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所林所長致贈海偵部林指揮官紀念品。
（黃承／提供）
蒐及所屬雷達站維護，而雷達裝
備為本院電子所研製，因此期望
未來雙方更加密切交流合作，確
保任務執行順遂。
座談會由林所長及林指揮官共
同主持，本院針對與海偵部合作
專案概況與未來規劃專案進行簡
報說明，會中雙方針對簡報內容
進行研討及交換意見。
未來本院與海偵部除定期召開
會議討論專案進度外，亦將擴大
雙方溝通機制，針對執行中專案
實際狀況進行細部討論，俾利滿
足使用者之實際需求，強化合作
夥伴關係，共創雙贏局面及實質
提升國防能量與維護國家安全。
的關鍵，因此在撰寫升
等論著時，應融入「應
用實績 發(展 為)主，理
論分析 研(究 為)輔」之
精神，如果能將研發工
作心得撰寫成論著，並
記錄作為經驗傳承會更
有價值」。
期間，同仁踴躍提出
如何選擇類別或是準備
參考文獻等問題，林博
士逐一詳盡地回覆。他
也鼓勵同仁以晉升研究
員為目標，要秉持不怕
挫折、持續精進的精
神，而他當年也是歷經
十七年才晉升至副研究
員，相信堅持下去終將
品嚐甜美豐碩的果實。

【特約記者陳
美滿／報導】
航空研究所
整維組曹組長
為支持國產蔬
果農產，日前
特發起採購原
鄉小農產品，
力挺臺灣農業
活動，一方面響應力挺臺灣
農業，解決蔬菜滯銷問題；
另一方面慰勞全組同仁，提
振工作士氣。
在曹組長指示下，整維組
承辦同仁接洽位於南投信義
鄉羅娜部落的原鄉小農魏先
生，由於正值高麗菜盛產
餘顆高
期，因此採購二 ○○

統工程類」以及「科
技管理與管理支援
類」。
林博士依自身多年
審查經驗，提出審查重
點項目建議，首重為研
究論著品質，其次是對
專案計畫之貢獻，再者
才是研究發展能力、論
文發表、專利發明以及
學歷等因素考量。林博
士語重心長地表示，因
各類別的員額有限，鼓
勵同仁跨類別申請，勇
於改變，不要自我設
限，但類別選擇還是須
以研發工作實質內容為
主。副研究員的升等大
部分以論著為主要晉升

役政之光

航空所整維組曹組長（左）與同仁以行動力挺臺灣農
業。
（陳美滿／提供）

潛水社世代交替傳承
假墾丁舉辦進階訓練

麗菜分送全組同仁（每人二
顆）。配送當日魏先生一早
於信義鄉羅娜部落現地採收
後，歷經二小時車程，運送
至航空所，由整維組同仁以
餘顆
接力方式，接收二 ○○
高麗菜。
魏先生的每一顆高麗菜，
都是他從育苗、栽種、培植
管理、熟成，到飽滿碩大的
成果，每一顆高麗菜都是他
辛勤的汗水一點一滴累積而
成，傳接高麗菜的當下，每
位同仁既興奮又覺得意義非
餘顆
凡。雖然只購買二 ○○
高麗菜，但卻是整維組全體
一心力挺臺灣，更象徵著國
人支持臺灣農業。

漸次高於以往，對團體默契的要求也更
高，參賽隊伍的努力，因此倍於以往。
以上個月才剛舉行的「三軍儀隊進階專
業評鑑團體競賽」為例，奪冠的陸戰儀
隊，就是結合了個人的槍法技巧，以及
團隊的隊形變化，特別是能在沒有任何
聲音輔助下，展現高度的團隊操槍默
契，最終擊敗群雄榮摘桂冠。
從這個角度和過程看，儀隊的展演和
競賽，取得最後成功勝利的關鍵，就是
個人必須扮演好團隊要求的角色，並以
團隊目標為目標、以團隊榮譽為榮譽。
簡而言之，就是團隊精神的發揮。將這
樣的精神，提升到國家層次，就是以國
家興亡為己任的愛國情操，這也是國防

的嚴苛標準，郭副廠長每日
持續慢跑，並注意飲食狀
況，不知不覺中也培養良好
的作息習慣。捐血除了救人
之外，捐血者本身也能得到
不少好處，對一位健康的人
來說，捐血並不會對健康造
成影響，反而促進新陳代
謝，增進血液循環，並使體
內血液年輕化。定期捐血使
身體持續製造新血，年輕的
紅血球因為流動速度快、不
黏稠、細胞膜較平整，相對
可減少血管內皮的不良反
應。而定期捐血也可降低鐵
蛋白的含量，除刺激胰島素
的敏感度及分泌速度，也降
低了罹患心血管、糖尿病等
疾病的風險。
助人為快樂之本，捐血小
板的最大意義是可以幫助有
需要的人，捐血小板正常每
毫升，每兩星
次捐五 ○○
期可捐一次，一年至多捐
二十五次。每一次約需要一
點五至二小時。檢查的項目
包括血脂肪、血紅素、血小
板、紅白血紅素以及其他數
值，必須全部符合標準才合
格。
郭副廠長對自己六十歲的
身體還可以捐贈感到自豪，
更高興能為我們社會做一點
回饋，盡一點棉薄之力。

化學所推研廠郭副廠長
挽袖捐血卅八年如一日

部舉辦這個活動，
最主要的目的，以
及全民國防的核心
概念。
尤其是隨著國際與兩岸情勢變化，這
些成果及效應，意義格外不同。從國際
情勢來看，雖然我們不樂見，但一個以
民主自由人權，區隔於專制極權獨裁，
以印太為攻防主場域的「新冷戰」正在
浮現。我國屬於自由民主人權國家的一
員，又位於對抗專制極權獨裁的第一島
鏈關鍵地位，雖然能夠對維護國際普世
價值做出貢獻，但無可避免亦會受到
「新冷戰」格局不可預測的衝擊。此
時，需要國人對民主制度的堅持，建立
捍衛自由人權的決心，軍民同一信念，
方能應對國際局勢的變動。
隨著「新冷戰」國際局勢而來的，就
是兩岸關係的變化。雖然我方不斷向對

均能專注國防科研工
作，型塑本院優質形
象，進而贏得國人對
「國防自主」政策的支
持。
會中由業管主管分就
「新聞工作：本院重大
新聞案例分析」及「國
會工作：立法院年度關
切議題研析」等二項專
題進行報告，完整說明
本院新聞應處工作編組
與作業流程，以及國會
議員較常關切議題與年
度預算凍結案例分析，
有助強化本院高階主管
新聞處理認知，同時精
進對國會溝通與政策說
明的能力。

岸釋出善意，具體行動包括蔡英文總統
的元旦談話、開放大陸商務人士來臺
等，但中共的敵意並未稍減。如近日派
出「遼寧號」航空母艦艦隊，並罕見明
示在「臺灣周邊海域訓練」等，顯示中
共在「和統」與「武統」之間，已加重
了後者的比例。鑑於中共「戰狼」性格
日益凸顯，展露瘋狂的軍事自信，因此
國人必須提高憂患意識，以必要時不惜
一戰的決心，遏阻中共的侵臺意圖。
整體而言，臺海維持幾十年的和平，
依恃的就是我國堅強的國防，和全體軍
民同舟共濟、守護中華民國的決心。我
們希望這樣的準備和精神，能夠一棒接
一棒傳遞下去，此亦為舉辦儀隊競賽等
活動的目標。期待國人在熱情參與同
時，也以具體行動，加入守護中華民國
年四
的行列。（摘轉自青年日報一一 ○
月十二日第十版社論）

【特約記者林
敬傑／報導】
為強化高階
主管新聞處理
認知，以及瞭
解社群時代與
等自
Youtuber
媒體輿論發展
脈動，同時精
進對國會溝通
與政策說明的
能力，本院日
前假新新院區
圖書館地下室
學術研討室舉
辦「高階主管
新聞暨國會工
作研討會」，由冷副院
長主持，執行長、營運
長、一級單位主管、新
聞業管副主管及公關主
任等六十餘位與會。
冷副院長致詞時首先
感謝與會幹部年來有效
掌握處理各項新聞工作
與國會事務，期透過意
見交流研討，精進作業
流程，使本院院務推展
更加順遂。冷副院長強
調，各單位應認清本院
「國防科技能力，建立
國防自主」的定位與
「滿足建軍備戰需求」
本質，同時藉由強化內
部管理作為，凝聚同仁
團結向心，使全體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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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特約記者翁介男／報導】
在一個慵懶的假日午後，
一如既往每兩個星期就會前
往臺南捐血中心小東捐血站
捐贈血小板，巧遇化學所推
研廠郭副廠長，話家常中得
知，他已默默捐贈血小板長
達三十八個年頭。護士口中
的「他」是一位低調、安
靜、謙和、有氣質的捐贈
者，而他總是「婉謝」所有
的贈品。
郭副廠長回想民國七十二
年冬天的一個寒夜，父親肝
癌入住臺大醫院加護病房，
因食道靜脈破裂大出血，持
旁，確保安全無 醫囑「凝血通知」趕往血庫
【特約記者黃國強／報導】
近日疫情趨緩，且人人遵守防 虞。伴隨著關山 領 血 。 在 冰 冷 的 走 廊 中 狂
疫措施，基於世代交替，技術傳 夕陽的美景，在 奔、看著雙手的血袋，心中
承，潛水社日前由副社長郭博士 歡笑聲中結束三 閃過一個熱情念頭，「這也
帶領幹部與進階潛水員，直奔墾 天兩夜的進階潛 是別人愛心捐贈的，我想我
也可以」。
丁小灣戶外開放式游泳池及海域 水訓練活動。
本院逸光潛水社創立至今將屆 雖然父親於
進行訓練，增進潛水技巧及提升
公 三十年，以倡導正當休閒活動， 隔 年 初 辭
領導統御能力。從游泳二 ○○
公尺、平潛 增進親子情誼為宗旨。透過國際 世，捐贈血
尺、踢動蛙鞋八 ○○
二十三公尺到自由潛水十公尺簽 專業的教材與陣容龐大安全的教 小板的善舉
名，確實地逐項驗收。恭喜陳志 練團，培育出無數優秀的救援潛 卻如同對父
銘、張浩綱、林育玄、呂易展和 水員，投入各個水域救難任務， 親的愛，源
認 廣受讚許。歡迎有興趣的同仁與 源不絕、不
楊雄皓通過 NAUI DIVE MASTER
證，以及粘煌明順利考取
眷屬加入潛水社，共同探索內太 曾中斷。
RESCUE
證照。
「捐血一
空的奧妙。
DIVING
當潛水船乘風破浪抵達高級潛
袋、救人一
點「獨立礁」，此時新科潛水長
命」，為了
立即上場，發
滿足血小板
揮所學專業潛
水技巧，從介
紹潛點、分組
安排潛伴、到
排定前後導潛
安全任務，依
序下水抵達海
底三十六米，
帶領團員悠游
於五彩繽紛的
珊瑚礁，探索
內太空之美。
此後幾個絕佳
潛點，由其他
三位潛水長輪
番帶隊，展現
豐富實務經
驗。當然教練 潛 水 社 假 墾 丁 舉 辦 進 階 潛 水 訓
（黃國強／提供）
亦全程隨侍在 練。

古副院長除感謝空軍對本院的支持與
肯定外，並恭喜本院各獲獎單位及同
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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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期間，
本院也可從中獲得許多寶貴經驗，藉由
與軍種的合作共享，提升本院研發能
量。古副院長並特別感謝空軍平台的陳
主持人及同仁，積極協調空軍及本院專
業單位，同心協力整合強大後勤支援能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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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結顧客，提升國軍戰力，共創雙贏局
面。

本院真人書講座邀策略會林佑澤博士主講邁向副研究員
之路。
（楊雅茹／提供）

【特約記者黃新元
／報導】
海軍司令部海洋
監偵指揮部（海偵
部）為深化與本院
的交流合作，日前
由指揮官林少將率
重要幹部蒞電子系
統研究所拜會，電子所林所長率
曹副所長及專案計畫黃主持人等
幹部接待會晤，並就雙方合作事
宜進行座談研討。
林所長首先感謝林指揮官百忙
之中抽空蒞訪，並表達誠摯歡迎
之意。海偵部林指揮官表示，海
偵部主要任務為負責國內海情偵

圖書館真人書講座
邁向副研究員之路
出，院內編制的副研究
員缺額頗多，也鼓勵同
仁爭取晉升，以提升自
我價值。
林博士曾任雄風計畫
副主持人、化學所副所
長，負責工業工程與系
統工程和材料光電與化
學化工兩類別之升等審
查。本院科技品位分為
五大類：「航空太空與
機械機電類」、「電子
電機與通訊資訊類」、
「材料光電與化學化工
類」、「工業工程與系

國防部第五屆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儀隊
競賽首場初賽，日前於臺中舉行，吸引
了大量觀賞人潮。接下來的北、南地區
初賽，十七日將於桃園和高雄登場，最
後於六月五日進行決賽。此一全民國防
年度性的重要活動，已成為全國高中儀
隊盛事，參與師生摩拳擦掌，全力爭取
最高榮譽；藉此展現的團隊精神、凝聚
的愛國情懷，則是舉辦競賽最重要的意
義。
儀隊展演具有一定的難度和複雜性，
它不像籃球等競賽，可以凸顯個人技
巧，追求的不是個體而是團隊的表現。
隨著近年來儀隊競賽受到各界重視，參
與隊伍為追求更精湛的技藝，表演難度

化學所推研廠郭副廠長挽袖捐熱血。（翁介男／提供）
冷副院長主持高階主管新聞暨國會工作研討會。
（邱清霞／攝影）

保密警語

精進作業流程 專注國防科研 型塑優質形象
本院日前舉辦高階主管新聞暨國會工作研討

放眼國際 追求卓越
成就世界級國防產業

出刊者：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公共關係室

【特約記者楊雅茹／報
導】
本院企劃處圖書館
日前舉辦「真人書講
座」，邀請策略會專
任委員林佑澤博士主
講「邁向副研究員之
路」，由企劃處柏副處
長主持，全院各單位同
仁百餘人參加。
柏副處長表示，當年
曾與林博士同在化學所
共事，他的審查資歷豐
富，相信能給予院內同
仁許多的協助。他並指

瑩

總統主持海軍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命
名暨下水典禮。 （總統府／提供）

本院獲空軍司令部頒贈團體感謝狀暨個人軍種獎狀

【特約記者蔡雅竹／報
導】
空軍司令熊上將為感謝
本院戮力協助空軍執行各
型武器裝備試研修 製( 任
)
務，提升裝備妥善，滿足
戰備整備，日前假空軍司
令部舉行頒獎典禮，由副
參謀長宋少將代為頒贈感
謝狀暨軍種獎狀，本院古
副院長率隊前往受獎。
宋副參謀長致詞時首先
感謝本院長久以來大力支
型機成軍
援空軍，從 P-3C
的輝煌成績，到幻象型機
裝備研製的突破，各專業
團隊採逆向工程等方法，
並整合各項資源，執行戰
備急需關鍵裝備研修 製
(
任
) 務，協助空軍解決後
勤窒礙問題，維持機隊運
作，有效提升妥善率，滿
足戰備整備需求，績效卓
著。同時，本院參與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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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空軍的痛點，翻轉成亮
點，成就完美的句點，亦
表達高度肯定與敬意。
本次榮獲團體感謝狀的有功單位，計
有航空所、飛彈所、資通所、化學所、
材電所、電子所、系維中心、企劃處等
八個單位；個人榮獲軍種獎狀者，計航
空所林睦崑等十六位，由宋副參謀長
一一頒獎表揚。

整合後勤能量 緊密聯結顧客

深耕全民國防 堅定愛國意識

將、院長張忠誠先生及
台船公司鄭文隆董事長
等亦出席典禮。
蔡總統致詞時首先感
謝台船、本院及海軍同
仁所做的付出和努力，
讓國艦國造持續不斷向
前邁進。總統表示，
「新型兩棲船塢運輸
艦」除了是海軍第一艘萬噸級的兩棲
運輸艦，更是依據國防戰訓需求而設
計建造，可說是國艦國造另一個重要
的里程碑。相信有了這艘運輸艦的加
入，一定能夠強化海軍執行任務的能
力，讓我們的國防力量更加堅實。
蔡總統指出，在海軍歷史上，以前
也有以玉山命名的軍艦，「新型兩棲
船塢運輸艦」再次命名為玉山，除了
代表傳承，也象徵中華民國國軍不畏
挑戰、克服萬難的精神。這股保衛國
家的力量，需要軍民同心，大家一棒
接一棒傳承下去，只要大家繼續團
結，不論有什麼困難，我們都能夠
一一克服。
最後，蔡總統也期許海軍、本院及台
船公司持續努力，讓所有國艦國造的
建案都能如期如質順利完成。
海軍司令部表示，「新型兩棲船塢
運輸艦」艦名取臺灣百岳之首「玉
山」，象徵海軍不畏險阻，攀向高
峰、追求卓越的精神，也代表該艦搭
載陸戰隊及兩棲舟車，克服各種困
難，航渡重重險阻，具體強化海軍
「平時能救災，戰
時能作戰」的能
力。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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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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林敬傑／報導】
海軍「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日前
假高雄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舉
行命名暨下水典禮，由蔡總統親自主
持，命名「玉山艦」，並進行擲瓶儀
式。國安會顧立雄秘書長、陳文政副
秘書長、國防部邱國正部長、參謀總
長黃曙光上將、海軍司令劉志斌上

蔡總統出席海軍新型兩棲船塢運輸艦命名暨下水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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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軍海偵部林指揮官率重要幹部蒞電子所座談

國艦國造里程碑 國防力量更堅實

本院配合一○九年內政部役政署研
發替代役各項制度執行成效良好，
日前榮獲內政部頒發「役政之光」
績優獎座。
（圖．文／楊靜麒 提供）

空軍司令部宋副參謀長、古副院長及本院獲獎人員合影。
（蔡雅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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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交流合作 共創雙贏局面

本院精神

力挺臺灣農業 支持原鄉小農
航空所整維組採購信義鄉農產

（軍聞社／提供）

總統、董事長、院長及參加典禮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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