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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較傳

統出國跟

團趕行程的旅遊方式，你

也可以有不一樣的選擇—

單車漫遊。

　報載台灣赴日旅遊人數

高居第一位，京阪神（京

都大阪神戶）更是國人赴

日首選都市，因此今日介

紹最適合單車漫遊的日本

城市︰京都府。

　有別於日本一線城市忙

碌緊湊的形象，日本京都

府一直保有靜逸古都的形

象，由於是皇居所在，歷

來也都是宗教信仰中心，

因此在二次大戰期間並未

受到戰事波及，諸多歷史

建築、文物得以妥善保留

下來，列名世界文化遺產

者達17座，再者這個城市

的重點旅遊範圍若以京都

御苑（目前的天皇住所）

為中心，多數景點皆盡含

括於方圓10公里範圍內，

道路平整鮮少障礙、海拔

高度起伏不大，也不需很

好的腳力，即可以單車漫

遊方式慢慢欣賞這個古

都，因此，單車幾乎成為

京都最快速便利的交通工

具。

　有人說，京都一年四季

各有不同樣貌，至少我覺

得春櫻秋楓時，更顯京都

之美，日有日貌，夜有夜

景！

　京都濕度較乾，自3月

中旬櫻花初開之時，截至

11月下旬銀杏、楓葉飄落

期間最適單車騎乘，白天

氣溫13~27度，騎行悠遊

古都，無論穿梭於市井，

或牽車步行於巷弄內，常

能發現別有洞天而令人驚

艷之景致，似乎，也只有

單車這個交通工具最能快

速領略其中奧妙。

　京都東邊稱「洛」，即

仿照中國唐代洛陽古都建

築與街道設計而來，街道

多數以漢字命名，非常適

合對照手邊地圖使用。交

通規則方面遵循通用的國

際規則與號誌，除了車

道、單車道，單車還可以

行駛於人行道，唯須注意

車速與禮讓行人。日本的

紅綠燈不會顯示剩餘秒

數，不利於判斷等待時

間，所幸車輛會禮讓行人

與單車，不會亂按喇叭。

　想深度探索京都、或是

快速瀏覽京都，單車絕對

是個好工具，一～五日皆

能有不同玩法！如留宿於

京都，飯店或民宿也常有

提供單車免費租借，也或

許自大阪、神戶、奈良等

週邊城市前往，那麼在各

大JR車站、私鐵電車站附

近，乃至重要景點附近，

皆有出租單車的

店家（觀光旺季

期間最好能提早

三天前在網站上

預約），借還車

時間多數限定

上午9:00到下午

7:00間，日租金

約500～2000日

元（約台幣130

～520元），可

跨日還車，部份

店家也提供甲地租車乙地

還車的服務。

　生命應該浪費在美好的

事物，如不想把時間浪費

在搭乘公車上，可著手規

劃單車路線計畫，從好幾

家單車出租店網站得知，

諸多單車的零件耗材皆出

自台灣廠商之手，堪稱能

提供經濟實惠單車之最大

幕後功臣，毋怪乎店家聽

到我來自台灣，除了稱讚

小籠包、九份外，連押金

都沒收，明顯感受與陸客

的差別待遇，呵呵。

　用單車即可盡覽京都名

剎古寺與自然融和之美，

避開觀光區的人聲鼎沸，

無論是早晨的「祗園花見

小路」（或許能與藝伎擦

身而過）、日本最古老禪

寺「建仁寺」（最早引進

中國茶文化之地）、白川

巽橋（各式櫻花與岸邊垂

柳交錯）、御金神社（有

別於伏見稻禾大社的紅色

千鳥居，此地的金色千鳥

居另有一番風味），一景

一物皆可自得，或許慢

騎，或許牽車走進巷弄，

都可以發掘那些旅遊書上

未曾出現的景色，以及沒

提到的事。

◎總務處／周嘉其

　105年5月22~25日，應電子

所同仁的邀約，並在熱心同仁

的分工努力下，訂住宿、訂火

車票、安排行程等等，終於順

利成行嘉明湖之旅，這次的旅

程中，23、24兩日住宿嘉明湖

避難山屋，因緣際會認識了林

務局派駐在該山屋的管理員，

忘了他的名字，重點是他的故

事。

　那位管理員大哥他也是一位

退伍軍人，因對山林的熱愛，

在臺灣登過百岳，在1996年時甚至到了

喜馬拉雅山的基地營，並恰逢嚴重的山

難事件，幸免於難，於是他奉獻給山

林，為臺灣的登山客盡一份棉薄之力，

因為他熱愛山林，這只是他熱愛山林的

一面。

　另外一面，他擁有自己的家庭老婆孩

子，他在照顧好自己家庭的同時，同時

也是臺東地區中輟生的輔導人員，在他

手上經手的個案十幾年下來，已不下數

十位，為了帶孩子、救孩子，他絞盡腦

汁辦理運動活動，登大山、騎自行車環

島、做工藝品、農作，在臺東這個偏鄉

的地區，盡力讓那些孩子遠離原本毒、

賭、酒、氣的生活環境，復以長時間的

要求及鼓勵之下，祈使他們願意重新建

立起對人的信任、相互尊重與自我要求

及肯定，從剛開始的自掏腰包，到後來

因為人數漸多的募款籌備，他無怨無

悔，堅持信念一路做了十年餘……我們

一些山友，兩個晚上聊了很多，在協助

中輟生的過程中，當然有其酸甜苦辣，

包含成功與失敗的案例，都讓他五感雜

陳，也曾開心、也曾難過。

　聊天過程也包括有人問他何以如此長

期、堅持的付出，他淡淡、笑笑地說，

因為對臺東的愛、對孩子的愛，亦如同

他對山林的愛。還有一句令我印象深刻

的話：「中輟輔導的工作需長需久，有

心人亦只能盡一己之力，盡力付出及完

成，而這些孩子們，則是能救一個，是

一個」。

　旅程結束後回到了熟悉的臺北，回想

著與管理員大哥的一席談話，有感而發

的寫下了這篇小小遊記，不只紀念初見

嘉明湖美景的感動，更希望能拋磚引玉

提醒大家，施比受有福，發揮自己的小

愛、大愛，把握當下、珍惜所愛，一起

把愛傳得更寬廣！

◎老中山／陶瑞基

波影滿塘浮動

金輝閃耀暗香

凝定於水面風華

知客來自遠方

佇立於池中迎迓

婷婷支荷

～遊花蓮海洋公園，在悅來飯店遇蓮花～

◎飛彈所／吳文靜

　兒子放假回來，興奮地告訴我今夏要去秀姑巒溪

泛舟。聽到了「秀姑巒溪」四個字，我心頭為之一

震，抬頭望向窗外蒼茫的天空，所謂「曾經滄海難為

水」，三十個年頭過去了，秀姑巒溪的情景一幕一幕

浮現腦海，歷歷如昨……

　那是民國七十四年的九月四日，我們和淡江大學英

文系合辦的畢業旅行剛過中橫，來到花蓮，今天將是

大家引頸期盼的重頭戲─秀姑巒溪泛舟。然而此時此

刻，在駛往瑞穗的途中，大家的心情是忐忑不安，因

為颱風警報已經發布，早上一場大雨更是讓我們的熱

情盪到谷底。「有彩虹！」一聲興奮劃破了陰沉的氣

氛，我們從車窗看出去，兩個巨大的半圓─一虹一

霓，內外顛倒的七彩排列，從地平線畫向青天，繞回

大地，襯上青山翠嶺，清新艷人，此生罕見！陽光從

雲間灑落，滿地生輝，我們的精神為之一振，心想瑞

兆當空，老天爺可能不想讓我們敗興而歸！

　到了瑞穗，泛舟業者表示水位剛過警戒線，為了保

證我們的安全，平常一比十的救生艇配比，今天為我

們增加到三比八。於是我們一掃可能無法下水的陰

霾，像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聽完業者解說，

便匆匆穿上救生衣，戴上頭盔，一手握著划槳，一手

扛著橡皮艇，興高采烈地衝進滾滾秀姑巒溪。「白浪

滔滔我不怕，掌起舵兒往前划…」，一首歌還沒唱

完，我們已經來到第一個激流，「收槳，握倒！」我

照著行前教育大喊，誰知一陣翻騰，我還沒學會如何

用雙腿夾緊橡皮艇的凸緣，便撲通掉入水中，一艘救

生艇立刻飛將過來將我拉起，說時遲那時快，突然一

個大浪蓋將下來將我連同救生艇一起打翻，霎時我已

京都見物、單車行 嘉
明
湖
遊
記

蓮
花

我那悠悠的秀姑巒溪
　恐懼的事還沒結束，突然前方激流中一張熟悉的臉

龐在那載浮載沉，那是來自南方澳的摯友，此刻他鬆

掉的救生衣往上浮，人卻往漩渦裡沉，我們的橡皮艇

從他身旁掠過，卻無法碰到他的分毫，看著漸漸遠去

的他，我們再也忍不住哭了出來！

 不知過了多久，突然群山退去，豁然開朗，長虹橋

出現眼前，我們在歷經千磨萬劫後，終於要抵達終點

了。環顧四周，我親愛的夥伴們有十四人擠在一艘橡

皮艇上，也有空無一人的橡皮艇被拉在救生艇之後。

多數人像我們一樣，回來時少了一兩人，但竟然也有

兩艘夥伴從頭到尾福星高照，不曾有人落水。就像人

生際遇各自不同，有人歷經生死邊緣的掙扎，卻有人

嫌全程太平順不過癮。上岸的目標就在右前方，我們

的導師梁教授拼命地向我們揮手吶喊，然而依舊快速

的水流讓早已精疲力竭的我們無法划靠岸而流向大

海，放眼望去前方出海口太平洋巨浪滔天，還好救生

艇在最後一刻把我們拖了回去。

　再次踏上陸地，是恍如隔世的唏噓，我們失蹤的同

伴竟然出現在我們眼前微笑揮手，陷在漩渦的摯友也

平安脫困，更驚喜的是清點人數竟然全員歸來！我雙

手合十，感謝上蒼的眷顧！坐上即將開往東海岸的遊

覽車，我回首滔滔江水，問鄰座的女孩有沒有哭，她

竟然回我，「這滿江的水都是我的淚」！一路上，大

家靜極了，平常鴉雀般的歡笑聲不見了，每個人內心

都是千頭萬緒，百感交集。

　到了知本，晚間新聞傳來，今日秀姑巒溪添二冤

魂，我們面面相覷，不知該悲該喜！辦個「慶生會」

吧，有的要慶祝重生，有的要感謝救命恩人，大家都

忙著打電話回家報平安。新聞報導又傳來，受豪雨影

響，中橫坍方，花東公路也中斷，但我們的畢旅卻奇

蹟似地可以繼續，只是導師已經承受不住這種煎熬，

要我們更改行程，從小琉球改到佛光山去禮拜一番

……

不知在水深多少處。我趕

緊閉住這口氣，雙腳打水

向上急衝，誰知打了幾下

還未出水面，我冷靜地鎮

住這口氣，終於重見天日，恰好我們的八號舟就在幾

米外，我奮力游過去，順便把另一懸抱一側的夥伴推

上去，短短一分鐘的時間，我通過了第一道考驗，也

預見了此行的凶險！

　漸漸地，我們發現所乘坐的橡皮艇已不只是一葉輕

舟，根本是一片浮萍，在雷霆萬鈞的江水中時而疾行

如箭，時而擺盪迴旋，儘管一次又一次的激流讓我們

學會努力夾緊船舷，控制平衡，但是正如汪洋中的一

條船，我們感到隨時會被大浪吞噬。大多時候，根本

無需划槳，湍急的水流讓人體會到什麼是「輕舟已過

萬重山」！突然一艘救生艇疾馳而至，把我們和另一

艘夥伴拖到岸邊休息，因為首尾拉得太長，他們難以

兼顧。黎兄趁機拿出層層包裹的相機，為我們留下此

行唯一的身影。

　忘不了那可怕的落差─可怕在於無聲無息、毫無預

警地掉落，整艘橡皮艇就從小瀑布墜落，然後在下方

的漩渦中上下晃震，水盪山搖，同伴一個一個摔了出

去，其餘人抓緊艇上的繩子，我們不能被大浪吞沒！

終於我們擺脫了它的猙獰糾葛，但是我們少了一個夥

伴！回望落差處，但見一個紅色東西在那兒上下翻

滾，是她嗎？我們的頭盔是紅色的。我們大喊，卻無

回應，吼叫救生艇也不見蹤影，我們感到無助、絕

望、萬念俱灰、欲哭無淚！就在此刻，背後另一艘夥

伴撞上山壁，橡皮艇騰空翻落，全員落水，幸好三艘

救生艇突然出現，蜂湧過去，阿彌陀佛，要全數救

起。突然間，一股莫名的痛苦告訴我，殘酷的事實就

要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這趟畢旅已經沒有明天了，

但願老天爺幫我們多救一個算一個，身為班代的我要

如何面對這一切，我想著想著，眼淚就要奪眶而出！

　隨著無人機結構日益複雜化，可降低使用風險及產

品壽命週期費用的可靠度管理工作相對重要，藉由試

驗和測試評估，暴露系統設計中的缺陷，經由「再設

計」可以改進原有的設計方案。明確各個階段訂購方

與承製方可靠度工作重點，劃分各自的權責，便於對

無人機全壽期可靠度的管理，使可靠度持續成長，降

低全壽期使用風險與消耗，為後續型號在研製和使用

中提供可靠度管理工作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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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人機失事肇因的探討

學思杜拉克／加入對的組織

7/16 19:00 國立中央

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學

管樂團第 67 屆期末音

樂會（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7/16 19:30 雙喜戲劇

坊《緣定今生 ~棋盤風

雲》（文化局演藝廳）

7/17 14:30 精聆室內

樂團 JLCE《跳舞吧！

Shall We Dance ？》

（文化局演藝廳）

7/21 19:00《BAND》平

鎮高中管樂團第 15 屆

成果發表會（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7/22 19:00 拾 肆 樂 -

楊梅高中管樂社成果發

表會（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7/22 19:30 風動室內

樂團《情熱•薩克斯瘋

III》（文化局演藝廳）

7/24 14:30 移動的時

空 -2016 陳咏懌鋼琴獨

奏會（文化局演藝廳）

7/24 19:00 當 我 們

BONE 在一起：一段不

只是音樂的青春－克羅

采室內樂團（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7/27 19:30 明心箏樂

團「客家本色會箏琴」

音樂會（文化局演藝

廳）

7/29 19:00 105 年 度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全

民反貪好政府，勇拒私

菸最幸福」－紙風車戲

劇萬花筒（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7/29 19:00~21:00 鐵

玫瑰音樂學院－大師講

堂【臺灣實現我的音樂

夢】（桃園展演中心－

大廳）

7/30 14:30 兒童戲曲

《新魔法五兄妹》（文

化局演藝廳）

7/30 19:00《2 勢力》

中壢市民管樂團夏季音

樂會（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7/31 14:30 扶琴昇歌

室內樂團『心經』音樂

會（文化局演藝廳）

7/31 14:30 莫札特歌

劇選粹 :桃園交響樂團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航空所／卓柏勳

　在「無人機典型飛行故障分析」（註 1）報告中提

及無人機做為新型的航空產品，發生飛行事故的原因

十分複雜，縱然有其設計、使用與管理上不可完全避

免的一面，但人為的因素、設備故障仍然是飛行事故

的主要癥結所在。綜合分析使用中發生的飛行故障，

其主要原因可歸納為 :設計缺陷、零件失效、使用不

當、操作失誤。本文藉蒐集無人機發展趨勢，以美軍

「獵人」(Hunter) 無人機，就其部署期間發生相關

失事統計，說明無人機運作初期應有的可靠度管理概

念。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簡稱「無人機」，可簡單定義為

無搭載飛行員，且可重複使用的航空器。「無人飛行

系統發展趨勢與創新應用簡報」（註 2）文章中提及

無人飛行載具系統結合飛機設計、製造、組裝、測試

等完整航空產品研發製造流程，可用於多種軍民用

途，屬系統整合型知識經濟產物，目前國內已有初步

內需市場，國內研發團隊亦逐步趕上國際水準。

　在「未來 10 年全球無人機市場預測」（註 3）報

告中預測無人機市場會隨著應用領域的擴展持續增

長。無人機的市占率以美國占比 41.67% 最高，歐洲

占比 3.88%、以色列占比 3.68%、其他國家則占比

40.69%，還有未定國家占比 10.08%。參考諾曼 ‧ 佛

里德曼著「無人機」（註 4）書中就無人機的分類說

明如表 1所示。產值以戰術無人機 159.4 億美元、占

比 40.7% 最高；中空長航時無人機約 135.6 億美元、

占比 34.6% 次之；第三為高空長航時無人機約 83.9

億美元、占比 21.4%；其他為小型無人機及民用無人

機產值分別為6.44、6.04億美元，占比分別為1.7%、

1.6%。

　單一國家無人機產值以美國最高，以色列次之。美

國將無人機在戰場上發揚光大，以色列則是無人機創

新使用方向的領導者。「獵人」(Hunter) 無人機是

由以色列航太工業公司在 1980 年代研製的戰術無人

機，在 1990 年起授權美國生產和使用及性能提升研

製，2000 年起參與多次中東戰爭，在戰場上表現出

優異性能。故本文以「獵人」(Hunter) 無人機做相

關的失事率分析探討。

　無人機失事率在「UAV 失事率現況說明報告」（註

5）文章中依據「2009 年至 2034 年無人系統整合路

徑圖」（註 6）針對無人機失事率定義為機隊每十萬

飛行小時發生重大飛機受損或重大財損之意外事件次

數。圖 1為美軍飛機與無人機失事率推移圖，其中橫

軸為累積飛行時數，縱軸為每十萬小時發生失事次

數。以「獵人」(Hunter) 無人機說明，其中數據若

非實測數值，以外插方式求得。累計飛行時數 300 小

時失事數約 700 次、1000 小時失事數約 350 次，直

至累積 40,000 飛行小時，失事率才趨於穩定，可知

美軍各型無人機於累計飛行時數未達一定時數，早期

失事事件發生次數較多的狀況勢必無法避免。而其穩

定原因為透過先導期飛行測試失事肇因分析累積研製

能量。美軍「獵人」(Hunter) 無人機即使已部署仍

持續做研發測試及性能提升，相關精進與性能提升說

明如圖 2所示。

　無人機的可靠度是指其經久耐用、不易發生故障的

一種能力特性。在「無人機全壽命可靠性管理研究」

（註 7）文章中提及，無人機固有可靠度是由承製方

設計決定的，產品的壽命周期費用中，設計約占 5%，

但它對於全壽期費用的影響卻大於 95%。隨著無人機

裝備生產的進展、製程過程改進、使用時間的增加、

維護人員對其越來越熟悉、操作越來越熟練，以及使

用維護經驗的逐漸累積，其使用可靠度指標將有所增

長。因此，無人機裝備可靠性的系統管理主要包括研

製與使用兩個階段的可靠度管理。針對無人機裝備研

製與使用對降低無人機裝備可靠性的原因不同，在產

品設計定型前，訂購和承製雙方應共同對可靠度進行

評定，並做好測試任務時要有明確的要求及具體的內

容、指標和方法；測試記錄，做到即時、準確、不遺

漏。在使用期間，使用方統計無人機工作時間、故障

狀況、維修狀況，同時將相關情況通報給研製方，研

製方根據故障狀況，提出可靠度成長方案，在後續生

產過程中進行必要的改進，以提高產品的可靠度。

◎資通所／洪龍

　杜拉克在《彼得．杜拉克：使命與領

導》一書中曾以其罕見的智慧與問問題

的能耐，訪談了非營利組織九位卓越領

導者的成功之道，他們的對談充滿了使

命與領導的智慧結晶，直教人嘆為觀

止。我們可以來看看他與其中之一的巴

特爾神父的對話。杜拉克說：你到底是

怎麼做到聖經中五餅二魚的奇蹟？巴特

爾回答說：1. 建立標竿；2. 嚴格的領

導訓練；3. 以身作則為部屬設立嚴格

標準；4. 竭盡所能重視每一個人的尊

嚴。唯有這樣，才能發揮此等奇蹟。

　杜拉克說過一個在他十三歲時學校發

生的故事：那年，我遇到一位擅長啟迪

心靈的老師。有一天他問每位學生：你

對這個世界的貢獻是什麼？想當然耳，

在場沒有一個人能夠回答他的問題，他

笑笑，然後說：我也不期望你們現在就

能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如果你們到了

五十歲，還不能說出答案，你們就浪費

了自己的生命。有的人在廿五歲時，就

試著回答這個問題，但大部分都會答得

一團糟。熊彼得是廿世紀最偉大的經濟

學家之一，他曾表示自己在廿五歲時，

希望後世記得他是歐洲最偉大的騎士、

最偉大的情人和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到

了六十歲，就在他去世之前，又有人問

他同樣的問題。這次他再也不談騎士或

女人了，他說他希望別人記得他曾經預

先警告世人通貨膨脹的危機，這也正是

後人對他念念不忘的地方，殊值後人銘

記在心。這項大哉問改變了杜拉克的一

生，儘管他在廿五歲時的答案是如此地

圖 1. 美軍飛機與無人機失事率推移圖（資料來

源 : FY2009~2034 Unmanned Systems Integrated 

Roadmap,2009）

圖 2.Hunter 無人機精進與性能提升說明 （資料來

源 : FY2009–2034 Unmanned Systems Integrated 

Roadmap，2009 參考繪製）

表 1. 無人機分類及市占率預估表（資料來源 :1. 諾曼 ‧ 佛里德曼著；美國最尖端武器 ‧ 無人機；全球防

務出版公司；2015 年 5 月。2. 余德康；無人機期刊；2013 年 NO 1 參考繪製。）

單純與無知。

　杜拉克在談論「使命與領導」時，曾

點出「我們對世人的貢獻是什麼？」這

個引發我們去更新自己，敦促我們把自

己看成另一個人─你可以變成的人的問

題。杜拉克以個人、執行者及領導者的

觀點，探討每個人的「自我發展」；他

認為「責任在你自己」。個人的自我發

展與整個機構的使命密不可分，對個人

發展要負起最大責任的人，就是自己。

　談到自我發展，除了必須在適當的組

織從事適當的工作外，根本的問題是：

「我們要歸屬何處，才能像個人？」要

回答這個問題，要先瞭解我們需要那種

工作環境，才能有一流的表現。大型組

織？小型組織？還是與人合作？確定的

環境？還是不確定的環境？是否要有時

間壓力？倘若經過深思熟慮後，對「歸

屬何處」的答案竟是，我們不屬於目前

這個工作環境，那麼下個問題就是「為

什麼？」是因為無法接受組織的價值

觀？或是組織腐敗？跟組織不合當然會

對我們造成傷害，因為我們可能變得憤

世嫉俗，看輕自己。設若發現自己竟在

為貪汙腐敗的老闆效力，或只關心個人

事業的政客，或所敬佩的老闆未能盡到

主管的職責：扶植、培養、拔擢能幹的

部屬。如果組織根本是腐敗的，或是你

的表現未能受到肯定，那麼「轉換跑

道」或許會是較好的職涯選擇。

　杜拉克會強調「對世人的貢獻是什

麼？」是希望我們去尋求適當的組織，

從事適當的工作，進而發展自我，因為

「責任在我們自己」。猶如杜拉克老師

的大哉問，如果我們已經五十歲，是該

回顧一下自我的發展情形，是否浪費了

生命；如果只有廿五歲，當然也可以學

熊彼得，試著說說可能是一團糟或單純

無知的答案，那又何妨呢？只是，不管

幾歲，筆者誠心期盼大家能多多體會杜

拉克與那九位非營利組織領導者對談的

智慧結晶。( 學思杜拉克系列之十一 )

項
次

內容
使用高度

(m)
續航力
(h)

負載能力
(kg)

使用範圍
(km)

產值
(億美元 )

市占率
(%)

1 戰術無人機 3,000~152,00 2~8 150~900 <500 159.4 40.7%

2 中空長航時無人機 (MALE) 6,100~12,200 >12 150~400 <900 135.6 34.6%

3 高空長航時戰略無人機 (HALE) >15,240 >13 >400 <1800 83.9 21.4%

4 微型 /小型無人機 150~300 <2 <30 <10 6.44 1.7%

5 民用無人機 - - - - 6.04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