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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電子所／林明池

　遊黑部湖及觀賞立山行

程後，我們的位置已由日

本本州北陸的東岸來到西

岸，金澤兼六園是日本兼

具寬廣及美景的林泉迴遊式庭園，與石

川縣水戶市的偕樂園及岡山縣岡山市的

後樂園同為日本三大名園。春櫻、夏

綠、秋楓及冬雪四季交換美景是金澤兼

六園特有景色，5月的金澤兼六園已是

綠意盎然。兼六園的園名是由奧州白河

籓主白河樂翁，以此庭院兼具宏大、幽

邃、人力、蒼古、水泉、眺望等6勝而

命名，其構思源自宋朝詩人李格非「洛

陽名園記」的名園6大要素，佔地約11

萬平方公尺，從第5代籓主前田綱紀開

始營建，到第13代籓主前田齊泰止，歷

經180年的歲月建園及修園，於1874年

才對外開放參遊。兼六園最有代表性景

觀為「琴柱燈籠」及霞池，霞池位置在

兼六園的中央，池的中央有小島稱為蓬

萊島，有長生不老的意思。「迴遊式」

庭園設計的兼六園，將庭園用地做最充

分的利用，於庭園中挖鑿大池塘，堆砌

假山造景，植栽樹種，形成湖水、小橋

流水及瀑布，石燈籠、亭台水榭等美

景，並在適合的地點建造亭台與茶室，

使參觀者必須穿梭其間，才得以瀏覽庭

園的全貌。

　石川橋把兼六園及金澤城公園隔成兩

地，一側是兼六園，另一側則是金澤城

公園，現在的金澤城公園是歷經多次火

災後重建的，以菱櫓等重建歷史古蹟為

中心，包括石川門與城牆、內護城河及

多座以舊時建築用地燒毀後改建而成的

廣場。

　離開金澤後，驅車前往一個於1995年

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錄為世界文化遺

產的白川鄉荻町合掌村集落，導遊於行

車間，介紹白川鄉荻町集落，以往的集

落平時對外交通就極不方便，於雪季更

是成為孤島，今日因高速公路之便，大

家可以舒適便捷抵達白川鄉荻町集落，

春櫻、夏綠、秋楓及冬雪四季交替景色

亦是白川鄉荻町集落的四季美景，5月

的白川鄉荻町集落已是綠意盎然景象，

農民完成田園整地，準備春耕，田園與

合掌屋交錯於荻町集落，整個荻町集落

呈現著世外桃源景像，與世無爭氛圍。

1935年德國建築師布魯諾‧陶德在調查

合掌造住宅而造訪白川鄉後的「再發現

日本美」一書中，最早出現合掌屋字

樣，相傳這種建築形式的興起，是在13

世紀源平戰役之後，平氏家族為躲避源

氏的追殺，逃入深山駐居，為禦寒及儲

存糧食，而興建之合掌造，合掌造是以

當地特有茅草一層層覆蓋於屋頂，呈現

人字型的屋頂，像雙手合十一樣，稱為

合掌，將木造住家屋頂設計成60度斜角

的正三角形，這角度也使得屋頂可以承

載較厚重積雪，功能是為了讓積雪不容

易堆積，以避免積雪將屋頂壓垮，而每

隔三、四十年需更換屋頂的茅草一次。

　處於國家公園保護區內的上高地，為

了不破壞自然環境，因此管制小型車輛

進出，遊客必須搭觀光巴士上山，終點

站是上高地的河童橋，以此橋為中心，

往上游可到明神、德澤，下游到大正

池、中之湯，形成以梓川溪流域之帶狀

風景。離開上高地服務中心，沿著梓川

溪旁往上游步行，令人讚嘆的一幅一幅

壯闊的高山，清澈的溪水，寬廣又浩瀚

的自然景色呈現眼前。橫跨梓川溪之木

製吊橋是河童吊橋，從橋上往上游望

去，是尚覆蓋著雪海拔3000公尺級的神

明嶽群峰；朝下游可以看到潺潺溪水及

兩旁落羽松林。河童橋名的由來，是一

個自遠古時代流傳下來，生活在水中的

虛構動物，有言，此處存在一處適合河

童生活的深淵，或是說，在沒有該橋的

年代，人們將衣服頂在頭上過河，看似

河童模樣。上高地風景區，海拔約1500

米，位於日本長野縣北阿爾卑斯山，

被群山環繞的美麗山谷盆地，因冬季

積雪，每年的11月到隔年的3月份是封

山，旅遊季只能在春、夏及秋三個季

節，才能遊上高地（日本人認為是神賜

予他們的禮物之地），夏季的上高地，

氣候乃十分涼爽，也非常適合踏青漫

步。

　本次日本行的最後行程又回到東京

區，觀賞東京灣美景、免稅店購買藥妝

及保健食品、參拜淺草觀音寺及明治神

中元節的意義

日 本 本 州 北 陸 5 日 遊 ( 下 )

宮。淺草觀音寺位於東京晴空塔旁，是

日，適逢淺草觀音寺舉辦類似台灣之廟

會，週邊交通管制，萬頭鑽洞，熱鬧非

凡，但看不懂此寺的風俗及參拜禮節。

明治神宮位於東京都會中心，是一處人

工樹林，於1920年興建，供奉著帶領日

本進入現代化的明治天皇和昭憲皇太

后，步行途中，會經過高12公尺、兩柱

間距9.1公尺、柱徑1.2公尺的鳥居，使

用之木材是來自台灣丹大山樹齡1500年

的扁柏，神域與人域之分界稱為結界，

而神域的出入口所設立的門，日本人稱

之為鳥居，路中鋪的小石頭稱為玉砂

利，有淨身遊客之意，手水舍為參拜神

宮前洗淨之處，正確洗淨方式，是用左

手盛水將右手洗淨，再用右手盛水將左

手洗淨，後用右手舀水以左手接水漱

口，最後將杓子立起放回。

　本次日本本州北陸5日遊，探幽幾個

著名風景區及步行東京市區，我們感受

到日本人民非常重視自然環境保護，沿

途我們看到的郊區及山區，幾乎種滿高

價值樹種，呈現人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

景象，而市區則是潔淨井然有序的市

容。

◎老中山／張錫祚

　每年農曆7/15稱為中元節，這是民間的重

大節日，中國人從古時候開始就相信農曆

7/1鬼門關開，7/30關閉，所有的十方無主

孤魂，從陰曆到陽間一個月，這個月，民間

俗稱為「鬼月」。

　中元是中國固有的時節名稱，根據道經紀

載，以正月望日為「上元」，以七月望日為

「中元」，以十月望日為「下元」。所謂

「望日」，就是指農曆每月15日，上元、中

元、下元，合稱「三元」。正月望日為「天

官一品賜福上元紫微大帝」聖誕，七月望日

為「地官二品赦罪清虛大帝」聖誕，十月望

日為「水官三品解厄洞陰大帝」聖誕。

　又根據「修行記」的記載：「七月中元

月，地官降下，定人間善惡，道士於是日夜

誦經，惡鬼囚徒，亦得解脫」。根據以上記

載，中元節道士舉行祭典有兩種意義，其一

為地官大帝慶賀聖誕，其二為協助監察人間

善惡的地官大帝降臨於人間後，超度亡魂餓

鬼，使其能早日自地獄解脫，這就是道教所

謂的「慶讚中元超渡法會」。

　中元節與盂蘭盆法會互不相同，一者為道

教活動，另一者為佛教的法會盛事，但其意

義是相同的，只不過是因緣際會的巧合。把

祭典對象與傳聞湊合在一起，造成民間的迷

惘與混淆。道教稱為「中元節」。活動主

要是「慶讚中元」法會；佛教稱為「盂蘭

節」，活動主要是「盂蘭盆法會」，在台灣

7/15也舉行法會，以保佑人民幸福。

◎督品處／修惠光

─謹以本文悼念已退休同

事陸勝昌先生的辭世。

　前（103）年4月7日一

早上班，同事突然急切切

地跑來問我，陸老（意指

陸勝昌先生，以下稱呼

同義）走了耶！是真的

嗎？生性樂觀、開朗、寬

厚、包容的陸老，他不是

退休後作志工雲遊海內外

（日本、捷克、西班牙

等），平日養生並吃素的

陸老還學氣功學到做教

練，國內南北教學嗎？才

退休不到5年啊！

　我與我同事一樣感到

一陣錯愕！當時只能先收拾情緒，速

速連絡相關院內其他單位同事，才確

知陸老不但真的走了，而且當天下午

就是陸老的追思會。因為他家人非常

低調，不想打擾到中科院同仁，所以

我們不知公祭安排在何時，但又怕錯

失致意的機會，因此一行5人開車直

驅新竹高鐵，搭高鐵到高雄，再轉捷

運，順利趕上佛光山南屏別院為陸老

安排好的追思法會。

　顯考陸君勝昌府台追思會，莊嚴肅

穆，為時3小時的三時繫念法會，從

住持開示人們的正與魔、善與惡的行

為，最後在聲聲佛號中，祝福陸老早

登上西方極樂世界。

　會後用完素齋晚餐後，隨即前往私

人殯儀館八鳳館上香致意。驅車前往

途中，終於有機會跟陸媽媽（意指陸

勝昌先生的太太，以下稱呼同義）談

上話，方知陸老病情起因於間質癌

（據聞全球僅300多人患此癌，非常

稀少）移轉到肺及淋巴，肺及右腿積

水嚴重，每日可抽肺積水1000多cc，

才能減緩喘氣不及呼吸的痛苦，在其

宗教信仰信念下，不倚靠儀器維生，

不作電擊搶救，從覺得氣喘就醫到抽

肺積水的治療為期約26日，最後於4

月1日下午約5點多撒手人寰。

　所有認識陸老的朋友同事都跟我一

樣有不解之處，那就是陸老給人的感

覺，身體保養得很健康，情緒很正

面，樂於助人，交友廣闊，心靈很年

輕，凡最新出的3C產品及最新的汽車

安全電子系統，無不操作得駕輕就

熟。英語、日語、西班牙語無不精

通。即使退休，還跟大家保持密切聯

繫，希望大家學習氣功維護健康，還

有同事等著要跟他喝咖啡呢！怎麼他

自己說走就走了呢？

　陸媽媽苦笑說，其實陸老在退休前

就曾因攝護腺旁的間質瘤開刀摘除

過，後續本要再開一次摘除的手術，

醫生認為沒必要，於是備妥一切開刀

準備的夫婦就此打道回府，以為一

切很好，未再定期追蹤檢查，直到

（103）農曆年前的咳嗽，以為是感

冒，直到農曆年後發生氣喘才就醫，

醫生宣告嚴重性，告知可能只能活一

個月。隨及全車一片寂靜無語。

　心情無奈的我隨著陸媽媽的眼神往

車窗外看，一路都是私人殯儀館，在

暗夜中一家家燈火通明，到了八鳳

館，我代表託付我的同事們向陸老上

香致意後，繞著殯儀館一圈，經過了

好多間靈堂，間間都燈火通明，因為

都佈置好準備迎接明日的公祭，待走

到為陸老佈置好的靈堂時，素雅莊

嚴，周圍滿佈著隆情盛意的許許多多

的花圈花籃，看得出陸老退休後的生

活一樣多采多姿，高朋滿座。只是這

忽冷忽熱氣候多變的初春變化的精彩

度顯然更勝一籌，公家殯儀館客滿，

私人殯儀館靈堂間間客滿，初春變化

的精彩度成就了殯儀館的業績。

　在靈堂內，我看著陸老的一生影片

介紹，民國33年10月出生，軍旅生涯

光榮一生，身為艦長與國防部長及總

長合照，至今仍有不少軍中或院內高

官或同仁見面無不對陸老尊敬致意，

最後看到陸老抱著孫子開懷的笑著。

我走到靈堂外望著溫度舒適的南台灣

夜空，滿天星斗不曾改變，生命循環

一樣運行，不禁心懷感慨，人生啊人

生，生命何其脆弱無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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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所

／陳德富

　適用勞退新制

之勞工，雇主應

按月提繳不低於每月工資

6% 之退休金，儲存到勞保

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

專戶。勞保局提醒，除了

雇主每月應以書面或電子

傳輸方式通知提繳金額外，

勞工可多加利用勞保局提

供的五種勞退個人專戶查

詢管道，掌握雇主提繳勞

工退休金的情形。

　勞保局目前提供的五種

查詢管道，分別為：

一、以自然人憑證上該局

網站查詢 :

　勞工必須先親自向戶政

單位申請發給自然人憑證

IC 卡並備有讀卡機，然後

進入勞保局網站，在網路 e

櫃檯項下點選個人查詢，

進入「勞保局 e 化服務系

統」，以自然人憑證驗證

身分後，點選「查詢作業」

/「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資

料」即可查詢。

二、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至勞保局或各地辦事處臨

櫃查詢 :

　勞工親自攜帶國民身分

證正本或其他可辨識身分

證明文件正本（如駕照、

附照片之健保卡、護照、居留證），

至勞保局總局或各地辦事處辦理，經

確認為勞工本人後，由勞保局人員列

印其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資料。

三、申請勞動保障卡，透過發卡銀行

之自動櫃員機與網路 ATM 查詢 :

　勞工須親自向勞保局委託之 5家金

融機構（土地銀行、玉山銀行、台北

富邦銀行、台新銀行、第一銀行）申

請發給勞動保障卡。持該卡至發卡銀

行之自動櫃員機即可查詢、列印最

近 6筆個人專戶明細及專戶的累積金

額。或連結發卡銀行的網路 ATM，通

過身分認證後進入勞保局網站 e化服

務系統，查詢勞退個人專戶資料。

四、持郵政金融卡者，先至郵局完成

勞保局資料查詢服務申請手續後，透

過郵局自動櫃員機查詢 :

　持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金

融卡之勞工，由本人攜帶身分證、儲

金簿、原留印鑑及金融卡（含晶片金

融卡或 VISA 金融卡）到各地郵局申

請並簽署勞保局資料查詢服務同意

書，完成申請手續後就可在郵局自動

櫃員機查詢、列印最近 6筆個人專戶

明細及專戶的累積金額。

五、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進

入勞保局行動服務 APP，完成行動裝

置認證後，透過手機或平板電腦查

詢。

　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進入勞

保局行動服務 APP，即可查詢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資料。須先完成行動裝

置認證，步驟如下：   

(1) 在 PC 登入勞保局 e 化服務系統

「行動服務帳號作業」，使用自然人

憑證依序操作建立帳號、啟用帳號、

產生裝置認證碼，取得 QR-code 及裝

置認證碼。 

(2) 在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勞

保局行動服務 APP，開啟行動服務

APP「認證裝置」功能，利用「讀取

QR-code」或「輸入裝置認證碼」完

成行動裝置認證。

　勞保局表示，勞退個人專戶所有權

屬於勞工，為確保勞工個人資料安全

性，提供的查詢管道，都有勞工身分

認證的機制，勞工朋友可多加利用，

保障自身權益。如查有不符事項應及

早向雇主或勞保局反映，不要等到要

請領勞工退休金時，才發現自己的權

益受損。

航管訓練的先鋒─飛航管制塔台模擬器

學思杜拉克／觀點的改變新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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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個
人
退
休
金
查
詢
管
道

9/2 19:30 2016

兩廳院夏日爵士派

對－查爾斯．洛依

德薩克斯風四重奏

音樂會（國家音樂

廳）

9/3 19:45《合唱

無設限 9 －破繭》

前進上海音樂學院

當代音樂週（國家

音樂廳）

9/5 19:30 台北青

年國樂團 2016 年

音樂會（國家音樂

廳）

9/6 14:30 台北愛

樂定期公演《愛的

禮讚》（國家音樂

廳）

9/7 19:30 淡水河

畔的綺想 XV －爵

嘉爵佩讚新北（國

家音樂廳）

9/7 19:30 心中有

愛． 安 心 前 行 ~

『張老師』感恩音

樂會（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9/9 19:30 2016

兩廳院夏日爵士派

對－克里斯汀．麥

克布萊低音大提琴

三重奏音樂會（國

家音樂廳）

9/9 19:30 理性與

感 性 V-2016 緣 -

室內樂集音樂會

（文化局演藝廳）

9/10 19:30【TCO】

團長精選系列《臺

灣音畫─曾宇謙與

TCO》

9/11 14:30【桃園

家扶】親愛的小孩 

好秋音樂會（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9/11 14:00~16:00

鐵玫瑰音樂學院－

大師講堂【桃園與

我的年少時代】

（龍潭圖書館－視

聽教室）

9/11 14:00 桃 園

交響管樂團《樂

來．樂有看頭 與

畫家有約》（文化

局演藝廳）

9/12 19:30 穆勒

修 特　2016 無 伴

奏大提琴之夜（國

家音樂廳）

◎航空所／李玲慧

　飛航管制是於航空器起飛、降落、

飛航途中，利用雷達及助航設施，透

過陸空無線電通信提供航空器安全、

有序、便捷之服務。而飛航管制塔台

模擬器則是利用電腦模擬技術，擬真實際塔台，藉以

訓練飛航管制人員。除此之外，亦可作為塔台設備性

能之先導測試和操作培訓、塔台管制工作對管制員的

生理與心理產生之影響、機場改建效果、飛機流量管

理等研究。

　中科院航空研究所自製的飛航管制塔台模擬器係由

教官台、塔台席位及視效投影系統構成。教官台主要

是負責訓練課目的編輯與選定、緊急狀況設定、模訓

成果監控。塔台席位包括機場席、地面席、資料席、

督導席，以提供學員執行各種席位之操作管制訓練。

視效投影系統可提供全台與馬公共 13 個機場的視效

模擬訓練場景。藉此三大系統之結合，可以充分訓練

塔台人員執行各類航空器之管制、裝備操作與緊急狀

況處理，降低人員訓練成本與風險。

　此飛航管制塔台模擬器具備全塔瞭望視窗、機場燈

光控制、天氣即時顯示、飛行管理系統、地面管制進

場顯示、塔台管制監控台顯示及各式航管、飛安與緊

急狀況場景模擬。各式航管作為模擬空中飛機及地面

車輛之運動行為，其航向、活動方式、航線等可由電

腦依據飛航管制軟體所提供的路徑自動飛航或行進，

同時可接受來自塔台管制員所下達的「標準航管術

語」之語音口令進行各項運動軌跡的修正。飛安訓練

中可模擬目標物毀機，且空中目標物一旦與地面或空

中目標物碰撞時，除設定毀機外，視效也以爆炸、火

燄、濃煙等視覺效果呈現。亦可模擬撞擊（撞地、撞

車、撞機等）、空中爆炸墜落、地面目標物全停側傾

毀機、飛機衝出跑道，及著陸時起落架未放下使得飛

機機腹著陸。緊急狀況處置模擬具有緊急狀況處理能

力：例如助航設施故障時，實施目視進場、航機報告

跑道有坑洞或異物，實施誤失進場等待跑道清除、進

場五邊遭遇風切、亂流時飛機劇烈搖晃、放棄落地要

求重飛、飛機起落架故障時飛機機腹著陸、車輛侵入

跑道、飛機爆胎時飛機側傾滑行、飛機引擎故障時，

實施熄火航線直接進場或實施熄火衝場後落地、有線

電失效、無線電失效時，設定特定電碼，依輕便航行

管制燈號落地。當此失效發生時，學員以輕便航行管

制燈取代有／無線電裝備管制目標物，光束打到銀幕

上不須考慮方位定位，分綠、紅、白三種燈光，分別

表示准許降落、機場不安全勿降落、在本場降落並滑

行至停機坪。也模擬劫機狀況：在雷達上可看到特定

電碼，在塔台上看目標物會以蛇行、打燈光、收放

Flap 等方式表現及落地後滑行至劫機停機坪。亦可

設定天候突變時，離場飛機暫停起飛或進場飛機改降

其他機場。能見度會突然降低、天候會由晴天突然變

為雷雨天氣等等。也可模擬 GCA 雷達失效，實施目視

進場。

　以上各式航管、飛安與緊急狀況場景模擬課程由教

官台操作系統負責訓練課目設定與執行，主計算機系

統負責飛機、車輛等目標物之運動控制與狀態顯示，

透過數位語音交換系統以語音辨識的技術模擬航管人

員的管制程序，天氣即時顯示系統模擬氣象雷達可顯

示各跑道的風向、風速、能見度、雲層等資訊。各席

位的雷達模擬顯示提供雷達初、次級訊號、ASR 雷達

及 PAR 雷達顯示畫面之各符號圖像資料。

　管制員亦可透過儀電裝備系統模擬控制跑道末端攔

截繩、網的起降，以機場燈光系統控制跑道上助航燈

光的開關與亮度。

　首創的 360 度環場視效，採用高解析度的 3D 建模

技術執行全景24小時天候模擬。場景中亦包含機堡、

庫房、飛輔室、棚廠、太康台、千呎牌、攔截設施等

重要參考地標。並運用整合語音辨識技術執行智慧型

目標物控制，能使管制員充分融入情境，並進行相關

處置。藉助此模擬系統，可在零風險狀況下，促進管

制員熟練裝備操作、提昇雷達導引程序及航管專業技

能，並強化管制員面對各項緊急狀況的判斷與應變能

力，以達到降低飛安危害發生機率的終極目標。

◎資通所／洪龍

　就數學角度而言，「半滿」與「半空」

的杯子並無差別，只是，這兩種說法的涵

意卻截然不同，結果也迥異。倘若大家對

水杯的看法能從「半滿」改為「半空」，

其間將會有重大的創新機會。企業的意外

成功或意外失敗，往往能顯示消費者認知

上起了變化。當觀點與認知改變時，事實

雖然沒變，意義卻已不同。數十年前，當

美國人開始擔心健康問題時，它不僅顯示

諸如崇拜青春價值觀念的變化，更是對健

康統計數字的一種反應。當時，國民健康

水準的些許提升，便被視為大躍進，如

今，健康的大幅改善卻幾乎不受關注。這

種認知改變的效應，正為新型健康保健雜

誌、另類療法、健康中心及其他健康產品

與服務創造了廣大的巿場，也凸顯企業有

重大的「創新機會」。

　杜拉克曾在《企業創新》一書中率先把

創新和創業精神當成一種有目的、有系統

的學科來呈現。它探討了創業經濟崛起之

後所帶來的挑戰與機會，這樣的分析對於

運作中的管理階層、組織及經濟而言，可

是一大貢獻。它也提出了三個創新主軸：

創新實務、創業精神實務及創業精神策

略。杜拉克分別從實務及學科兩個層面切

入，探討創新與創業精神；他把重點主要

放在創業家的行動上，而不是創業精神的

心理層面與特質。包括公共服務機構在

內，所有組織都必須具備創業精神，才能

在巿場經濟裡生存及蓬勃成長，並為新興

與已具規模的組織開發創新實務的機會之

窗。

　杜拉克另在《杜拉克精選：個人篇》書

中也提到「創新法則」，他認為我們應該

把創新當成慣性。固然有些創新者有天生

的靈感，他的創新發明是「靈機一動」的

結果，不是努力、有計畫及有目的工作下

的產物，只是，能從分析、系統及辛勤工

作中產生有目的的創新，或許才是可以討

論和呈現的創新慣用作法。杜拉克所提示

的創新法則（創新紀律的核心）包括：有

些事該做（有目的及系統化的創新是以機

會分析為起點；創新是概念性也是感受

性；創新要有效能及集中焦點；有效的創

新從小處開始；成功的創新志在領導），

有些事不該做（別賣弄聰明；別多樣化及

分別化；別試圖為未來創新），還有些事

則是成功創新的條件（創新就是工作；充

分利用自己的長處；應在經濟社會中發揮

效用）。

　水杯從半滿變成半空的「觀點改變」，

確實可以蘊育創新機會。本文杜拉克《企

業創新》所探討的「創新與創業精神」及

《杜拉克精選：個人篇》所描述的那些事

該做、那些事不該做及成功創新的條件，

正給本院在轉型前後一直在探討的有關

「衍生公司」議題一個創新創業的提醒。

99 年間在本院有關轉型的會議上，國防

部曾指導：中科院轉型後是否成立衍生公

司，雖有學者專家建議（許士軍：國防部

要中科院充分發揮功能，應成立衍生公

司，將技術移轉民間；馬堅勇：衍生公司

宜在第一階段快速成立，可以創造擴大研

發之價值），惟若無完整配套措施及監督

機制的話，衍生公司恐以追求利益為主，

而怠忽執行特定公共任務。該指導亦經長

官核示：現階段「暫不考慮」，後續再行

研議。本院轉型已逾兩年，此刻是否為所

謂「後續」的爐灶重啟時機？近年工研院

為了積極推動以科技創新創業來協助產業

轉型，曾成立「工研新創群英會」，並有

明顯成效，此些當可作為觸發本院「衍生

公司」議

題「觀點

改變」的

發軔點。

（學思杜

拉克系列

十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