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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丹東石，深墨綠色，非常沉穩

大氣，是做剪影畫的好材料。

　這枚作品曾放在圖書館一樓

的藝術社團長期展示區中展

出，許多藝術同好看到後都給

予讚賞與鼓勵。大家的支持令

我感謝不已，因而撰此文再與

大家分享。也希望能藉由此文

與作品，讓同仁好友們更深地

了解中國印章在一方小小天地

中，卻能有如此多樣性的表現

與美感。

◎系發中心／顏清明

　炎炎夏日，熱浪如潮。大

地伸長懶腰直直躺在蒸騰熱

浪裡，或靜止或沈睡，看不

出它在這般猛烈的陽光下有

何作為。大榕樹撐著綠傘遮

住柏油路面反射的驕陽，給

翠鳥甲蟲一片陰涼，讓它們

響著夏日獨有的樂章。大王

椰則無動於衷地垂手肅立

著，像一排尖兵或標杆，毫

不在乎這個肅穆莊嚴的夏日

祭禮到底為那樁。這一幕多

少顯現著天地何等肅穆、太

陽何等威嚴，但還是少了人

們揮汗忙碌於田野的景象，

那裡熱浪封不住收割的喜

悅，熱烘烘的臉上滾動的汗

珠閃閃發光，而絲絲沁涼的

微風，總會在空隙中不期而

來，在沸騰的熱浪中冷卻一

◎航空所／林彩鳳

　你看過調皮毛小孩滑草嗎？話說某假日狗

兒奶妹在清境農場青青草原上，用獨家自創

的屁股功夫，完美地在草原上帥氣又逗樂的

滑溜模樣，當場擄獲了不少粉絲的心。

　奶妹是大妹從出生即領養的台灣土狗，長

大的體型類似柴犬，生性活潑好動，相處久

了也有人類般的溫順與乖巧。就這樣牠成了

家中排行成員，並一路伴隨姪子的童年至成

年，像是忠心的小跟班和最佳玩伴。12年來

牠已是妹婿家中被受寵愛乙員，占有發言權

一席，且吃喝玩樂樣樣不愁。

　牠跟人一起作息太久了，非常有個性，有

牠喜歡的人、事、物，也有不喜歡的。在家

中除了專屬地盤外，不計身份會跟主人們平

起平坐，同進同出，搶吃食物，更愛玩追逐

及拔河遊戲。奶妹本性有時帶點神經質，不

喜歡獨處，又怕黑，只要看到晃動影子，聽

到陌生聲音或些微風吹草動，全身即劍拔弩

張亂吠奔竄。奶妹超靈敏嗅覺如雷達，找東

西都難不倒牠，眼力亦佳，妒惡如仇似地以

行動分辨誰是朋友或敵人。抓小強的本領更

是了得，毋須再花錢買克蟑。

　奶妹平日很重視民生問題及享受吃東西的

過程，最愛磨牙啃大骨頭，若是一次吃不

完，牠會把骨頭藏在門口花器內，再慢慢分

梯享用。毛小孩跟人一樣，喜歡讓人當面讚

賞及撫摸，也跟女主人一樣愛打扮，身上隨

季節穿戴帽子、項圈、圍巾、狗衣服及套襪

等，像Model般在人前招搖弄姿。撒嬌方式

也特別，會悶聲睜著慧黠大眼睛靠近你，把

整顆頭往你大腿上磨蹭，活像個寵娃兒。

　奶妹也愛乾淨又善解人意，是家中的小甜

心，有牠在的地方，周遭立馬充滿陽光及活

力磁場，讓每個人都很開心。現在出外溜躂

已漸呈老態，部分關節退化了，加上眼力不

太好患有白內障，行動變緩霸氣不再，30公

斤體龐已無力上下樓梯自如，但牠仍是大妹

心中的寶貝寵女。

◎企劃處／霖瑄

　小時候家裡經濟狀況不

佳，爸爸一個小小公務員的

薪水不足以應付八個小孩的生活所需，

所以，有記憶以來，媽媽都出外幫忙工

作賺錢，好像是我一歲多的時候（可能

剛學會走路，或許大一點點），有一天

睡醒不見媽媽的身影，負責照顧我的姐

姐也不見蹤影，一起身我就開始大哭，

哭著找媽媽，但是，任由我哭破喉嚨，

媽媽也聽不見，因為媽媽上班去了。憑

著印象，邊走邊哭去找媽媽，當時，媽

媽工作地點離家算近，走路可以到達的

距離，但是，對一個幼小孩童而言，真

是一條漫長艱辛的旅程，途中因為淚眼

模糊而跌倒，所以在我的右膝上還留有

當時的印記，因為是個小鎮，所有人幾

乎都互相熟識，大人們看到我邊走邊哭

喊媽媽，便好心指引我找媽媽的路，終

於，來到媽媽工作的場所，時值盛夏，

媽媽在外工作全身包得密不透風，我無

法辨識，但是，媽媽遠遠的就看到我小

小的身軀一晃一晃往她靠近，便放下手

邊的工作，趕緊走向我，緊緊將我擁入

懷中，媽媽的不捨溢於言表，而我卻因

為找到媽媽而開心不已，剛剛一路上的

悲傷與疼痛早已忘得一乾二淨，細心的

媽媽卻發現我膝蓋上的傷口，帶我去擦

了藥敷上紗布，然後讓我坐在休息室等

她，中午休息時間，媽媽只好捨棄休息

帶我回家，回家的路上，媽媽買了我最

愛吃的吐司麵包，長長一條又香又軟的

吐司從小就是我的最愛，我相信媽媽一

定非常不捨，所以想藉由我喜愛的食物

彌補心中的虧欠。若非家庭需要，她何

嘗願意將年幼的我留在家裡外出工作

呢！

　記憶中，媽媽非常疼愛我，有好吃的

東西總是留給我，耳濡目染之下，我也

如此對待媽媽，記得上幼稚園時，每天

上午十點鐘學校都有點心時間，通常都

是一杯牛奶配上三片牛奶餅乾，我總是

小心翼翼地將其中一片牛奶餅乾用衛生

紙包起來帶回家與媽媽分享。在那個物

資貧乏的年代裡，實在沒什麼零食可

吃，所以在下午時光，我坐在家裡客廳

外的長廊下寫功課，眼睛不時的望著那

小小片的餅乾，心裡希望媽媽趕快下

班，可以將餅乾送上給媽媽品嚐。事實

上，心裡真正的企望是，媽媽會捨不得

吃完一整片餅乾，只是做做樣子咬一小

口，其餘的又都進入我的五臟廟。媽媽

就是這麼地疼愛我。就連一小片餅乾都

捨不得吃，逢年過節，媽媽總是將雞腿

留下來給我一個人獨享，她總是啃著雞

骨頭，邊啃邊說好香，當時我真的不

懂，長大之後才知道媽媽的用心。

　我的媽媽跟一般人的媽媽一樣，就是

如此樸實真切，沒有華麗的外表，沒有

高深的學問，卻有著跟天底下所有母親

一樣的愛，對家中的小孩的照顧極盡所

能地無微不至。後來家中經濟改善，媽

媽不再外出工作，可是，每天最晚睡的

是她，最早起的也是她。我還記得國中

的時候，媽媽每天早上起床幫我準備便

當，時間到了再叫我起床，每天早晨餐

桌上都有熱騰騰的飯菜等著我，等我吃

過早餐之後，媽媽又一路陪著我走到車

站去搭車，總是看著火車開動，媽媽才

慢慢轉身回家，我的中學時代六年，媽

媽每天如此，無論風雨或晴天，從不倦

勤。

　高中時期，正處於青春期，有一天早

上起床跟媽媽鬧脾氣，說什麼都不去上

學，外面下著大雨，我的眼睛也下著

雨，媽媽沒有唸過書，也講不出什麼道

理，她更沒有因此對我疾言厲色，她只

是默默地幫我收拾著書包跟餐盒，嘴巴

上說著，不去上學要做什麼？然後再牽

起我的手帶我去搭車，不同於往日送我

到車站的情景是，那天媽媽一路陪著我

坐公車到學校，親自送我進教室後才轉

身離開。

　媽媽總是如此地包容我，用滿滿的愛

圍繞著我，所以，我是一個幸福的小

孩，感謝我的媽媽讓我在充滿著愛的氛

圍之下成長。你有多久沒有回家陪伴媽

媽了呢？如果時間許可，抽個空回去看

看媽媽，讓媽媽享受天倫之樂，因為這

是媽媽們應得的幸福。

◎系發中心／林志清

　一般人對於印章的觀念，就是在印石上

刻上文字，當成文件簽屬證明、或文字藝

術表現之用。而所刻文字，以小篆居多。

其實，除了文字外，印章也可以表現出圖畫之美。將

印石材料想成是一塊畫布，用陽刻（朱文）刻出圖畫

的印文，以圖案造型來表現印章的另一種美，所蓋出

的印文圖案稱之為肖型印。也可以在印材的六個面上

用陰刻畫出圖畫，亦即將印章的邊款文字部分，用畫

圖方式取代來表現印章的另一種圖畫美。

　我雖然是印章社社員，但也愛畫畫，故將畫與印結

合，將石材當成畫布來作畫，而創做了一些以畫畫為

藝術表現的印章。

　其中有一枚印章畫畫作品，我將作品標題定為舞影

情迷。這幅作品稱之為舞影情迷，是因我用了四幅相

當動感的舞姿作為題材，以陰暗對比強烈的剪影表現

方式，刻製圖案後再加色在印章的四個側邊面上，有

動態眩惑的迷離感覺。而舞姿包含鋼管舞、探戈雙人

舞、佛朗明哥舞、芭蕾舞等（圖一）。而印章的印文

部分，則參考美術書籍等資料，刻製著一個大大的

「舞」字，字中間長長一豎的部分，又可以看到一個

舞者的舞姿，這字與畫的巧妙結合形成一個非常有

趣的圖案文字（圖二）。印章頂部也刻製著大大的

「舞」字，以便與前述的印文舞字做為對比與呼應，

並簽署上作者的名字（圖三）。印材的石質為東北的

炎
炎
夏
日
好
時
光

超 吊 奶 妹

小小—小小的記憶、小小的心願

篆刻作品分享─舞影情迷

圖一　印章四面動感舞姿以陰暗對比強烈的剪影方式

表現

圖二　印章底面印文是結合圖案與文字的方式表現

圖三　印章頂部為一

舞，並簽署上作者名

字

下讓它等會再沸騰。但這些當然不是冷

氣房裡的知識分子所能體會或想像的；

對他們而言，炎炎夏日只是溫度計上居

高不下的讀數而已。

　庭芳拎著背包，夾著厚重的電子學要

回學校去考她的期末考，在這炎炎夏日

的正午。我載她到龍潭去搭亞聯，空曠

的站牌在呼嘯的車馬聲中顯得很是渺

小。一開車門，熱浪便如浪潮般襲捲而

來。她撐起陽傘擋住燦爛的太陽，愉快

地揮手道別不以為苦，說她考完後要與

同學去九份金瓜石玩，要去同學家過夜

再去基隆廟口夜市閒逛吃小吃，再回家

裡來。聽來自在，似乎她已計畫好搭

車、應考、及後續假期的各種打算了。

我緩緩轉入車道回二村來，心中猶疑著

是否要「慷慨」一點載她一程回新竹，

免她在這熱浪中等車走路辛苦。但終究

空想，我已回抵家門。想著她應已如她

的時程回學校去，想著一路走來她已長

大可以自主，想著她去體會一下這個炎

炎夏日也是難得經驗。思緒如潮，人似

乎也飄浮在熱浪中。

　又華也在期末考，只是她選擇待在學

校未回家來。少了她們倆，家中似乎空

洞不少。牆上掛的多是她們小時相片，

笑臉盈盈，天真無邪，似乎說著她們童

年多麼美麗，多麼令人陶醉。時光流過

青草地，潛滋暗長，歡笑童顏，夢幻童

年，恍如昨日。如今她們勇往直前，正

如一地艷陽，正在編織美好光景，正在

揚帆快樂出航。突然間，炎炎夏日不再

那麼肅殺威武，而是一片生機盎然。我

聽到屋後樹林的熱烈樂章，禁不住滿心

歡喜，好一個夏日好時光！

◎資通所／洪龍　　　　　　　　　　　　　　　　　　　　　　　　　　

　何謂「績效」？

你會怎麼定義「績

效」？杜拉克定義

的績效有點像棒

球的「平均打擊

率」。績效並非一

擊中的，而要能長

期地、在許多不同

的任務上都能締造

成就；評估一個人

的績效，要看他是

否「能夠長期持續

地創造成效」。績

效紀錄不該只記載

一個人的優點，也

要紀載他的缺點，

必須記載出過的

錯，也必須記載失

敗，即要塑造一種

容許人們犯錯的氛

圍。

　杜拉克在《管理

的實務》提到，績

效的精神是要讓每

個人都能在充分的

範圍內，追求卓

越。組織的焦點要

著重在人的優點─

就本院產品銷售議題探討保密安全重要性

免費四癌篩檢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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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2 ~ 1 0 / 2 3 

9:00~16:00「2016 桃

園藝術嘉年華月」生活

藝術市集（文化局桃園

館文化廣場）

1 0 / 5 ~ 1 0 / 1 6 

9 : 0 0 ~ 1 2 : 0 0 、

13:00~17:00 御 風 而

行—黃秀傑個展（第二

展覽室）

1 0 / 5 ~ 1 0 / 1 6 

9 : 0 0 ~ 1 2 : 0 0 、

13:00~17:00 2016 台

灣綠水畫會第 26 屆會

員暨第 9屆《綠水賞》

徵件展（第一展覽室、

2-3 樓畫廊）

10/16 14:30 2016 豆

莢寶寶兒童音樂會 -擊

樂魔法書（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10/20 19:30 2016 鍾

家瑋鋼琴獨奏會 -樂興

之時（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10/22 19:30 妙音樂集

國樂團《聽母親的歌—

妙音樂集國樂團懷舊金

曲之夜》（文化局演藝

廳）

10/22 19:30 蘋果劇團

《龍宮奇緣》（中壢藝

術館音樂廳）

10/23 19:30 舞之樂饗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10/23 14:30 鐵玫瑰音

樂學院－大師講堂【歌

曲與電影的完美結合】

（新屋圖書館 -視聽教

室）

10/26 14:00~16:00 武

俠穹蒼國王傳奇 :春之

聲管弦樂團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1 0 / 2 6  1 9 : 3 0 臺

灣 玉 山 交 響 樂 團

《2016 年“繽紛年少

TheDazzlingYouth”許

恕藍小提琴獨奏會》

（文化局演藝廳）

10/28 19:30 光環舞集

舞蹈團《金色年代—練

油場上的召喚》（文化

局演藝廳）

10/28 19:30 薩克斯逍

遙遊—薩克斯瘋爆笑五

人幫（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10/30 14:30 皮皮兒童

表演藝術團《恰皮大冒

險》（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化學所／于開國

　本院轉型為行政法人

後，為達成院長張中將所

揭示「追求卓越，成為具

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

隊」願景，以創造頂尖的產品，來提升

營運績效及對外競爭力，除精進人事、

組織、預算及採購等營運作業，以及提

昇國防科技與系統工程研發、整合及管

理能量外，更積極參與各大國際航展，

如去年 (104) 的巴黎航展、今年 (105)

的巴林、東京航展等，展現本院鴻大志

向及企業經營成果；然在追求世界頂尖

產品的同時，有關「保密安全」這一件

事，也是產品銷售成功與否重要因素，

實不可不察。

　據105年8月25日報載揭露標題「法

潛艦數據外洩  購艦國家剉咧等」，內

容指出：法國政府擁有逾六成股權的

「法國國有船舶製造企業（DCNS）」所

製造「鮋魚級（Scorpene）柴油電力潛

艦」作戰能力機密數據疑似外洩，引發

委託「DCNS」造艦且今年 (2016) 底將

啟用的印度海軍，以及同樣委託製造的

馬來西亞、智利、澳洲等國擔憂。經印

度國防部初步調查，將全案元凶導向

「海外駭客」，已下令徹查及評估影響。

另「DCNS」則宣稱，懷疑相關資料是商

業競爭對手所竊，一時之間洩密疑雲幢

幢。

　另據澳洲銷售量極大的《澳洲人報》

（The Australian）24 日獨家報導指

出，該報看過印度「鮋魚級潛艦」逾

2.24 萬頁機密文件，包括該艦聲納、

作戰管理系統、魚雷發射系統、通訊系

統與導航系統，可知該艦多項數據，包

括情報蒐集頻率、噪音、潛航深度和續

航力等，資料曝光堪稱「毀滅性」。至

於洩密來源，報導指稱係 2011 年曾轉

包「DCNS」計畫的法國海軍一位退役官

員。世界各採購國家對「DCNS」這家公

司的保防 (密 )能力產生質疑，更進一

步影響澳洲以 500 億澳幣（約台幣 1.2

兆元）和「DCNS」簽約委託設計、製造

最新潛艦「梭魚級核動力攻擊潛艦」，

以及正在競逐波蘭與挪威的潛艦合約的

可能性。

　由上述報導案例說明，一家從事國防

工業的企業或組織，對於重要產品機密

參據（數）的「保密（防）能力」良窳，

攸關國際間各國產、銷合作與否的重要

評估指標之一，因為關乎他國的戰略規

劃，這是彼此建立互信、合作的基礎，

沒有優良且值得信賴的保密機制，是無

法立足於國際市場；因此，本院在建立

「具國際競爭力之國防科技團隊」的進

程中，逐步建構屬於國際認可的保密機

制，是必要且迫切的。而這項保密機制

的建構，絕非組織內部某一部門能單獨

完成，有賴整體全系統的研發團隊，共

同參酌國外國際法規及慣例，以及國內

有關法律配合，更進一步發想、精進屬

於本院獨有特色的保密控制服務，方能

在國際激烈競爭下，爭取一席之地。

◎化學所／張瑋庭

　自民國 71 年起，癌症即高居

國人死因第一位，為響應衛福部

推行之免費四癌篩檢之口腔癌及

大腸癌，化學研究所推進劑研製

廠大樹廠區在鐘偉郎副廠長的領

導之下，重視女性員工權益及健

康之照料，特別選於年度健康檢

查期間（7月11日至7月14日）

於 7 月 12 日與大樹區衛生所合

作，委請小港區安泰醫院癌症篩

檢巡迴車蒞廠，為本廠區女性員

工執行乳房攝影及子宮頸抹片檢

查，使同仁可免於因繁忙的生活

中無法撥冗前往醫療機構檢查，

放棄權益而無法施行早期發現早

期治療之憾事。

　依據癌症登記資料顯示，95

年國人共有 7萬多人被診斷為癌

症，其中大腸癌、乳癌、口腔癌

與子宮頸癌等 4種罹癌人數佔所

有癌症的 33%。子宮頸癌因衛生

福利部自 84 年起推動子宮頸抹

片篩檢，已將其發生率和死亡率

有效地降低 5成之外，其餘 3種

癌症，近 10 幾年來均呈現快速

上升的趨勢，其增幅分別為大腸

癌 4成、乳癌 7成，而男性口腔

癌則為 8成。

　研究顯示，大規模推動癌症篩

檢，可以有效地降低該 4種癌症

的死亡率，其中抹片篩檢可以降

低 6至 9成的子宮頸癌發生率與

死亡率；乳房攝影可以降低 3成

乳癌死亡率；糞便潛血檢查可以

降低 2~3 成的大腸癌死亡率；以

及35歲以上具菸酒習慣的男性，

口腔黏膜目視檢查可降低 4成的

口腔癌死亡率。

　自 2010 年起，國民健康局擴

大推動癌症篩檢，其中預防保健

服務新增大腸癌、口腔癌，和

45 歲以上婦女乳房攝影可每二

年篩檢乙次，及 30 歲以上可每

年子宮頸癌篩檢乙次，同仁只需

持健保卡，前往健保特約醫事服

務機構，即可獲得免費檢查。

　本廠區全員女性共 23 人，其

中未滿 45 歲 3 人、45 歲以上 20

人，部分人員已於外院定期檢查

◎系發中心／張孝慈

　發動機的作用，是根據牛頓第三定律，推

動飛行器前進，克服飛行器所受的阻力，從

而產生升力，是飛行器的心臟。而航空發動

機必須吸進空氣，做為所攜帶燃料的氧化

劑，不能到稠密大氣層之外的空間工作。在

二戰期的戰機，將活塞式螺旋槳發動機的性

能發揮到極致，但要進一步提高飛行速度

時，儘管將功率再提高，速度也無法明顯地

增加，螺旋槳推進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隨

著渦輪發動機技術的發展，戰鬥機進入了超

音時代，其進氣口位置的安排，應注意使速

度分佈均勻，附加的阻力小，同時不易吸入

雜物，以免損壞發動機內部的零件。

　現代的戰鬥機發動機均安裝於機身內部，

如 Mirage 2000 採中機身兩側進氣的型式，

進氣道較短，氣流動能損失較小，戰機頭部

空間較好利用。但由於氣流沿機身形成的邊

界層較厚，會發生進氣口壁流離，使氣流衝

壓的利用不好，可能出現進氣道中氣流不穩

定甚至發生脈動、抖振和很大的噪音等不良

現象，解決的辦法是以邊界層隔道將進氣口

高置，避免將邊界層吸入進氣道。而超音速

飛行時，在進氣道前端還要加裝突出的錐

體，使氣流在進氣口附近形成一系列斜震

波，最後再經過弱正震波降到次音速，則氣

流能量損失可大大降低。

　最新的 F-35 戰機則採用無邊界層隔道超

音速進氣道設計，機身兩側進氣口處，將鼓

包型與機身融合並使進氣道唇口前掠，由鼓

包形成的壓縮曲面中間高兩側低的壓力分

佈，把大部份邊界層吹除到進氣道外，不但

結構簡單減輕重量、迎風阻力小增加淨推

力，還具雷達反射面積小的優點。

Mirage 2000（資料來源：Jane's Air-

Launched Weapons）

F-35（資料來源：Jane's Avionics）

他能做什麼？而非他不能做

什麼？不能以良好的工作績

效為基礎的人際關係，是不

良的人際關係。如果一個傑

出人才的優點和能力，成了

團體中的威脅，而且，他的

績效成了他人的困難、挫折

及沮喪因素，那是組織的最

大罪過。組織要健全，首要

條件就是嚴格要求績效。就

像目標管理一般，組織應著

眼於工作目標的追求，讓管

理者為自身績效設定高標

準，能做到這點，才表示真

正瞭解績效。不論對團體或

個人，組織都必須教育它的

員工去追求成就，且不容許

驕矜自滿和低標準。

　想建立高績效標準的組織

需要體認，人資決策─用

人、派職、薪資、升遷、懲

處及解雇等的決策─實是組

織的真正「控制」因子。是

「這些決策塑造了行為」，

而不是會計師的數字或報

告；是人資決策對組織成員

暗示了：管理真正想要的、

真正重視的及真正獎勵的事

情。因此，任何人資決策，

都需要有謹慎的思考及清晰

的政策，遵循公平與公正的

高標準，並以明確的目標及

實際可達到的績效做為基

礎。有時候雖然組織成員會

對人資決策反映過度，如高

階經營者的某項措施，或許

只是為了移除某項人事障礙

或調停僵局，看似無害，但

在員工眼裏卻可能是清晰的

信號：管理者說一套、做一

套。因此，一個人若在工作

中無法發揮成效，只證明了

一件事：管理者犯了「認人

不清、識人不明」的錯誤，

不管他在用人上多麼用心與

謹慎。

　員工需要什麼樣的動機才

能達到最佳績效呢？很多企

業認為是「員工滿意度」。

這個概念或許具有某些意

義，但究竟多高的滿意度才

能稱之為滿意呢？企業在關

注「員工滿意度」之餘，或

許更該採行的是「追求內部

績效動機」，而唯一有效的

方法則是：加強員工責任

感，而不僅只在追求員工滿

意度。在實務上，我們可以

用四個方式來「造就負責任

的員工」：慎重安排員工職

務、設定高績效標準、提供

員工自我控制所需資訊及提

供員工參與管理者願景的機

會。

　轉型後，「鬆綁」應是本

院重要的營運契機之一，

「責任管理」更可考量做為

拿捏「鬆綁」及企業化經營

前的營運機制。唯轉型迄

今，看到的多是本院與上級

單位或與各公務機關擠帶間

的權責變革，少有實際負責

營運的各所、中心與院部間

有關「責任管理」的調整。

本文在探討杜拉克績效定義

有關「平均打擊率」、「長

期持續創造成效」以及「造

就負責任員工」等議題之

餘，更願看重「人資決策塑

造員工行為」的「加權授

責」機制。只是，周遭的人

資決策或相關管理作為如仍

充斥著「汰除頑劣」、「降

級降等」等等負面的人性思

維與態度，著實很難令人對

轉型「鬆綁」抱持樂觀的想

像。

（學思杜拉克系列十七）

追蹤，一半以上女性同仁參與本

次活動，並廣受同仁好評及長官

極力支持，預劃明年度健康檢查

將以相同形式再次辦理免費四癌

篩檢之活動，提高癌症防治作

為。

　員工是廠區進步的原動力，也

是企業最寶貴的資產，員工生命

的健康是一切幸福的根基，定期

檢查追蹤注意身體健康之維護及

健康管理，才是經營之首要任

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