠」、氣動組蔡雅涵
佳單位，由齊所長於該所第 「工業安全，人人有責」；
二季工安環保會議中頒獎表 整 體 表 現 最 佳 單 位 為 氣 動
揚。優良繪畫創作並張貼於 組。
所本部一樓中廊，期能激發
該所藉由舉辦「環安衛海
同仁之環安衛意識。
報與工安金句創作競賽活
活動經各組熱烈參與，參 動」，提升同仁對環安衛議
與 畫 作 計 十 七 幅 ， 包 括 水 題的興趣與重視，將工安理
彩、蠟筆、電腦繪圖創作等 念融入日常工作，激發同仁
精采畫作，經主辦單位召集 環安衛意識，未來將持續推
評審委員，評選出優良創作 廣，期能將環保與安全衛生
前四名，依序為資科組周婉 深耕成為一種日常習慣。

）

（
）

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
出入以下八大場所（如
附圖）請務必佩戴口
罩：
一、醫療照護機構：
醫療院所或長照機構。
二、大眾運輸：大眾
運輸場站或無法保持社
交距離車廂。
三、賣場市集：百貨
公司、量販店、傳統市
場或夜市。

環境寬敞的「漢來海港餐廳」享
受美食，飽餐一頓，聊天說地談
心，藉以促進同仁情誼、調劑身
心，培養團隊精神及激勵工作士
氣。
下午近活動尾聲，組長感性表
示：「非常感謝大家踴躍參與活
動，願心中保有如陽光般的燦爛
與熱情。」讓平時忙碌於工作的
同仁，臉上充滿笑容。期待下回
再到戶外散心充電，就在每個景
點駐留難忘的倩影下，劃下句點
互道再見。

資通所／陳德富
◎
關於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如果按照九十八年
勞工保險條例修正前的法令規定，被保險人必
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才能請領：
一、參加保險的年資合計滿一年，男性年滿
六十歲或女性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二、參加保險的年資合計滿十五年，年滿
五十五歲退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險的年資合計滿
二十五年退職者。
四、參加保險的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年滿
五十歲退職者。
也就是說，原來勞工保險條例規定，被保險
人若要請領老年給付，必須投保滿一定的年
資、達到一定的年齡，而且還要是工作到年
資、年齡符合條件退職的情況才可以。因此，
對於已經退出職場多年，勞工保險也早就中斷
的民眾，當然也就無法請領老年給付。
九十八年勞工保險條例修正施行，其中在老
年給付的請領規定「年滿六十歲有保險年資
者，就可依下列規定請領老年給付：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年金
給付。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一
次金給付。
因此，根據新修正的勞工保險條例，只要曾
經參加過勞工保險，不管中斷投保多久，都可
以在年滿六十歲（請領年齡將自一 ○
七年起逐
步提高到六十五歲）時，提出老年給付的申
請。此外，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也不受五年
請求權時效的限制。
以今年年滿六十五歲曾保過九年勞工保險者
為例，雖中斷投保多年，現也沒有從事任何工
作，但依九十八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的勞工保
險條例規定，仍可提出老年給付的申請，九年
年資可申請九個月的老年一次金給付，如果平
均月投保薪資（以其過去加保期間最高六十個
月的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為三萬元，就可領
到二十七萬元的老年給付。依據國民年金法規
定，六十五歲仍得請領國民保險老年年金。

便。一行人緩步於稜線上，沿路
平緩寬闊，或許以前曾有牛車行
駛於這片山區運送貨物，山林遍
生相思樹，八月的相思樹下聆聽
蟬鳴，宛如順著自然的命運安
排，完成一生的使命。山路足足
走了近四十分鐘，卻是行程中最
愜意的路段，一條質樸而幽靜的
山林小徑，林蔭怡然。站在高崗
的同仁，環繞四方景致，遠眺飛
機起降蹤影，細細咀嚼喘氣登高
的甜蜜，快活瀟灑。
上午體驗山徑風情，中午前往

系維中心後管組 五酒桶山健行趣
【特約記者楊森永／報導】
系統維護中心後勤管理組自強
活動，在承辦同仁超前佈署精心
規劃行程下，選定蘆竹區的「五
酒桶山登山步道」為活動健行的
起點。整裝出發前，為推行防疫
新生活政策，量測個人額溫，在
安全無虞下，一同享受放鬆紓壓
的休閒樂趣，蕭組長一聲令下，
大夥一起登山健行「趣」。
五酒桶山有幾個登山口，從高
速公路南崁交流道的方向前來，
則以「南天宮」登山口較為方

）

一顆桃花橋藝賽事
秋高氣爽隆重登場

【特約記者陳永祥／報導】
航空所飛系組同仁平時兢兢
業業執行各項專案研發任務，
該組張組長鼓勵同仁辛苦工作
之餘，踴躍參與「望幽谷與九
份」自強活動，調劑身心靈健
康，同時也祝福服務四十三年
資深同事魏治民屆齡榮退，感
謝他貢獻所長。
要說世界上有能忘憂的地方
在哪？我們來到基隆最新 IG
打
卡勝地望幽谷，穿過像宮崎駿
電影風之谷般的綠谷，等待著
旅人的是美到無法形容的藍
海，還有那通往藍海之國的濱
海步道。湛藍大海配上無雲的
晴空，享受著輕快海風不斷吹
來，慢活在海風輕撫的悠閒時
光，坐看幽幽山城，享受無邊的天際與青翠山
色。
望幽谷依著九份溪，坐落在翠綠的山腰，慢
步十分鐘，即可悠遊熱鬧的山城步
道，收藏滿滿的流金歲月。遠眺九份
山城與基隆山，山城美景盡收眼底。
往前數步至觀景台，眼前綠意盎然的
草原，搭配蔚藍的大海以及白皙的蒼
穹，無不驚豔「風雲舞晴空，巨浪侵
海洞；柔草動寸心，三色皆不同。」
腦海浮現「山之光，水之聲，月之
色，花之香，文人之韻致」的文句。
下一站是九份山城，現今山城人潮
絡繹不絕，老街內的商辦貨品應有盡
有，大家挑個好茶館或特色咖啡廳，
悠哉的度過輕鬆的懷舊時光，從滿足
的眼神懷念著大伙一起打拚奮鬥的日
子，人生樂事，莫過於此。
九份老街讓人感覺像一個重新注入
新元素的市集，因應時代變遷過程，
襯托出來的山城特色具有不可取代的
重要性。

科電子隊取得季軍佳績。中科系發
與中科聯隊亦有不少精采佳作，成
為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話題。取得
冠、亞軍的隊伍分別為南門隊與桃
園隊，其中桃園隊隊長陳春能先生
為本院材電所退休院友。
本次賽事由資通所黃品介先生擔
任總召，細心籌劃賽程、場地、餐
點、茶水、住宿、接駁等，全體幹
部通力配合，完美分工，使得全場
比賽順利進行，前幹事鍾泰炎先生
發揮創意，以每位參加者名字為題
製作成詩句名牌，並以書畫方式親
手繪製賽程表，為大會增色不少。
賽後前社長吳嘉福先生有感題
詩：
敝廳開賽橋牌桌 一棵桃花歡樂多 一顆桃花橋藝賽選手均配戴口罩參
墨灑扇搖互爭奪 笑談廝殺真舒活 賽。
趙珮光／提供
（

合中央及國
防部各項政
策要求。以
下將針對疫情期間，同
仁在院內及院外應注意
事項再次重申宣導：
院內：依本院防疫措
施，如下表所列場所或
活動，請同仁務必遵守
對應之防疫作為。（如
附表）
院外：依國內中央流

防疫生活須知宣導
進入新階段，且全球年
輕人感染比率有增加趨
勢，將對抵抗力弱的族
群 年(長者、病患 帶
)來
危險」，為因應疫情各
種不確定性變化，本院
防疫小組持續每週召開
防疫會議，滾動修正院
內各項防疫作為，以配

【特約記者李姿瑩／報導】
本院為提升行政效能，簡
化公文書作業流程及配合政
府節能減紙政策，於一 ○
九
年六月推動院內公文書線上
簽核，另為使本院業管人員
及新進同仁嫻熟文書處理與
檔案管理實務，日前假圖書
館地下室學術研討室區分四
場次舉辦「一 ○
九年公文系
統線上簽核暨文檔講習」，
各單位同仁計四百餘員參
加，由總務處專業講師及公
文系統工程師，採線上實際
操作教學，期藉教育訓練與
經驗交流，提升本院文書處
理、檔案管理及公文線上簽
核效能。
文檔作業主要著重於公文
書作業注意要領，並舉相關
缺失態樣解說，加深同仁印
象。此外，配合公文系統更
改為線上簽核，邀請公文系
統工程師詳細解說系統安裝
程序與應用，逐一解說呈核
流程、退件處理以及會辦作
業流程。透過專業講師深入
淺出的解說，期能幫助同仁們儘速熟悉新
版系統，並有效運用線上簽核產製公文及
作業送件。
由於文書處理與檔案管理工作隨社會環
境變遷、法令變革及科技的日新月異而有
所調整，傳統紙本傳遞作法將邁向電子文
檔模式，大幅縮短傳遞距離與時間。本院
文檔業管同仁將秉求新、求實、主動服務
態度，持續推動公文資訊化，朝現代化、
標準化的作業目標，精進努力，俾建構效
率佳且節能減紙的友善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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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勞工保險中斷多年 六十五歲可否請領老年給付
烈焰刀鋒，人皆望而生畏，不致貿然觸
撫；毒品之名，已然詳明，為何仍有人前
仆後繼？關鍵在於，毒品常以糖衣包裹，
以美名巧飾，其所隱掩之弊，則包藏禍
心，防不勝防。吾人認為，各種毒品，應
改以惡名命之，如此，或能讓人從心底生
出厭棄之念，降低接觸、施用機率。不慎
及無辜染毒者，則應以戒斷為要，政府對
此已提出具體作法，修正相關法律，讓政
府有介入權力，通盤建立社會與校園支持
體系，幫助毒品受害者脫離毒品侵害，回
到社會。在各部會資源整合下，提供吸毒
者多元、長期戒癮支持方案，並強化毒品
危害防制中心功能與效益，方能立竿見
影。
摘轉自青年日報一 ○
九年九月七日第十
版社論

四、教育學習場所：
補習班、 書中心。
五、展演競賽場所：
音樂廳、體育館或美術
館。
六、宗教場所：廟
宇、教會、禮拜或繞
境。
七、娛樂場所：電影
院、兒童遊樂場、酒
店、舞廳、夜店、酒
吧、
或遊藝場。
KTV
八、大型活動：
集會遊行。
時歲即將入秋，
流感病毒好發於秋
冬季節，同仁應避
免遭受流感病毒侵
襲而導致自身免疫
力下降，成為新冠
病毒易感染族群；
在未有安全有效疫
苗問世且全民接種
之前，面對疫情我
們都不可馬虎及鬆
懈。在國際疫情仍
嚴峻的情形下，要
能夠維持目前國內
疫情穩定的狀態，
將有賴您我共同的
努力，請同仁重拾
年初防疫的精神，
持續落實個人良好
的衛生習慣（勤洗
手、佩戴口罩、勿
摸眼口鼻及維持安
全社交距離），以
維自身健康。

拒絕毒品戕害 確維身心健康

工安衛生室／黃彥豪
◎
疫情爆發至今，已過
去近八個月時間，儘管
國內疫情相對穩定，然
國際情勢仍未見緩和，
原預期疫情於夏季可
望趨緩，但世衛組織
於八月十八日表
(WHO)
示：「新冠疫情可能已

望幽谷與九份知性之旅

損，以
及心理
依賴性
與強迫
性，不
易戒除，讓國家社會新生代向下沉淪。
而毒品帶來的危害，不僅止於身心方
面，也會連帶引發搶劫、偷竊等犯罪問
題。法務部調查資料顯示，入監服刑受刑
人中，高達百分之六十以上與毒品問題相
關；此外，吸毒者若駕車上路，在幻知幻
覺、意識不清下，造成交通安全風險大
增。因此，警方執行攔檢任務時，除清查
駕駛者有無酒駕，亦經常意外發現車內藏
毒，甚至因為擔心警方查毒而拒檢，加速
逃逸後撞死無辜民眾，釀成悲劇。毒害影
響至巨，實讓人深惡痛絕。

本院舉辦一○九年公文系統線上簽核暨文檔講習

航空所飛系組

案，起出超過一公噸海洛因、安非他命等
毒品，市價高達百億元，可供三千多萬人
吸食。實在難以想像，這些毒品若流入市
面，將會讓多少個人與家庭，受到嚴重殘
害？對於整個社會的負面影響，更是難以
估算。
近年來，臺灣地區毒品犯罪加劇，尤其
是第三級與第四級毒品興起，對青少年危
害，呈現逐年上升趨勢。新的毒品在容易
取得情況下，常導致無知青少年因同伴誘
引吸食，深陷毒害而不可自拔；年輕人長
期使用毒品，更會產生學習與記憶力受

網路取代馬路 精進作業效能

航空所環安衛海報創作競賽

）

教育部及臺中市政府日前合辦「拒毒健
康新世代、愛與關懷作伙來」全國反毒成
果系列活動，內容包含三公里路跑健走及
反毒博覽會，並邀各行各業人士，設置反
毒宣導攤位。活動中也首次結合實境解謎
與攤位闖關活動，寓教於樂，宣導正確反
毒觀念，吸引民眾共襄盛舉。
毒品危害已成為嚴重的全球性問題，也
是世界公敵。在龐大的毒品供應鏈中，尤
以跨國販毒組織結構最難殲滅，更成為世
界各國政府治理與國家安全新挑戰。不久
前，屏東地檢署破獲國內歷來最大宗毒品

K

保密警語
資料來源：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受疫情影響，
第二屆「一顆桃
花」賽事廷宕至
今年六月社團解
封才開始籌備，
日前假桃園市龍
潭區富林市民活動中心歡樂登場，
共計十二支隊伍報名參加，分別由
宜蘭、花蓮、桃園橋協會員、本院
同仁及院友組成。
其中本院同仁組成的隊伍有三
隊，分別為中科電子、中科系發及
中科聯隊，第一日激戰下來，三隊
成績並不盡理想，然而大家並不輕
言放棄，穩住陣腳持續努力。第二
日賽程捷報連連，最終由老將李建
田，搭配新秀劉育均、黃品介、李
佳穎、李英瑋、趙珮光等組成的中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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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約記者趙珮光／報導】
緣起於三年前的一場橋藝邀約，
搭起了本院和宜花橋友的橋樑，逸
光橋藝社一群初出茅廬的新世代社
員熱情組隊，翻山越嶺遠征宜蘭，
與當地及花蓮橋友們過招，由於主
辦單位的熱心款待，大夥深受感動
之餘，有了回邀的共識，因此返院
後便積極籌辦，於二年前舉辦第一
屆「一棵桃花」賽事，其名稱即宜
蘭、中科、桃園、花蓮之諧音簡
稱，並相約後會有期。

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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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研發替代役作業 國防科技研發注新血
內政部役政署署長率該署相關主管蒞院拜會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航空所榮獲無災害工時紀錄優良單位翡翠獎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刊
肇

院長與內政部役政署龔署長互贈紀念品。
楊靜麒／提供

【特約記者楊靜麒／報
導】
為感謝本院長期以來
對研發替代役制度的支
持與參與，內政部役政
署龔昶仁署長日前率該
署甄選組蘇組長、賴科
長蒞院拜會院長，雙方
於行政一館二樓貴賓室
就研發替代役相關事項
交換意見，冷副院長與
人資處龍處長出席參
加。
龔署長表示，本院一
九年再次獲內政部核
○
定為績優研發替代役用
人單位，感謝本院自申

第八二二期
請研發替代役員額至甄
選錄用役男作業，均能
配合各項作業期程，如
期如質完成，且多年榮
獲內政部核定為績優用
人單位，積極配合執行
各項作業及對役男教育
訓練、管理、輔導等成
效卓著，期望役男進用
後，有效發揮所長，提
升國防科技研發能量。
院長指出，未來將持
續配合主管機關相關規
定，對研發替代役役男
之管理考核及獎懲作業
審慎辦理，以延續研發
人力新血，銜接各項國
防科技
研發計
畫，順
利執行
國防研
發任務
，同時
也敦請
役政署
賡續指
導與支
持。

月

工安研發並重 創造安全職場

本院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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