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林瓊華／報
導】
本院電子系統研究所
引信組謝光明副組長來
院服務已逾三十五年，
工作兢兢業業，敬業樂
群，代表本院參加甄選
並脫穎而出榮膺桃園市
一一 ○
年度模範勞工殊
榮，日前獲桃園市鄭文
燦市長頒獎表揚。
謝副組長在院服務各
專案任務，均全力以赴
不改其志，執行研發量
產及委修任務，如質如
量解繳武器裝備，提升
國軍裝備妥善率，績效
優異。謝副組長運用所
學專長突破關鍵性技
術，曾獲國內外專利二
項，實現專業理論與技
術實務相結合。為提升
武器性能，謝副組長協
同團隊長期鑽研，所研
製產品皆通過軍種測評
驗證，奠定後續量產基
石，深獲本院長官與軍
種之肯定，為科研案建
案打下穩健根基，滿足
建軍需求，實現國防自主。
除在專業領域不遺餘力精進外，謝
副組長藉由不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活
動，分享自身專業知識與工作經驗，
為落實技術傳承人才交替盡心力，期
望任務執行更為順遂。謝副組長秉性
篤實足為倚重，積極參與勞工事務，
遇有以勞工代表身份協處勞資事項
時，均能審酌有度，照顧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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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退新制自提

的好處
用勞退新制的勞工朋
友，可個人自願提繳退
休金，提前建立儲蓄習
慣，除享有自提金額不
計入提繳年度薪資所得
課稅的稅賦優惠，每年
還可以分配投資運用收
益，請領退休金時可享
有不低於依二年定期存
款利率所計算的保證收
益，可讓老年生活更安
心。
適用勞退新制的勞工
朋友，目前雇主雖已按
月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
的退休金，儲存於勞
6%
保局設立的勞工退休金
個人專戶，為了加強退
休保障，勞工朋友也可

6%

動關懷（訪視、陪伴與協
助）獨居弱勢長輩，視長
者猶親達十五年以上。
廖先生出身技術員，多
年來為實作技能研究扎根
奉獻心力。他默默耕耘，
善盡本分，並積極充實本
職學能，為本院技術能量
發展盡心盡力。更難能可
貴的是，行有餘力時，積
極參與社會公益，幫助弱
勢，慷慨解囊。廖先生的
善行義舉為我們傳遞了一
種善良、正向而積極的力
量，堪為基層勞工奮鬥的
典範。此次獲選模範勞工
殊榮，實至名歸，足為同
仁表率。

本院高性能吸震緩衝防護墊協助國家選手備戰東京奧運
【特約記者林敬傑／報導】
為配合國家推動精準運動科學，協助國
家運動訓練中心提升選手訓練環境品質，
本院特別捐贈四十組「高性能吸震緩衝防
護墊」予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作為國家舉

重培訓隊訓練使用，協助選手在二 ○
二一
年東京奧運舉重項目爭取佳績，為國家爭
取最高榮譽。
本院於一 ○
五至一 ○
八年間，藉由執行
經濟部維新傳統產業創新加值發展計畫，
與臺北市立大學共同合作，以高分子複合
材料製程技術，完成高性能吸震緩衝防護
墊（舉重墊）之開發，經國訓中心實地測
試，有效解決舉重選手因訓練時，槓鈴產
生的噪音及彈跳，長期對選手造成耳膜及
肢體傷害，有效提升優質訓練環境，讓舉
重國手更能全心備戰奧運爭取佳績。
本院高性能吸震緩衝防護墊除可用於舉
重訓練外，也可將防護材料及特殊製程，
運用於傳統護具產業、運動產業，藉以開
發出更「高值化」的功能性鞋墊、重機防
護衣、棒球及冰上曲棍球護胸與手套、運
動器材減震墊等利基商品，有助提升業界
競爭力與品牌形象。
滿足國軍建軍備戰需要與武器系統的量
產、研製及維持為本院主要的核心任務，
而將國防科技研發成果，運用於民生科
技，促進產業升級，對國家經濟成長做出
貢獻，亦是本院責無旁貸的另一項要務。

於每月工資 6%
範圍
內自願提繳退休
金，並透過雇主向
勞保局申報及繳納自提
金額。
勞工可依本身財務狀
況，於每月工資 6%
範圍
內彈性提繳，提繳率一
年內最多可調整二次，
如個人財務吃緊時，可
隨時透過雇主向勞保局
申報停止自願提繳退休
金。
同仁可以進一步依勞
動部「勞工個人退休金
試算表（勞退新制）」
網頁試算舉例說明，假
設勞工每月薪資為四二
元、每年薪資成
○○○
長率 1%
、退休金投資報
酬率 3%
、工作三十五年
後請領退休金，如僅有

雇主提繳 6%
，屆時可累
積退休金及收益約為
二一九萬餘元；如同
時有雇主及個人提繳 6
％，可累積退休金及收
益為四三八萬餘元，較
僅有雇主提繳增加一倍
的保障。
勞工參加自願提繳退
休金好處多，相較僅有
雇主提繳的勞工可多些
保障，讓自己老年生活
更加安心，而雇主、自
營作業者、受委任工作
者，依法亦可於每月工
資或執行業務所得 6%
範
圍內自願提繳，且同樣
享有保證收益及稅賦優
惠等好處，亦可藉由自
願提繳來提升老年經濟
保障。（作者為地政
士）

航空所齊所長主持幸福職場迎新
咖啡座談。 （林彩鳳／提供）

【特約記者林彩鳳／報導】
航空所五月初辦理新進同仁幸
福職場迎新咖啡座談，由齊所長
及公關陳主任共同主持，計四十
餘位同仁參加。
齊所長首先熱忱歡迎同仁加入航空科技
研發行列，以「航空所營運規劃及發展策
略」開場，介紹該所核心事業的主軸產
品，並簡述航空所前輩們傳承尖端技術的
歷史及未來發展趨勢，著眼於為同仁打造
優良組織文化，期勉大家共同持續學習成
長，鼓勵創新 意( 想)法，進而瞭解國家處
境與培養國際觀。
會中除安排營安、資安管理、文書處
理、營業秘密作為、圖書館資源利用等須
知宣導外，另公關主任也和大家職場生活
幸福分享。

的認知作戰，抑或別有政
治野心與企圖者所為，則
那些過度自信及瀏覽傳播
者，反而可能成為散播假
訊息，或對我遂行認知作
戰的幫兇。
訊息爆炸時代，不同領
域與媒體播送資訊龐雜。
每個人都有固定接收資訊
的管道，對於固定性資
訊，一般人大多只會掃描
標題帶過，若覺得題目有
趣，才會點選進入瀏覽。
在此趨勢下，標題不再是
負責任的理性描述，為衝
高點閱率，現今媒體不再
時興以精準字句點出新聞
與資訊重點；為了吸引閱
聽大眾注意，在標題製作
時，往往預留伏筆，或故
示疑惑與誇大結果，閱聽
大眾點選瀏覽後，才恍然
驚覺「又再次受騙了」。
此分析結果，是以客觀讀
者角度，解讀現今新聞與
資訊現象；專家進一步指
出，若從傳播理論模式來
看，造成此現象的根本原
因，乃因半真半假的假新
聞，較易製造出風波。
防疫期間，假訊息傳
遞非常多，五月十五至
三十一日期間，內政部
統計假訊息查報案件有
一九七件，警政署亦移送
四十七件七十六人，可見
假訊息的傳播，已隨著疫
情變化而擴散。值此中共
刻意傳播假訊息，對我升
高認知作戰或混合戰之
際，政府除成立訊息查證
中心，及時查證及反駁，
也制定相關法律，約制刻
意散播假訊息者；閱聽眾
亦應提高自我警覺，避免
受騙上當。
綜言之，除了查證與反
擊外，對假訊息的免疫能
力，亦非常重要，其與個
人知識及學歷無關，只要
能夠理性判斷，不讓情緒
受到牽動，自然可有效排
除假訊息的干擾。（摘轉
自青年日報一一 ○
年六月
七日第十版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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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推廣雅俗共賞之插花藝
術為目的，由一群對插
花及花卉藝術有興趣之
同仁、退休同仁與眷屬
所組成，早期活動地點
設於石園餐廳，中正堂落成啟用後，即
移至中正堂專屬教室。雖然因應疫情，
目前社團活動暫停，仍歡迎同
仁於疫情過後踴躍加入花藝創
作行列。
該社指導老師黃美雪教授為
本院退休同仁，鑽研花藝領域
超過四十年，指導之插花社課
程，係以「中華花藝」的四大
類型及六個基本花型為主，藉
由循序漸近的方式，
細心耐心指導學員探
索花卉知識，完成每
次課程的挑戰。另搭
配母親節、聖誕節及
春節等節慶，亦會設
計應景花藝作品，讓
學員練習並發揮創
意。
黃老師表示，插花
不但可以怡情養性，
更可紓解工作壓力，
培養良好的休閒興
趣，同時亦期許學員
切莫半途而廢，讓各
式各樣花材所精心打
造而成的作品，為生
活帶來多采多姿的樂
趣。

月退休金 （未滿六十
歲僅能一次領回退休
金），而領回的金額為
退休金個人專戶累積的
本金及收益，即（提繳
工資 X 6% X 12
個月 提X
繳年資）＋投資累積收
益。
勞工退休金條例（勞
退新制）於九十四年七
月一日施行，有關勞工
退休金之收支、保管、
滯納金之加徵及罰鍰處
分等業務，由中央主管
機關委任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以下簡稱勞保
局）辦理。
為使勞工老年經濟安
全多一層保障，提醒適

戮力消弭危安事件於無
形，深獲當時工安業管
單位主管及同仁讚賞，
素有績優工安官美譽。
一 ○
四年至一 ○
七年擔
任所級勞工代表，多次提
案積極為基層勞工爭取合
理權益，促進該所勞資關
係和諧。一 ○
七年迄今擔
任小組長，主動關心所屬
同仁，協助排解工作壓力
與困難，以鼓勵替代責
難，努力營造職場友善環
境，有效建構團隊向心
力，廣受同仁好評。閒暇
之餘，廖先生更偕同家人
與親友一起參加社區服
務，並長期擔任志工，主

【特約記者劉宗宜／報導】
本院插花社成立於民國六十五年，以

敢懈怠，終以優異成績獲
頒博士學位。
廖先生於本院服務迄今
逾三十一年，期間曾參與
過我國多型戰機研發計
畫，戮力研究發展專業技
術，為本院首創提出線束
量產型工法設計，提供做
為本院重要武器系統等相
關應用，解決傳統電力佈
線耗時費工的不便。
廖先生為人善良熱忱，
樂於助人。九十九年至一
三年擔任組內工安官，
○
參與該所職業安全衛生
委員會事務，主動協助
處理所內及組內各項工
安、環保、消防等業務，

插花社作品。
（葉惠美／提供）

創意巧設計 怡情又養性

插花社

【特約記者張蕙雯／報
導】
因疫情升溫致肯納有機
農園暫時無法進入院區銷
資通所／陳德富
◎
售有機蔬菜，此期間持續
什麼是勞工退休金？
有同仁詢問，欲購買該農 勞 工 退 休 金 （ 簡 稱 勞
園蔬菜，經與肯納研商， 退），是勞工依據「勞
使 用 避 免 人 與 人 接 觸 之 動基準法」（簡稱勞基
「得來速」方式，前往肯 法）規定雇主需保障勞
納有機農園採購鮮蔬。
工退休時可獲得一筆退
同仁可逕至肯納有機農 休金，勞退它分為舊制
園使用防疫得來速方式購 及新制兩種，兩者是以
買生鮮蔬菜，統一規格一 勞退新制九十四年七月
袋內含三種蔬菜 隨(機 ，
) 一日施行日為分野，勞
每袋一點三公斤，售價新 退新制它是「個人退休
臺幣一 ○○
元，購買相關 金專戶」為主的制度，
資訊及流程操作如附圖。 雇主為勞工按月提繳不
另可搜尋並加入肯納 Line低於其每月工資 6%
的勞
社群「用心傳遞愛，有機 工退休金，而勞工個人
更健康」。
可自願另提繳退休金。
如 有 其 他 問 題 請 逕 給付方式為勞工年滿
洽 公 共 關 係 室 張 蕙 六十歲即得請領一次或
雯 管 理 師 （ 電 話 ：
三五一二四九）。

作表現優異，民國八十四
年奉准國內（插班）大學
公費進修。後因航發中心
改制，轉入航空所。為因
應職場轉型，提升個人
研發設計能量，於民國
九十一年在職進修取得碩
士學位，並於九十九年通
過本院技術員轉任科聘考
試（全院只錄取二位），
同年考取博士班（榜
首）。廖先生深信天道酬
勤，求學期間孜孜奮勉不

本院研發測試裝備減噪工程如期如質竣工，有效改善鄰里生活
品質。
（張瓊芬／提供）

推動精準運動科學 國防科技技轉民生

【特約記者張瓊芬／報
導】
為確保本院研發任務遂
行並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本院研發測試裝備減噪工
程日前竣工，院長率冷副
院長、羅副院長、飛彈所
郭所長及工程處黃處長前
往視察，除聽取工程簡報
及測試說明，並親至三坑
村現地測試減噪成果，獲
在地鄉親一致肯定。
此外，本院並邀請三坑
里徐美惠里長及鄉親蒞
院，實地瞭解本院研發測
試裝備減噪工程竣工後改
善情形，由羅副院長接
待，飛彈所郭所長及工程
處黃處長亦陪同與會，並
安排減噪工程簡報、試驗
測試說明及現勘解說。隨
後，透過實際試驗測試，
同時於三坑里及大溪區瑞
源里實施監測，有效改善
鄉親生活品質，深獲三坑
里徐里長及在地鄉親肯
定，感謝本院投入心力規
劃設備減噪工程，並在短
時間內完成減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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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願景
社 址：龍潭郵政90008附13信箱

肯納有機農園購買相關資訊及流程圖。
（張蕙雯／提供）

電子所謝光明先生獲桃園市鄭文燦市
長頒獎表揚。
（林瓊華／提供）
工作閒暇之餘，謝副組長熱心公益，
多次擔任社區主任委員，積極推動社
區公共事務，以凝聚社區住戶情感，
同時結合政府及民間力量，長期關懷
與照顧弱勢族群，服務桑梓。
謝副組長伉儷情深，家庭和樂，子
女自幼耳濡目染父親言行，均以繼承
父志為努力的方向。女兒以交大科管
所碩士之學資，投身系發中心工作行
列，專務科技管理人事職能等事項。
兒子完成研發替代役期後，留任電子
所服務，有感於科技日新月異，刻正
攻讀國立臺灣大學光電工程學研究所
博士班，自我期許接續能為本院研發
及生產工作發揮所學。一雙兒女能有
所本，貢獻己力於國防事業，是謝副
組長為人父的驕傲，更是資深員工為
本院化育英才的典範。
謝副組長為人處事嚴以律己、寬以
待人，工作認真負責使命必達，敦親
睦鄰謙和自持，是不可多得的全方位
人才表率，能榮膺桃園市模範勞工之
殊榮，可謂實至名歸，長官和同仁們
均感與有榮焉。

奮勉向學 積極任事 學以致用

肯納有機蔬菜防疫得來速

航空所廖武 榮 先 生 榮 膺 一 一 ○
年臺中市模範勞工

瑩

【特約記者廖慶文／報
導】
本院航空研究所飛控與
次系統組廖武榮先生榮膺
一一 ○
年臺中市模範勞工
殊榮，獲臺中市盧秀燕市
長頒獎表揚。消息傳來，
該所同仁無不感到與有榮
焉。
廖先生早年畢業於建國
工專機械科，民國七十九
年進入航發中心介壽一廠
擔任銑床班技術員，因工

刊
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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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航空所幸福職場迎新座談

據相關單位
統計，自五月
中旬新冠肺炎
疫情在國內大
量爆發後，許
多網路或社群
媒體，開始出
現目的不一的
假訊息，主要
內容多是攻訐
政府疫情防治
及疫苗政策。
分析其出現方
式，皆從社群
媒體開始，廣
泛流傳後，成
為政論節目或
民意代表的話
題，甚至造致
若干負面效
應，令人擔
憂。
為追求聳人
聽聞與製造話
題，一直以
來，許多政治
人物及名嘴，
常運用三寸不
爛之舌，將己
身期待與深信
之內容，加以
引申及誇大，
圖藉以激化民
間反應，創造
聲量；當愈來
愈多人關注其
聲量，這些人
可能還會認為，自己所言
已然成為普世價值及真
理，進而變本加厲。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最新研究報導，高
達百分之七十五美國民
眾，認為自己有很高的能
力，足以判斷資訊真假。
但這些高估自己對假訊息
辨識能力者，其實反而愈
容易上當。他們有可能在
「只要符合自身政治傾
向」前提下，瀏覽及深信
假訊息內容，並與他人分
享假訊息網站資訊。如類
似假訊息僅是一般商業廣
告或演藝界八卦，或許禍
害不大，但若是來自敵國

反覆查證理性判斷 打擊假訊息

電子所謝光明先生榮膺桃園市一一○年度模範勞工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一日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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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所廖武榮先生獲臺中市政府表
揚。
（廖武榮／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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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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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金
編輯／邱
設計／曾

半

發行人：顏

保密警語

使命必達 敬業樂群 熱心關懷

本院精神

確保研發任務遂行 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本院研發測試裝備減噪工程獲鄉親肯定
院長親自視察研發測試裝備減噪工程，肯定施工單
位辛勞。
（張瓊芬／提供）

本院捐贈高性能吸震緩衝防護墊（槓鈴下方粉色墊）
提供舉重選手訓練。
（國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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