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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作家／樹枝

　陳有蘭溪是台灣中部南投縣的一條重

要河川，也是濁水溪最長支流，地理位

置以玉山東峰北坡，八通關古道上的八

通關為發源地，流經於地利地峽匯入濁

水溪，河流全長42公里，流域面積448

平方公里，主要居民為布農族。陳有蘭

溪流域呈狹長形，主流由南往北流；支

流分別由東、西兩側山地平行注入主

流。 

　陳有蘭溪共有16座沖積扇，生成約在

全新世，海拔逾1000公尺就有兩座，分

別位在沙里仙溪的烏乾坑溪沖積扇、和

社溪四區溪扇（愛玉橋附近），都為典

型溪谷型態沖積扇，但面積較大者，

逾1平方公里有三座，分別是阿里不動

溪、筆石溪與郡坑溪等沖積扇。

　陳有蘭溪向源侵蝕的狀況劇烈，河水

沙含量高，沙土沉積量相對可觀，是砂

石最珍貴的原產地，也台灣中部建築業

所需的重要材料。從道路俯瞰河溪床，

可以很清楚看到幾十輛砂石空車排列的

等待進場裝運，場面壯觀，提供中部建

築各大工程建設及住宅大樓源源不竭的

重要資產。

　陳有蘭溪流經信義鄉與水里鄉兩個鄉

鎮。由於河床較高部位土壤相當肥沃，

適合葡萄種植，甜度自然高，故當地農

產品以葡萄為主。車經過兩旁全都是葡

萄架，旅客到來仿佛有置身義大利小村

莊的錯覺。山坡地上也有許多梅林，每

年賞梅季節人潮湧入塞車為常態，信義

鄉農會也推出酒莊，以梅子酒系列為

主，提供遊客必要的伴手禮。

　陳有蘭溪！陳有蘭溪！乍聽之下，好

似與某人有關，沒錯！它就是與一位讓

當地人相當尊重的郵務士有關。據說，

陳有蘭溪一名，是為了紀念當年一位在

此沿溪送信數十年的郵差陳有蘭，後來

也因為送信，跌入溪中溺斃，因此取名

陳有蘭溪。它之所以會讓人還念及尊

敬，是因為由一顆慈悲關懷的心被當地

居民所感動。

　這位郵務士，平常熱心工作，在當時

◎飛彈所／廖孟修

　前陣子網路傳來一篇有關宋代黃庭堅前世今生「芹

菜麵」的故事，同學們一時掀起討論人是否有「前世

今生」的熱潮，其中有個同學談起一件他碰到的奇

事：

　熱愛登山的他有一次路過中橫梨山路段，在山路休

息時看到一個年輕人，可能是工作告一段落，把上衣

脫掉，右手拿起杯子喝水，左手卻不斷地摳著左胸心

臟下方的一個點，那個點可能是因為常常在摳而形成

一個疤。同學看了很不忍，拿出藥膏藥給他擦，那個

年輕人說：「沒有用的！從小就一直會痛，不摳它很

難受……」同學問：「看過醫生沒有？」「看過了！

醫生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檢查都沒有問題……」

　那個人可能跟同學很談得來，就把他的事情講給同

學聽：那個年輕人的父親是當年開發中部橫貫公路的

退除役官兵，後來娶了當地的原住民小姐，就在梨山

附近落了戶。他出生以後一直住在梨山附近，大約十

歲左右他常常做一個夢：夢裡的他叫「李伯玉」，夢

的一開始是他背著一個額頭流血的小孩跑回家，到了

一個很氣派的門口，有一個小女生告訴他：「大哥、

二哥，奶奶叫你們到內堂找她。」「伯玉」放下小

孩，問：「仲玉，可以自己走嗎？」此時「仲玉」的

額頭血已止住，仲玉說：「可以！」，於是二人手牽

手走過二進門，到最裡面的內堂。

　內堂是奶奶平常念佛的佛堂，奶奶平常都是一面念

佛一面敲著供桌上的那個罄，那罄發出來的聲音在門

口都聽得到，進入內堂之後奶奶就叫二人跪在祖先牌

位前，奶奶燒了三炷香拜了拜，插好香之後開口說：

「由於時局越來越差，奶奶準備將家傳的罄藏起來。

這個罄是唐朝太宗皇帝賜給我們家的傳家寶，你們等

時局好些之後再把它起出來。」

　奶奶從供桌上將罄放入一個木箱子裡面，在牆上按

出一個暗門，暗門內有個小空間，已經放了一些東西

在裡面，奶奶將木箱放在裡頭一個小桌子上之後，又

把暗門關上。奶奶拿出二支奇形怪狀的鑰匙交給他們

一人一支，跟他們二人說：「這暗門只有二支鑰匙同

時插入才能開啟，你們一人一支，日後等時局好了之

後再一起打開它。伯玉明天就跟長工去南方找親戚，

仲玉等額頭傷好了之後再出發去南方。」奶奶拿出一

個布腰帶交給伯玉，布腰帶裡頭縫了十幾個大洋，就

直接綁在腰間，另外交給他一件背心，背心裡頭縫了

幾片金葉子，「這些大洋跟金葉子到了南方才拿出

來，生活會用得著的！」

　沒想到伯玉才離家幾天就遇到土匪，長工為了保護

他，被一槍打死了；他被綁起來的時候，被土匪發現

身上有大洋跟金葉子，在掙扎時，土匪的槍枝走火，

左胸心臟下方被開了一槍，流血過多死了。那個年輕

人說：「每次夢到這個地方就醒了過來，醒來之後心

◎航空所／張瑞釗

三千煩絲不得清

六月驕陽滌心境

入梅出梅今年瓓珊來，六月三十難得雲來開。

動力家族旅遊訪清境，熱烈參與友情不留白。

車子飛速穿越彩雲間，遠近翠綠草原入眼簾，

青青草原合影齊入鏡，凝聚向心情誼永不變。

綿羊蹣跚溫馴惹人憐，穿梭乞食一刻不得閒；

人間若似這群小綿羊，不食嗟食吃虧在眼前。

來自遠方蒙古我民族，膚色言語本來同一株；

成吉思汗優秀的後裔，俊帥美姿英勇馬上騎。

陳有蘭溪的故事

傳 家 罄

清 境 九 言 吟
─動力組清境旅遊之詩

醫療缺乏的年代，鄉下總是用成藥包的

方式，作為緊急救援之用。而這位陳有

蘭平時擔任飛鴿傳信外，還熱心提供居

民醫療之所需，當地民眾無不感恩在

心。有一天，深山小村庄內有人生病，

恰好又碰到豪大雨，原本郵務工作應該

休息。但這位郵務士擔心庄內村民病

情，於是冒著大雨把藥包及信件，沿著

山路一路往莊內走。沒想到豪雨愈下愈

大，最後陳氏難抵天災，連自行車被水

沖走，天命難違，一生善舉從此停歇。

　可貴的是，郵局同事及部分居民，發

現他確實有出門，但卻沒回來，隔天大

雨停歇後，便發動全村搜尋。很不幸在

河床邊發現屍體，讓人感動的是，手舉

高高還握著藥包及信件，妨佛告訴居

民，任務尚未達成，吐訴心願未了，年

已逝。陳氏把壯志未酬身先死發揮淋漓

盡致，留下萬古流芳的傳奇感人故事，

更成為原住民英雄─陳有蘭，為了紀念

陳氏，該溪就以陳氏命名，從那一刻起

就誕生陳有蘭溪。 

結論

　人在做，神在看，人類所有舉動，帳

上都留下足跡。故事結局雖然叫人難過

不捨，但神看在眼裡卻不同解讀。想起

筆者每年都會欣賞來台灣表演美國「神

韻」藝術團，將古代神話及歷史傳奇人

物和當代故事搬上舞台，欣賞「神韻」

表演就如同歷經過一場神奇文化旅行般

的美妙。節目中所傳遞的是真誠、善

良、正義、忍讓等純善美德，讓來自不

同信仰、不一樣族群等觀眾產生共鳴及

喚醒塵封已久心靈上神奇感受。相信往

後不久也能將這故事搬上舞台，讓後人

分享他的榮耀。

動力組全體於青青草原入口合影

動力組最年輕的生力軍

見晴山莊居高望美景，民食為天相約往餐廳，

朝敬精選中餐滇緬風，西皮值高筷子動不停。

造訪中台世界博物館，古冀雅風白玉名遺產，

弘揚佛法慈悲與智慧，開啟真理悟得心境寬。

埔里酒廠旅遊終點站，紹興調味樣樣是美饌；

醉翁之意個個不在酒，歡欣洋溢轆轆解嘴饞。

酒香紅豆冰棒買一點，遊興不減足可延一年。

清境之旅歡喜滿載歸，約定明年再來走一回。

臟下方那個點就很痛，會一直想摳它，有時候會摳到

血流不止呢！」

　民國七十多年兩岸開放探親，年輕人才第一次隨著

父親走出梨山，跟父親到大陸探親。父親大陸的親戚

大多已經四散或死去，父親離開故鄉之後心情一直很

差，常常一個人窩在旅館不出門，他只好自己隨處走

走，有一天在一個城市飯後散步時，感覺這路上的景

色似曾相似，順著感覺一路走去，竟然看到一個跟夢

境一樣的大門，他熟悉的走了進去。

　大門內有幾個小孩在裡頭玩耍，有一個老頭坐在椅

子上看著孩子玩耍，年輕人看到那老頭覺得很面熟，

尤其是那人額頭有個疤，他走過去問：「你是不是

仲玉？」老頭很詫異：「你是誰？怎麼知道我是仲

玉？」年輕

人就把他小

時候夢裡的

經過講給仲

玉聽，仲玉

聽了之後半

信半疑，那

年 輕 人 就

說：「乾脆

你去拿你的

鑰匙跟我去

內堂。」二

人到了內堂

之後，年輕

人跳到屋樑

上取出一支

鑰匙來，二

人一起打開

暗門，裡面

的東西除了

多一層灰塵

外，就跟關

起來的時候

一樣。那年

輕人說，當

他還是伯玉

要離家遠行

前一晚，想

到日後不知

道何年何月

才能回家，

那支鑰匙丟

掉 就 麻 煩

了，就趁晚

上沒人的時

候把鑰匙藏

在 屋 樑 上

……。

　李仲玉至

此承認那年輕人是伯玉轉世而來，那年輕人要仲玉好

好保存奶奶交代的傳家寶，就隨父親回台灣了，兩家

人至今也一直有來往。同學把故事說到這裡問了一

句：「這件事你們相信嗎？」我就選擇相信，第一、

從小沒離開過梨山的小孩是編不出這樣的故事，第

二、他遇到仲玉的情節是吻合的，最重要的是他取出

的鑰匙跟開啟暗門的方式是對的。

　很少有人還記得前世的經歷，大概是過奈何橋時沒

喝孟婆湯就偷渡過去投胎了，誰也不知道人生的下一

刻會如何變化，就跟伯玉一樣，他怎麼也想不到才離

家幾天就遇害了，這事我們聽聽就好，最重要的是保

握當下，愛自己、愛家人、愛朋友，才不枉這輩子來

此走一遭。

◎航空所／黃清輝

　《看見台灣》Beyond Beauty-TAIWAN 

FROM ABOVE 由台灣空拍攝影師齊柏林

執導的一部紀錄片，齊導花費近三年期

間拍攝，直升機累計飛行時數超過 400

小時，榮獲 2013 年第五十屆金馬獎最

佳紀錄片。

　齊柏林空中攝影集─島嶼奏鳴曲，台

灣阿布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出版，是齊導

從事空中攝影近卅多年的長期成果累

積，紀錄片中沒有最佳男女主角，而是

迫切關心著台灣的山林、環保等以飛行

的方式記錄下我們的土地真實記錄，提

醒地球公民該如何善盡愛護大地職責，

保護疼惜家園的重要。

　齊導對於空中攝影的執著與心情寫

照，飛進災區看見滿目瘡痍的景象，更

堅定他的信念與決心，藉由不同面向呈

現，不斷改變或被改變的樣貌，以期有

更多人對我們的家園獻上愛與關懷，

《島嶼奏鳴曲》書背序中說明：
「藉由持續飛行，恆久紀錄，尋覓與自

然共生存的角度，

在一望無際的航程裡，明確島嶼和自我

的定位；

天空飄浮了思緒，深深淺淺，

時間與空間的生命論述，潛藏在影像詩

人的記憶裡，

帶我們在歷史的潮間帶上，

展望、探尋，並思考整個年代的安樂與

憂患。」

　空中攝影其實在公務單位運用於地理

資訊紀錄已經持續多年，只是規模大

小、逆境深入、難易簡便等程度差異

性，抱持著工作心態或個人興趣喜好的

用心層次亦隨之落差不同；分別紀錄著

深山中河道的曲直、地理景觀消長變化

等紀錄，近期多旋翼無人直升機當做其

運用管道真的越來普遍。讓我來引用齊

導《島嶼奏鳴曲》紀錄中的時光隧道

為例，日月潭光華島至拉魯島這 1997

年 ~2008 年 10 年來時光中，紀錄著

921 大地震傷痛前後及其復原重生的歷

程（圖一）。

　再舉中部南投山區的九九峰為例，那

它震災前後的容貌（圖二），大家仍印

象猶新嗎？讓我們不得不敬畏大自然的

反撲力量。

　以空中攝影為經緯，輔以氣韻精微的

文字，形成獨特的島嶼節奏；純粹而厚

重、和諧而淡然，以新的角度與眼界探

索台灣，關於日常、時間與空間，種種

的思念與眷戀。利用空中攝影的高度，

轉換不同的高度，守護美麗的台灣，運

用最美麗的聲音，讓世界聽見玉山唱

歌。

　當知道有機會與齊導共聚一堂研討空

中攝影的議題時，抱持著興奮期待的心

情與會，與一顆充滿疑問的心情要來請

教導演，為何從不考慮運用無人機來滿

足他的飛行載台需求；但是，聽完他《看

見台灣》的拍攝分享及看完幾段他的空

拍紀錄作品後，我已經知道癥結點在哪

了，心情像洗三溫暖，身為國內無人機

研發的工程師，反而轉換為愧歉的心情

去與他研討求證，他也委婉證實了我的

想法。各位，您有看過齊導的空中攝影

相關作品嗎？若否，打個關鍵字連結上

YouTube 觀賞一下吧！

（未完待續）      

有人機與無人機摩擦的「齊」妙火花(上)

採購免稅適用論談(一)

7/23( 日 )10:00 親 子

電影「蜂蜜獵人」（桃

園光影文化館光影二

館）

7/23( 日 )14:00 親 子

電影「棕熊世界」（桃

園光影文化館光影二

館）

7/24( 一 )9:30 2017

《明日進行曲》全臺特

映活動（桃園光影文化

館）

7/26( 三 )18:30 懷

舊 電 影「 叛 逆 年 代

Life」（桃園光影文化

館光影二館）

7/26( 三 )19:00 2017

彩虹愛家親子巡迴演唱

會（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7/26( 三 )14:00 親 子

電影「麋鹿初生一年」

（桃園光影文化館光影

二館）

7 / 2 6 ( 三 ) -

8/13( 日 )9:00-17:00

島嶼慢波：曹楷智、李

若梅雙個展（中壢藝術

館第 1展覽室）

7/28( 五 )18:30 主 題

電影「凱文怎麼了」

（桃園光影文化館光影

二館）

7 / 2 8 （ 五 ）

19:00~20:30 2017 鐵

玫瑰音樂學院大師講堂

【偷你的心情寫情歌】

（桃園展演中心大廳）

7/29( 六 )13:30、

19:30 2017 盛保羅魔

幻劇團「傳奇再現 -魔

騎士傳奇」（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7/29( 六 )14:30 羅 詩

瑜•翁文訢長笛聯合音

樂會（中壢藝術館演講

廳）

7/29( 六 )19:30 2017

夏至藝術節蘋果劇團

《嬌滴滴與髒兮兮》

（桃園光影文化館）

7/30( 日 )14:00 親 子

電影「奇幻濕原」（桃

園光影文化館光影二

館）

7/30( 日 )14:30 武 陵

高中與日本香川縣青少

年管弦樂團聯合音樂會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物籌處／魏釗勇

　採購之「標的」可不可免稅？若可以免稅，該免那

些稅目？買相同的「標的」，為什麼那個案子可以免

稅，這個案子為什麼不可以免稅？乾脆全部以不含稅

採購或含稅採購較省事？聽○計畫說，該計畫採購案

是可以免稅的；解繳給軍種是可以免稅的，是這樣子

嗎？

　可以免稅的，若含稅採購後，可不可退稅？應納稅

的，若不含稅採購後，會怎麼樣？契約價金總額新臺

幣○元整（不含營業稅），後面契約條款上註明：免

營業稅，「不含」與「免」營業稅有何區別用意？大

家一定非常困擾疑惑？以下一一為您說明：

　壹、法源依據：一般含稅採購是正常的，不含稅

採購是須有條件的，能申請免稅必須有法源依據。

本院設置條例奉總統 103 年 1 月 29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300010801 號令公布，設置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一

項　銷售與本院業務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車，

及與作戰有關之偵察、通訊器材，免徵營業稅。第二

項 本院承接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製）計畫，

免徵營業稅。第三項　本院因業務需要採購之貨物，

經國防部核定直接供軍用者，準用軍用貨品貨物稅免

稅辦法。第四項　本院進口專供軍用之武器、裝備、

車輛、艦艇、航空器與其附屬品，及其他專供軍用之

物資，準用軍用物品進口免稅辦法。以上為本院適用

「免徵營業稅」、「免徵貨物稅」及「免徵進口稅」

之法源依據，另還有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如關稅

法、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貨物稅條例等。

　設置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一項「銷售與『本院業務

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車，與作戰有關之偵

察、通訊器材，免徵營業稅。」，「本院業務使用」

範圍如何？本院業務使用依設置條例第三條規定，主

要為「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本院業務使用

就可以免徵營業稅嗎？須注意該條第一項之全文，銷

售與本院業務使用之武器、艦艇、飛機、戰車，及與

作戰有關之偵察、通訊器材，免徵營業稅，亦即銷售

與本院「研究發展、生產製造及銷售」使用於武器、

艦艇、飛機、戰車，及與作戰有關之偵察、通訊器材，

方才免徵營業稅。

　第一項可不可以適用於勞務採購呢？經查本院設置

條例第四十一條之立法理由中，並無特別明述是否適

用勞務採購，一般免稅規定係採正面表列，惟審視第

一項之全文，銷售與本院業務使用之武器、艦艇、飛

固定營業場所者，其所銷售勞務之買受人。但外國國

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

理人者，為其代理人。

第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款、第二十八款之農業用油、

漁業用油有轉讓或移作他用而不符合免稅規定者，為

轉讓或移作他用之人。但轉讓或移作他用之人不明

者，為貨物持有人。

第六條：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營業人：

以營利為目的之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有銷售

貨物或勞務者。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之

固定營業場所。

第八條：下列貨物或勞務免徵營業稅：

第二十六款：銷售與國防單位使用之武器、艦艇、飛

機、戰車及作戰有關之偵訊、通訊器材。

第三十一款：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學術、科學研究

機構提供之研究勞務。

【註 1】：第八條為適用於銷項稅額（銷售），銷項

稅額詳營業稅法第十四條之敘述。

第九條：進口下列貨物免徵營業稅：

第七條第六款、第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七款之肥料及第

三十款之貨物。

關稅法第四十九條規定之貨物。但因轉讓或變更用途

依照同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補繳關稅者，應補繳營業

稅。

本國之古物。

【註 2】：第九條為適用於進項稅額（購買），進項

稅額詳營業稅法第十五條之敘述。

第十四條：第二項 銷項稅額，指營業人銷售貨物或

勞務，依規定應收取之營業稅額。

第十五條：第三項 進項稅額，指營業人購買貨物或

勞務，依規定支付之營業稅額。

第三十六條之一：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

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供教育、研

究或實驗使用之勞務予公私立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

機關者，勞務之買受人免依前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本條修正公布生效日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者，

適用前項規定辦理。

【註 3】：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

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供教育、研究或實

驗使用之勞務予本院者，可依本條免徵 5% 營業稅，

適用要件，外國公司（含分公司）在中華民國境內無

固定營業場所而有銷售供教育、研究或實驗使用之勞

務予本院。（未完待續）

機、戰車，及與作戰有關之

偵察、通訊「器材」，免徵

營業稅；條文中已明列「器

材」，筆者認為似不包含勞務採購。有關勞務採購免

徵營業稅部分，在「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中

有明確規範，容後敘明。

 　設置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二項「本院承接國防部

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製）計畫，免徵營業稅。」，

此項是指委製協議書上本院免徵營業稅（此為銷項營

業稅，容後敘明），非指承接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委託

研究（製）計畫之採購案，免徵營業稅（此為進項營

業稅，容後敘明）。

　設置條例第四十一條：第三及四項明定本院改制

後，因業務需要，所採購直接供軍用之貨物或進口專

供軍用之物資，「準用」「軍用貨品貨物稅免稅辦法」

及「軍用物品進口免稅辦法」規定。因改制後本院已

非「軍事機關」，本院承接國防部及所屬機關委託研

究（製）計畫，所採購直接供軍用之貨物或進口專供

軍用之物資，若無「準用」「軍用貨品貨物稅免稅辦

法」及「軍用物品進口免稅辦法」之規定，本院採購

軍品或進口軍用物資將無法申辦免徵貨物稅、免徵進

口稅及進口貨物稅。設置條例立法時已充分考慮本院

採購軍用貨物或進口軍用物資時，面臨稅賦、申請身

分之問題。

　關稅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下列各款進口貨物，免

稅：（僅節錄與本院業務有關部分）

第四款：軍事機關、部隊進口之軍用武器、裝備、車

輛、艦艇、航空器與其附屬品，及專供軍用之物資。

第六款：公私立各級學校、教育或研究機關，依其設

立性質，進口用於教育、研究或實驗之必需品與參加

國際比賽之體育團體訓練及比賽用之必需體育器材。

但以成品為限。

　本院已於 104 年 5 月 20 日獲財政部台財關字第

1041009734 號函同意認定為公立研究機構，其進口

教育研究用品，得依關稅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六款

及教育研究用品進口免稅辦法規定申辦免徵進口關稅

相關事宜。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僅節錄與本院業務

有關部分）

第一條：在中華民國境內銷售貨物或勞務，均應依本

法規定課徵加值型及非加值型之營業稅。

第二條：營業稅之納稅義務人如下：

銷售貨物或勞務之營業人。

進口貨物之收貨人或持有人。

外國之事業、機關、團體、組織，在中華民國境內無

圖一　日月潭光華島至拉魯島十年來的地理面積消長空拍照片

圖二　南投九九峰921大地震前後空拍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