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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航空所／吳則澍

　玉山，海拔3952公尺，氣勢磅礡地矗

立在南投縣信義鄉、高雄市桃源區以及

嘉義縣阿里山鄉的交界處；不僅是台灣

百岳中最高的一座山，更是東北亞地區

第一高峰。玉山群峰名氣之大，從申請

排雲山莊住宿的中籤率便可見一斑（假

日約為10%），常言「蜀道之難，難於

上青天」，殊不知申請入宿玉山之難可

能更勝蜀道呀！此次承蒙組上德高望重

的朱煦前輩邀請，讓素來對登山毫無想

法也沒經驗的我，因緣際會加入了航研

所兩天一夜登玉山的隊伍中。

　代表航空研究所登上台灣第一高峰可

謂是所內的一件大事，此次行動的領隊

由登山經驗豐富的魏錫惠大哥擔當出

任，並號召了同為登山愛好者的模擬組

盧威仁組長、朱煦前輩等9位前輩一同

參與這個意義甚大的活動。所謂「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貼心的領隊不

僅擬定了玉山登山計畫書，更在行前一

週召開行前說明會進行團隊分工與裝備

檢整，為此次活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帶著航空所旗登上玉山頂峰可說是志在

必得。

　為節省體力並提早適應高海拔環境，

團隊本來預計於攀登前一天夜宿信義鄉

草坪頭，隔天再前往塔塔加鞍部進行攀

登。無奈端午連假適逢鋒面影響，連日

的大雨導致新中橫部份路段坍方，經領

隊多方考量，決議改宿嘉義中埔，再由

阿里山公路進入海拔2610公尺的玉山登

山口。「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彌」，

團隊一行人在登山口做了最後的裝備檢

整並拍了張大合照激勵士氣後，便正式

踏上了11公里的登頂征途。

　傳言玉山動人心扉的景觀不勝枚舉，

高山杜鵑相伴、綿綿雲海繚繞、法國菊

隨風搖曳、靄靄白雪覆蓋山稜等，以上

景緻在此次玉山行不幸都未能看見，路

上伴隨我們一行人的只有時大時小的雨

水跟越來越低的溫度，身為登山初行者

的我，在極為惡劣的天氣下可說是吃盡

苦頭。8.5公里的路程，卻好像85公里

◎航空所／羅雍襟 

　是的，來自原鄉部落與

台灣最原始美麗的8公里

海岸線不絕於耳的聲聲呼

喚，於是難能可貴的機緣

踏上了嚮往多時一直想造

訪的「阿朗壹古道」。

　「阿朗壹古道」最適合

行走的季節就屬春、秋時

節自10月至翌年的4月。

時值金風送爽秋意正濃，

我們一行40人浩浩蕩蕩在

天剛破曉凌晨5點即從台

中出發，歷經5小時的車

程抵達屏東縣牡丹鄉旭海

村古道行的起點，還不虛

此行地遙望到本院在旭海

的測試場地。

　既然走訪古道探密，對

「阿朗壹古道」當然要有

粗淺的認識：阿朗壹係台

東縣達仁鄉安朔村的舊

稱，古道昔日是原住民打

獵遷移、西方學者探險紀

錄的路線，更是先民拓

荒、清兵行軍的舊道，是

台灣僅存沒有公路經過的

原始海岸線，全長8.4公

里，沿途生態豐富，景觀

開闊。現今吾人所稱的阿

朗壹古道，大抵係指台東

安朔以南的南田村至屏東

旭海村，是濱海公路唯一

的缺口，又稱阿塱壹古

道，也是台灣現存最古老

而且保存完整的古道。

　跟隨旭海村長及原民解

說員開始進入保留區的古

道行，感恩老天爺的眷

顧，運氣很好一路上湛藍

的天際、碧綠的海洋，大

多走在海岸線礫石灘，偶

有幾段山壁路要攀爬，且

需拉繩高繞較有挑戰性，

沿途內含珍貴之南田石、

稀有之海濱植物、被海浪

推打得渾圓的鵝卵石，從

屏東段的如雞蛋般大，一

路往台東方向石頭越來越

大，直到台東南田段時，

一顆顆石頭大如西瓜，海

浪拍打岸邊時，石頭互相

撞擊，發出轟隆隆的鼓

聲。當站在最高點，望著

眼前這段海岸線海天一色

的美景，深深體悟到台灣

之美，不禁令人憶起義大

利的阿瑪菲海岸，美極

了！阿朗壹古道粗獷原

始，未經人工斧鑿的自然

美。沒有車水馬龍，沒有

礙眼的消波塊，只有引人

目炫的海天一色，使人神

迷的驚濤裂岸，感受一下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讚嘆

大自然無邊的力量，深感

人實在是太渺小了。

　阿朗壹到底好不好走？

其實倒也不難，當美景盡

入眼簾，路程中的小辛苦

也就完全拋諸腦後而顯得

微不足道了。喜歡大自然

的朋友們，快快來阿朗壹

深呼吸！

◎作家／何傑

　口琴一直是我喜歡的

樂器，傳統的口琴有

二十公分長，吹口處有

二十四孔，為了方便演

奏，其排列是自左到

右，一孔吹一孔吸，

以C調音樂來說，音名

是C、D、E、F、G、A、

B，唱名是Do、Re、 

Mi、Fa、Sol、La、

Si，簡譜上記法為1、

2、3、4、5、6、7，所

以一吹一吸間，就沒有

呼吸換氣的問題，幾乎

可以不停歇地連續演奏

一首歌曲。

　二十四孔有二十四個

音，可以涵蓋三個八

度，低音Do到高音Do稱

為一個八度，所以一般

歌曲都可以吹奏，但是

只能吹奏C調的音樂，看過鋼琴的

人都知道，七個鋼琴白鍵中間有五

個黑鍵，也就是一般稱為半音的

鍵，傳統口琴無法吹出這五個黑鍵

的音，所以會受到限制，在樂理上

說一個八度有十二個半音，俗稱

十二平均律，每一個半音其頻率

是前一個音的1.059463094359289

倍，乘上12次就等於兩倍，所以

高音La頻率是440Hz剛好是低音La 

220Hz的兩倍，以鋼琴弦來說就是

長度減半，頻率增倍。所以傳統口

琴必須準備十二支才能吹出不同調

子的歌曲，而且仍無法解決半音的

問題，但比起專業的鋼琴有88鍵，

口琴簡單多了。

　所以為了解決半音的問題，樂器

公司出了12、14與16孔的半音口

琴，自左至右每一孔吹是

一個音，吸是另一個音，

為了與傳統吹法相同，

1、3、5是吹，2、4、6、

7是吸，需要增半音時，

以右手食指按一活動簧

片，將原來之孔上方遮蔽

下方開放，或是下方遮蔽

上方開放，吹口一孔其實

連接到口琴內部成上下方

兩孔，每孔各兩音，所以

12孔就有48音，比傳統口

琴音域寬廣，但複雜多

了，屬專業達人水準，此

處點到為止，待日後練功

完成後再來介紹。

　本文重點為鼓吹音樂能

陶冶身心靈，增加單位團

結，介紹短小精幹之十孔

口琴，長度僅十公分，一

隻手掌即可掌握，每孔均

可吹與吸，應有二十個音，可涵蓋

三個八度，但缺了低音4與6，與高

音7，奇怪的是重複了低音5，詳如

圖一中間吹吸結構左邊第二孔所

示，因此我決定自己來修改。用小

十字螺絲起子將兩片蓋板拆開後，

即可找到低音5的簧片，以剪刀將

簧片之長度稍微修剪一點點，因簧

片變短，低音5就變成低音6，詳如

圖二所示。上方十孔之音排列為低

音1、3、5中音1、3、5與高音1、

3、5、再高音1，下方十孔變成低

音2、6、7中音2、4、6、7與高音

2、4、6，如此缺了低音4與高音

7，但仍能吹出不少曲子，完成後

如圖三所示，注意自左算起第二孔

5改成6，G變A。

　但吹奏的技巧在哪裡呢？終於講

到重點，初學者當然是左右手捧著

口琴，嘟著小嘴對著口琴的小孔一

孔、一孔的吹或吸來聽簧片震動的

頻率，吹久了就自然找到要吹的音

或吸的音。也了解到音高的排列位

置，熟了自然生巧，看到樂譜就能

吹出音樂，但這只是初步的單音口

琴，自娛可以，演奏起來就吸引不

到人的注意。

　以上介紹純屬音樂理論，說說而

已，真正重點在力行，要知道：進

階一點的技巧是張開嘴巴輕鬆將口

琴含住，譬如說至少三排上下各兩

孔，就有六個音，但以舌頭抵住左

邊，遮住兩排上下四孔的音。如此

吹時只出一個音，吸時也只出一個

音，但是當舌頭往後縮時，就會有

和弦的音。譬如吹時舌頭抵住1、

3不出聲，發聲的是5，舌頭後縮

1、3、5同時發聲，這就是C大調和

弦，吸時同理可證，舌頭抵住2、4

不出聲，發聲的是6，舌頭後縮發

出2、4、6，這就是D小調和弦，說

的比吹的容易多了，勤加練習久了

就會有節奏，如三拍子的碰、恰、

恰，有了伴奏聽起來音樂就高級多

了不是嗎？

　再進階一點的就是將握住口琴的

雙手合攏起來，將聲音遮住，使口

琴聲音被摀住的感覺，但按著音樂

的節拍保持雙手拇指靠緊，卻將手

掌外緣張開讓聲音突然釋放出來，

這也是節奏感的表現方法之一。

　總言而之，天才就是99%的訓

練，就是用力練，熱情投入，想方

法將樂譜記入內心深處，自然能將

感情吹奏出來，感動到聽眾，甚至

舌頭在吹奏時高頻率的抖動，讓主

旋律音樂忽隱忽現，也是一種表達

技巧。

　以上淺談希望不會太理論化，重

點是趕快離開3C產品，發覺自己的

潛在興趣，投入訓練、鍛鍊與磨練

吧！

玉山峰頂台灣之巔

我在阿朗壹深呼吸淺
談
口
琴
吹
奏
技
巧

圖一　十孔口琴與包裝盒

圖二　口琴改善工具

圖三　口琴發聲簧片近觀

ㄧ般遙遠，足足花費了5個小時，總算

抵達了攻頂的前哨站─排雲山莊！

　排雲山莊海拔3402公尺，經玉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2016年改建之後，除設有交

誼廳及太陽能發電系統之外，各式設

備、水源齊全，稱它為五星級山莊也毫

不為過。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山莊內的

食材甚至是瓦斯桶皆是由山青們艱辛地

背上來，在享用晚餐時，除了感念山青

的辛勞外，更深刻體會了「盤中飧粒粒

皆辛苦」，警惕自己須時刻懷著感恩的

心去應對生活中的大小事。有鑒於隔天

凌晨3點就要出發攻頂，山莊晚上7點就

響起了熄燈號，雖然知道要有足夠的休

息以維持隔天攻頂的體力，但生理時鐘

卻遲遲不肯配合，歷經了徹夜的輾轉反

側，才勉強小憩了一會。

　凌晨3點，雨勢漸緩，眾山友們皆整

備輕裝準備摸黑攻頂。攻頂之路雖然

只有2.5公里，但海拔卻硬生生的爬升

了500公尺，連續的之字形上坡時陡時

緩，再加上天色昏暗，一行人只能透過

不斷地調節呼吸與步伐節奏，緩緩爬

升。凌晨4:15，我們到達了主峰與北風

的交叉口（又稱風口），距離攻頂只剩

最後的200公尺，而這段路卻也是最為

困難及危險的。「登頂這條路踏上了，

跪著也要走完」，這段碎石坡還真是必

須手腳並用才得以攀登而上，幸虧沿途

尚有設置鐵鍊輔助，為山友們增添了不

少安全的保障。

　凌晨4:45，航研所登山隊成功登頂！

天色漸漸轉亮，無奈厚厚的雲層阻擋了

日出的軌跡，但攻頂的喜悅卻絲毫不

減。玉山頂峰氣勢之磅礡有如君臨天下

一般，此時此刻航空研究所大旗正雄偉

地飄揚在台灣之巔，不僅頗有「山登絕

頂我為峰」之慨，更訴說著航空器以

外，航研所最為接近「天空」的一刻。

成功地完成了此次的登山任務，並不是

結束而且開始，就如人生道路上縱然到

達高峰，卻也不可以此自傲自滿，須心

懷謙卑地邁向下一個目標。

◎作家／蘇耿德

案例

　春花是個規律的單身上

班族，平常下班後回家用餐

沐浴後，習慣在電視機前

看購物頻道。某日，聽到某

蘋果購物頻道正在販賣名牌

皮包，且貴婦買入恭賀聲不

斷，當聽到：「剩下最後三

個！」，衝動之下，趕快向

服務專員訂購乙個，並以信

用卡支付新臺幣（以下同）

88,888元，滿心歡喜之餘，

當晚連作夢都會笑咧……不

料，隔 2天接到某服務專員

來電表示，她上次提供的信

用卡刷不過去，因為不想客

戶失望，該公司本著「以客

為尊」的信念立即主動告

知，希望在 1小時內春花小

姐能立即匯款補齊 88,888

元至提供之曾艾淺先生帳戶

（帳號：04879487），以保

留名牌包之購買資格。春花

不疑有他，且為達到提名牌

包向同事炫耀的虛榮心態，

馬上騎車快奔到便利商店匯

款（88,888 元）；豈知，

時隔二星期後，雖收到了一

個包，但與想像差距過大，

並不喜歡；此外，不僅收到

銀行信用卡帳單通知繳費

（88,888 元），而且也多

用 ATM 匯了 88,888 元，驚

覺受騙，但歹徒早就逃之夭

夭了。

研析

　依內政部警政統計（105

年第 6 週）通報指出，104

年 詐 欺 案 發 生 數 21,100

件，其中以「解除分期付

款 詐 欺 (ATM)」2,978 件

( 占 14.11％ ) 最多，「假

冒名義詐欺」2,937 件 ( 占

13.92％ ) 次之，「假網路拍賣 ( 購

物 )」2,608 件 ( 占 12.36 ％ ) 第 3，

「偽稱買賣」2,231 件 ( 占 10.57％ )

第 4，「拒付款項 ( 賴帳 )」1,939 件

( 占 9.19％ ) 第 5；而根據 105 年警政

統計年報之數據，詐欺案 23,175 件，

仍較 104 年 21,100 件增加二仟餘件，

顯見我國詐欺案件層出不窮之趨勢；而

在受害者年齡上，18-23 歲占受詐欺人

口 24.39%、30-39 歲 占 21.6%、40-49

歲占 13.13%，顯見此三個年齡層分別

由於涉世未深或貪小便宜等原因而受騙

者居多。

　本例屬假冒名義詐欺之一種，犯罪行

為人多藉由檢察官、警察或購物台專員

等身分執行詐騙。而在我國目前詐欺罪

之發展上，首揭案例曾艾淺先生帳戶在

詐騙案件中，亦常是受害者，因為帳戶

遭盜用或其他原因而無法控管其個人帳

戶下，發生詐欺案，辦案人員常因曾艾

淺之類之行為人未具詐欺主觀犯罪意

圖，而難以詐欺罪共犯相繩，且假冒名

義詐欺之主謀者常藉由車手等組織分

工，將詐欺所得金流提領，更增加辦案

人員查緝困難；尤有甚者，長久以來，

由於社會經濟活動活絡，而人民法治觀

念普遍不足，預防法律糾紛發生的機制

有所欠缺，社會上債權人，不論起因於

借貸、買賣、租賃、合夥、投資、合

會、承攬工程、提供勞務或其他法律行

為，利用司法機關免費刑事程序索討債

款的情形十分普遍，這種金錢糾紛案

件，通常是性質上屬於民事法律關係的

債權債務糾紛事件，但天下沒有白吃的

午餐，任何與金錢有關的交易或營利活

動，都有正常風險；如何基於風險預期

與風險管理，預防或避免可能的交易損

失風險，是每一位從事交易的現代人應

該具備的常識；而非逕以刑事詐欺、背

信、侵占等罪名請求偵查機關受理這種

案件，以達成迫使債務人出面解決債務

的目的。

　承前，債權人經常逕以債務人作為刑

事被告，向警察機關或直接向各地方法

院檢察署以詐欺、侵占、背信等事由提

出告訴，欲使債務人在面臨刑事程序的

心理壓力下，出面解決債務，造成以刑

逼債的現象，使公權力淪落為討債的工

具，也耗費龐大司法資源，然因該等案

件本質上只是單純民事糾紛的債務不履

行案件，並沒有真正的犯罪行為，只是

藉刑事程序壓迫債務人償還債務者，自

然不能認為債務人有刑責，故可通稱為

「假性財產犯罪案件」，司法單位經過

專人審查及必要的調查程序後，如確認

爭端性質係屬於顯無犯罪嫌疑的假性財

產犯罪案件者，通常會以不起訴處分書

予以處置。讀者如果不幸發生債權債務

之糾紛，因為訴訟程序十分耗日費時，

如果得到的結果是不起訴處分，心中必

有怨言，然該類案件畢竟屬民事案件，

當事人可以先藉由各地鄉鎮市調解委員

會，對有糾紛的雙方予以調解，一旦調

解成立，經法院核定後，該調解書與民

事確定判決有同等效力。此外，也可以

透過民事非訟程序，例如：聲請法院對

債務人發支付命令，或將本票聲請法院

裁定，於支付命令之債務人未異議而確

定，或本票裁定確定後，都可以逕行請

求法院對債務人的財產強制執行；或是

另循民事訴訟程序起訴，於訴訟中如果

雙方都願意各退一步，仍然可以當庭請

求和解，以息訟爭，均不失為正確、有

效的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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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本院與「國防科技工業合作廠商」互信、安全機制，厚植產業能量

1 / 6 ~ 3 / 2 5 

11:00~19:00「 城

事．新憶」展（A8

藝文中心） 

1/22~2/24 9:00

梁成福 ‧ 李元慶

「道德經」瓷刻展

（桃園市政府文化

局）

1 / 2 4 ~ 2 / 4 

9:00~17:00《 跨

越 -多媒好》桃園

市六和高級中學多

媒體應用科畢業成

果展（中壢藝術館

第 1展覽室） 

1/24 08:30~2/25 

8:30 三采繪舞 ‧

墨香傳情（桃園市

客家文化館）

1/24 08:30~2/25 

8:30 桐花旺旺迎

客情 -- 桃園市快

樂書畫會 107 年會

員聯展（桃園市客

家文化館）

1 / 3 1 ~ 2 / 2 5 

09:00~17:00 異藝

─ 2018 藝濤畫會

聯展（中壢藝術館

第 2展覽室） 

2/3 14:30 糖果屋

（桃園展演中心展

演廳） 

2/3 19:30 九歌民

族管絃樂團《音樂

環島－多元族群文

化之旅》（中壢藝

術館音樂廳） 

2/4 19:00 享聽 -

兩岸師生鋼琴演奏

會（中壢藝術館音

樂廳）

 

2/8 14:00 客語講

座 -常用客語輕鬆

學 桃園市中壢區

復興路 99 號（中

平路故事館）

2/10 桃園市民管

樂團 2018 冬季公

演《閃耀青春夢幻

島》（桃園市政府

文化局）

2/10~2/11 14:30

巧虎極光之旅（桃

園展演中心展演

廳）

2/13 9:30 107 年

2 月份志工阿姨說

故事（桃園市立圖

書館三和分館）

◎航空所／張瑞釗

序言

　續上篇英語學習觀念。英語學習和母

語學習一樣：要使用完整句子、文法要

正確、口齒清晰、注意標點與音調；此

等將關乎個人榮譽與組織形象。切勿聽

信謠言而疏忽了；在這競爭環境下，儘

早掌握英語優勢 (註 )。

　在 756 期《科技行銷國際化的語言

（下）》中：句子結構分析是語言學習

的全部；當你很輕易、具有節奏 (pace)
和韻律 (rhythm) 得聽懂、讀懂、說出、

寫出一個句子時，就算學會了這個語

言。本篇即針對組成完整英語句子結構

的五個方塊，分析其如何形成及意義。

句子結構分析

　《定期英語學習課程》系列之二（757
期）提到，構成完整句子結構 (sentence 
structure) 的 五 大 方 塊 組 合： 主 詞
(Subject, S)，及物動詞 (Transitive Verb, 
Vt)，不及物動詞 (Intransitive Verb, Vi)，
主詞補語 (Subject Complement, SC)，受

詞 (Object, O)，直接受詞 (Direct Object, 
DO)，間接受詞 (Indirect Object, IO)，主

詞補語 (Subject Complement, SC)，受詞

補語 (Object Complement, OC)，修飾語
(Modifiers)。
　第一個句子：He swims. 當一個句子

僅含主詞和動詞即可表達完整意思的時

候，這個動詞 (swim) 叫做不及物動詞。

「及」的意思是「觸及」，除了實際的

接觸外，亦可為意義上的目標指向。

　第二個句子：He is a teacher. 如果寫

成 He is…，此句子雖然有主詞 (He)，
有動詞 (is)，但是語意並沒完整表達，

不知道主詞 He 是指什麼。加上名詞 a 
teacher 後，語意就完整了。但是，a 
teacher 不是動詞 is 可以實際觸及或目

標指向的事物；亦即，就不是動詞 is
的受詞。因此，動詞 is 為不及物動詞，

而 a teacher 就叫做主詞補語，補充主

詞的意義，構成完整的句子。需要主詞

補語的不及物動詞就叫做不完全不及物

動詞 (incomplete intransitive verb)。
　第三個句子：She is pretty. 同上句，
is 為不及物動詞，pretty 為主詞補語。

和上例不同的是，pretty （漂亮的）為

形容詞。因此，可以得到結論：不完全

不及物動詞需要主詞補語，語意才會完

整。主詞補語有兩種：名詞和形容詞。

當主詞補語是名詞時，主詞補詞指的就

是主詞本身。He is a teacher. 主詞補語
a teacher 就是指 He. 而 He is pretty. 主
詞補語 pretty 為形容詞，則是用來修飾

主詞 He。
　第四個句子：They love her. 此句子的

動詞 love 有意義上的目標指向 her。此

時，her 為動詞 love 的受詞。有受詞的

動詞，叫做及物動詞。

　第五個句子：He gave me a book. 此
句子的動詞 gave 是及物動詞，而且有

兩個意義上的目標指向 me 和 a book，
都是 gave 的受詞。有兩個受詞的及物

動詞，叫做與格動詞 (dative verb)。其

中，指人的 me, 稱為間接受詞；而指事

物的 a book，則稱為直接受詞。

　第六個句子：It made her sad. 此句子

如果寫成 It made her…，雖然 made 是

及物動詞，也有受詞 her，但是語意並

未完整表達；補上 sad 句子語意就完

整了。形容詞 sad 補足了受詞 her 的意

義。亦即，形容詞 sad 用來修飾 her。
此時，形容詞 sad 稱為受詞補語。需要

受詞補語的及物動詞叫做不完全及物動

詞 (incomplete transitive verb)。
　第七個句子：We call him Jesus. 和前

例相同。如果寫成 We call him…，語意

亦未完整表達，名詞 Jesus 補足了受詞
him 的意義，名詞 Jesus 為受詞 him 的

受詞補語，Jesus 就是 him 本身。由上

可知，受詞補語和主詞補語相似，可為

名詞或形容詞。

叮嚀

　英語句子結構，均包含於以上所有的

類型中。因此，徹底熟悉句子結構五個

方塊的形成過程及其意義，是後續進階

句子結構分析的基礎。如果，你對英語

學習充滿了熱情 (passionate)，以上七

個句子中的五式動詞，將纏著你不放。

建議將上篇及 757 期的圖，剪貼到桌

前，可隨時對照、查閱與複習。

　另外，這七個句子，僅為含單一字彙

的最簡單例句，尚未含修飾語。《定期

英語學習課桯》系列中，所應用的句

子，將由短而長、由簡而繁、由易而

難，逐漸擴充，增加片語 (phrase) 及子

句 (clause)。（下期待續）

註：Model business letters, emails and 
other business documents, Shirley Taylor, 
7th edition, 2012.

◎化學所／于開國

　在政府力推「國防自主」的政策下，潛艦國造、高

教機國造等計畫先後啟動，使得國內廠商提供的資

源、技術及科技等，成為攸關政策成敗關鍵因素；近

日在國防部公布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也

提到，政府將持續投入預算，將相關資源納入釋商，

有效結合民間產業能量，達到國防產業工業化目標；

另外本院董事長馮世寬先生亦在去年 3 月 8 日出席

「研發展示館」開幕典禮時表示，希望能藉由國防自

主政策，培養台灣本土國防廠商，以厚植國防產業，

讓國防科技更加精進。可見未來本院與民間國防科技

工業合作廠商之關係，將更為緊密；爰此，如何建立

本院「國防科技工業」合作安全機制，是必須處理的

挑戰。

　105 年 10 月初「台美國防工業會議」在美國維州

威廉斯堡舉行；據媒體報導，在會議中美國國防部官

員海大衛（David Helvey）提及，做為朋友，美國必

須坦率指出，將自製國防產業列為優先，會帶來新的

挑戰……台灣要確保敏感的科技不被不當轉移，以及

台灣業者在大陸有商業利益牽涉的安全問題。另籌辦

會議的「台美商業協會」會長韓儒伯強調，台灣的國

造計畫能否實踐，設立「可信任夥伴安全查核架構」

以確保台、美業者的安全狀況，是雙方能否順利合作

至關重要的因素。

　據媒體報導，國內產業界人士，為了成為國防部推

動「國防自主」政策的助攻手與溝通橋樑，自主整合

民間資源，籌組「台灣國防產業發展協會」，廠商多

來自航太、造船、資安三大產業，目前已有三、四十

家廠商加入，會員數接近二百人，未來將成為廠商與

國防部橫向聯繫的重點橋樑，同時吸收民間意見，做

為國防部推動政策時的參考。因此，如何建立與「國

防科技工業合作廠商」互信、安全機制方面，個人有

以下看法：

一：參與本院合作的廠商，是屬於「從事及參與國防

安全事務」範疇，依法事前須獲本院相關部門認證合

格，認證過程，本院監督機關(國防部)應提供協助。

二：國防安全事務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等法，區分

有「絕對機密」、「極機密」、「機密」及一般公務

機密等，應依法審認及保護，廠商應完全遵守國家法

律及道德規範。

三：參與國防科技工業廠商，應建立「榮辱與共、國

家至上」共識，充分接受及配合相關單位必要安全查

核作為，並配合執行有關管制措施。

四：應依法成立「台灣國防產業發展協會」，積極扮

演軍工產業意見溝通及國家政令宣導與要求角色，並

依專業發展精益求精，以成為可長可久之「可信任夥

伴關係」來努力。

《定期英語學習課程》系列之三：觀念篇(下)

英語句子結構分析
Analysis of English Sentence Structu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