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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彈所／朱一平
說真的，48Hr環島挑戰賽是我比過
最精彩也充滿故事性的一場比賽。從
南港展覽館出發之後就覺得這場比
賽只聽得到主辦單位H教練一個人指
示，遊戲規則事前沒有明確規定，比
賽之後隨時都可能變化，我能做的事
就是要盡量騎在前面，能夠跟住集團
就盡量跟，其中的幾段路有小集團殺
出去，我可以追的就拼命追，但是也
有追不上的時候，就只好跟住主集
團。第一天西部的幾站都有進去打卡
(計錄到達時間)，其實一團人進到休
息點之後，現場打卡鐘只有三台，後
面的人要進去也很難，這樣的方式前
後會差很多時間，奇怪的是，每個人
安全帽上都貼有晶片，但用不上真可
惜！
從台南到高雄這段路大家幾乎都是
騎在一起，到達小港機場附近7-11大
家還休息約15分鐘，印象中好像過了
林邊之後集團速度才開始加快，楓港

前的10公里，似乎有人在拉速度，我
很勉強的盡量跟住，但我前面也有好
幾個人速度更快。到楓港也馬上就進
去打卡，到楓港已經是凌晨5點了左
右，裁判宣布大家在此休息到早上八
點再一起出發！
第二天從楓港出發之後哪一站打卡
或不打卡，真的是很沒有邏輯，下坡
路段不計時合理,但是從太麻里到台
東這一段路為什麼不計時呢？到台東
已經是下午兩點多，又休息了一小時
後，從台東到北迴歸線這段要計時，
這段台9花東縱谷風景優美，但是當
天氣溫特別高，30度氣溫簡直就像夏
天，尤其是爬上武鶴那段，為了要拿
好成績，也使出吃奶力氣死命爬，到
刷卡點好像是前五名到，休息約一小
時之後又再一起出發，但一出發就有
人高速滑下坡，我一看不對勁趕緊
追，到了平路前面的幾位選手形成小
集團想要甩掉我們，我帶著落後的幾
位猛追，大概堅持追了5分鍾之後終
於咬上前面的集團，這時整個集團又
慢了下來！哇！這是在玩什麼遊戲
啊！不是耐力賽嗎？怎麼變成了聯賽
裡面才玩的遊戲？
快要到花蓮的這段路大約20公里路
段，紅綠燈特別多，但是我們集團非
常守規矩，絕不闖紅燈，裁判車也一
路跟在後頭看我們。但是到了花蓮

市，沒有人知道終點在哪裡，有人這
時候打電話聯繫裁判詢問，只說快到
了，那段路印象中騎了非常久。而且
前面有人早早就跑掉了，我覺得差距
應該很大吧！
到了花蓮市已經是晚上八點多，這
時只剩下10來位選手，問H教練休息
多久時間，他說等一下再宣布，過了
半小時後H教練宣布出發時間，這時
我也不想睡覺，就開始整理車子及補
給品。
晚上11點出發，這時已經騎了37小
時！大會宣布蘇花不計時，大家騎在
一起，這段路前後都有車隊押車，竟
然還造成了蘇花公路塞車，連警廣還
廣播說半夜有車隊在夜騎，請駕駛人
注意。騎到和平小7休息的時候，警
察也來關切問我們有沒有公文？幸好
主辦單位他們拿得出來，警察沒輒就
走了。（下期待續）

篆刻作品分享─彩鳳雙飛翼
◎系發中心／林志清
今年本院桌曆是以
篆刻社與陶藝社為主
題，八月份的印章作
品，是引用李商隱的
一首詩『無題』而刻
製的，印章取名彩鳳雙飛翼。作者特
將此印的內涵與刻製緣由，藉由逸光
報與大家分享。
李商隱是唐代的詩人，他的詩詞在
中國文學史上，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在唐文宗年代，李商隱於京城擔任秘
書省之校書郎。祕書省是掌管國家圖
書密笈的單位，而校書郎則是一個官
階與俸祿都很低微的九品小官。以李
商隱如此才情的詩人，此職位自然無
法滿足他的遠大抱負。
他這首詩雖然取名無題，但詩中含
意除了男女情緣外，尚隱藏自己生涯
的不如意。字字珠璣深入人心，而成
了千古傳唱。詩文為：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廊西畔桂堂東；
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這首無題詩，原詩其實是八句的七
言律詩，但大家卻更喜歡用這前四
句。往往許多書法家或篆刻家都只用
這四句，來表現書藝或刻藝。本文作
者之篆刻作品，也是只用了這四句。
詩意如下：
昨夜星光燦爛，夜半卻有習習涼
風；我們酒宴設席在畫樓之西畔、大
廳堂之東。我和筵席上所相遇的意中
人，雖都沒有如同彩鳳般的雙翼，無
法比翼齊飛共度今生，但我們內心卻
像是具有靈性的犀牛角般，感情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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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通。
歷代詩人將詩取名無題，後人對此
皆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無題詩是屬
於對未來看法之寓言，有人卻認為無
題其實更是詩人內心深處錯綜複雜當
下之反射。李商隱有多首無題詩，似
圖二：印章之
乎都和情與愛有關，實際上也的確如 圖一：肖形印─
邊款與頂面
此，是意有所指，只是詩人不願直接 彩鳳雙飛翼
說出口。
刀筆畫筆一家，有緣人在鄰家。
此首詩中先含蓄寫出對昨晚的深情
刀筆指的是篆刻社、畫筆指的是西
回憶…，在星光閃爍與和風習習的柔 畫社。因作品印文的彩鳳圖形、邊款
美旑旎春夜中，與意中人在富貴人家 的花邊美術部份，是請西畫社的朋友
後堂宴席中竟相遇。雖是形體相隔， 們指點修正。加上本院歷年院慶藝文
但酒席相見時的情意綿綿，意在其 展覽展出時，不論是場地安排、作品
中。最後寫到雖然兩人無法具有如彩 佈置，篆刻社與西畫社都是比鄰而互
鳳般的雙翼，而能比翼雙飛共度一 相幫忙與謙讓，故稱之刀筆畫筆一
生，但別後的悲傷離愁，卻無法抵擋 家，有緣人在鄰家。
倆人充滿心靈感應之交融。詩中充滿
這枚作品是將篆刻與美術兩種藝術
情愛之意，艷麗而不激情，情真而不 相互接合的
癡癲。沒有用到一句兒女情長字眼， 作品，也是
但卻是字字情深入人肺腑，更是讓心 篆刻社與西
中有愛的人動容不已。
畫社好朋友
全詩情感深摯纏綿，煉句設色華麗 們合作構思
優美。詩意雖是指對意中人的深情， 的作品。
但詩中又另含有一隱諭。其藉由內斂
本文作者
之情愛字詞，反襯出自己生涯上困頓 不揣淺陋，
失意情懷，不動聲色卻營造出如此深 將此篆刻社
刻心境。全詩情采並茂，婉曲幽約， 與西畫社合
含蓄卻含深度，真正達到藝術極高境 作創作的作
界。
品精神與含
我的這枚篆刻作品，印文刻著雙飛 意 撰 成 此
翼彩鳳圖案(圖一)，屬陽刻肖形印。 文，而與所
印章四側邊款，則刻製著李商隱這四 有喜愛藝術
句千古名句，印章頂面則刻製著(圖 的同好們分
二)：
享之。

5 / 5 ~ 5 / 3 1
9 : 0 0 ~ 1 2 : 0 0 ；
13:00~17:00 每週二至
日 9：00-17：00 第 13
屆桃源創作獎展覽（桃
園展演中心）
5/6~5/24 週 三 ~ 週 日
9:00-17:00 武 陵 十 友
書畫展（中壢藝術館第
二展覽室）
5/6~5/24 週 三 ~ 週 日
9:00-17:00 栩 栩（ 中
壢藝術館第一展覽室）
5/20 19:00 桃 園 市 桃
園區同德國小 104 年度
社團成果暨才藝公益發
表會（桃園展演中心展
演廳）
5/20 19:00 不 藝 . 樂
乎 ? 新勢國小音樂班音
樂會（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物籌處／林志龍
5/20 19:30 2015 阿提
密斯室內樂團年度公
演 - 月神之舞（文化局
演藝廳）

繫念昔日的豔麗花情
～花博心痕

◎二所／陶瑞基
多麼絢麗的春華
麗顏爛漫的紅、橙、黃、綠、藍、紫、白…
滿眼的花海景觀、綠意庭園
蝴蝶翩翩雙飛
鳥群駐足歌舞
惑人的季節，屬於我的夢在蒸騰
清風吹拂花團錦簇，遍地瀰漫綺麗的香醇
太陽恣意催情
雲來冷卻，雨珠在花瓣中凝成水晶
花是世間的性情物
懂得人生如花
人潮中每位賞花者，與我同是尋夢的人

如今花季已逝，人潮退去
空寂的場地存留一抹淡淡迷惘與輕愁
你仍耽溺在窗櫺內，往昨日的方向守望
繫念昔日，也有屬於我的豔麗花情
註：距花博已好幾年了，所感受到美麗的力
量，迄今仍在內心波濤洶湧。冰冷的科技，因
為美麗的花朵而溫熱了，而美麗得花朵因科技
顯示出更豔麗和持久。

◎物籌處／林志龍

5/22 19:30 隆 興 閣 掌
中劇團《五爪金鷹系列
百年好合》（文化局前
廣場）
5/22 19:30 NTSO 週末
音樂之旅【浪漫派的幻
想】（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5/23 14:00 新 興 閣 布
袋戲團《西遊記之－孫
悟空大戰紅孩兒》（文
化局一樓大廳 ( 縣府路
21 號 ) ）
5/23 14:30 2015 愛傳
承關懷演唱會（桃園展
演中心展演廳）
5/24 14:00 碧霞鄉土
客家民謠劇團《五月桐
花靚 ‧ 客家歌謠讚》
（中壢藝術館大廳）
5 / 2 4
1 9 : 0 0
PuzzleMemoirs— 國 立
武陵高級中學第 22 屆
音樂班畢業音樂會（文
化局演藝廳）
5/24 19:30 繆 思 踏 泥
客《 遊 驛 之 聲 II》 音
樂會（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5/27~5/28 14:30 中國
文化大學戲劇學系藝術
展演列車《愛情遊戲》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
廳）

星期六

◎中山人／蘇耿德
壹、事實
某單位陳姓男主官，日前被
媒體踢爆與營外友人餐聚後，
因酒後返回辦公室，對女性下
屬進行輕浮擁抱之行為，嚴重
影響軍譽，單位高層聞悉震
怒，軍中同仁更覺難以置信。
貳、分析 :
國內目前就性別平等之立
法，分別訂有「性別工作平等
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
「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工
作平等法」之立法目的在於：
1. 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
2. 消除性別歧視，促進性別
地位實質平等；簡言之，就是
保障工作權。「性別平等教育
法」之立法目的在於：1. 促
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2. 消
除性別歧視 , 維護人格尊嚴、
3. 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
境；簡言之，就是保障受教權。而「性騷
擾防治法」之立法目的則在於：1. 防治
性騷擾、2. 保護被害人之權益；簡言之，
就是保護被害人權益。
本案事實發生地點係在工作職場，當事
人相關權利義務乃以「性別工作平等法」
為其準據；該法第 12 條就「性騷擾」定
義包括：1. 敵意工作環境型 2. 交換條件
型。前者乃指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
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
犯性之工作環境 , 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
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之行為。
後者乃指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
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
變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
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換言之，只要
是在被害人工作場所或於執行職務時發生
者均屬之。
以本案事實男主角為例，其身分雖為軍
職人員，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 條第
2 項及第 3 項規定：「本法於公務人員、
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亦適用之。」、
「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之申
訴、救濟及處理程序，依各該人事法令之
規定。」
依「國軍人員性騷擾處理實施規定」第
3 點、第 7 點第 14 項、第 30 點明定：「國
軍人員共同執行任務、訓練、辦公、工作、
日常營區生活時均應遵守本規範，秉相互
尊重之精神，行為舉止發乎情、止於禮，
不得有逾矩行為。」、「不得違背他方之
意思，碰觸同袍身體或命令要求他方觸碰
己方身體（親吻、摟抱、撫摸、勾肩搭
背），或以肢體強制猥褻、表演不雅動作，
致他方人格、尊嚴、人身自由、工作或權
益受侵犯或干擾等。」、「長官利用職權
或機會為性騷擾者，應加重懲罰（處），

鹹豬手的下場

48小時環島1000公里極限挑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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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列入考核，作為人事運用之參考。」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7 條第 1 項
本文規定，受僱者或求職者因同法第 12
條的情事而受有損害，由雇主及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其內容包括：1. 工
作權益受損之賠償、2. 非財產上名譽賠
償，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法院
可依照加害情形、所造成之影響、被害人
痛苦之程度、當事人雙方之身分地位程
度，為相當數額慰撫金之量定）；被害人
並須於知悉後 2 年內行使請求權（法律不
保護權利上睡眠者），並應由被害人負舉
證責任，如逾法定時限，權利歸於消滅
（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463 號判
例）；之所以使雇主對受僱者負有保護義
務，乃在於希望受僱者能在友善的工作環
境中，安全而不受干擾的工作，故使雇主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所謂「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債權人（被害人）
可選擇向加害人或其雇主行使，至滿足債
權為止。雇主雖或可主張同法第 27 條第
1 項已遵行該法所定之各種防治性騷擾之
作為，但該性騷擾之情事仍不免發生，而
為免責之主張，但法院仍可斟酌雇主與被
害人之經濟狀況，令雇主為全部或一部之
損害賠償。
司法實務上曾有私立學校之教師受教職
員工性騷擾而申訴，校方非但未即進行糾
正及補救，反而以申訴案破壞校譽為由，
不再續聘該受害人為教師，此屬「不當解
僱」之情形。雇主如有此情形，將因違反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36 條、第 38 條
第 1 項，為主管機關（中央為勞動部，地
方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處以 2 萬元以
上 30 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限期改善，
否則按次處罰。而如前所述，雇主有其友
善工作環境創造責任，雖不一定能免除其
連帶賠償責任，但僱用 30 人以上之受僱
者，應訂定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
辦法，並在工作場所揭示，以免被主管機
關處以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之
罰鍰。至於本案男主角違反「性騷擾防治
法」第 25 條，乘被害人不及抗拒而為親
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
隱私處之行為，因屬告訴乃論之罪，如經
被害人提出告訴，可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
部分，並因其符刑法第 134 條公務員假借
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所犯，將有加
重其刑二分之一之下場。
總而言之，在工作場合中，因執行職務
的關係對同事有開黃腔、毛手毛腳等性騷
擾行為，下班後的加班、同事聚會、尾牙
等其他時間，對於同事的性騷擾行為，甚
至對於出差、工作往來的客戶性騷擾，或
是雇主對於求職者及員工以性要求、帶有
性別意味的言詞或行為作為工作權益的交
換條件，都是屬於性騷擾的行為，當不確
定自己的言行是否為對方所歡迎時，寧可
先不要說或不要做；否則，除了騷擾者會
被處罰以外，雇主也有可能要連帶負賠償
責任，不可不慎！

高警覺、狀況回報、防微杜漸，便是最經濟的危機處理
所謂「魔鬼藏於細節中」，事情的發生必有徵兆，若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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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中心／江其
欣
「安全」的解
釋：「平安沒有危
險、不受威脅、不
出事故」與「免於
危險，沒有恐懼」
之義；顧名思義，
安全狀況掌握則是
以防範各種危害安
全、威脅事件的風
險為目的，因為任
何危安事件發生
前，都有蛛絲馬跡
可循，端視是否用
心去發掘掌握、設
想及防處。
英特爾前總裁
安德魯 ‧ 葛洛夫
（Andrew Grove）
曾言：「危機中生
存，反而可以避免
危機。」然而，戰
時許多案例經驗
中，常因未能落實
安全狀況掌握與反
映，導致失去處理
時效，造成危機或
無法彌補傷害。因
此，建立正確的安全處理觀念，貫徹
「見可疑追查到底、遇問題立即反
映」的規定，方能建構一道安全的防
火牆。
審度本院狀況掌握及反映方面，列
舉一則成功案例，與大家探討其重要
性：
日前，發生在本院○員工，將私人
車輛停放圖書館前車格內待在駕駛座
旁，以為陰雨暗蒙不易為人查覺，私
持筆電心無旁騖在扒文；恰巧路過同
仁眼尖發現，咸認上班時間在車內使
用筆電「怪怪的」，基於警覺心使然
且不動聲色，第一時間循系向保防安
全部門反映，即獲成立案調小組前往
查 ( 蒐 ) 證，成功防制危安事件肇
生，該員違規屬實，全案依相關罰則
究辦。
嗣因同仁高敏感度，貫徹回報機
制，提供保防部門危機諮詢及專業處
置，有效降低危安因子，也維護單位
安全。因及時反映危安狀況，而有效
防處有功，依相關獎勵條例薦報議
獎；該位同仁獲知後，非常詫異：什
麼！這樣子，就有獎金領。
檢視院內各類危安事件，固然有部
分屬意料之外，但從風險管理的角度
來看，絕大多數都是意料之內。本院

是個大家庭，要營造一個安全環境，
就必須靠每位同仁共同努力來達成，
並要以家中成員的觀念，主動發掘單
位內有哪些安全上的問題，及時回報
處理，建立「回報狀況是愛護自己、
愛護團隊」的正確認知。以下就各面
向提醒同仁應有省思與認知：
一、力行走動式管理：
狀況掌握首重事前防範，其次始為
事件肇生後之掌握反映，以獲得至當
應處指導，惠普公司系統整合事業處
副總經理吳世鈺強調：「走動式管理
雖然有管理二字，但重點不是要管
人，而在於訊息的溝通。」曾經有位
成員不認同專案經理的某些做法，向
部門反映，未獲具體回應。某天吳世
鈺正好經過該員辦公室，對方猶豫問
道：「可以耽誤幾分鐘嗎？」「可以
呀！」對方便將心中疑惑說出來，也
讓吳世鈺有機會從中了解公司政策未
盡周延之處，適時做出因應與解決。
因此，應力行走動式管理，「心往下
想、眼往下看、腳往下走」，發掘違
常，找出原因改善，消弭於無形，才
是走動式管理的核心價值。
二、灌輸正確回報認知：
許多人抱持「明哲保身，報喜不報
憂」及「家醜不外揚」的錯誤心態，
咸認發生問題後，自行處理即可，毋
須使各級主管擔心，惟經驗與專業的
不足，在處理問題的過程中，將可能
引致更大的負面效應。
各單位應利用各種時機，教育員工
回報的真諦及邊處置邊回報之觀念，
確保安全狀況掌握無時差、零罅隙。
同時結合單位特性，將「依規定回
報」納入獎勵建議中，另延誤或隱匿
回報視情節輕重檢討議處，藉以發揮
教育功效，強化回報認知。
三、踐履安全回報機制：
哈佛商學院講座教授琳達 ‧ 希爾
（Linda Hill）強調，當主管不了解
你在做什麼（或你沒有讓主管了解你
在做什麼）時，雙方的行動就會產生
摩擦，也間接影響彼此的信任度。也
就是說，任何資訊必須忠實的向老闆
傳遞，不論是好是壞，因為資訊的正
確與否關係著決心的下達，錯誤的資
訊將導致錯誤的決定。而錯誤的決
定，不僅浪費管理者寶貴的資源，更
磨損了管理者對部屬的信任感。可見
安全回報制度是導入上級資源，解決
問題，同時也是主管考核員工的最佳
時機。
總之，風險管理的核心在於風險發
生前的預防，而非發生後的處置，狀
況掌握的重點在於危安事件肇生前的
消弭，勝過事件肇生後的處置；所謂
「千里之堤，潰於蟻穴」，若能提高
警覺、防微杜漸，便是最經濟的危機
處理。

精密工件的關鍵技術─去毛頭(下)
◎飛彈所／蔡宏桂
四、去毛頭的技術考量
以上介紹的去毛頭技術皆屬後段處
理，製造加工的設計考量及前段作業也
可減少毛頭的產生，以及提高去除毛頭
時的方便性。例如改變工件設計，使毛
頭出現在不影響功能及容易去除的地
方，如圖 13。另可使用額外的犧牲後
備材料，在出現毛頭的工件面上貼附犧
牲材料，並加工至犧牲材料為止，可將
工件上毛頭大幅減少，如圖 14。因此
在投入任何資源前，都應該先行考慮去
毛邊所耗費的人力與經費。
以下幾點考量，可減少毛頭的產生或

增加去毛頭的便利性 :
●改變工件設計
●使用額外的犧牲後備材料
●改變工具配置
●改變加工參數，如進給、切速
●增加機台剛性
●改換加工方式
●減少切削力
●將工件更牢靠的固定

特定的加工方式，如電解加工、化學蝕
刻等可避免毛頭的產生。雖然去毛頭可
以機械、電化學、化學蝕刻、熱能等方 圖13.毛頭出現在a.不影響功能的地方
式進行，但是仍然需要投入可觀的人力 及b.容易去除的地方
與物力。既然毛頭的產生無法避免，於
工件設計開始便應該考量製造加工時如
何減少毛頭的產生，以及後續需去除毛
頭時的方便性，甚至於道次製程，就將
毛頭去除，節省後續投入的資源。對於
精密工件而言，精密去毛頭是一項非常
五、結論
關鍵的技術。本組生產之陀螺儀、加速
機械零件，舉凡延性或脆性材料，在 儀及伺服閥，對於去毛頭作業的要求，
切削、研磨、鍛造、鑄造及沖壓等加工 極為嚴苛，絲毫不得馬虎，就是最好的
過程中，都會產生毛頭，僅有少數幾種 證明。
圖14.工件面上貼附犧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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