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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航空所／張瑞釗

　有人說，旅遊最大的樂趣，在於事前的期待與事後

的回憶。今年仲夏，航空研究所動力系統組，舉辦員

工旅遊，往阿里山和奮起湖一日遊。全組人員於今憶

及，的確回味無窮。

　由於路途稍遠，當天早上五點三十分集合。在經管

小組長完善規劃下，一日之始─早餐，即提供多種優

質西點和飲品搭配，由大家自由選擇後，在微亮的晨

曦下，準時六點出發。

　天長地久恆常在，動力綿延無絕期。車子飛快地由

三號國道轉入台十八線，兩小時後，經觸口抵達天長

地久。觸口為早期漢人和原住民交易之處，距天長地

久約兩公里。天長地久為阿里山公路之起點；天長和

地久分別為兩座吊橋，橫跨八掌溪。位於高山處者為

天長橋，離停車不遠處，清楚可見者為地久橋。天長

地久四周景致優美，傳說來此的情人若能共渡此二

橋，則可天長地久，愛河永浴。由於時間有限，大家

僅能以相機入景。

　蜀道難如上青天，青山猶在彩雲間。車子加足馬

力，沿著阿里山公路，迤邐青山之間而上。九點三十

分，到達阿里山。一下車，頓時可感覺到這是避暑極

佳之地，氣溫攝氏十八度，十分宜人。按照慣例，每

年員工旅遊不可免的第一件事：拍團體照。大家相處

融洽，全組自立自強之寫照；由背景─「森林鐵路，

阿里山車站」，足證到此一遊也。

　拍完合照，兵分兩路，一路搭火車，另一路則健行

而上。十點三十分，兩路不約而同來到了沼平車站，

此即早期以來所稱的阿里山，阿里山閣大飯店即為昔

日總統蔣經國先生渡假之處，其二樓目前還保留當初

原貌。出沼平車站，步入沼平公園。沼平公園設有空

中走道，稱為森林詩路，是為推廣阿里山人文美學。

由空中可俯瞰櫻花林，直嘆美景一片。沿著山路而

下，穿過森林。此時巧遇大陸旅遊團，經其白導遊解

說，方知這一片山林包含了柳杉、鐵杉、肖楠、紅

檜、扁柏等。其間白導還說，以前，有二姊妹同時愛

上一鄒族少年，姊妹煎熬於吃味與壓力之間，原親如

手足，最終先後投潭而逝，乃名為姊妹潭─嘆世間情

何其苦，直教她不再為人。

◎資通所／查理王

　一位講述利益共享的革命者，在影

片中分享他的理念；一位從暴動中穿

身而過的酒店經理，在炸彈響起時，

冷靜、迅速地幫助旅客離去且獲得一

位女性青睞。那位女性名叫Sophie，

巧妙地請派恩經理為她送一壺現煮咖

啡並送至客房，有意無意地說出了一

些話語，並借用派恩經理的私人印表

機；派恩起初請Sophia使用客房服

務，但還是忍不住地讓美女到他辦公

室。表面派恩雖回答得中規中矩，但

在雙方巧妙的言語試探下，派恩一轉

身即凝目注視著所有資料，再回神微

笑地返還兩份資料給美女。

　原來派恩是位英國特務（類似007

龐德的角色），以間諜的身分店擔任

酒店的夜班經理，默默地蒐集情報、

交給軍方。這次他非但獲取了情報，

也擄獲了Sophia的心。無奈的是，他

所要扳倒的對象因與英國有重大利益

交換，使的他的線人在過程中死亡。

於是，點燃了他內心的復仇之火....

　一直以來我對間諜這個職業都帶著

一份憧憬：膽大心細、足智多謀、又

有許多有趣的小東西可以任你取用，

對體格弱小的我來說有股莫名的吸引

力。因此，從小時的馬蓋仙、007龐

德、日本的鬼牌遊戲與這部夜班經理

就成了我的榜上名單。夜晚是許多壞

主意孳息的時間，經理面對外人是掌

管內裡的角色，尤其是酒店的經理因

長期與人面對，能看出客人細微的肢

體動作，先一步於對方要求前就先遞

上服務。因此，擔任夜班的經理雖然

面對的客人比較少，但卻可從中獲取

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航空所／林彩鳳

　風和日麗好心情，千花百卉爭放，到處蟬

嘶的吸引下，呼朋引伴至東勢林場踏青，置

身蔥綠漾然的樹林裡，一邊嗅著清新的的草

香花味，一面聽著林內鶯鶯燕燕聲，行走在

落葉鋪滿地的小徑上，談天說笑好不愜意。

　休憩間，突然發現大家足下風光很別緻，

腦子一閃出奇不意按下快門，秀給大夥欣

賞，大家點頭互Line，開心似回到童年，穿

新鞋比炫的那一時刻。

◎系發中心／柯玲芬    

　昔日三國時代諸葛孔明與

周瑜對決於沙場，孔明曾說

道：「要打贏一場勝仗，需

要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備，缺一不

可。」本次品工組辦夏季郊遊爬山活動，

參加者眾，氣氛和階，圓滿成功，憑藉的

就是天時、地利及人和。

　炎炎夏日，暑氣逼人，要辦活動，何其

不易？為了全組，預劃日期，排出空檔，

一個月前，即訂日期，誰人能料，一個

月後，即8月27日是個陰天有風，不見太

陽，暑氣全消，適合出遊，極佳天候，天

助吾輩，此為天時。

　本組同仁，上班通勤，地域極廣，北起

基隆，南至新竹，本次爬山，所選地點，

剛巧就是基隆與新竹兩地點連線的中點

上，不論是從基隆或是新竹前來的同仁，

均約為66公里，約為1小時左右路程的雞

罩山，方便各地同仁參加，此山丘座落

於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於台7乙路線轉

進北114線，前進左側路邊的插角國小後

方，前有山谷大豹溪，南邊隔條溪與五

寮山(海拔659公尺)相望，左側為湊角山

(海拔643公尺)，右邊為有熊空山(海拔

971公尺)，雞罩山海拔500公尺左右，蜿

蜒馬路，適合扶老攜幼，漫步林間，閑話

家常。馬路旁邊，羊腸小徑，山路崎陡，

則適合年輕人爬山攻頂。兩種路線，無論

老少，各有咸宜，任君選擇。山腳下有餐

廳，方便充肌，絕佳地點，此為地利也。

　至於說到人和，無可諱言，平日組內

同仁相處非常融

洽，近期有兩位

同仁屆齡榮退，

因此大家都非常

珍惜此次郊遊相

聚的時光。一般

自強活動為團體

公假，係公用預

算支付交通及用

餐費用，然而平心而論，我們這次比自強

活動更強哦，而是百分之百的「五自」活

動：一是自己假期、二是自動參加，三是

自行開車前往目的地，四是自掏腰包、共

桌吃飯、聚餐聯誼、五是自選路線。參加

的有六十幾歲同仁、有三十歲左右的年輕

伙伴，更有多位未滿五歲活潑可愛的小朋

友，各依體力選擇適合自己喜歡走的路

線。令人非常感動的是時間一到，九點

五十分集合拍照，不分遠近，一個不少，

全組到齊之外，還有攜家帶眷（未滿週歲

的小嬰兒，及帶女朋友出席的，感覺非常

的溫馨，來自不同遠方各地，路途奔波，

卻能準時到達，表現出這種強而有力的單

位向心力，令人感受到無堅不摧的凝聚

力，真是難能可貴，此為人和最佳寫照。

　規模壯觀的團體歡樂大合照，大家的表

情十分逗趣，無論男女老少都無比開心，

敬請細看左邊這位小朋友，年紀雖小，擺

的姿勢，卻很專業，令人欣賞，讚嘆弗

如，更要感謝美女路人甲，熱心協助攝

影，方能使全體攝入鏡頭，留下剎那即永

恆的珍貴畫面。本次郊遊爬山活動，用心

規劃得宜，走路或爬山，流不流汗，各選

所需，均能盡興，大家都說辦得非常圓滿

成功，感謝每位同仁及家庭成員共同熱烈

參與本組年度盛事，爬山的歡樂，聚餐的

愉悅，使我們有一個健康又美好的團體假

期活動，載著幸福滿滿既甜密又滿足的溫

馨回憶，離情依依走在回家的路途上，深

深期許下次再次共同出遊的日期早日來

臨。

動力踩踏 人文阿里山

夜班經理

比
足
誰
炫

看照片說剎那即永恆的故事

動力組全體於阿里山車站前合影

　十二點三十分，用經濟午餐。餐廳老闆深諳經濟

學，精心設計菜餚，頭幾道真的讓人嘆為物超所值，

然有點後繼無力。下午兩點三十分，到了今天另一目

的地：奮起湖。大家紛紛購買阿里山名產，山葵、愛

玉子、山棹茶、樟樹湖茶、三色李、西瓜李、櫻桃

李，言其為名產，他地罕見也。四點五十分，回程路

經中埔吳鳳公園。此為最後一站，突然風雨大作，天

空如晦，終於應驗了前夜的電視氣象預報，足證本組

鄭博之弟所言神準。六點四十分，回到航空所。十二

小時又四十分之一日遊，圓滿愉快。大家直呼，明年

再來。

　裡面有個追查者說了段話「21世紀

全球軍火貿易的形式，以及如何應對

的方法。關於國際軍火走私犯，有兩

種應對方法：利用或執法。你走利用

這條路，事情就會這樣發展，你找到

一個壞人就盯緊他，用他的各種罪證

就去換取招降他，然後利用他去找到

下一個人，再重複地去盯他、用罪證

去招降他，依此類堆，不斷循環。最

後，界線模糊了，發現你的敵人突然

變成你的朋友。...而執法者，則是

找到某人不法就扳倒他。」

　再想到個人以前分析過中東歷史，

看到幾個列強猶如下棋般地在這片土

地上各自佈局。有的是因為歷史淵源

而相互對立，有的以為是利用某個部

族去壓制另一個部族，其實是想為自

家的軍火找到銷售管道；其實都只是

在為自己的國家謀取最高利益。因

此，這部影片透過諜對諜的過程，讓

我們了解中東戰亂並不如我們所想的

只是幾個自私的軍閥互鬥，其實這背

後還牽扯著一群各自牟利的大國們。

　「賠錢生意無人蝕，殺頭生意有人

做。」影集中把Report這位軍火商形

塑成一位壞人，身旁也有許多親信各

自守住某些秘密。但派恩的祕密卻不

是從他們身上獲取，反倒是利用自己

平易近人、不引人注視的方式獲取

Report家人們的信賴，再從他們的交

談中、身邊事物獲取需要的資訊。

　這種檯面下的貿易，牽連廣、利潤

高、又身處在高度政治地緣深處，各

方人馬都想從交易者或被交易者中分

一杯羹。所以，調查人員除了要有靈

巧的交際手腕去對付不斷想彌平真相

的高層、與人應對得宜的態度讓人不

討厭自己、靈活應變的頭腦去處理各

種訊息、巧妙大膽的策略為自己謀取

最大利益，最後還要有一份崇高的意

念，才不會在自身位置瀕臨滅絕的狀

態下還能繼續奮戰。

　一般電影為求緊張感，除了部分劇

情懸疑重，還採用特殊音效讓觀眾的

情緒能融入；但本影集不用特殊音

效，只要把自己當成主角融入劇情，

自然就有臨場緊張感。在這齣影集

中，除了間諜本身的主題，也可以多

瞭解中東軍火商與現實世界大致的關

係（當然現實更複雜）。想要更進一

步了解這議題又不想讀太深奧書籍的

朋友，可以到"鴻觀"的節目中好好瞭

解，相信你看完這兩個節目後，會對

整個故事或現實世界有更深度的體

認。

◎資通所／洪龍

　杜拉克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

他是個哲學家、作家及深思熟慮的

觀察家，同時也是歷史學家與日本

藝術專家，但他喜歡自稱社會生態

學家。他深信，在每個社會的每個

組織中，高效能的管理及高道德操

守的領導人都能大幅改善人類的處

境，所以，他總是很有膽識地提出

對社會的見解及處方。無論是認識

他的友人、學生、經他輔導獲益的

人或純粹默默欣賞他的人而言，都

對他留下不可抹滅的印記。杜拉克

曾說：「公司就是我的實驗室」。

他會觀察並分析公司發生的事情，

並據以推論，然後以讀者可以理解

的形式發表出來，讓從事管理實務

的經理人能應用他的發現，由此可

知，他寫作的目的不是為了學者或

學術界人士，而是給真正需要的

人。杜拉克的許多著作如今都已成

為經典，許多管理學者更是深受他

的啟發與影響，例如：《追求卓越》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的作

者畢德士 (Tom Peters) 或《A 到

A+》(Good to Great)、《基業長

青 (Built to Last)》的作者柯林

斯 (Jim Collins)。柯林斯更曾表

示，他這兩本著作的書名其實都可

以叫做：杜拉克說得對！

　筆者學思杜拉克系列主要是以其

近 50 本的論著與文集為基礎，選

擇較有興趣及與本院轉型較契合的

內容，進行議題寫作與分享。本文

「顛峰後的衰敗」沒打算直接參引杜拉克的著

作，而是改參考克萊蒙研究大學杜拉克與伊

藤正俊管理研究所企業主管管理學博士專班

1979 年的首位畢業生威廉．柯漢的著作《杜

拉克教我的十七堂課》。雖說不直接參引杜拉

克的著作，但是按威廉．柯漢的說法，杜拉克

授課時只用一本參考書─《管理的使命、責任

與實務》，因此，好像也沒什麼差別。威廉．

柯漢在《杜拉克教我的十七堂課》中提及杜拉

克有關「顛峰後的衰敗」的主要概念包括：

1. 別老是重複過去成功的做法：緊緊抓住過

去成功不放的公司終將失敗，而且有時候是慘

敗。如果你要繼續成功，就不可避免地必須改

變；你必須準備好迅速改變，放棄過去造就你

的一切；最好能高瞻遠矚，藉由自行推動的改

變，開創自己的未來。

2. 不要用上一場的戰術來打下一場戰役：不

斷重複過去成功的模式終將導致未來的失敗。

組織面對突發時的改變，必須願意立刻拋棄過

去的成功模式，也應假定未來不可避免將發生

革命性的劇變，因此，亟需採取行動，並透過

自行推動的革命性變革，來開創自己的未來，

即使這表示要淘汰既有的成功作法，也在所不

惜。

3. 如何看清未來：組織應努力了解周遭發生

的事情，不只是本行發生的事情，而是全世界

發生的事情。不要只問會發生了什麼事，而要

問自己，根據目前的情況和預期的發展，未來

可能會出現什麼狀況；也要密切觀察事情的發

展，因為沒有任何事情能永遠持續下去。不要

為改變而改變，而應建立固定的機制，定期檢

討每一項產品、策略、戰術和政策，採用新構

想、新觀念；捨棄過去的成功模式，改採能讓

未來更成功的模式。

　被稱為 20 世紀最傑出的企業執行長之一，

並為公司創造廿五倍巿值的奇異前執行長威爾

許，曾推崇杜拉克著名的管理技巧之一：問客

戶問題。杜拉克曾向威爾許問了兩個問題：

1. 如果你已不再從事這個行業，你還會踏入

這一行嗎？ 2. 那麼，你打算怎麼辦？按威爾

許的說法，杜拉克的問題促使他放棄不賺錢的

事業部門，並將奇異改造得更有效率，而且非

常成功。史丹佛大學教授、管理學家理查德·

帕斯卡爾曾說：「21 世紀，沒有危機感是最

大的危機；沒有危機感，其實就有了危機。有

了危機感，才能有效地避免危機」。杜拉克「顛

峰後的衰敗」及威廉．柯漢有關「別老是重複

過去成功的做法」、「不要用上一場的戰術來

打下一場戰役」及「如何看清未來」等等的概

念，一再地讓筆者儆醒，也不斷地反思：轉型

至今，本院的組織生命週期在那個階段？成長

期？成熟期？衰退期？組織在顛峰後當然可以

再成長，卻也可能走向衰退。冀望本院能隨時

保持「危機感」，因為，有了「危機感」才能

有效地避免危機，不是嗎？（學思杜拉克系列

廿）

◎人資處／陳韋志

　肩射火箭類的武器有利於士兵在狹窄空間及複雜環

境下進行埋伏，除了防不勝防外，還能實質威脅、重

創裝甲較少的載具（含滯空的直升機），有效箝制機

甲部隊；高爆型彈頭的火箭彈則能在遠處對藏匿敵軍

的工事或建築物進行破壞，在沒有裝甲部隊或空優的

狀況下減少人員傷亡，且其輕便、廉價、取得容易及

操作簡單等特點，在使用上幾乎沒有門檻，因此在近

代幾次的著名戰役中都曾被戰力下斜的一方大量使

用，也屢次創造出驚人的戰果，堪稱不對稱作戰的典

範，筆者曾於現地偵察喜樹海灘時，發現台灣多數灘

岸縱深不足但相鄰城鎮，敵軍登陸後即須展開城鎮作

戰，我軍若能利用城鎮中大量障礙創造時間縱深，再

以裝備火箭彈的小部隊伺機攻擊敵方間隙及薄弱處，

即能達到遲滯、削弱敵軍之目的，並乘勢轉換優勢；

難怪過去步校教官常言步兵三寶─「機槍」、「迫

砲」、「火箭砲」，意味著即便是20年後的現代戰爭，

火箭彈仍然是小部隊戰鬥中最具威脅性的傳統兵器。

　若提到反制機甲部隊，就不得不提共軍近年發展空

降裝甲載具的進度，雖然目前技術尚不成熟，但卻屢

次於演訓與試驗中精進，預期終有一日會對我方造成

實質威脅，這種針對性的戰法除能增進其武力投射能

力外，對於作戰初期的斬首及封鎖行動亦十分有效，

目前我軍在歷次漢光演習中已將反擊共軍的機、空降

列入重要演練項目，惟想定中未曾針對裝甲車輛的空

降進行模擬，試想若在海空劣勢下，數十輛裝甲車輛

及伴隨步兵突襲機場，甚至是重要政經要地，衛戍的

憲警手邊有何種武器能對其進行反制？ 

　因此筆者認為現代作戰已無前後方之分，惟在國防

資源拮据之現實下，反裝甲飛彈亦不可能配賦至憲、

警、後備等單位，所以國軍在朝向反裝甲武力精準

化、飛彈化發展的同時，仍須維持一定比例的傳統反

裝甲武器，才能維持防衛作戰實需，且考量後勤維保

亦是不可避免之壓力，廉價而有效的武器，比起高貴

且難獲得的武器更能彰顯其作戰效益，國軍不能比擬

美軍擁有不虞匱乏的資源與強大的後勤能力，可任意

運用各式昂貴的導引武器及智慧型彈藥，例如美軍就

曾使用標槍飛彈攻擊藏匿敵軍狙擊手的碉堡，這站在

國軍的立場是全然不可能發生的情境，即便先進如標

槍飛彈，在實際的作戰場景中命中率也並非百分之

百，一位曾赴美接受標槍飛彈訓練的友軍軍官曾對筆

者坦言，標槍飛彈頗受氣候及環境的影響，在多熱源

（如道路旁吸收日曬之民車）或地形複雜（如高樓、

電線桿林立處所）等不利的環境下，命中率還可能低

過 25%，故一般步兵若要攻擊工事內的敵軍，仍屬火

箭推進榴彈較有效益。

　由此可知，在戰時外購先進武器有打一發少一發之

虞，因此必須準確對應於敵方先進裝備及高價值目

標，如 99 式主戰坦克或登陸載具等，至於其他輕型

載具或防禦工事一類，仍應以火箭推進榴彈為主要攻

擊手段，研判輕型單兵火箭在未來數十年內仍有其不

可取代的戰術價值。（本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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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計量工程師得獎感言

12/7~12/25 9:00-

21:00 2016 雲 心

書會─美哉斯土桃

園篇（桃園市政府

文 化 局 2-3 樓 畫

廊）

12/7~12/25 9：

00 ～ 12：00；

13：00 ～ 17：00

桃園市美術家薪傳

展「臺灣翠青─郭

明福創作展」（桃

園市政府文化局 3

樓第一、第二展覽

室）

12/16 19:30 琴韻

再續 -蕭唯真、伊

蕾娜世界巡迴—台

北首演場（文化局

演藝廳）

12/16 19:30 寇柏

林 2016 鋼琴獨奏

會（中壢藝術館音

樂廳）

12/17 14:30 穿越

千古情 -經典揚琴

名曲音樂會 :台灣

揚琴樂團（中壢藝

術館演講廳）

12/17 2016 鬼 娃

行腳台灣巡演《惡

了》創團十年作公

益（桃園光影文化

館）

12/17 14:30、

19:30《英雄》原

創音樂劇（桃園展

演中心展演廳）

12/18 19:30《 沙

士芭樂》（中壢藝

術館音樂廳）

12/22 19:45 天成

禮讚 ‧ 愛樂臺灣

《呂紹嘉楊文信與

NSO》（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12/23 2016 日 台

歌謠之夜（中壢藝

術館音樂廳）

12/24《狂樂動漫

魂第二彈》中壢市

民管樂團 2016 動

漫音樂會（中壢藝

術館音樂廳）

12/25 2016 樂 友

風華系列「中外合

璧之樂與舞」~ 璀

璨東方舞與桃園樂

友迸出的火花（中

壢藝術館音樂廳）

◎系維中心／何傑

各位長官、各位貴賓：

　大家好！今天非常榮幸，能夠

代表中山科學院系統維護中心儀

具校正組來接受大會所頒發的傑

出計量工程師獎，並發表感言，

首先感謝大會評審委員們的費心

與努力，接著當然是系維中心張

主任與儀校組的周組長的誠摯推

薦，使得本組能第二次榮獲此項

殊榮。

　當然在此發表感言，少不得要

將心路歷程說明一番，相信歷任

的傑出工程師都有相同的經驗。

首先是蕭先生的通知與準備，心

中十分惶恐，我有何德何能，能

夠獲得推薦並參加甄選？然而在

已獲得傑出工程師的楊副組長的

技術指導下，將所有經驗傾囊相

授，按照要領，竟也將歷年來在

計量方面的努力成果彙集成冊，

整理出總計十五篇的論文與報

告。

　由於個人學的是機械，且一畢

業即從事機械設計工作，因此認

為設計師最偉大，如果無法達到

設計的功能，一切都是空談；後

來又從事量測研究，舉凡質量特

性參數、溫度、振動、壓力、音

響等環境參數，均在工作範圍，

因此量測工作最重要，一直到進

入儀校組，才了解原來校正工作

更是一切量測的基石。

　剛開始的時候，對於機械量具

的恆溫與清潔要求，十分不能接

受，各單位的量具堆滿在待校庫

房中，為什麼不跳過這些耗費時

間即成本的程序，既然客戶的需

求就是迅速與便宜，校正的目

標，不就是滿足客戶的需求，讓

客戶滿意嗎？

　但是經過 ISO 9000 系列與中

華民國實驗室認證體系 (CNLA)

的調教後，終於體認到所有校正

的基本功夫：量測不確定度，都

在這不急不徐的精密要求下方能

達成。

　本組在校正領域已有九家實驗

室通過認證，且化學校正實驗

室，即將成為國內前兩名通過的

實驗室之一，本人很榮幸曾負責

長度 ( 角度 )、質 / 力量、流量

等實驗室的校正工作，因此也知

道導出量的不確定度分析比起基

本量更要複雜得多。

　經過多年的校正研究後，發現

計量的領域十分的寬廣，其研究

的縱深更深。這次個人的獲獎，

固然是評審單位對個人與單位的

肯定，但絕非是一個句點；反而

是一個努力再出發的起點，相信

在座的計量朋友們，仍將與個人

一樣的，繼續將研究計量的心得

發表出來與大家共享，使得量測

科學達到更精準的境界。

　最後更要感謝徐理事長與陳秘

書長的鼎力協助，並希望能繼續

向各位計量界前輩請教！謝謝各

位！

共軍近年來多次進行大規模軍演，劍指南海、東海意

圖明顯，逐步驗證及強化其奪島登陸作戰的能力。

共軍搭載7.62毫米轉管機槍的輕型裝甲車，機動性高

火力強大，可有效壓制步兵及輕型載具。

傑出計量工程師獎

輕型反裝甲火箭於我國防衛作戰之戰術價值(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