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７７５期

中華民國一○七年十月一日　星期一

７７５期

中華民國一○七年十月一日　星期一

編輯／曾　金　生
設計／曾　金　生

編輯／曾　金　生
設計／曾　金　生

藝文資訊
在雲霧裊裊千

變萬化之下度

過，雖然不是

清澈晴朗的好

天氣，卻也別

有一番風味。

　北海道除了

風 景 優 美 之

外，例如：大

小沼公園、終

年不結冰的洞

爺湖公園、昭

和新山、武陵郭、女子修道院、北海道

神宮等等景點。來過北海道的朋友應該

都知道，冬天來北海道可以吃到美味可

口的帝王蟹，新鮮的帝王蟹吃到飽一點

都不假。這次再訪北海道本來沒有預期

可以吃到螃蟹，因為季節不對，但卻意

外吃到松葉蟹，雖然是急速冷凍的松葉

蟹，口感卻一點也沒變，同樣是吃到

飽，大大地滿足了我們的味蕾。

　一趟旅程除了吃喝玩樂之外，我想最

大的意義在於全家人可以共同擁有美好

的記憶，無論是欣賞異國美麗的風景人

文地理，或是在旅途中歡樂嘻笑，甚至

於與團員之間由剛開始的陌生到最後的

熟稔。這些都將成為我們心中美好的記

憶。所以我喜歡帶著孩子們出門旅遊，

藉由旅行讓孩子學習與成長，也可以驗

證一下平常自己教育孩子的成果。譬如

這次的行程中有幾天是住溫泉飯店，所

以晚上我都會帶著小女兒去泡湯，讓我

印象深刻的並非日本的湯質有多讚，而

是，有一天泡湯前我在房間內先卸除我

的隱形眼鏡，所以眼前一片朦朧美，正

在湯池內享受泡湯之樂時，巧遇同團的

團員，還好女兒認出她，所以就同坐湯

池小聊一下，就在此時小女兒突然不見

了，又一會兒看著她小小身影從二樓下

來，手上端著兩杯冰開水，一杯給我一

杯給阿姨，喝了這杯滿滿愛心的開水，

我心裡卻是滿滿的感動，而同團的阿姨

對女兒更是讚賞有加，誇獎她乖巧又說

我們教育成功。雖然只是一個小動作，

但卻將爸爸媽媽平日的教導展現無遺。

我內心真的好安慰。

　再美好的旅程總有到達終點的時候，

在旅程結束的這一天剛好是我們家寶貝

小女兒的十歲生日，為了給她一個小小

意外的驚喜，上遊覽車之後偷偷遞了一

張小紙條給這次的旅程中盡責的領隊，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祝福。於是，全團

團員在去機場的遊覽車上為寶貝唱了

首生日快樂歌，也讓這次的旅程在這

首充滿著祝福的歌聲當中畫下完美的

ending。人生其實就是一段段不同的

旅程組合而成

的，在這段旅

途中你會碰到

什麼事情、看

到什麼風景，

沒人能預料。

但如何將每一

段旅程過得充

實且有意義就

看個人的修練

了。期待我們

的人生風景裝

載著滿滿的溫

馨與美好。

◎作家／霖瑄

　相信大部分的人聽到北海道就會想到

冬天去滑雪，因為位處亞熱帶的台灣，

賞雪機會甚少，更別說滑雪，以前我們

也是選擇在寒冷的冬季去北海道，一片

白茫茫的雪景至今難忘；肥美鮮甜的帝

王蟹更是回味再三。但這次我們選擇在

暑假期間帶著孩子再訪北海道，去欣賞

薰衣草花田，沒想到因時間差，所以薰

衣草已經接近尾聲，但卻不失賞花的興

致，因為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花卉，五

顏六色爬滿一座又一座的山坡，幅員遼

闊，美得就像一幅畫似的，體力不好的

人也不用擔心無法逛完整個花田，因為

園區內備有拖拉車改裝成的遊園車，讓

遊客坐在車上輕鬆逛花田，沿途司機還

會稍作停留讓遊客拍照留念，這也是我

佩服日本人的地方，處處為遊客設想。

這次的行程一

共去了兩個花

田，但是卻各

有千秋、各具

特色，除了賞

花，園區內還

有製作精油，

或是乾燥花體

驗館，也可以

選擇一處咖啡

座，什麼都不

做 發 呆 一 下

午，讓身心靈

頓時充滿正面能量。

　小樽運河也是北海道必訪的景點，運

河之美眾所周知，但比較吸引我們的是

博物館，他們稱之為哨子館，也就是音

樂盒，一進音樂盒博物館，簡直美得不

要不要的，各式各樣的音樂盒大大小

小，琳瑯滿目，只能以「目不暇給」來

形容，尤其家中的小朋友最愛，每個都

要聽看看摸看看。在裡面時間許可的話

真的可以待上半天。

　小樽運河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人

力拉車，那天我們很幸運搭上一個年輕

帥氣車伕的人力車，出發前就發現他英

文流利，所以沿途相談甚歡，行進間更

發現他不但長得帥氣還很搞笑，沿途仔

細介紹小樽沿途的建築及特色商店，偶

而還會停下車，幫我跟小女兒拍照，

不但負責拍照還會教導我們倆如何擺

POSE，我也趁機在他拉車的途中將他跟

我們的對話錄影下來，順便幫他拍拍

照，到達終點時經由他自我介紹，才知

道原來他真正的職業是知名品牌Guess

的男模，難怪會教我們這麼多不同的拍

照POSE。

　函館的夜景聽說是世界三大夜景之

一，當天的天氣不穩，原先沒抱多大的

希望可以欣賞到美景，所以搭上纜車之

後就抱著坐纜車去玩的心情，到山頂後

突然之間一陣雲霧快速飄散，呈現眼前

的正是最美麗的函館夜景，讓在場所有

的遊客驚呼連連，這個賞夜景的夜就

◎系維中心／張漢湘

　籃球運動包含許多技

巧，比如運球、上籃、

傳球、防守及籃板等，

不勝枚舉，而其中最容

易讓從事該運動的人獲

得成就感的項目，就是

「把球投進」了。

　一般的投籃要領介紹

的是外在「動作」、

「姿勢」以及「不斷練

習」以產生所謂的「肌

肉記憶」，但筆者想分

享的不是投籃的外表，

而是「內部力量」的運

行與傳遞，就好比模仿

「Curry」的動作也不會有他的

準度，因為除了肌力、距離感、

身體的協調性及手指的感覺等運

動能力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在於

不了解他體內的力量如何運作。

　筆者一直在探索「投籃的關

鍵」，依照一定的步驟、動作及

發力的方式、重點部位與時機，

讓不會投籃的人在經過適量的練

習之後，就能夠有一定的命中

率，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而不是僅靠「苦練」。

　從開始打籃球與練習投籃達到

一定的命中率之後，嘗試用「非

慣用手」投籃，發現左右手無法

快速「切換」，而思考這樣的投

籃方式可能存在問題，完善的投

籃方式應該是左右手都適用，兩

手除了力量上的差異及靈活度，

其它部份應該沒有不同，所以開

始尋找適合左右手的投籃方法。

　目標就是左右手都能夠「反射

式」投進且要夠遠，所以檢查的

重點是：速度、射程與穩定，無

論是離地（跳投、急停、後仰

……等等）或不離地，左手、右

手、單手或是雙手都能投，若能

達成這些指標才能說是「極盡完

善」。

　而下一階段的目標就是要能夠

輕易地被「複製」，所以必須找

出這樣的投籃動作，除了外部的

姿勢之外，還需要掌握身體各部

位連動的順序、出力的方式、時

機及用力的主要部位，還有一些

外觀看不出來的細膩動作，也就

是必須知道投籃的關鍵重點（加

上一些基本的肌力鍛練），如此

才能夠輕易地在別人的身上重

現，也不用擔心久沒碰球會失去

「肌肉記憶」而找不回投籃的

「感覺」。

　在歷經無數次的嘗試與砍掉重

練，領悟到投籃是從腳到手都要

出力，將全身的力量發揮到極致

才能投得遠又穩，每個動作及姿

勢都有其道理且環環相扣，若有

一部位出錯就會影響到其它部位

以至於整體。並且發現最有效

率的投籃姿勢竟然與「那個人

(MJ)」不謀而合。

　用對方法，接下來只剩下練習

與鍛練手腳等各部份的肌力及身

體的協調性，如此將可收到事半

功倍之成效。最後再次重申，筆

者的研究是想找出投籃的關鍵

要領，投籃時注意力放置的重

點，幫助想學習投籃的人可以快

速上手，而不是說依照這個方

法去做，每個人就可以成為像

「Curry」那樣的神射手，畢竟

這部份還是需要「天份」與「苦

練」。

◎中山之友／張安華

　我們這個小組是個特殊奇妙的結合，儘管人

數不足10位，卻無論資歷深淺、年輕或年長，

大家都有一共同的摯愛──喜愛工作樂享實

驗。愛因斯坦對於相對論有個妙喻：「和一位

美女共坐一小時，感覺像一秒鐘。」其最能適

切描述我們對於實驗的鐘愛，所以每當進實驗

室的日子，我們可以從早沉迷到晚樂此而不

疲。

　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曾說，

提升社會整體效益的方法之一，是讓人們去做

他最擅長、最有貢獻的事情，因此，能將工作

與興趣結合，是我們這實驗小組最幸福的事，

尤其是能將我們對科尖端技上產生的一些創

意，進一步驗證，催生其變成有實際應用的可

能，這種成就感則更是綿延我們興趣的精神泉

源。而無論任何情況，每當決定一項實驗前，

我們一定會先反覆討論定案，再確立細節，妥

善規劃獲得所需材料、藥品和設備，再進行實

驗，以確實有效掌握時效與資源運用。在運行

過程中，令人欣慰的是，儘管歷經超過10年的

時勢更迭考驗，成員已未若尖峰期的繁盛，

但堅持留在工作崗位奉獻的仍有7位。另一方

面，成員的專長光譜雖不盡相同，卻正好有助

於我們的跨領域整合與創意發想，使許多問題

能從不同的面向思考，開啟峰迴路轉的局面，

揭露意料之外的驚喜。

　做實驗的樂趣並非僅限於稱重、研磨、配

方、攪拌、烘烤、儀器檢測這些基本功的嫻

熟，理論與實際的印證，和無數等待及修正也

是必備的修養，至於突發性的困難，或者開放

性的疑惑，甚至能讓我們有機會採用「適應性

模糊(Adaptive Fuzzy)」的精神來重新設計實

驗。所以，愈是極端有趣的實驗，愈能開闊我

們的視野與願景。當然，在等候實驗尚未萌發

結果的空檔，我們也會聊聊最新科技的發展趨

勢，例如：科思創(Covestro)唐佩德(Patrick 

Thomas)的化二氧化碳廢氣為實用獲利商品、

極低電阻率石墨烯(Graphene)在新一代電子元

初秋北海道賞花田

投
籃
心
得
分
享

喜愛工作樂享實驗

富良野薰衣草花田

男山酒場

小樽運河人力拉車

件或電晶體的應用、拓樸相與拓樸

量、重力波、隱形斗篷等等，各人

基於不同專長的見解不僅有趣，更

豐富了彼此的科技觀點與生活面。

　此外，能在清晨踏著輕快的步伐前往實驗

室，邊欣賞周遭美景，邊享受日子在朝陽下像

極串起的亮麗明珠，在綠蔭枝頭拂動，或鳥兒

悠閒地腳步溜轉，這種感覺真好，使過去、未

來、悲喜與憧憬，當下即化作我們期待的一天

開始。而繁忙之後的午餐和晚餐歡暢小憩、遍

嘗實驗室遠近周遭所有美食，更是大家歡樂的

回憶。

　由於熱愛實驗與親身體驗，也使我們另有一

個嚮往追尋的夢，那就是希望能推廣引領未來

社會研究風氣，成立一個開放共享的「藍心實

驗室(Blue Mind Lab)」，讓所有抱持興趣的

有夢科技人均能參與並奉獻所長。雖然此夢的

實現目前尚屬遙遙無期，但我們仍樂意，每天

開心去迎接未來會發生的無限可能。美國總統

威爾遜曾說：「人因夢想而偉大」，因此我們

夢想一個美好的未來並非奢侈，而且因為有了

這個夢想，讓我們的人生不僅不平淡憂鬱，還

充滿了瑰麗的色彩和希望呢！2012年諾貝爾醫

學獎的共同得主John Bertrand Gurdon自嘲的

話：「大膽嘗試吧！失敗也沒關係，反正我本

來也不是這塊料！」更是值得我們奉為不怕失

敗的圭臬。這麼多年來，由於堅持向前行，我

們已安然度過許多困境，相信未來在群組同儕

的團結努力下，共同為夢想穩定的踏出每一

步，終會為大家帶來美夢成真的陽光，祝福實

驗小組的每一位朋友！

◎總務處／薛雅輝

　何謂高層樓火災？高層樓如何定義，從字

面的解釋固然是指一般高層的建築物而言，

但多少層以上才算是高層建築、一般普遍認

為十層樓建築物，但在大廈林立的大都市而

言，可能不算上高層，可是在鄉下，十層樓

的房子可能是個大樓。國外係指建築物，其

樓層地板高度已超越雲梯車所能達到之最大

高度；而其火災必須經由建築物內部進行搶

救者，也就是人員在火災發生時，能在安全

時限內全部疏散逃生之可能性、滅火及室內

外因壓力差所造成的煙囪效應等來區分。因

此，以消防觀點而言，高樓之界定並非以樓

層高度或樓層數來區分，而是以建築物在發

生火災時，利用消防人力從建築外部搶救火災之困難

度（國內建築法規而言：高樓～ 15 層以上或高度 50

公尺以上；超高樓～25層以上或高度90公尺以上）。

高樓層火災之特性

濃煙密佈：建築之結構牢固，當發生火災時，由於建

築物本身之通風設計開口窗戶較少，初期的燃燒大部

是處於一種缺氧的密閉式燃燒狀態，這種燃燒通常形

成不完全燃燒，會產生大量黑色的濃煙，加上大樓本

身為密閉式的建築，自然排煙功能較差，建築物內便

容易蓄積大量的濃煙散佈於房間、走廊並沿著通風管

道、樓梯間等擴散，使濃煙密佈於整棟建築物內，造

成視線之阻礙與搶救之困難。

高溫灼熱：因燃燒產生的熱量隨著濃煙到處散佈並為

空氣所吸收，加上熱量藉著傳導、對流、輻射等特性

傳達到燃燒空間的每一個角落，且建築物的密閉不通

風，致使大量的熱能蓄積在建築物內無法散出，產生

高溫灼熱現象，一旦外部有大量之空氣進入時，將瞬

間引起猛烈火勢。

延燒快速：由於煙有向上及向四周擴張的特性，故當

火災發生時，煙便由燃燒點向四處擴散，另由於煙的

無孔不入，因此除走廊外，建築物的管道如中央空調

系統、樓梯間、電梯間、管道間等都將成為煙向上擴

散的通道而形成煙囪效應，此種效應，樓層愈高，內

部與外部溫度差愈大，其牽引力量也更大，延燒也愈

迅速。

逃生不易：由於建築物距離地面高，縱深大，通道轉

折，發生火災時所產生濃煙密佈、高溫灼熱的環境，

再加上停電的狀態，內部漆黑，且大樓本身空間上的

設計逃生開口都較少，使逃生所需行經的距離加長而

不易逃生，造成避難人員驚慌恐懼，爭先恐後，互相

推擠踐踏，造成人命傷亡。

搶救困難：由於建築物特性趨向於高層化、地下化、

大型化及密閉化，且高度如果超出雲梯車之界限，無

法到達，即便雲梯車可到達，但因樓層愈高其風力、

荷重及噴水作用力的關係，使其穩定性與安全性要打

折扣，消防搶救上之困難度較一般情況為甚。

高樓層火災之對策

平時：在平時即要有危機意識，多多利用機會瞭解消

防安全常識及逃生避難方法，另外，認識平時居住環

境或辦公處所之消防設施及逃生避難設備，事前擬妥

逃生避難之計劃並加以預習，於狀況發生時便能從容

應付順利逃生。

進入大樓時：進入大樓時應先尋找安全門、梯，查看

有無加鎖，觀察消防安全設備位置，並熟悉逃生路

徑，尤其是夜宿飯店、旅館或三溫暖等公共場所，更

應特別注意凡消防安全設備故障、檢查紀錄不佳之場

所，應提高警覺或避免進入為宜。

發生火災時：採取下列三項措施：滅火、報警、逃生。

滅火：滅火最重要時效在火源初萌時，若能立即予以

撲滅，就能迅速遏止火災發生或蔓延。此時可利用就

近之滅火器、消防箱之水進行滅火，如無法迅速取得

這些設備，可利用周遭物品（如棉被、窗簾等）沾濕

來滅火，但如火有擴大蔓延之傾向，則應迅速撤退至

安全處所，而當火焰的高度從地面算起至天花板達

2/3 以上時，不建議滅火。

報警：發現火災時應立即報警，可利用消防栓箱上之

手動報知機或打電話「119」報警，同時亦可大聲呼

喊、敲門以提醒他人知道火災發生而逃離現場，但打

電話報警時切勿驚慌，一定要詳細說明事故地點、建

築物狀況等（若不知地點，請說明附近明顯的地標），

以利迅速撲救。

逃生：當火災發生後，把握契機，迅速判斷，正確的

逃生方式以確保性命是最佳之道，逃生時務必保持冷

靜鎮定，切勿驚慌，更勿為攜帶貴重財務而延誤了逃

生的時機。原則「橫向避難、縱向逃生」。

塑膠光纖的最新應用發展(下)

淺談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

高
樓
層
火
災

10/1 19:00~21:30

107 年《桃園鐵玫

瑰藝術學院》藝文

研習─西洋美術縱

橫談（桃園展演中

心會議室 (一 )） 

10/2 19:00~21:30

107 年《桃園鐵玫

瑰藝術學院》藝文

研習─古典音樂逍

遙遊（桃園展演

中心會議室 ( 一 ) 

） 

10/2 街頭藝人 ~ 

吉他彈唱（桃園展

演中心桃園藝文廣

場） 

10/3 9:00~17:00

中華亞太水彩藝術

協會─兩會交鋒

（中壢藝術館第 1

展覽室） 

10/3 9:00~17:00

台灣國際水彩畫會

─兩會交鋒（中壢

藝術館第 2 展覽

室） 

10/5 19:00 興 南

國中管樂團第 11

屆公演（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10/6 11:00~19:00

「看見」視障插畫

藝術家 22 號兔＋

教育體驗展（A8

藝文中心） 

10/7107 年《桃園

鐵玫瑰藝術學院》

探索劇場大小事

（中壢藝術館演講

廳） 

10/9 19:30~21:30

桃園高中舞蹈班第

24屆畢業舞展「藝

舞藝實」（桃園展

演中心展演廳）

10/10 19:30《 第

七樂章》台北青年

管樂團 2018 年定

期音樂會系列四（ 

國家音樂廳）

10/11 19:30 張群

2018 小提琴獨奏

會（國家演奏廳）

10/13 14:30 時間

的藝術─林志謙單

簧管獨奏會（國家

演奏廳）

10/14 14:30《 當

繁 花 似 錦 ..》

2018 女高音林芳

瑜獨唱會（國家演

奏廳）

◎中山之友／張安華

　濺射法是在圓柱形腔室中，利用腔

室抽真空，填充低壓惰性氣體（如氬

氣），施電壓於金屬或半導體塗層材料

靶，使靶周圍區域中的氣體電離形成電

漿，接著電漿離子被加速撞擊靶，導致

原子濺射沉積在待鍍部件上，而由於存

在低壓氣體，濺射原子運動可隨機化，

因而即使在高度彎曲的表面，或具有不

尋常幾何形狀的部件上，皆能保持塗層

均勻。如果在此過程中將少量氧氣引入

機器，濺射的材料原子將在基板上與其

反應，形成氧化物。這種稱為「反應濺

射」的製程，允許生產具有優異機械和

熱特性的多層氧化物塗層。其他，如

MicroDyn 法是將濺射通過微波電漿增

強，可形成更廣泛的氧物質 ( 臭氧等 )

以增強反應過程；LPCVD 法則將待塗覆

的部件放入稱為反應器的真空室中，並

加熱到足以驅動表面化學反應的溫度

( 通常為＞ 400℃ )，以讓反應器充滿

化學蒸氣，並均勻塗覆基板的所有暴露

部分，這使得 LPCVD 特別適用於塗覆具

有不尋常形狀的部件，LPCVD 塗層通常

也堅硬耐用，具有良好的熱處理特性。

　而依據所使用的部件類型和設置的允

許幾何形狀，有許多可能的方法部署熱

控塗層，以將可用的可見波長與較長

的、破壞性的紅外熱波長分開。其中最

常用的一種方式，是將組件引入一種稱

為「冷鏡 (Cold Mirror)」的光路中，

冷鏡反射可見波長並透射紅外波長，這

樣就可達到將可見波長與紅外波長分開

的目的。冷鏡是由傳輸紅外輻射的基板

製造，常用材料有玻璃、耐熱玻璃和熔

融石英，經研磨後製成 20~40 層的多層

膜，一些冷鏡塗層使用濺射或 LPCVD 法

將若干材料沉積到膜中，以提供高溫處

理能力。另有一種與冷鏡功能相反的

「熱鏡 (Hot Mirror)」，可反射紅外

線並通過可見光。熱鏡塗層也是複雜

的 50 ～ 100 層多層膜，通常使用「反

應濺射」或 LPCVD 法製造，且通常沉積

在高溫處理的透射基底上，其製程與使

用，除要求不同的系統幾何形狀以考慮

其反向功能外，基本上與冷鏡相同，但

熱鏡塗層的功能，是可達「聚焦增能」

和「節約能源」的需求。值得贅述的是，

先進的光學塗層技術，不僅為照明系統

設計提供了各種管理熱輻射的方法，亦

可用於生產色彩控制或專業視覺效果的

濾光片及其他光學元件。

　塑膠光纖製成的光纜，其常見之另一

用途是內視鏡。內視鏡是一種診斷儀

器，看起來像一根細長管子，一端有個

鏡頭或攝像頭，光線從管殼內捆紮在一

起的塑膠光纖束發出，能透過人體內的

◎人資處／李盈潔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舒爾

茨及貝克爾提出「人力資本理論」定

義，人力資本是指存在於人體之中具有

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與體能等執量因

素之和，相較物質、貨幣等硬資本具有

更大的增值空間。身為「活資本」的人

力資本，舉有創新性、創造性且能有效

配置資源，調整企業發展戰略等市場應

變能力。人才是組織持續發展的根本，

而如何讓企業在運作管理的過程中，充

分應用人才，並隨著全球環境不斷變

更，人才調整運用、加強員工之學習發

展，人才訓練與發展策略便扮演的重要

的角色。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協助各事業

單位及訓練單位提升辦理訓練品質，

自民國 94 年起參酌 ISO9000 系列之
ISO10015 及英國 IiP(Investors in People)
制度，及我國訓練產業發展情形，就訓

練的計劃 (Plan)、設計 (Design)、執行
(Do)、查核 (Review)、成果 (Outcome)
等階段制定「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簡

稱 TTQS)，以協助組織將散於各單位訓

練表單、片段程序或訓練流程，透過
PDDRO 管理迴圈建立一套完整且系統

化的策略性訓練體系，除可以提升組織

辦訓能力確保訓練績效外，亦可促進員

工個人訓練發展並連結組織之經營策略

發展，提升教育訓練體系運作效能，厚

植人力資本，協助組織創造競爭力。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可提供組織辦

理員工教育訓練時的參考依據，主要由

五大培訓項目構成，各個培訓項目又有

若干評核指標項目，簡述如下：

計劃 (Plan)：關注訓練規劃與組織營運

發展目標之關聯性以及訓練體系之操作

能力。其評核指標項目包括：

(1) 組織願景 / 使命 / 策略的揭露及目

標與需求的訂定。

(2) 明確的訓練政策與目標以及高階主

管對訓練的承諾與參與。

(3) 明確的 PDDRO 訓練體系與明確的

核心訓練類別。

(4) 訓練品質管理的系統化文件資料。

(5) 訓練規劃與經營目標達成的連結性

(6) 訓練單位與部門主管訓練發展能力

與責任。

小孔進行微創探查或外科手術。塑膠光

纜也用於支氣管鏡和腹腔鏡，為醫學領

域提供重要貢獻。內視鏡也可用於工

業，稱為管道鏡或纖維內視鏡，可觀察

在正常情況下難以到達或看到的區域，

例如用於噴射發動機內部檢查管道和發

動機中的機械焊接、檢查太空梭和火

箭、檢查下水道和管道等。塑膠光纖在

工業上也經常被用作感測裝置，進行溫

度、壓力和其他資訊的量測，可測量或

監控大的變量，以及用於汽車和工業環

境中的佈線。藉著運用塑膠光纖，光譜

儀則可用於研究太大而無法容納在內部

的物體，或氣體、壓力容器中發生的反

應。此外，有一種新的透光混凝土建築

材料，稱為 LiTraCon，此產品的重要

組成部分就是塑膠光纖，因而能使建築

物顯現半透明的特性。

　塑膠光纖不僅可滿足各類通訊需求，

更可應用於照明、成像、醫療，以及科

技和工業領域的研發與測試。從過去難

以到達的互聯網區域，至進入人體微小

通道，新技術正逐漸改變我們的生活。

設計 (Design)：著重訓練方案之系統化

設計 (含利害關係人之參與、與需求之

結合度採遴選課程標準、採購標準程

序 )。其評核指標項目包含：

(7) 訓練需求相關的職能分析與應用。

(8) 訓練方案的系統設計。

(9) 利益關係人的參與過程。

(10) 訓練產品或服務的採購程序及甄

選標準。

(11) 訓練與目標需求的結合。

執行 (Do)：強調訓練執行之落實度、訓

練紀錄與管理之系統化程度。其評核指

標項目包含：

(12) 訓練內涵按計畫執行的程度，其

中分別為 12a 依據訓練目標遴選學員

切合性、12b 依據訓練目標選擇教材切

合性、12c 依據訓練目標遴選師資切合

性、12d 依據訓練目標選擇教學方法切

合性、12e 依據課程目標選擇教學環境

與設備。

(13) 學習成果的移轉與運用。

(14) 訓練資料分類及建檔與管理資訊

系統化。

查核 (Review)：著重訓練的定期性執行

分析、全程監控與異常處理。其評核指

標項目包含：

(15) 評估報告與定期性綜合分析。

(16) 監控與異常矯正處理。

成果 (Outcome)：著重訓練成果評估等

級與完整性及訓練持續改善。其評核指

標項目包含：

(17) 訓練成果評估的多元性和完整性，

其中訓練成果評估意涵四個層次，分別

為 17a 反應評估、17b 學習評估、17c

行為評估、17d 成果評估。

(18) 高階主管對於訓練發展的認知與

感受。

(19) 訓練成果。

　本院各一級單位教育訓練承辦人員已

於 107 年 8 月參與 TTQS 企業機構版個

案解析與實作研習班，希冀各單位承辦

人能了解 TTQS 品質迴圈系統，將所有

散落各單位的訓練程序匯集結成有系統

的訓練體系，強化組織內人員之人力素

質，進而提升組織產值、穩定產品交期

及良率，創造企業競爭優勢及活化經濟

加值，所有訓練活動皆依組織願景、經

營理念並結合經營政策，使每一位同仁

朝向公司所擬定的策略方向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