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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至「大學池」附近觀賞與相互拍照，留

下美好紀念，尤其池中的倒影，與被拍

照者相映生輝、層次分明，畫面十分好

看，我與內人亦在此留下美好回憶。

　晚上入住溪頭明山森林會館（妖怪

村），據說整個妖怪村沿襲「松林町」

的建築風格，打造成日式風的商店街，

那裡有高掛的紅色燈籠，亦有專賣妖怪

村創意商品的「妖怪雜鋪」，還有販售

各式伴手禮及特色商品等，成為溪頭風

景區旁最有特色及最熱門的景點。飯

後，領隊特別預訂了KTV室，提供給愛

唱歌的師兄師姐們晚間最佳的娛樂節

目，大家開懷高歌，或喝茶聊天，十分

盡興！

　第二天早上，先去「大黑松小倆口」

元首館參訪，其外觀建築宛如夢幻的歐

式城堡，遊客彷彿走入童話故事般的美

麗景色庭院，尤其門口以巨大的西洋棋

為賣點，更增添了元首館的奇特造型與

豪華氣派，很多師兄師姐們紛紛在此拍

照留念，同時亦採購一些合意的禮品，

大家似乎頗為開心。

　「貓蘭山自然步道」全長約4.6公

里，依導覽資訊得知，該步道緊依日月

潭畔，可通往茶葉改良場魚池分場，以

及中央氣象局日月潭氣象站，沿途環境

清幽，視野展望極佳，可欣賞滿山遍谷

的阿薩姆紅茶園、台灣杉林及日月潭全

景，登頂更可遠眺九份二山及集集大

山，是觀賞日出的最佳地點；然因行走

此步道需要好腳力，故本團大部份年長

者改去遊賞附近的「頭社水庫」，經由

蜿蜒木板棧道通往水庫，那裡環湖景色

幽美，猶如世外桃源般的勝地，心靈難

得享受那份清幽及與世隔絕的感覺，遊

客們流連忘返，享受著大自然的神奇，

讚不絕口！

　「向山生態步道」是日月潭最新景

點，領隊告知，其中向山眺望平台270

度絕美環湖景觀，規劃15公尺的懸臂

式觀景台，類似美國大峽谷「天空步

道」，地板採鏤空設計，走起來有點搖

晃震動，甚為刺激，其從原本的自行車

道向前延伸到日月潭湖面上，遊客置身

於平台上，視野十分開闊，往前方望去

就是拉魯島，幾乎可以窺見潭區八成以

上水域，日月潭美景盡收眼底，十分壯

觀。

　回顧這次秋季之旅，可謂十分成功、

完美！無論是行程安排、參訪景點、住

宿用膳、旅遊服務等，大家都很滿意，

且順利平安歸來，已達預期目標。兩天

一夜的歡樂假期，來去匆匆，感覺上似

乎才剛開始就已結束，頗有意猶未盡之

感！幸好留下了美好的回憶及大家歡聚

的快樂情景；在此，協會感謝團員們的

支持與配合，以及活動推廣組的規劃與

服務，當然更感謝老天爺的眷顧及幫

忙，賜予風和日麗的好天氣，讓我們充

分享受這美好假期，同時也期待下一次

的旅遊。另本遊記所述及之參訪行程、

景點等，可提供本院同仁規劃相關旅遊

之參考。

◎系發中心／林順發

　期待好久的一指禪協會秋季之旅，終

於要成行了，旅遊日期是10月25、26

日，但作業過程似乎不太順利，幸有協

會陳師姐鼎力相助，熱心拉親朋好友來

參加，才可成團。鑑於協會舉辦旅遊之

目的，一來會員一起出遊，相互交流感

情，其樂融融；二來平日大家生活及工

作忙碌，趁此機會舒解壓力，有益身

心健康。故本次旅遊行程，特別規劃

「八卦山天空步道」、「溪頭森林遊樂

區」、日月潭「貓蘭山自然步道」及

「向山生態步道」等，兩天一夜的行程

多彩多姿，旅遊景點更是中部地區的一

時之選，大夥兒十分興奮與期盼出遊的

日子趕快到來。

　首站「八卦山天空步道」，係以輕型

鋼架為結構，柵欄式線條造型，誠如導

遊所述，步道全長1005公尺，多數路段

6至7公尺高，最高約16公尺，路線從空

中穿越卦山路，從彰化地標八卦山大佛

一路串聯到彰化生活美學館，沿途設置

七個出入口，途中可賞遊「荷花池生態

園區」、「忠烈祠」、「棒球場」、

「彰化藝術高中」等景點，此處從動態

到靜態，有古蹟有文化，亦有高空視

野，能俯瞰橋下的山川景物，美不勝

收，更能漫遊森林，體驗樹冠層的生態

之美，形同「空中之橋」，據悉這是全

台最長的天空步道，師姐們亦趁觀賞之

便，採買了鄉間水果，大家吃得不亦樂

乎！

　在彰化「竹屋部落」吃完午餐後，一

行人前往下一站「溪頭森林遊樂區」，

領隊告知，其因位於北勢溪源頭而得

名，該遊樂區海拔1,150公尺，面積約

2,500公頃，屬於台大實驗林場，種植

紅檜、銀杏、扁柏等珍貴樹種，是理想

的森林浴場，尤其三面環山，綠竹生

姿，經年氣候涼爽，真如人間仙境、沉

浸於原始森林的天然、靜寂及悠閒，真

是人生一大享受！這裡主要景觀有「大

學池」、「銀杏林」、「青年活動中

心」、「溪頭神木」、「紅檜林」等；

可惜，吾等6人因時間及體力關係，僅

然佇立在都會公園中心，是台中旅

遊景點中最有特色的地標之一，為

種子日晷製作的指標，日晷又名日

規，晷字就是太陽的影子的意思，

是古代測量日影方位角度以一定時

刻的一種工具，「種子日晷」取種

子發芽，破土呼之而出，象徵出一

種強韌的生命力，它具有簡單計算

時間功能，晷針指示方向為北，由

東側標示文字為春分、夏至、秋

分、冬至等中國農曆24節氣以及國

曆月份，地面弧線顯示了24個節

氣，每兩個節氣為15天多一點，最

適合觀賞台中都會公園種子日晷的

時間為早上9點半到下午3點左右，

最能看到影子的完整呈現，大家有

空可來觀測台中都會公園「種子日

晷」，體驗日晷的24個節氣方位及

時間。

　園區星象廣場是天文觀星立體的

天球模型，以彈珠大小標示星像

等，以發光纖維勾勒出星座的形

象，每一座星座都有立解說牌，對

星座有興趣的同仁可來參觀，可更

清楚星座的方位及由來，主要之動

線主軸以東向之星象夜景，西向之

日落夕陽，星座牆等。

　新月造型的廊道，蔓藤的植物攀

附其上，牆面搭配維妙維肖的昆蟲

浮雕及解說牌認識昆蟲特徵，廣大

的草坪區適合親子一起放風箏、玩

飛盤及野餐，提供白天休息及晚上

賞月乘涼的好地方。

　自然及人為設施之緩衝空間位於

高密度區外圍部份，提供設施有生

態池、陽光草坪、為園區最外圍部

份，作為自然環境保留區，提供植

物生態保育及動物棲息場所，其中

2隻鵝正在清理羽毛及享受曬日光

浴，另4隻烏龜正在談情說愛及1隻

小烏龜正在玩。

　想學跳舞嗎？跟我的腳步一起翩

翩起舞，地上印有腳步及編號，絕

對不會跳錯。頓時想到一個笑話，

一位男士本要問：「這支舞是華爾

滋嗎？」，可是他太緊張說錯了：

「這是華歌爾嗎？」，女士回答：

「不是，這是戴安芬」…哈哈哈。

各位看懂了嗎？。

　台中都會公園提供大型開放空

間、廣大的綠地、綠化的視覺景

觀、多樣性的遊憩活動，以及自然

資源生態園區，放映區等多種功

能。依依不捨地踏上回家的路，希

望天天能擁有這種好的心情，遇到

事情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才不會

心煩，很快地就會能迎刃而解，這

是我現在要學習的地方，提供同仁

參考。

◎老中山／樹

枝

　民眾在工作

忙碌中要想遠

離塵囂、放鬆

心情，其方法

多樣化，休閒

方式相當繁

雜。有熱衷足

球、打籃球、

玩桌球、下水

游泳、逛街、

下棋、有愛好

爬山、旅遊、

溜冰、划船、

聽音樂、釣

魚、看電影等

等，每個人的

嗜好都不盡相

同，且有些天

差地別。不過

只要能放鬆心

情、能紓解工

作壓力達到休

閒目的，其實

都存在異曲同

健
康
我
做
主
：
保
持
心
情
愉
快

斯
里
蘭
卡
獨
特
釣
魚
風
情

全體人員在「彰化竹屋部落」合影留念

全體人員在「溪頭明山森林會館（妖怪

村）」合影留念

快樂秋季之旅

工之妙。

　筆者有幸造訪佛國世界

斯里蘭卡，旅遊途中，路

過景色優美、視覺絕佳的

渡假村莊班托塔海濱。這

兒有著潔白的海灘，每年

常吸引大批遊客造訪，附

近旅館更是四處林立，以

滿足觀光客需要。在途中

有一處讓筆者及其他旅客

眼睛為之一亮的特殊景

象，那就是釣魚。

　我們一般印象中釣魚是

拿著釣竿，坐在岸邊、湖

邊、池塘邊、河流邊、水

溝邊，魚線甩出去後，就

靜靜等候魚兒上鉤。不

過，在海邊看到當地人獨

特的休閒方式，那就是半

空中釣魚。他們把幾根木

頭，打樁入海邊中，然後

在中間用竹桿綁一座椅

子，用三腳架固定，就這

樣穩穩坐在上面，神情自

若垂釣。一來不怕海浪親

吻，二來居高臨下更能掌

握魚兒上鉤狀況，其次是

於酷熱天氣中享受海風涼

爽的拂面身軀，哪！瞧瞧

照片是不是很特別，沒見

識過吧！有機緣到斯里蘭

卡旅遊，可不要錯過唷！

林公園，我們朝東方可遠眺豐原山

區，朝西方還能望見台中火力發電

廠，朝南方則可俯瞰台中盆地，都

會公園因此成為青年男女約會、欣

賞夜景的好去處。

　日晷雕塑為青銅材質的造型，昂

◎航空所／羅傳英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公

佈，台灣罹癌症平均每

6分2秒就有一人，癌症

一直是台灣人的頭號殺

手，去年2位同學分別

得癌症去世，心想再不

對自己身體照顧，實在

會對不起家人，於是預

防癌症保持心情愉快、

運動、健康美食、睡

眠，我就從輕旅行，保

持心情愉快開始吧！

　懷著一股雀躍般的心

情，開朗的笑容，踏上

跳躍的季節之旅，到附

近台中的都會公園走

走，早上的空氣特別的

清涼與新鮮，深呼吸時

人的精神特別振奮，準

備好今天的踏青休閒式

輕鬆旅遊，能看到艷

陽，心情也跟著好了起

來。

　台中都會公園位於台

中市大肚山台地，總面

積88公頃，擁有開放大

型空間，地面都是廣大

的綠地及綠色美化的視

覺美景，多樣性的遊憩

活動以及自然資源等教

育功能，具有觀光旅遊

及休閒的好地方，符合

環境保育及環境教育等

多項功能的大型都市森

◎總務處／

黃坤鴻

　 「你現在方

不方便？幫

我匯三萬元過來，我有急

用！」近來常常從手機收

到某位親友或是同事的

LINE 訊息，大部分的人

知道這是詐騙集團慣用的

伎倆，不過還是有少部分

涉世未深的同仁會落入詐

騙集團的陷阱圈套。

破解方式一：趕緊查證

　利用其他的通訊器材或

方法，詢問當事人或當事

人的親友，該員有無發生

緊急事件，切勿急著將款

項匯出，尤其是對方要你

使用 ATM 直接轉帳，一旦

你在 ATM 前按下去確認鍵

之後就「藍瘦、香菇」了。

破解方式二：修改手機名

單

　在你手機上的 LINE 名

單上朋友的名字旁有個小

小的鉛筆符號，按下去就

可以修改成你想要取的名

字（記得儲存），例如：

將「劉德華」改成「龍潭

金城武」，哪天詐騙集團

假冒朋友的名字且盜用他

的照片傳訊息給你，這時

你看到他的名字顯示是

「劉德華」，那就是詐騙

集團假扮的（此時即可用

飛彈所研製的環保旋風金

爐轉帳給他）。

　詐騙集團詐騙訊息滿天

飛，同仁收到類似訊息

後，切記請勿慌張，務必

再三查證，以免損失財物

喔！

2017 年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嘉年華

學思杜拉克／資源配置決策

4/10(一)~4/29(六)

9:00~17:00

藝 術 家 個 展

《To:______》李侑

勳插畫個展（桃園光

影文化館）

4/12(三)~4/30(日)

9:00~17:00

務 虛 記 - 黃 小 燕

2017 個展（中壢藝

術館第 1展覽室）

4 / 1 9 ( 三 ) 

18:30~20:28 光影電

影院 -懷舊電影「羅

馬假期」（桃園光影

文化館）

4 / 1 9 （ 三 ）

19:30~20:30ThERE 

音樂教室主題講唱會

─古典吉他講座音樂

會：音樂時光隧道

（桃園展演中心大

廳）

4/24/20( 四 )19:30

國防部示範樂隊 106

年度訓練成果發表巡

迴音樂會（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4/21( 五 )~5/7( 日 )

9:00~17:10

展 ( 商 ) 場藝術家個

展王秀杞雕塑個展─

愛與美（桃園展演中

心）

4 / 2 1 ( 五 ) 

18:30~20:00 光 影

電影院─主題電影

「SILENCE/ 獅子林 /

紅燈 /_012」（桃園

光影文化館）

4/22( 六 ) 14:30、

19:30 兒 童 音 樂 劇

《怪怪蛋》（桃園展

演中心展演廳）

4/22( 六 )12:30 第

六屆小草原音樂節

（桃園藝文廣場）

4/23( 日 ) 14:00-

15:24 光影電影院 -

親子電影「老師呱呱

叫」（桃園光影文化

館）

4/26( 三 ) 18:30-

20:25 光影電影院 -

懷舊電影「第凡內早

餐」（桃園光影文化

館）

4/28( 五 ) 18:30-

20:30 光影電影院 -

主題電影「紅月亮 /

男孩心事 /孤獨時光

/ 拾荒 / 珍味人生」

（桃園光影文化館）

◎資通所／洪龍

　資金和人力的配置決定企業表現的良

窳！杜拉克在《責任與擔當─杜拉克談

專業經理人》書中探討了有關資金與人

力等企業重要資源的有效決策。他認

為，有效的管理者應該知道何時根據原

則做決策、何時應該運用過去的類似經

驗。管理者知道，最容易讓人困惑的決

策，就是在「對與錯」之間的妥協，因

此必須學習分辦對與錯。管理者也知

道，整個決策過程中最花時間的不是

「做決策」，而是隨後促使該決策付諸

行動的漫長時間。除非決策能夠落實，

否則就不能稱為決策，充其量不過是一

個立意良好的意圖。任何決策都隱含著

風險的判斷，除非這些要素在整個決策

過程中扮演著墊腳石的角色，否則管理

者不可能做出正確的決策，更不用說做

出有效的決策。底下六個決策步驟是環

環相扣的：

●確認問題。

●定義問題。

●標明解決方案的處理範圍。

●界定「正確」的決策，而非「可接受」

的決策，以符合周邊條件要求。

●將具體行動納入決策。

●不斷檢視決策的正當性和有效性。

　任何組織的有效決策與管理理念，都

需要透過資金與人力的配置，轉化為行

動。組織在分配人力資源時，也應該像

分配資金時一樣目標明確，深思熟慮。

以投資為例，企業要瞭解一項資本投

資，必須先檢視四項指標：投資報酬率、

還本期間、資金流量及折現值。對管理

者而言，這四項指標提供有關未來某項

資本投資的資訊，每一項指標提供不同

的資訊，每一項指標從不同的角度審查

投資案。決策者不應該單獨評估某項資

本投資案，而應該把每項投資都當做投

資組合的一部分看待，再選擇機會和風

險比率最佳的投資組合。在做投資追蹤

時，更應該把資本支出的成效與當初預

期的目標做比較；在評估未來可能進行

的投資時，則可以參考投資追蹤所得到

的資訊。

　組織做的決策當中，可以說解雇、聘

用及升遷人員的決策是最重要的了，因

為這些決策比資金配置決策還要困難。

組織必須要有一個系統化的流程來進行

人事決策，並能評估員工的表現是否達

到當初的期望，這個流程應該像資金決

策一樣嚴謹。管理者必須檢討去年的資

金配置決策，那些決策達成預期目標？

檢討去年的人事聘用和升遷決策，那些

決策符合預期目標？用這些資料進行反

饋分析，根據結果調整資源分配程序。

　杜拉克在《彼得．杜拉克：使命與領

導》書中進一步談到組織的用人決策。

他還特別強調，用人決策應該常問三個

問題：1. 我們正在招納適當的人嗎？

2. 我們留不留得住人才？ 3. 我們有無

計畫地開發新人的潛力？談到如何制定

人事決策，他認為，沒有任何決策比人

事決策的影響更深遠，也沒有任何決策

像人事決策一樣地難以迴避。只是，管

理者卻往往作出差勁的升遷及人事決

策。以棒球術語來說，管理者人事決策

的平均打擊率不超過三成三三；只有三

分之一的正確率；另外三分之一差強人

意；其餘三分之一則是錯得離譜。因此，

他點出九項人事決策的基本原則，提供

給管理者參考：

◎航空所／晏以明

　2017 年的台灣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於 3 月 21

日台南安定展開序幕，此活動主要目的為藉由提升大

專學生無人飛行載具設計和實作能力，達到培養飛機

研發團隊合作默契，及培育航太工業系統整合人才的

重要競技場，間接更是促進我國無人飛機設計技術與

相關產業的發展。此活動原創始於 1999 年，舉辦至

今已有 18 年餘，競賽隊伍原從僅有國內各大專院校

參賽隊伍，發展迄今可發現場上不乏有來自印尼、新

加坡、泰國、香港等各地的大學團體組隊前來參賽，

讓此活動漸漸變成國際化交流平台，競賽項目從飛機

設計、多旋翼機、創意設計、自動導航到拍翅翼飛行

都有，今年更首度有國中小學生參加「手擲飛機」比

賽，讓這場盛事儼然是一場無人機嘉年華，擴展無人

機科技發展到無限的想像空間。

　今年大會更是搞神秘，當所有隊伍完成報到，磨刀

霍霍準備開始大幹一場，本院馬副院長上台，以幽默

生動的致詞，讓現場充滿緊張氣氛的選手們露出難得

的輕鬆笑容，致詞中更強調近幾年無人飛機將會是國

際未來發展主流，舉辦競賽目標不僅是為了國內航太

教育的紮根，更重要的目的在推廣航太科普教育，提

升國內飛機設計水準，連結研、學、產、官各單位，

能共同針對無人載具技術之合作發展形成風氣，並預

測無人機發展未來產值將無可限量，也是先進各國必

爭之領域，並期許無人飛機科技能真正在台灣落地深

根，成為一個本土化的無人機系統整合的產業聚落

（圖一）。

　此活動中，本院指派國家級首席無人機教練─航空

研究所試飛室王安本主任，及優秀外部飛行員吳忠達

先生，一同協助擔任大會競賽裁判（圖二），以實際

參與，為促進整體競賽水準來共同努力。

　王安本主任過去參與此活動已有十二年歷史，初期

都是協助各大學擔任指導飛行教練，近幾年才由航空

所與大會聘任擔任裁判工作，今年的賽事與以往不同

之處，是同學們真的是創意十足，例如將一架無人機

整合現有科技，成為一架能飛的可愛小叮噹（圖三），

使其飛行載具更為生動活潑；其他還有將具垂直起降

功能結合固定翼飛機，使其配合無須跑道環境就能執

行飛行任務，這是今年同學們最大的突破與最好的觀

念趨勢，如能運用到軍事用途方面，將會是一大優

勢。

　擔任創意組競賽裁判的王主任受邀於大會上擔任裁

判講評，並執行頒獎給得獎隊伍；精闢的獎評讓本活

動增添同學們對無人飛機的正確觀念與知識，期待同

學們明年有更大的進步與更好的作品，持續為賽事注

入新的力量。

　兩天的賽程在刺激、歡樂、熱鬧的氣氛中落幕，也

期待明年大家再來共襄盛舉，此次競賽活動適逢假

日，王主任利用此機會與夫人一同享受南部的陽光，

順便為同樣參與性能飛行及多旋翼競賽的兒子現場加

油打氣（圖四），最後在與副院長一起合照的歡樂聲

中，結束今天的活動。圖一　中科院馬副院長與嘉賓共同為競賽打開序幕

圖三　創意組─能飛的可愛小叮噹

圖四　王主任兒子參賽與指導老師合影

圖二　中科院試飛室主任及外部飛行員擔任裁判及指

導

●我如果選派某人擔任某項工作，而他

卻不能勝任，這就是我的過錯。

●管理者的職責就是分派能負責的人，

到適當的工作崗位上發揮所長。

●人事決策左右組織的整體績效，應審

慎處理。

●切勿指派新人負責重要專案，否則將

提高失敗風險。

●任務不同，需要的人才也不一樣。

●至少應從三到五位合格候選人中，挑

選最適合的人選；多人只是最低標準。

●不要在意「這些候選人能做什麼、不

能做什麼？」，應在意「每位候選人

各具什麼長處？該職位最需要什麼長

處？」

●不能單憑個人印象下決定，應多聽聽

別人（如工作伙伴）的看法，以免受個

人偏見或好惡影響。

●未協助新人認清新職務要求，是造成

不當升遷的最大原因。

　人事鬆綁或許是本院轉型後眾所矚目

的變革項目之一，只是，我們好像只看

到國防部與院部間的臍帶調整（曾幾何

時，本院要進用一個聘雇人員都要經某

國防部長同意，真是不可思議！），而

實際執行建案及賺飯票的各所、中心與

院部間的關係，似乎仍然牢牢繫住；此

一「但見加責，未見授權」的現象，似

與「責任管理精神」不相稱。近年來本

院雖因人事鬆綁得以進用人力，惟不少

新人頻有反映，來院前所應徵的工作項

目與來院後分配的工作職務多有差異，

「學非所長」、「異動的心」及「不如

歸去」的心思不斷。或許這正是「集權

式人資管理」未能順勢轉型，仍然沿襲

「統一招考」的老方法及仍抱持「公正、

公平、公開」的舊思維，所必然付出的

代價吧！轉型後的「人才羅致」尚且如

此了，也就無從去探討杜拉克有關用人

決策應該常問的三個問題了。（學思杜

拉克系列廿三）

LINE 詐騙的破解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