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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走完乙趟需耗時30分鐘，近期縣政

府已開放在坑道內划船及喝下午茶活

動。

　隨後來到大漢據點，它是於民國64年

開鑿之海防據點，扼控梅石澳及莒光水

道，且全部工事都掩藏於花崗岩及礁岩

內，據點內有一條主坑道150公尺及四

條支坑道80公尺，上下共分為三層，上

層為連部，第二層為生活區，最下層設

有4個90高砲陣地、簡報室、中山室、

庫房、儲藏室等設施。

　到了仁愛鐵堡，這裡原是一座突出於

海上的獨立岩礁，也是國軍兩棲蛙人部

隊的重要據點，馬祖當年唯一有軍階的

一隻狼犬就駐防於此。堡體為為花崗岩

礁所形成，傲然聳立於狂濤巨浪中，要

進入鐵堡必須從山丘上沿著石階步道拾

級而下，據點內幾乎是整個掏空的地下

石室與坑道，並設有不少砲座，還有昔

日官兵駐防於此所使用的石床及洗手

間，簡直就是一座完整的地下化戰備工

事，大夥兒走一趟真是嘆為觀止。

　另外，新開放之景點標高28.8公尺媽

祖巨神像，外觀比照湄州媽祖廟形式，

神像手執提燈方式，象徵媽祖海上導引

漁民方向，

立於港邊的

巨神像，已

然成為馬祖

的新地標。

　冬暖夏涼

的 八 八 坑

道，是為紀

念蔣公88歲

誕 辰 而 建

造 ， 全 長

200公尺，

原為戰車坑

道，因終年

維持著攝氏

18度C，馬祖酒廠接收後將它搖身一變

為窖藏老酒與高粱酒的寶庫，一進入坑

道，一股撲鼻的酒香就足以令人暈醉，

坑道主要存放高粱及老酒，尤其存放的

陳年老酒均超過15年以上。

　另外，筆者也特別情商馬防部開放雲

台山軍情館供我們參觀，軍方也特別派

員解說當面地形地物，由於天候良好，

肉眼就可看到閩江口週邊大陸的景色；

另外也參觀了防區最大的240砲，射程

遠及大陸內陸地區，這也是此行最大的

收獲。

　次日晨喚後，搭乘馬祖之星號快艇前

往1個小時航程之東莒島，登島後先至

遊客中心觀賞多媒體簡報，隨後參觀47

哨觀景台、福正聚落、東莒百餘年燈

塔（二級古蹟）、大埔石刻（三級古

蹟）、神秘小海灣、東陽環山步道等。

其中東莒燈塔建於1871年間，是台灣第

一座全部以花崗石材建築，燈塔總高為

19.5公尺，燈塔內之石油登每秒可閃白

光三次，光力約二萬九千燭光，光程遠

達16.7浬，每天夜裡固定閃爍著一長二

短的燈號。燈塔主體建築附近還有幾棟

西式房舍及一座長長白色的防風牆，主

因是東莒燈塔位處高地，風勢強勁，為

免守燈人手上的煤油燈被風吹熄而建，

當地居民稱此地為「白毛城」。

（下期待續）

◎督察安全室／蘇登貴

　馬祖，一個昔日被大家稱為「戰地」

的地方，隨著戰事遠去，塵埃落盡。素

有「海上桃花源」之稱的馬祖列島，行

政區域隸屬於福建省連江縣，觀光及人

文資源豐富，島上充滿自然天險，地質

奇景、萬千生態、海天一色、薄霧山嵐

之美景，彷若化外仙境。

　馬祖位於台灣西北方，距基隆114海

哩，與大陸隔海相望，以高登島僅相距

9點25公里最近。下轄南竿、北竿、東

引、莒光四個鄉，包括南竿、北竿、大

丘、小丘、高登、東引、西引、亮島、

東莒、西莒等10個島嶼，總面績約29.6

平方公里，目前總人數約1萬2千餘人，

自81年11月7日戰地政務解除後，福建

省省會現設於金門縣。

　馬祖是我的第二故鄉，在民國77年首

度踏上莒光島擔任少校保防官，81年又

二度調任南竿防衛部政四科擔任反情報

分遣組中校組長，負責主導全防區八大

情治單位協調掌握防區之安全，二次的

外島經歷讓我對馬祖有一份深厚的感

情。

　尤記得民國95年筆者第一次帶領社區

發展協會80名會員之參訪團，來到馬祖

做縣外觀摩，這也是馬祖第一次有這麼

龐大的參訪團到訪，因此每兩年就會辦

理一次馬祖卡蹓之旅，另外日前又第四

度帶領社區巡守隊同仁及眷屬26員（馬

祖只有中型巴士搭乘26員），展開為期

三天三夜的馬祖卡蹓之旅。在遊覽車上

筆者就介紹馬祖當地的地理環境、民俗

風情、地方特產及參觀景點之特色。由

於大夥兒都是第一次搭乘台馬輪船隻，

因此個個都極為興奮，九點上了船之後

就齊聚於甲板上欣賞基隆港五光十色之

週邊夜景。

　次日清晨五點，夥伴們又齊聚甲板

上，海風徐徐吹來，等待日出的那一

刻，只見金光閃閃一煞那間跳出來，大

家紛紛拿起相機拍照，此情此景不雅於

阿里山日出呢！約8點多，台馬輪緩緩

駛入福澳港之際，第一個映入眼簾的就

是5層樓高之枕戈待旦照壁，也是馬祖

地區之地標。它位於福沃公園山腰上，

氣勢雄偉，是民國47年7月先總統蔣公

視察馬祖防務時所親題，以嘉勉駐防部

隊。照壁內闢有漁業及文物展示館，陳

列地區魚業發展概況。

　抵達南竿用完餐後，隨即展開一天的

南竿之旅—仁愛鐵堡、北海坑道、津沙

聚落、馬祖天后宮、馬祖酒廠、八八坑

道、雲台山、民俗文物館、大漢據點、

枕戈待旦、勝利山莊等，其中最具戰地

特色的就是鬼斧神工之北海坑道了。北

海坑道於民國57年開鑿，出動2個師、3

個步兵營、1個工兵營、1個傾卸車連，

編成三組，日以繼夜靠一鎬一斧的人

力，歷時820個工作天才完成井字型坑

道，水道高18公尺、寬10公尺、全長

640公尺，可供120艘快艇停泊，漲潮水

位8公尺、退潮4公尺，步道全長700公

◎資管中心／劉可玉

　三坑老街是本院同仁都已相當熟悉的

地方，週邊又有不少觀光景點，比如自

然生態公園、紅橋及石門水庫等知名景

點，特別適合騎著自行車漫遊。

　但不知道有多少同仁見過三坑老街及

其周遭環境的四季變換，例如冬天有盛

開的波斯菊花海，春天可看到初生綠意

的秧苗，夏天則是黃澄飽滿的稻穗隨風

勁舞，秋天則暗暗透露蕭瑟的氛圍，不

同時節各有不同風貌。

　初次造訪三坑老街，首先映入眼簾就

是這塊「黑白洗」的石板，這裡曾是當

地民眾洗滌衣物、蔬果和農具的地方，

什麼都能洗，故稱黑白洗。另一說法則

是兩條不同濁度的溪流在此匯聚，呈現

一深一淺的顏色而得名。

　雖然三坑老街有著龍潭第一街的稱

號，但短短的一百多公尺應該是全台灣

最短的老街，這裡曾經是商業貿易往來

頻繁的商街，如今只剩兩側低矮的房舍

與空盪的戲台，即使繁華落盡，老街的

人文風情仍吸引著我的腳步向前。

　老街的盡頭是「永福宮」，廟門口的

兩座石獅守護這百多年的歷史古蹟。永

福宮雖然沒有金碧輝煌的雕樑畫棟，卻

是龍潭少數歷史悠久的廟宇。眼前纏繞

飄升的煙霧，代表著信眾對先人的思

馬祖卡蹓之旅(上)

風景如畫的三坑老街

勝利山莊

南竿福山照壁

南竿北海坑道

南竿巨石神像

大砲連

東莒百年古蹟燈塔八八坑道

念，也是對上天的祈求。

　離開永福宮，一旁的青錢第古厝前的

空地開滿了大片的波斯菊，為這蕭瑟的

冬天增添豐富色彩，而這預期之外的驚

喜也最是教人難忘。

　季節更迭，夏天的三坑，四處可見種

滿水稻的農田，春天插下的秧苗，此時

已長成金黃飽滿的稻穗，沉甸甸的低垂

隨風搖曳，猶如一望無盡的金色波浪。

　不得不讚嘆，每次造訪三坑都有不同

的收穫，湛藍的天空為背景，原本剛直

生硬的鐵塔此時也成了優美的線條，點

綴著這片青空。

　遠處燃起的濃煙，近處井然有序的稻

田，在陽光的映照下，稻田裡竟有亮麗

的倒影，為這片青綠大地畫上一道道鮮

豔的色彩。被這片倒影吸引的我，小心

翼翼的踏著步伐，沿著田埂慢慢接近。

　開著拖曳機的農夫彷彿化身為絕妙的

舞者，在這片農地上舞出鄉村動人的風

貌與生命力，而拖曳機的後面跟著一大

群白鷺鷥，正等待享用翻土後的蟲蟲大

餐。

　忽然咻的一聲，成群飛翔的白鷺鷥在

空中與電纜線的交錯景色，就像是五線

譜之上的躍動音符，就像演奏著一曲農

家樂的輕鬆小調。

　轉個不知名的小路，藤蔓蜿蜒攀爬著

斑駁的外牆，陽光映照下的盎然綠意襯

著荒廢的氛圍，這樣的鄉村景色看似寂

靜，每一刻卻有不同的風貌。三坑，見

過這裡的冬末、初春及盛夏，四季各有

不同風情。

　忘了有多久沒親近農田綠地，有多久

沒感受到濃厚的人情味，下次來到這

裡，不妨放慢腳步，租個鐵馬，盡情徜

徉於這片田園風光，來這尋找早已遺忘

的感動。

放時，須特別注意同步問題，因為若無

同步將使左右翼產生升力不同，造成無

人飛行載具滾轉，容易於起飛時發生意

外。

　市面上的各類產品於製造完成後，皆

須經過一系列的測試才能進入量產階

段，無人飛行載具的車載釋放架亦同，

進行車載起飛驗證前需進行釋放架本體

的強度測試、載具起飛的姿態測試、釋

放機構的同步測試及載具脫離軌跡測試

一切從基本做起

無人飛行載具車載釋放架設計的未來構型與應用

藝文資訊

8/1 15:30 日本箏與中

國箏的異同－主講者 :

翁綾蔓（中壢藝術館演

講廳）

8/1 19:30 北 投 庄

七十三番地─日本箏與

日本舞踊音樂會（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8/2 14:30 星穎藝術”

擁愛”獻給 daddy 的

歌～親子音樂會（文化

局演藝廳 ( 縣府路 21

號 ) ）

8/2 14:30 夏 . 舞 : 春

之聲管弦樂團第 67 次

定期音樂會（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8/3 19:00 吹 響 一 個

夢 : 夏季慈善音樂會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8/6 18:00 104 年度防

制菸品稅捐逃漏宣導活

動（桃園展演中心展演

廳）

8/7 19:00~21:00 鐵玫

瑰音樂學院－大師講堂

《作詞者與時代的對

話》/ 講者：音樂人陳

玉貞老師（桃園展演中

心大廳）

8/9 14:30 七 重 紗 之

舞 :克羅采室內樂團定

期音樂會（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8/9 19:00 五洲藝華園

《江湖俠義傳》（文化

局前廣場）

8/12 19:00 國立楊梅

高中第 13 屆管樂團成

果發表會－ Hey ！七點

團練呦 ~（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8/12 19:30 魔力琴音 -

鋼琴三重奏（文化局演

藝廳 ( 縣府路 21 號 ) 

）

8/13 19:30『公主百分

百－藝響管樂團創團公

演』（文化局演藝廳

(縣府路 21 號 ) ）

8/14 19:00 點點舞創

舞蹈團--舞影隨行（桃

園展演中心）

8/14 19:30 巴 黎 小

酒 館 的 微 醺 浪 漫 ～

Angel’s長笛羅曼史～

（文化局演藝廳）

8/1519:30 克羅采室內

樂團《與大師的對話》

（文化局演藝廳）

◎航空所／黃清輝

　個人一天利用週末午後時光參

加心靈講座充實自我，主講人為李

家同教授，講座主題為「一切從基

本做起」，具有淵博學識及文學

內涵的他，竟以「工程」角度來圓

滿切入「心靈」講座主題，讓現

場大多非工程人員也能受益良多，

令人感嘆國內的教育體制及科技

發展趨勢到底發生什麼差錯，更何

況是工程人員的我，感觸特別深。

　我們一同來探討分析李教授所

謂的「基本」是什麼？以下是我對本講

座的紀實摘要及感想：

　首先問到～為什麼我們在科學上落後

於先進國家？李教授回答：基礎不夠

好。多麼堅毅果決且切題的答案！檢視

國內產業能量，絕大多數重要的零組件

和原料來自外國、生產時所需要的大型

或精密機械全部來自外國、所有的化工

廠製程也都來自外國，更糟糕是受限於

國外，如智產權、輸出許可…而我們中

科院呢？我相信本院逆向工程技術能

量，但關鍵技術破解後或關鍵零組件製

作原理破解後，實現過程往往又受限於

某些因素…

　如何評估一個國家的科技水準？不能

從會不會「製造產品」來看！也不能從

「產值產量」來看！而是評估能不能生

產有「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並非像代

工廠毛三到四 ( 毛利率僅 3~4%)，賺取

微薄代工費用，以量取勝，想突破這窘

境，最簡單的方法也是最難克服的答案

就是：

●先決條件就是要能掌握關鍵性技術。

●能夠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何謂關鍵性技術？這也就是我們一直

在追尋探討的技術亮點

●能否自行設計？

●能否自行製造關鍵性零組件及配方原

料？

●能否自己製造生產時所需要的機具？

●能否自己設計製程、整合測試？

　反觀我們常向國外採購設備模組時，

另一項挑戰就是「輸出許可」限制，不

是有錢就能買到想買的設備。但我們不

得不更精進不懈怠，不然又要淪落為被

調侃只會買國外模組回來組裝測試的對

象。

　克服這個具體現實的迫切肇因追究如

下：重要的機台設備都有其高附加價

值，不僅「硬體」如此，「軟體」亦是

如此；舉例來說，一套高價數仟萬元機

台設備「硬體」，卻常隱藏 /再追加數

佰萬元「軟體」授權費用，定期設備軟

體更新時則又需再另一筆版權費用。我

們國內另一項產業「手機」，其內部重

要硬體和軟體幾乎都來自國外，要付給

外國廠商多少硬體和軟體的權利金！如

何能有高利潤？若未能確實掌握最關鍵

性的技術，那僅會淪為代工王國罷了！

　我們未能掌握關鍵技術時，將導致我

們的工業技術被掌握在別人的技術之

上。這種情況，造成以下的現象：

●我們很難自主，即使想修改 /精進產

品，有時會有志難伸。

●我們很難有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掌握關鍵技術如此重要，那我們為何未

能掌握關鍵性技術？

●我們太注意先進的技術，而忽略了基

◎航空所／李世豪

　無人飛行載具起飛方式大致分為：掌

上型、彈射式、輪式、拋投式及其他方

式，因應不同的運用需求，選擇最佳起

飛方式；例如在艦上發射的無人機由於

沒有足夠的起飛跑道，又須在起飛時就

能達到一個穩定速度，因此像是美國服

役中的 Scan Eagle 即採用彈射式的起

飛系統。其實無論何種起飛方式，其目

的都是一樣，就是要能使載具本身加速

至一定速度，進而使機翼產生升力，待

升力克服重力後，即能離地升空。近年

來，也有利用車載的方式，利用車子加

速至起飛速度後，釋放載具升空。此種

起飛方式的興起對小型無人載具而言，

無疑是一大利多。

　車載釋放架為車子與無人飛行載具搭

接的一個介面，其所需具備的功能主要

有兩項，一為釋放載具前能穩固得夾持

住無人載具，使其能隨車加速至其所需

的起飛速度而不飛離；二是釋放時能使

無人載具順利升空，乾淨脫離車子，確

保車內人員的安全。然而此兩項功能卻

有一定程度的衝突，車載釋放架的設計

困難點即在於此，亦為此種起飛方式所

面臨的挑戰。

　如同大型客機起飛需要一個平直的跑

道一樣，車載起飛首先要能使飛機盡可

能水平的置放在車頂上，目的是為了確

保相對平行於地面，避免產生額外氣流

影響無人飛行載具起飛姿態。由靜止加

速至起飛速度過程中，車載釋放架須能

穩固夾持無人飛行載具，另外若是擔心

解鎖後升力不足，還可多設計一個姿態

旋轉機構，來做升力的檢查。

　夾持載具的方式最常見的是夾持於機

身腹部，因為通常機身都有設計格框，

且較粗壯，足夠經得起較大力量的夾持

而不致損壞；然而若是較特殊的無人載

具，如長滯空的太陽能飛機，其機身相

當輕巧，無法提供夾持時，就必須採取

固定左右翼的方式。此種固定方法在釋

李家同教授主講「一切從基本做起」

無人飛行載具姿態旋轉計 釋放機構示意圖

釋放機構同步效果測試 模擬載具脫離時之運動軌跡測試

實際飛試

簽書會與李家同教授合影

礎技術的重要性，因為關鍵性技術仍應

奠基於基礎科技之上。

●我們未能精益求精，追求的是新益求

新，其實是見異思遷。

　李教授以國內研發「汽車引擎」過程

為例，製造普通的引擎已非易事，更何

況高階性能引擎；由本院自行開發「引

擎」歷程不也就驗證此事實。國人一定

要知道，發展基本技術極具挑戰性。另

我個人建議學合案等先期研究技術開發

主導應建立在本院的近期發展能量主軸

需求專業上，而非迎合老師的新穎技

術，如此便能印證李教授分析我國為何

忽略基本技術？原因綜整如下：

●原因 1：國家誤以為只有「新科技」

是高科技，更是耀眼科技。基本科技是

過時科技，既不耀眼也不值得做的錯誤

觀念。其實很多基本技術都是高門檻技

術，難度極高，根本就屬於高科技。以

放大器為例，雖然放大器已有悠久歷

史，歐美仍在推出放大器，而且價格依

舊不便宜。

●原因 2：我國工業界公司都不夠大，

無法花長時間研究基本技術，只好購買

別人的技術。政府也因民意代表的壓

力，必須在短期內展現研究結果，而買

別人的技術乃是最快得到結果的方法，

展現最好績效的舞台。

●原因 3：基礎科技往往已是歷史悠久

的科技，要在這種學門上有突破，相當

困難。

●原因 4：我國技職體系教育的式微，

政府的政策明顯地減弱技職體系院校教

育的功能。

●原因 5：我國工程教育忽略了實務理

解力的重要性，結果培育出大批「只懂

理論」，而不懂實務的工學院畢業研究

生。

●原因 6：我國的工學院教育和科學之

間的關係仍嫌不夠密切。

　另外，我們成天講創新，而忽略了

「累積經驗」的重要性。很多高門檻的

科技，都是靠累積經驗得來的，必須從

基本做起，不能依賴外來技術，而必須

往下紮根，建立自己的基本技術。我們

可以將眼光放遠，但也必須同時往下紮

根。一定要有耐心，不能要求速成，那

為何我們又未能精益求精？

●原因 1：我們常常別有他心，全力以

赴地追隨外國時髦科技。

●原因 2：我們經常沒有信心，成天強

調自己很難和先進國家競爭。

●原因 3：我們缺乏野心，多半不太想

做非常難的研究。因此也比較不需要懂

得基礎技術。

●原因 4：我們缺乏耐心，比較無法以

長時間發展某一種技術，累積經驗。

　講座結束後，利用簽書會時和李教授

交換名片，他瞥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頭銜，「唉～」了一聲，害我嚇了

一跳，順勢指導一番：「剛才所述大多

是我和工研院合作的心得，我猜想你們

那個封閉又神祕的機關…」。天啊！捫

心自問，我們院內的文化到底怎麼了？

怎會讓這麼有學術地位的講師『嘆』為

觀『止』？冀望這些僅是改制前外界的

不良刻板印象吧！改制已經過了一年多

了，事實又如何？！

　短暫溝通交換意見，向他強調說明本

院係依據國防自主研發策略下滿足三軍

相關建軍規劃期程需求，但是最主要目

的仍在於國防自主發展及掌握關鍵技

術。而且現在已經改制轉型了，各所中

心背負著自負盈虧的營運壓力、能量效

益分析，秉持成本管控、降低庫儲等圭

臬，遵循落實各種開源節流汲汲營營的

諸般手段，目的就是要提升本院競爭

力，最後李教授仍建議還是要從基本做

起。

等，逐一驗證載具起飛

流程及釋放架設計重

點，始得首飛。

　各式載具起飛方式都

有其優缺點及其適用範

圍，車載起飛所需成本

及所受限制相對較低，

對於小型無人載具而言

是相當經濟實惠的，未

來可望廣泛應用。

徵稿！
科技版強力徵求中山人專業文章！

無論是法律釋疑、衛生醫學、科技工業等均可投稿

來稿請以內網寄至曾金生處。一經選用，編輯有刪修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