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楊孝清／報導】
本院系統製造中心機械製
造研製組資深技術師陳金富
先生榮膺一一 ○
年新北市模
範勞工殊榮，於勞動節前獲
新北市侯友宜市長頒獎表
揚，該中心全體同仁備感與
有榮焉。
陳先生自國中畢業即報考
聯勤技校，畢業後即投入國
防科技產業工作，從聯勤第
二 ○
六兵工廠、飛彈火箭製
造中心到本院系統製造中心
迄今，服務已逾四十五年，
始終秉持敬業認真、熱心服
務及任勞任怨的精神，率領
機械加工團隊完成各項研製
任務。另除機械加工外，並
積極承接技轉院部組裝工
作，緩解院內工作負荷，各
單位均有目共睹。
年少時從基層技術員做
起，到中壯年擔任領班，以
品德及技術帶領團隊，待人
處事以德服人。雖然擔任幹
部，但仍親自投入加工及組
裝，親力親為及身先士卒的
態度令人敬佩。此外，亦曾
任職該中心設施供應組，藉
由二十餘年現場機械生產加
工之實務經驗，輔導民間廠
商製作軍品之技術，除貫徹
落實購案履約督導工作，確
保符合契約要求及兼顧製作品質外，亦使
國內機械加工廠可投入全民國防並成為國
防武器零組件生產之協力廠，確保機械零
組件供應無虞。
陳領班盡忠職守，於兵工廠及本院一輩
子職業生涯中，熱心服務及認真負責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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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記者楊
雅真／報導】
本院系統製
造中心為協助
新進同仁適應
職場環境，提
升工作穩定
度，日前假光武院區行
政大樓二樓簡報室辦理
「迎新咖啡座談」，由
該中心公關潘主任主
持，計有三十位新進同
仁參加。院部公關室顏
主任特別蒞臨說明員協
中心各項專案及幸福職
場理念。
活動以「拉近你和
我」互動小遊戲暖身，
讓與會同仁體會團隊合
作之趣味性，活絡團隊
氣氛，進而展開通往自
我肯定之探索旅程。
自我肯定活動第一階

在圖上畫出一個大圓圈代表
自已未來的生涯模樣，回顧
整理過去與現在的生活狀
態，想像未來生活的樣貌。
繪畫不只是繪畫，它是個
溫柔的管道，直覺產生的自
由繪畫歷程，會發現更有勇
氣與愛去面對問題。工作之
餘不妨當個畫家動動您的畫
筆，來場「潛意識溝通繪
畫」，運用自我雙手跟潛意
識溝通，呼喚內在的小宇
宙。當在畫畫時會把自已的
心理問題、困惑和需要投射
到圖畫中，可以更認識自已
的人格特徵及心理狀況。

航空所舉辦心輔講座

【特約記者陳永祥／報導】
航空研究所為協助同仁學
習調整自己的情緒及自我療
癒的方法，日前邀請新竹生
命線鄭家揚諮商心理師分享
「療癒工作坊：後疫情的潛
意識溝通繪畫」，以音頻療
癒科學輔以繪畫治療，覺察
潛意識的身心狀況，爬梳自
身情緒及強壯心靈肌力。
活動從學員繪製個人名牌
與自我介紹展開，再搭配二
首流行音樂療癒人心及十分
鐘正念冥想，深入內心放鬆
引導。接著，讓學員利用粉
筆彩繪「生涯展望圖」，先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
導】
「天上最美的是星星，
人間最美的是母親。」為
表達及傳遞對母親無限的
敬愛與祝福，物籌處爰例
歡慶一年一度母親節，特
別致贈每位同仁象徵母愛
溫暖的康乃馨花束及美味
布丁蛋糕。由各組組長代
表李處長逐一送至每位同
仁手中，同時轉達李處長
對每位同仁母親的祝福，
以及為人母的同仁（眷
屬），身體健康，幸福快
樂。
李處長也期勉同仁要飲水思
源，克盡孝道，由衷感恩母親一
輩子盡心盡力為家庭與子女犧牲
奉獻，默默付出，使子女們可以
成長茁壯，為本院研發工作貢獻
所學。籲請同仁盡孝務必及時，
讓母親天天開心過日子，並以子
女們的成就為榮。

能。
想不想在微微泛黃的逸光半月
刊裡翻翻本院過往的重大活動、
重要政令、要聞、社論或專題報
告；找找學術性專論、管理新
知、品質管理與專業研究心得；
尋尋散文、新詩、畫作及各式小
品文與旅遊雜記；覓覓以前單位
裡的老長官、老同事、老朋友的
身影與文章，圖書館竭誠歡迎您
一同走進這部歷史時光機，重新
認識此園地。

鄭諮商心理師（前排中）與參加講座同仁合影。
（陳永祥／提供）

因應資安威脅 強化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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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籌處歡度母親節

歡迎您來認識它

段運用玻璃珠將「自我
肯定」具象化，檢視自
我肯定程度；第二階段
邀請同仁書寫自我肯定
句，自我激勵；第三階
段藉由心理牌卡做為團
體互動媒介，鼓勵同仁
經驗分享，藉以達探索
自我價值、適當表達自
我、建立職場自我肯定
之目標。
最後，該中心公關潘
主任以「培養職場軟實
力，活出自我肯定力」
勉勵同仁，期許新進同
仁面對困難時秉持正向
信念，以真誠且合宜的
方式，表達自己的感受
與需求，同時學會傾
聽、尊重他人想法，透
過人與人間的互動交
流，營造友善且溫暖之
工作氛圍。
思想、鼓舞同仁士
氣，均甚有助益，是
同仁喜愛的園地。自
圖書館舉辦逸光半月刊回顧展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創 刊
迄今（一一 ○
年五
【特約記者鄧名禮／報導】
月），已發行第八三八期，一開
企劃處圖書館日前接獲公關室 始以紙本印製，後為響應政府節
轉 贈 逸 光 半 月 刊 紙 本 合 訂 本 一 能減碳環保政策，採電子報方式
套，囊括年份自民國七十五年創 於院網首頁設置「逸光電子報」
刊號至一 ○
二年，目前陳展於二 連結發刊，並主動傳送各單位參
樓期刊閱覽室，歡迎全院同仁瀏 閱；另於本院外網「產業科技服
覽閱讀。院刊取名為「逸光」， 務網」連結出刊，供院友們點閱
具有宏揚國父光輝德業的深遠意 瀏覽。
義，前兼院長郝柏村上將肯定院
本院工作單位遍佈各地，這份
刊的創辦，特別親題刊名鼓勵與 院刊園地適時發揮宣導本院政令
期勉。
與作為，傳遞積極、革新、突破
「逸光半月刊」自創刊以來， 的訊息，提升科技研究發展的風
每半個月出刊一期，對強化政策 氣，研發經驗的分享與交流，積
宣導、培養人文氣質、堅定忠貞 極表揚有特殊貢獻的同仁，讓大
家能見賢思齊，相
互勉勵，促進整體
團結和諧，凝聚全
院同仁向心力，以
蔚成更蓬勃的研發
風氣，共同為研發
任務而齊心努力。
猶記尚無智慧型
手機的年代，喜歡
在中午吃飯盒的時
候配上一份逸光報
當小菜，於繁忙工
作餘暇順便瀏覽近
半個月的院內消
息，更在此園地看
到本院人才濟濟、
臥虎藏龍，以及同
仁們的各項專業技

性並降低研發風險：一、瞭解研發過
程所牽涉之事物，彼此間皆有關聯或
因果關係，並分析其發展脈絡。二、
培養抽象思考與概念化之能力。三、
以第一原理思考事情本質。四、深信
研發不管是成功或失敗，都是最好的
安排，是重新再出發的契機。唯有具
備此些基本素養，方能因應全球快速
演化的技術發展脈絡，高效率開發核
心關鍵技術，除了驅動不連續性軍事
技術典範轉移，並可刺激民間技術發
展與提升經濟實力。
最後，劉董事表示，研發總是有些
窒礙難以克服之不確定性，過程中發
生之失敗是累積研發成功的要素，面
臨失敗就須思考新方法去突破，就如
同力學的奇異點 (Singularity)
，曲
線中一個不連續斷點，科技創新就是
突破斷點的不連續，蘇教授所提不確
定性的管控及如何轉移研發成果，均
值得本院及相關單位學習。

本院假圖書館舉辦一級主管資通安全教育訓練

我國目前已到貨之 AstraZeneca
（ AZ
）疫苗，已獲得 WHO
、英國、歐盟
等先進國家核准緊急使用，且有科學實
驗數據，證實其安全性及有效性，亦於
具公信力之醫學期刊公開研究成果，接
種益處遠大於風險。析言之，疫苗接種
是最具效益之傳染病預防介入措施，亦
是我國針對新冠肺炎防治，以及保護國
人健康至為迫切，且必要防治策略之
一，可謂利己利人。
如同蔡總統針對疫情，對行政團隊的
指示，「務必」以最嚴謹的態度，因應
這波疫情挑戰，確保防疫物資和醫療系
統持續充足。對於疫情相關的錯假訊
息，也要以最快速度澄清，避免國人因
錯假訊息而恐慌，都是官兵必須建立的
共識。唯有軍民同心，持續落實防疫工
作，大家共同守護社區防線，方能安度
危機。（摘轉自青年日報一一 ○
年五月
十三日第十版社論）

【特約記者簡宏曆／報導】 在聯合國於二 ○
一九年九月
本院日前假圖書館學術討 採用「資通安全共通法規框
論室舉辦「一級主管資通安 架」後，揭櫫了支持此框架
全教育訓練」，由羅副院長 的相關國際標準，包括 IT
安
主持，特別邀請環奧國際驗 全的
系列標準以
ISO
27000
證公司梁日誠總經理為本院 及 OT
安全的 IEC 62443
系列
講授「資通安全發展趨勢與 標準。並介紹落實 IT
安全管
國際標準」，執行長、資安 理、隱私管理與 OT
安全管理
長及本院一級單位正、副主 有關的法規、國際標準與新
管出席參加。
興科技應用，以及未落實資
羅副院長致詞時表示，隨 通 安 全 可 能 造 成 的 資 安 風
著資通訊技術和互聯網的快 險。最後針對我國在國防產
速發展，資訊安全成為至關 業供應鏈資安發展的議題，
重要的議題，本院為因應日 進行分享與探討，讓與會主
趨嚴峻的資安威脅，強化各 管獲益良多。
級主管資安意識，邀請環奧
國際驗證公司梁總經理分享
他在資安管理推行的實務經
驗，並闡述資通安全所面臨
新的挑戰與發展契機。其中
有關資訊科技
(Information
、營
Technology , IT)
運科技 (Operational
Technology , OT)、供應
商安全等議題，均與本院所
面臨的資安管理議題息息相
關，可做為院內規劃保護重
要資訊與網路安全管理做法
的寶貴借鏡。
羅副院長主持一級主管資通
梁總經理首先提到國際間 安全教育訓練。
備受重視的資通安全議題，
（邱清霞／攝影）
病及探
視。住
院病人
之陪病
者及長照機構住民陪伴者仍為一名，請
大家共同遵守。
為盡速建立社區群體免疫力，降低疫
情傳播機會，疫情指揮中心已於五月十
日起，開放疫苗接種實施計畫第七類對
象（軍人、軍事機關及國安單位文職人
員），以及第八類對象（六十五歲以上
長者）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另考量醫療
照護工作人員，為新冠肺炎高感染風險
族群，且國內先前有院內感染疫情發
生，也鼓勵國軍官兵及民眾，應盡速至
全國提供新冠肺炎疫苗接種服務之合約
醫療院所，或衛生所預約接種，及早獲
得保護力。特別是國軍官兵及醫療照護
同仁，提高疫苗接種率，有利維持國家
安全正常運作、維護國內醫療量能。

新冠肺炎威脅升高 全民守護社區防線
並採「實聯制」、體溫量測、消毒、人
流管制、總量管制、動線規劃等措施，
否則應暫緩辦理。此外，原則上停辦室
外五 ○○
人以上、室內一 ○○
人以上之
集會活動，但若能採固定座位且為梅花
座、實聯制、全程佩戴口罩、禁止飲
食，得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
關核准後實施。
面對此一疫情較為緊張的時刻，全體
官兵及社會大眾應有所警惕，確實做好
各種預防措施，才能將染疫風險降到最
低。除前述相關限制措施外，指揮中心
亦同步調整醫療院所及長照機構門禁，
與人員管制措施，由北北桃地區所轄醫
院與長照機構，擴大至全國，即日起至
六月八日止，除例外情形，停止開放探

（鄧名禮／提供）

系製中心新進同仁參與自我肯定活動。
（楊雅真／提供）
【特約記者趙瑞媛／報
導】
本院日前邀請陽明交
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蘇信寧教授蒞院專題講
演，假圖書館學術討論
室主講「如何管理軍事
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
軍事技術的不連續性
─
典範轉移」，董事會劉
復龍董事與院長親自接
待。院長表示，軍事技
術的創新通常在民間產
業技術發展前，困難度
與不確定性都很大，有
幸邀請蘇教授講演，相
信能帶給我們重要啟
發。
冷副院長指出，研發
最困難就是「不確定性
與不連續」，有效掌控
研發過程的不確定性即
是關鍵，也是專案執行
的技術風險。本院設置
的基礎就是研發，累積
相當之科技研發成果，
如何管理這些成果，有
效轉移相關智財運用，
是我們轉型法人後，近
期重新檢討的重點。
蘇教授說明軍事技術
在全球快速發展的環境
下有著極高的不確定性，而軍事技術
開發者在面對複雜的環境下，應該具
備以下四種核心素養，以管理不確定

陳執行長指導同仁實作體驗人際關係肢體動作。
（杜中偉／提供）

業態度實為難能可貴，且同時具備機械、
品保、購案輔導等多項專業於一身。兼任
工安觀察員期間，秉持「沒有安全，就沒
有一切」的觀念，協助發掘職業安全衛生
相關問題，關注同仁工作環境及安全等議
題。
陳領班平時亦常利用休假及公餘時間，
積極參與社會團體服務活動，熱心公益、
敦親睦鄰、凝聚地方及同仁向心力，為人
和藹親切，家庭生活和睦。退休前夕榮膺
新北市模範勞工可謂實至名歸，足為同仁
之表率。

系製中心陳金富領班獲新北市侯友宜市長
頒獎表揚。
（新北市政府／提供）
陳執行長提供個人
寶貴經驗及示範人際
關係的肢體動作，邀
請與會同仁實作體
驗，經由肢體動作的
解說及姿態的調整，讓大家理解
如何適切地展現合宜禮儀，不失
尊嚴又能充分表露雍容大度的風
采。
陳執行長最後以「上天對你
好，不是一直給你好運，是一直
給你機會！抓住機會，站上浪
潮，你所累積的每一個細節，都
會在那時發熱發光，創造自己的
一點點不同，使你得體而光采，
具備面對人生局面的超能力」與
大家共同勉勵。

學習社交禮儀 發現新的自己
加，座無虛席。
陳執行長曾任國際禮儀講師，
應各大企業、團體邀請講授商業
社交禮儀，目前亦擔任新竹市體
育會羽球委員會公關組組長，具
備豐富的商業禮儀授課經驗及社
交專長。她強調不要被與生俱來
的外表所限制，若能展現出自己
自信的風範、穿著得體的服裝與
建立獨特的品牌，一樣可以將個
人外在的力量發揮出來，形塑專
業與優雅的形象。

本院假圖書館學術討論室舉辦商業社交禮儀訓練
【特約記者杜中偉／報導】
鑑於本院各項業務及工作與
產、官、學、研、商等各界交流
互動日漸頻繁，在接待貴賓、裝
備展示、工作簡報及業務協調上
的應對禮儀須與時俱進，企劃處
日前假圖書館學術討論室舉辦
「商業社交禮儀」訓練，特別邀
請偉雋公關設計有限公司執行長
陳姿吟小姐主講「讓我們發現新
的自己」，由企劃處葉處長代表
院長接待，各單位同仁百餘人參

月

圖書館舉辦逸光半月刊回顧展。

系製中心迎新咖啡座談

國際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嚴峻，目前全
球確診病例近一億六 ○○○
萬，死亡病
例超過三三 ○
萬。國內五月十二日單日
新增十六例本土病例，部分感染源仍待
釐清。為防範發生持續社區傳播，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經宣布，提升疫情
警戒至第二級，國軍官兵及民眾應配合
有關外出、集會活動、營業場域、大眾
運輸等相關限制措施，降低疫情擴大風
險。
第二級疫情警戒相關限制措施，包含
避免出入人多擁擠場所。若在高感染傳
播風險場域，應依規定全程佩戴口罩，
未遵守規定且勸導不聽者將嚴格開罰。
所有集會活動，需落實參加人員維持社
交距離，或全程佩戴口罩／使用隔板，

總統、行政院院長、邱銘漢組長（後排左五）及全國模範勞工得獎人
合影。
（總統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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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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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三八期

模範勞工致詞代表。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邱組長為國立臺灣大學應用力
學研究所博士，任職於本院化學
所逾二十二載，專長於應用力學
與爆炸技術，獲得中華民國火藥
學會頒發優秀工程師獎項。於院
長張忠誠先生領導之下，參與多
項國防專案與大型演訓，此外，
透過化學所余所長專業指導，與
【化學所蔡林鈐／特稿】
團隊兢兢業業克服技術難關，深耕專業技
本院化學研究所硬品系統組邱銘漢組長 術能量，百戰汗馬於國防自主，完成長官
參加行政院勞動部一一 ○
年全國模範勞工 交付之任務，任職期間與團隊榮獲多項院
選拔活動，歷經選拔委員會嚴謹的評審程 級獎勵，績效卓著。
序脫穎而出，榮膺全國模範勞工殊榮。勞
在國防專業知識方面，配合國家政策，
動 部 日 前 假 台 北 晶 華 酒 店 舉 辦 「 一 一 ○完成關鍵技術開發，使國造高教機之零組
年度五一勞動節暨全國模範勞工表揚活 件可在國內進行防爆測試，避免受國外
動」，由行政院蘇貞昌院長頒獎表揚，並
疫情影響而順利首飛。在軍民通
COVID-19
於次日獲蔡總統召見表揚，受邀擔任全國 用技術方面，因應多項大型賽事 如
( 世界
大學運動會等 舉
) 行，本院與反恐單
位共同開發危害降階擊解裝置，深獲
好評，並取得多國專利；另與跨領域
研發團隊服務國內業界，獲臺灣化學
產業協會（ TCIA
）「二 ○
二 ○
年化學
產業菁英獎」卓越研發獎之殊榮。
邱組長利用自身火藥專長與職業安
全結合，身兼職業安全衛生委員外，
也取得國際彈藥技術協會炸藥安全證
照、火藥爆破作業人員特殊安全衛生
證書、甲種勞工安全證書等，協助國
內產業、學術相關單位爆破技術諮
詢，提升火炸藥與一般作業安全。公
餘更踴躍捐血，熱心公益服務，擔任
新北市樹林國小家長委員等社會服
務。其對專業的追求及社會
關懷卓越斐然，足堪表率。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我們的願景
電 話：三 五 一 一 六 七

化學所邱銘漢組長獲總統召見表揚。
（總統府／提供）

半

發行人：顏

保密警語
蘇教授、董事會劉董事、院長及本院重要
幹部於圖書館貴賓室會晤。
（邱清霞／攝影）

系製中心陳金富領班榮膺一一○年新北市模範勞工

化學所硬品組邱銘漢組長榮膺全國模範勞工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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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通大學蘇信寧教授日前應邀授蒞院專題講演

以品德及技術帶領機械加工團隊

致力國防自主

本院精神

深耕專業技術

如何管理軍事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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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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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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