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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航空所／張瑞釗

晴天霹靂，

與天同悲；

航空舵手，

從此撒手！

　106年1月24日晨，昔日動力組好友

趙宗良傳來華將軍辭世的消息。乍聞惡

耗，不禁潸然。就差兩天，原想於小年

夜拜訪華將軍，如今已成追憶。

　華錫鈞將軍於64年2月至72年1月任

航發中心航空研究院院長，我於69年
9月至71年7月於航空研究院服大專兵

役，時值AT-3研發成功。71年開始又參

與經國號引擎研發，能和華將軍共事航

空大業，實與有榮焉。

　71年，經國號戰機 IDF，與其引擎
TFE1042之研發專案─鷹揚與雲漢齊

◎系維中心／何傑

　你，剛洗完熱水澡，除去了

打球後一身的臭汗與疲憊，緩

緩的將拼圖搬了出來，雙腿盤

坐在當年為兒子所買的黃色軟

墊上，眼睛注視著未來的願

景！一片綠地中的兩排樹林，

有淺的綠、深的綠、淡的綠、

亮的綠、黃的綠、草的綠、新

葉與舊葉的綠、充滿著綠與豐

富的綠，你之所以選擇了這一

片綠意的景緻來挑戰，當然表

面上說是對眼睛有益，實際上

是經過了長久的磨練，五彩繽

紛的圖案已無任何困難可言，

◎航空所／林彩鳳

　「有拜有保佑！」是傳統農曆春節期間

不能少的節奏，家家吃過除夕圍爐的年夜

飯後，接著到廟裡搶頭香祈福，已是不能

免的開春大事。像小弟一家人十多年來都

是吃完團圓飯，立即驅車前往北港朝天宮

拜拜，才能放心過未來如意的一年。

　我們家都是初一起得早，梳洗換新裝

後，帶著水果禮盒到就近的南屯萬和宮上

香祈福，祈求來年全家平安順遂。萬和宮

於1684年初建，是中部文化城最悠久的古

剎，建築精細巧思、巍峨秀麗，洋溢著漳

泉地區傳統建築風格，廟中奉祀湄洲天上

聖母（俗稱媽祖），三百餘年來香火鼎

盛；是國定第三級古蹟，也是信眾及鄉民

她，雖然我已有心理準備，但看

到她時內心依然震撼不已。她那

原本圓圓的臉蛋變得浮腫，原本

一頭烏黑的秀髮變為一片恐怖的

白紗布，原來炯炯有神的雙眼，

像失去靈魂般地黯淡無光，而她

的頸部也纏上厚重的護具來固定

那斷掉的鎖骨。

　當我們到她的床前，她老公

輕聲對她說：「桃子，你同事

來看妳了 ，你還記得他是誰

嗎？」只聽桃子用虛弱的聲音

回：「有」，「那你知道她

嗎？」，她依然用同樣的表情回

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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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圖
圖一  105.1.29台中市政府與華鍚鈞航空基金會合作簽約 圖二  82年春節(也是雞年)華將軍與夫人共舞 圖三  年初五(106.2.1)拜訪華夫人

飛，在華將軍全程參與主持下，歷經十

餘年，終底於成。之後，華將軍整理鷹

揚與雲漢專案研發經過，親筆一字一

句撰寫成書，先後於86年和88年出版

《雲漢的故事─IDF戰機引擎研發過程

剖析》、《戰機的天空─雷霆、U2到
IDF》。

　繼鷹揚與雲漢之後，於85年開始至

今，航空研究所，藉IDF戰機引擎研發

經驗，自行發展成功小型渦輪扇引擎，

其間華將軍亦多次蒞臨航空所關心訪

問。作者仿華將軍，於104年底，將小

型渦輪扇引擎發展經過為文《鯤鵬的故

事─小型渦輪扇引擎研發歷程》於中科

院新新季刊發表，當時亦致贈華將軍季

刊一冊，華將軍閱後對我自力研發引擎

成功，甚為欣慰。

　華將軍早年，服役於黑貓中隊駕駛
U2偵察機時，曾發生一件軼聞趣事。
48年8月3日，華將軍駕U2，於高空熄

火，為保全飛機及自身的安全，以超高

的技術，滑翔迫降美國科羅拉多州山區

的偏遠小鎮柯爾特斯鎮(Cortez)。當地

鎮民，見華將軍身著奇特的服裝，口說

不一樣的英語，以為是外星人駕幽浮降

落基地。此UFO傳說了50年，直到美軍

檔案解密，鎮民才知道真相。

　華將軍致力於我航空發展，不遺餘

力。105年1月29日，台中市政府與華

將軍創立之財團法人華錫鈞航空工業發

展基金會合作簽約（圖一）。當天，原

早已約定前往簽約儀式，後因事耽擱

了，錯失了和華將軍見面的機會，於今

想起，不勝嘆息。可安慰者，月餘後華

將軍於3月再度蒞航空所參訪動力組小

型渦輪扇引擎及轉子引擎研製生產現

況，當天我代表迎接，總算完成一椿心

願。

　在華將軍專心於航空發展時，華夫人

則任婦聯會主委，除熱衷於各項婦幼活

動外，同時出版婦聯簡訊刊物；其中，
82年5月第18期，有華將軍及夫人共舞

的畫面（圖二），鶼鰈情深，如見當

年。很巧，該期由我主編、打字、排

版，華夫人讚賞有加，大方地給我一筆

不少的編輯費，至今令我念念不忘。

　華將軍雖然無膝下承歡，但並不孤

單。華將軍於航發中心時的得力助手秘

書參謀鄭傑濚大哥偕妻及一對兒女，和

華將軍夫婦形同一家人。鄭大哥平日除

了打點華將軍家事、聚餐、話家常外；

就在去年5月6日，華將軍因急性心肌

梗塞住院期間及返家休養後，更是晨昏

定省，未曾須臾或離。

　6 8年服大專兵役時認識鄭大哥至

今；彼時，和鄭大哥同在航空研究院系

統課。除了上班，鄭大哥還雄糾糾，氣

昂昂的教唱大專兵軍歌及比賽，我們屢

屢奪冠，至今歷歷在目。

　105年鄭大哥家人和華將軍夫婦共饗

年夜飯的情景記憶猶新，今年再過三天

就除夕，華將軍卻離我們而去，年前約

定106年的小年夜及除夕夜圍爐團聚，

再也盼不到、喚不回。

　後記：年初五(106.2.1)，與鄭傑濚大

哥拜訪華夫人（圖三）。相關內容請參

閱https://reedjoe.com。

◎資通所／查理王

　幾個月前周五晚

上，我們部門內的助

理桃子在回家的路上

發生車禍。當我聽到

這則消息時，驚訝得

說不出話，腦中飛快

地閃過下班時和她道

別的畫面，以及與以

往相互共事的情景。

隨後，又聽到她因傷

勢過重而緊急轉往林

口長庚醫院，心裡不

禁冒出個聲音「這該

不會是最後一次見面

吧？」

　幸好！周一上班時

從同事口中得知她已

從加護病房轉至普通

病房，只是她的記憶

受損，對於一些親朋

好友都變得不太認

識，卻依然記得工作

的種種事項；這時的

我還天真的認為她休

息個一年半載應該就

可以重回職場吧！

　直到某天我與同事

一起去長庚醫院探望

　回程的路上，我不斷想著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這句

話的含義。以前因為醫療技術

不發達，重傷病患的存活率很

低，人們經常得面對著生離死

別的痛苦，因此在遭逢大難後

仍能存活的，多是身體沒有受

到重大創傷者，僅精神受到了

特殊的洗鍊而能進一步昇華。

　如今，大難不死是指人因為

受到重大創傷而活下來，卻因

此失能或終身殘障，也讓家人

面臨無止盡的照護與壓力，使

原有的親情扭曲變質，甚至走

上家破人亡的慘狀，這難道是

福氣嗎？

　如果一個人因重傷後被救

活，卻沒有任何自我意識，那

這又會比死亡的結果好嗎？

不，我的答案是不，因為活著

就是要有意義，活著就是要去

思考去創造未來，如果連最基

本的生活能力都無法恢復，只

是單純的將生命延續下去，會

造成患者痛苦、家人難過、朋

友感嘆，更甚者造成社會資源

的浪費。不如一開始就勇敢面

對死亡，將自己內心最不捨的

思念轉化為最美好的回憶。

　每當我看到那些從重大創傷

下活過來的勇者，都會想到莎

士比亞在哈姆雷特第五幕中描

寫到的畫面，那時主角剛從欣

死的狀態復活，並娓娓的道出

「要活？還是別活下去？」要

讓患者如行屍走肉般地延續生

命，還是用最有尊嚴的方式護

送她離開，就在我們的一念之

間。如果患者生前有對你說過

自己不想被急救，或你認為她

在急救後可能會失去自我意

識，那不如就勇敢地陪他走完

最後一程吧！當然，我還是祝

那些活下來的勇者早日康復。

們心中的文化瑰寶。

　萬和宮每當到了節慶活動，車水馬龍鞭

炮鑼鼓喧天，好不熱鬧，早已成為台中市

文化之旅景點，該廟係雍正4年，由居住

南屯一帶的張、廖、簡、江、劉、黃、

何、賴、楊、戴、陳、林等十二大姓氏集

資擴建而成，定名為萬和宮，亦取其「萬

眾一心、和睦相處」，共謀地方發展之

意。

　初一大早，廟裡廟外即佛樂人聲沸沸揚

揚，祈灰燎繞香氣撲鼻，有照片為證，四

周人擠人肩併肩，善男信女們虔誠膜拜，

亂中有序不失禮節，就這樣莊嚴氛圍下，

人人帶著媽祖的庇護，快快樂樂地回家過

個安心年。

反而是顏色與明暗均相近的樹

林畫面充滿刺激。

　每一片拼圖均呈不規則的形

狀，有的是大字型，有的則呈

廿字型，即使大小一樣，弧線

相同，但圖案一看便知不對，

因此不黯此道者，望而卻步，

畢竟每一片拼圖，都有上下左

右四個方位，以一千片的拼圖

來計算，其排列組合有四的

一千次方，這種天文數字，使

得正常人在排了幾片後，就十

分氣餒了。

　你曾說過，你的方法是先將

四周鄰接外框的圖片選出，他

們共同的特徵就是邊緣平整，

不像其餘的四邊均成不規則弧

形，接著再將一片綠意的圖

片，按照顏色的明暗與色澤作

一區分，以便縮小取樣的數

目，在音樂流出的同時，你的

眼睛不斷的搜索著挑選的圖

案，雙手在適當的圖片區中翻

攪，直到都找不到時，只得修

正你所判斷的圖案，如果能順

利的拼出幾片，心中不由得飛

揚起來，堅持將是你的回饋，

雖然叮嚀著他：「兒啊！明

天還要上班，不要搞得太晚

了！」

　「馬上好，就要睡了！」，

仍然是你一貫的回答。

　其實，我知道，你是在拼一

顆破碎的心靈，沉醉在拼圖之

中，不過是建築一個使你不再

受到傷害的堡壘罷了！

◎航空所／張瑞釗

序曲
　103 年 12 月 9 日晨，冬陽初探，明

亮而不刺眼；天空沈醉於微藍之美，雲

朵停住了腳步；思緒在清新的空氣中凝

結－這是個令人興奮的日子。

　十時許，各路記者紛紛湧進航空研究

所的推進試驗室，好奇與熱情沖散了原

已排定好的動線。

　多少人，歷經無數個寒暑，奮戰無數

個夜晚，孜孜不倦埋首於設計桌和電腦

房，日夜穿梭在組裝間和這個試驗室之

間；從青年到壯年，默默編織著一段鮮

為人知的故事。

　一會兒，來自各方的新聞媒體，齊聚

試驗室；大氣一片沈寂，令人屏息，眾

人無不引頸期盼。在眾多目光注視下，

終於掀開神秘的面紗－航空發動機，霎

時呈現眼前，歡欣鼓舞之聲劃破了寂

靜。

　傳說中，沈潛海底多時的鯤，如今躍

出海面，羽化為鵬，遠舉高飛，和大家

見面，令人感動。記者們的鎂光燈，競

相閃爍；曾經風聞，如今眼見的雀躍與

喜悅，掛滿臉上。這是中科院所有參與

人員披荊斬棘、辛勤耕耘多年而研發成

功的渦輪扇發動機，他的名字叫鯤鵬。

回首來時

　三十餘年來，我國發動機研發團隊，

默默編織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71 年 10 月 8 日，中科院航空研究

所首批 12 位年輕工程師遠赴美國亞

歷桑那州鳳凰城蓋瑞特 (Garrett) 發動

機公司，投入經國號戰機 IDF 發動機
TFE1042 國際合作研發的行列，開始了

我國渦輪扇發動機研發之路，肩負起我

發動機自力研發的任務與使命。

　配合 TFE1042 發動機研發需求，74
年航空研究所完成發動機發展試驗設備
(Engine Development Test Facility, EDTF)
籌建，包括海平面試驗室、高空試驗

室、扇試驗室及低壓渦輪試驗室。

　75 至 77 年間，完成 TFE1042 發動機

設計後，與美方協同合作執行發動機及

其組件之試驗，國內則於發動機發展試

驗設備 (EDTF)，陸續達成發動機高空試

驗、海平面試驗及扇、低壓渦輪組件等

各項性能驗證，終於完成 TFE1042 渦輪

扇發動機研製（圖一）。78 年 5 月 28
日，IDF 經國號戰機首次升空（圖二）。
IDF 凌空劃過，響徹雲霄；TFE1042 渦

輪扇發動機推動了 IDF，也推動了航空

研究所發動機研發之路。

披荊斬棘

　80 年代中期，參與 TFE1042 發動機

研發這批青年，已進入壯年，經多年從

工作中學習，已累積豐富的經驗，在渦

輪扇發動機設計各方面已學有專精。當

時，TFE1042 專案已漸入尾聲，航空所

亟需新建專案，以延續發動機研發工

作。

　84 年，熱氣動力學組組長管志宏博

士，在某次會議中，和雄風計畫工程師

談及雄風介面對於渦輪扇發動機之需

求。當時，管博士於雄風計畫負責人面

前，認為機不可失，當下即決定了重

大的承諾：「渦輪扇發動機，我們能

做！」。於是，在說服國防部各參謀之

後，86 年 7 月建立了「渦輪引擎研發

計畫」，由管博士擔任計畫主持人，筆

者負責建案及計畫管理，於是開始了中

科院小型渦輪扇發動機自製之路。

　小型渦輪扇發動機研發過程中，遇到

挫折是很平常的，有時更像洩了氣的汽

球一般，但絕不會像斷了線的風箏失去

方向；管博士打了氣，總能鼓舞研發團

隊同心協力，克服重重困難，以無比的

毅力及精神繼續前進。其間解決了發動

機振動、材料製程、附件齒輪箱設計、

氣體產生器建壓、滑油系統滑油泵磨

耗、附件齒輪箱漏油等棘手問題，也因

此累積了豐富的經驗，對專案後續進展

頗多助益。

　另外，回憶發動機研發過程，深覺關

鍵性技術的建立是後來成功的主要因

素。88 至 91 年間，各項關鍵性技術，

包括控制系統、燃油系統、潤滑系統、

起動系統、點火系統、電氣系統、齒輪

箱系統、轉動系統、環形燃燒室設計、

高壓壓縮器設計、渦輪設計、及製造整

體化等，均一一突破技術瓶頸，陸續開

發完成，當時亦獲各界長官嘉許。渦輪

引擎研發計畫為期五年，由管博士帶領

研發團隊，結合國內渦輪扇發動機能

量，包括中科院各所、工研院機械所、

漢翔公司、金屬工業發展中心及民間專

業製造廠商，戳力以赴，奠定了後續十

年研發成功的基礎。

　最後十年，歷經無數次的研改與精

進，小型渦輪扇發動機－鯤鵬引擎，於
102 年成功地完成飛行驗證。103 年 12
月 9 日，在全國記者見證下，揭開神秘

的面紗，呈現於國人眼前（圖三）。

　鯤鵬引擎為雙軸設計，氣流由渦輪帶

動前端的扇流入，經壓縮器將空氣加壓

進入燃燒室，高壓氣體經燃燒產生高溫

高速的氣流，再推動渦輪，排出發動機

尾部，產生強大的推力，提供飛行器動

力來源，例如飛彈、靶機及無人機等。

　航空所藉小型渦輪扇發動機的成功經

驗，開始拓展動力系統，應用至其他領

動力系統發展歷程與展望

就近期國際間蒐集情報手法，看本院同仁應有的保密警覺

2/8~2/26 週 二 ~

週 日 9：00~12：

00、13：00~17：

00「藝道樂Ⅱ─呂

雲麟與紀元畫會」

特展（文化局桃園

館第一展覽室）

2/8~2/26 週 二 ~

週日 09:00~17:00

心賞‧雙溪‧邂

逅的鷺塗─吳文鏡

攝影展（中壢藝術

館第一展覽室）

2 / 8 ~ 2 / 2 6 

9:00~21:00「 脈

絡，一種生命的抽

象」─熊妤油畫個

展（文化局桃園館

2樓畫廊）

2/8~2/26 第 二 展

覽室 9:00~12:00、

3:00-17:00 畫 廊

9:00~21:00 中 國

標準草書學會會員

暨標準草書全國書

法比賽優秀作品聯

展（文化局桃園館

第二閱覽室及 3樓

畫廊）

2/16 19:30 台 大

合唱團 2017 冬季

公演《聽夜》（國

家音樂廳）

2/17 19:30 2017

周兆儀鋼琴獨奏會

（國家音樂廳）

2/17 19:30 春 之

聲交響樂團－中提

琴嘉年華（國家音

樂廳）

2/18 19:30 台 灣

絃樂團第十二屆小

提琴比賽得主聯合

獨奏會（國家音樂

廳）

2/18 19:30 中 壢

市民管樂團 2017

冬季音樂會（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2/19 14:00 新 明

國中音樂班第 23

屆畢業音樂會—狂

人樂章（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2/25 15:00 2017

九 歌 Young 系 列

「藝啟同樂」戴啟

崴、戴啟安聯合音

樂會（中壢藝術館

演講廳）

2/25 14:30 臺 北

木偶劇團《房間裡

的蜘蛛網》（文化

局桃園館演藝廳）

◎化學所／于開國

　引述近期美國《華盛頓時報》報導，中共於去

(2016) 年將解放軍總參謀部轄下的情報單位─總參

三部、四部、五部，以及整合資電特種作戰相關的解

放軍院校，成立準第五軍種「戰略支援部隊(SSF)」，

統籌指揮其內部的間諜、網軍、電信作戰等非傳統作

戰能量。另據情報顯示，解放軍「駭客」指揮部─「總

參四部」極可能隱身於北京「漢庭全季酒店（Seasons 

Hotel）」與北京市海淀區「金唐酒店（Jintang 

Hotel）」，以「飯店」態樣「偽裝」成指揮部；而

其「網軍」習用戰術包括「魚叉式網路釣魚」，亦即

假造電郵在收信電腦植入木馬，藉此滲透大規模電腦

網絡。

　另外，美軍為乎應其「重返亞洲政策」，美國陸

軍情報安全司令部在日本東京成立情報單位─「亞

洲 研 究 特 遣 隊（The U.S. Army Asian Studies 

Detachment , ASD）」，其職責是提供美國太平洋司

令部所需情報，其手段是從如報紙、網路社群、官方

報告、學術報告等各種公開資訊過濾情報，在美國情

報術語中簡稱為「公開資源情報計畫（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 OSINT）」。曾有美國學者研究，美

國期望得到的外國情報，九成可以從公開訊息來源中

獲得。

去年政府已將「國機艦國造」列為首要發展七大產業

之一，本院肩負該項任務的相關設計、建造、供應鏈

發展與技術建置等重責大任，鑑於國際情報蒐集手法

的啟發與警示，謹提出個人以下三點看法，期能引起

共鳴，共同維護機密資訊安全：

一、蒐集各國科研新資訊時，應注意被駭入風險：

　同仁在從事科研過程，難免上網蒐集國際間嶄新科

技資訊，藉以精進自我科技素養；惟請注意，所謂「天

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例如：總部設於北京，提供網

路服務的《萬○數據知識服務平台》，查係「中國科

學技術部下轄之國家研究機關『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

究所』結合民間所成立，聲稱是中國首間以「資訊服

務為核心」的高、新技術企業；本院同仁若以任何顯

示本院的簡稱或身分進入該網站，極有可能被該網站

鎖定為中科院族群，隨後以該網站名義，發送網路釣

魚信件的途徑，成為「網路駭客」（木馬程式）攻擊

目標。

二、嚴禁公務家辦，杜絕洩漏可能：

　本院同仁從事科技研發及技術服務產生之技術資

料，具有參考與運用價值者，包括結案報告、年度工

作報告、研究工作報告、升等著作、國外公差報告、

國內外受訓報告、訓練教材、軍通報告、簡報、論文

及其他等類別，不論何種理由，均應嚴禁公務家辦，

杜絕遭到網路駭客攻擊，導致資訊外洩可能，且本院

長官經常告誡─「觸犯資安即觸犯天條」，對於本院

利益維護及自身應恪守責任，須有高度自覺。

三、完備資訊保護制度，審慎資訊公開決策：

　殷鑑於美軍情報機構「公開資源情報計畫（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 OSINT）」運用報紙、網路

社群、官方報告、學術報告等各種公開資訊過濾情報

手法蒐情，本院首應完備機密資訊保護制度，集合各

專案計畫相關人員，訂定「精準保密標的」（包括國

家機密、國防秘密及「營業秘密」等）審認與保護制

度，期能保障本院研發成效及利益；另對國內、外各

種場合、時機（如外國人士參訪、出國參展及對外新

聞發布等）所公開之資訊，應審慎評估公開後之安全

影響，閉塞有心人士利用公開資訊過濾情報，遂行對

本院蒐情管道。

　所謂「徒法無以自行」，再好的制度、規範，沒有

確實的踐履，亦為枉然；面對國際與兩岸戰略局勢轉

變，本院在國防重要武器研發、生產上所扮演的角

色，將更顯重要，如何保全（密）本院既有的以及未

來的研發成果與利益，有賴全體同仁共同努力。

圖一 TFE1042渦輪扇發動機

圖三 小型渦輪扇發動機圖二 IDF經國號戰機 圖四 藍鵲高教機構想圖

域。99 年開始，進一步研發無人機使

用的轉子引擎以及工業用的微渦輪發電

機，目前這些專案皆在積極進行中，也

都有顯著的成果。

眺望未來

　隨著中科院於 103 年轉型為行政法

人，航空研究所動力系統積極參與各項

航空展。先後於 104 年參加巴黎航展，

台北航展，而逐漸走向科技行銷之路。

　105 年，小型渦輪扇發動機再度揮軍

海外，參加 10 月 12 日至 15 日在日本

東京舉行的 2016 國際航空宇宙展。參

展除了知己知彼，更是開拓視野，伸展

觸角與國際接軌的最佳途徑。

　動力系統研發產品，經兩年來參與國

內外航展，獲得不少廠商的注意與興

趣，並有詢及小型渦輪扇發動機、轉子

引擎及微渦輪發電機等之相關細節者，

為航空所科技行銷開創了利基。此為所

有參與人員辛勤耕耘多年的成果，也是

國人的驕傲。

　去 (105)年，新政府上任後即宣佈「國

機國造」，今 (106) 年終於實現－ 2 月
7 日空軍與中科院簽約，並於台中航空

研究所舉行「新式高教機委製協議書暨

合作備忘錄簽署啟動典禮」，啟動下一

代高級教練機自製計畫。蔡英文總統亦

親臨航空研究所發表談話，蔡總統表

示，國機國造的簽約儀式，代表國防自

主不再是只聞樓梯響，要將航太的能量

及人才鏈重新建立。

　新式高教機，漢翔公司稱其為 AT-5
藍鵲高教機（圖四），預計 2019 年首

架原型機出廠，2020 年進行首飛。

　高級教練機及下一代戰機的研發，對

航空研究所而言，不啻為一新契機，更

是一項新使命。高教機及下一代戰機研

製的心臟－發動機，勢將持續燃燒我航

空研究所動力系統所有參與人員三十多

年來所建立的能量，相信所有人員也必

本著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情懷，毅然

地繼續投入此刻最崇高的任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