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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舞曲—督品處自強活動彰投遊記
漸渺小這棟結合近二十年台灣民主落地
生根的歷史翻越，心中油然而生竟是
「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
的感同身受。
第二站是位於南投埔里五層樓建物的
「生活工藝館」，從樓層別的簡介有樹
藝，竹藝，金工，漆藝，磚藝及藍染等
藝術性頗高的展示館或賣場，對於我這
種腹無墨水的大老粗而言，難以融入就
只想打瞌睡。幸好四樓規劃童玩工坊，
看到從大玩到大的放大板彈珠檯，立即
加油催促湮沒在時間洪流中的匹夫之
勇，大言不慚喃喃道來＂一夫當關，萬
夫莫敵＂隨便一彈也是3顆球各二十分
的六十分落袋？？？？好啦！好啦！其
實只有三小分（旁白：誰叫他們一分的
彈道設計太多），不甘壯志未酬，於是
駐地觀察了老半天，天涯淪落人也不
少，較精彩的是到這層樓的同仁都玩開
了。
「微熱飄香迎客至，山丘雲集進斗
金。」在準備轉個小灣，跨進小巷，只
見路旁或三或獨的老嫗賣著自家醃製蘿
蔔乾、剛採新鮮的嫩薑、或者乾瘦小顆
的鳳梨等農產品，叫嚷的台詞竟大都是
三個一百，今年沒雨水，特甜，雨稀瓜
小價就賤，幸好這裡出了名的微熱山丘
鳳梨酥，多了好多觀光客，不然曬上一

天，也賣不出十個，這次旅遊的亮點是
大環境轉換而衝出傳統農業的新生命。
揪團衝破24盒可打9折的門檻，大家共
襄盛舉之下直湊50大盒，算來已榮登大
戶級，折扣必是亮眼，怎奈商人的算盤
精準到錙珠必較，輾轉傳入耳裡「最多
9折，再吵把你打到骨折」。
「橋南橋北皆墨綠，但見山風日日
來」，為了一睹天空之城的芳姿，艷陽
下穿戴整齊的拿著相機站在橋頭捕捉同
仁越橋勇姿，雖說離地70公尺，全長
204公尺，但鋼纜鋼梯而且還剛完成年
度保養，走上去絕不壯烈，只是青山綠
水的環繞，若不按下快門，家裡人可就
不知今天多辛苦，天空之橋美在橋上的
景，但也只有這景和著強猛落山風耐人
尋味讓人追尋，若說秀麗之處，一旁的
猴探井遊園之樂就較此艷上
三分，站這裡也好看，站那
裡也好看。
「月上柳樹梢，人約黃昏
後」，我們信步踱去座落在
八卦山最高處的「高樓明月
中，伸手可摘星」星月天空
景觀餐廳，看到跟你對話的
鸚鵡等在門口，心情舒坦洗
去一日燥熱，相逢一笑於營
業時間的起點處，我們算是

第一批入園貴客，服務生笑著建議留晚
點，四週有著可愛的草泥馬之類不唐突
的小動物，有著即興表演，夜更深處，
和著沾上露珠的衣裳，傭懶躺在滿天星
斗處追著那些年的年少輕狂，倒也美事
一樁，眷戀佳肴美食眷戀花好月圓，然
時間催促離情難解，但見高樓緩緩漫浸
明月中，而星子卻仍半遮面，我們坐上
遊覽車北奔歸程中，此時月與星竟也相
行相隨。
「昨夜星辰昨夜風」，第二天發現工
作團隊仍沐浴昨天青春舞曲自強活動的
樂悠悠。開了outlook，笑意更濃，原
來出發前一天，小組長已貼心留言，捕
捉數大是美的瞬間，何妨同穿polo衫。
誰說小暑至時為一年中最熱的起點，有
著貼心長官，亦熱亦順乎。

◎物籌處／林志龍
…時間到了傍晚
五時，物料運籌處
605H館中央空調的
冷氣半小時前就停
了－此時辦公室的
門窗正接收著夏日
西曬的餘溫加熱，
催促著裡面的人兒
快快放下對桌上購
案的懸念，切斷和
需求單位／廠商－
剪不斷理還亂的採
購策略／契約糾
結，下班回家；還
放不下的自己，和
一一走出門的同事
揮手道了再見，偶
然瞥見牆上月曆的
今天日期：七月
十五日。原來，單
位轉型實施採購作
業集中後，自己來
到這兒上班已經滿
一年了呀…
回想起一年前的
今天，正是採購作
業集中－各單位人
員、辦公設備至這
兒就定位的最後期
限；自己還來不及
整理即將離開前單
位人、事、物的不
捨情緒，就帶了一
整個公文櫃沉甸甸
的「嫁妝」－已經
認了自己做爹娘的大小購案，還有前長
官同事們盡在不言中的殷切期許（任務
需求），離鄉背井來到這兒報到落腳，
要憑藉著自己累積多年「結案不倦」的
經驗，在這單位採購政策規定、作業流
程研修調整之際，把這些大小購案們拉
拔長大，平安度過履約期交貨驗收結
案！
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所以動心忍

性，增益其所不能。」還真有其幾分道
理－在這兒有限的樓層與區域裡，自己
和各單位一同集中而來的採購高手們，
以及高深莫測的「經典」購案百千卷
宗，沒有多久就取得了適得其所的共處
空間。甚或於去年9、10月間，因部分
樓層實施天花板輕鋼架整修工程，使得
全組有近30位同仁將電腦、購案資料移
至同一間會議室「擠」中辦公－期間大
家零距離的比鄰而坐、摩肩擦踵的擁擠
及不便不言而喻；以及其後電梯停用整
修了將近一個月，大家每天抱著購案上
下5樓奔波、溝通協調，總是在下了班
才感到腳痠疲累－那不足為外人道的甘
苦點滴、大家不分彼此共體時艱、相互
協助支援的體諒，凝聚了同舟一命的革
命情感，不負各單位的期許，完成了本
院轉型後第一年的各項關鍵採購任務。
…採購作業集中實施至今，匯集了各
單位的採購承辦菁英、資深人員來到這
兒一起辦購案－大家的做法或許略有差
異、速度稍有快慢，但卻都是懷抱著對
各單位二、三十年來的照顧與栽培感激
之心、長官同事們朝夕相處的濃厚情
誼，對轉型後的採購作業「捨我其誰」
－來到這兒貢獻一己的專業和經驗，為
各單位付出服務、如期如質完成各項採
購作業，滿足研發量產期程需求！在這
兒，大家辦理各單位需求請購計畫審查
時，一通通詢求澄覆說明的電話，沒有
說出口的是為單位撙節預算的心意；開
標現場一次次進預算超底價廢標、再排
標開標，沒有廢的是為各單位爭取合理
決標金額的堅持；會同驗收時依契約一
項項清點查核；漏不得的是為各單位需
求品質嚴格把關的絕對要求！或許，手
上日夜掛念的各單位購案－預算標價的
節省多寡、物料設備的品質良莠，與在
這兒的自己都已無關，但讓大家念茲在
茲、放不下的，還是為各單位長官、同
事們爭取到好價錢、買到好東西的希望
呀…
…辦公室的門窗外，不知何時已悄悄
換上路燈盞盞；關上辦公室最後一盞
燈，刷了下班卡走出一樓大門，605H館
各樓層辦公室還有同仁在與購案挑燈夜

戰－那在夜裡閃耀的白色日光燈，恰與
懸掛天際的月光相互輝映，讓我想起有
一首歌是這麼唱的：

◎老中山／樹枝
人類生存在這複雜的社會中，
人與人之間少不了接觸、討論、
溝通、協調、洽商、社交…等等
事情發生，其中互動是必然且微
妙的。不過很多事情都是在真
誠、和諧、互利互信中才得以圓
滿解決。
每個人在處事時，為了自身利
益，其活動行為中不得體的說錯
話、做錯事其實很難避免，任何
人都沒例外，其中不分國別、區
域、種族、膚色、民俗風情。不
過在無意中做錯事時若能即時發
現，有勇氣的即刻糾正自己，才
是令人佩服。
例：去年夏季的某一天下午，
在桃園經商的陳性老闆為了生
意，開車南下經過新竹市車潮熱絡的光
復路某十字路口，在等候紅綠燈時，一
不留神－碰一聲！撞倒前面機車。機車
連人當場翻滾、倒在地上，陳老闆發現
撞到機車，也趕緊下車關切。不過機車
騎士翻滾後馬上爬起，氣呼呼的拿著約
30公分機車鎖，欲攻擊陳姓老闆，緊
張！緊張！這一幕吸引了讓在場所有騎
士與司機，並造成塞車的排長龍。
眼看就要上演一場悲劇，所有人都替
這手無寸鐵的陳老闆擔憂。不過陳老闆
快速走向騎士，並在被攻擊前一秒，深
深的向騎士一鞠躬、再鞠躬，並伸手誠
意的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我
不是故意！很誠懇的道歉。這時有了戲
劇性的變化，原本氣怒在頭上的騎士，
被陳老闆的三聲SORRY及深深鞠躬所感
動，放下傢伙與陳老闆握手言『和』，
讓在場所有人鬆口氣，也見識到『對不
起！』的威力。
在這複雜人群中的謀生不易，人與人
間相處更難，做錯事在所難免。不過萬
一做錯事時，向對方說聲：對不起！誠
實勇於認錯是勇敢表現，其結果有著
『正』面效果且讓人尊重，也是人與人
和平、溝通的不可或缺的利器、是邁向
成功及生存的王道，更是社會祥和動力
的泉源。

金
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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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萬千的變化
愛把有情的人分兩端
心若知道靈犀的方向
那怕不能夠朝夕相伴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溫暖他心房
看透了人間聚散
能不能多點快樂片段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守候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讓幸福撒滿整個夜晚
（許美靜／城裡的月光）
或許，此時605H館各樓層閃耀著的窗
光，在一年前的此刻也在各單位的某個
角落閃耀著，裡面的同仁正辦著購案，
讓單位的明天發光；如今大家懷抱著讓
單位更好的不變初衷，齊聚到這兒一起
在物料運籌處辦購案，願奉獻一己的採
購專業與經驗，成為院裡的月光－把各
單位戮力中華民國國防科技研發量產、
軍民通用科技創新發展的遠大抱負理想
照亮實現，永遠發熱發光！

藝文資訊
7/16 19:00 桃 園 市 立
平鎮高中關懷弱勢孩童
慈善公益音樂會（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7/16 19:00 桃 園 市
立平鎮高中關懷弱勢孩
童慈善公益音樂會（中
壢藝術館音樂廳）
7/18 19:30 偶 偶 偶
劇團 - 音樂歌舞劇《蠻
牛傳奇》（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7/19 13:00 七 校 聯
合舞展 - 肆舞忌憚（中
壢藝術館音樂廳）
7/19 19:30 楓 谷 樂 團
《三全音爵士三重奏》
（文化局演藝廳 ( 縣府
路 21 號 ) ）

誠懇『對不起』的威力

編輯／曾
設計／曾

每顆心上某一個地方
總有個記憶揮不散
每個深夜某一個地方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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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畫的控訴─跨海官司藝術爭奪戰
◎系發中心／ 語情
1938 年， 納 粹 勢 力 侵
襲維也納，德軍強行闖入
民宅大肆搜刮 ( 圖一 )，
一個猶太裔家族也遭受嚴
重迫害，家族中唯有年輕
的瑪麗亞夫婦順利逃亡到美國。在美國
生活了六十多年的瑪麗亞，在年紀將近
九十歲時，最想做的一件事竟然是想追
討回一幅當初被德軍強行奪走的畫。為
什麼這幅畫對瑪麗亞是如此重要 ? 因畫
上的肖像，就是瑪麗亞最親愛的姑姑艾
蒂兒。而畫此肖像的畫家，就是藝術大
師克林姆。
克林姆 (1862~1918)，在藝術史上是
象徵主義的領導者，也是維也納分離派
的創造者，在西畫史上是一位與畢卡索
等大師們同等級地位的畫家。
大戰過後，奧地利政府雖歸還了部分
家族財產，但這幅畫卻被沒收而交由奧

地利國家美術館收藏。世人稱這幅畫中
的女人，是比蒙娜麗莎更神秘的女人，
可見這幅畫的地位與藝術價值。這一幅
克林姆親手為瑪麗亞摯愛的姑姑量身描
繪的畫像「艾蒂兒肖像」，構圖採用大
量的金箔，展現出炫爛奪目的金色線
條，交織出細膩迷人的女人特質，對於
瑪麗亞家族而言可謂是極度珍貴的傳家
寶 ( 圖二 )。
瑪麗亞一直無法忘卻家破人亡的慘痛
記憶，她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將此畫作
奪回、讓歷史還她公道。於是她找了一
位剛出道的美國
年輕律師藍迪，
準備跨海到奧地
利對國家美術館
提出告訴，將自
己家族的傳家寶
討回，為遲來的
正義奮鬥到底。

年輕又充滿衝勁的蘭迪，雖知道此跨海
官司的艱辛，卻勇敢的承接了此任務。
而這幅畫在奧地利已被視為「奧地利
的蒙娜麗莎」，也是奧地利民眾公認的
國寶。因此奧地利當局使出種種手段，
千方百計要將這幅畫留住。瑪麗亞與律
師藍迪，本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
小蝦米與奧地利巨大鯨魚對抗。蘭迪堅
定的意志，讓這件取回名畫的行動轟轟
烈烈引起注重，而官司也打到了美國法
庭，更成為了國家級藝術所有權的爭奪
戰。最後，蘭迪回到奧地利法庭上引
用了所有證據與情理
法，其令人動容又義
正詞嚴的辯護如同一
場精彩的演說，感動
了法庭上的人們，而
讓瑪麗亞終於打贏了
官司。她歷經艱辛最
後討回了自己家族的

珍寶，宣判之後而與藍迪悲喜交集相擁
而泣，並獲得了法庭上了所有人的支持
與掌聲 ( 圖三 )。
這個真實事件拍成的電影故事告訴了
我們，遇到了權益受損，是要勇敢的去
爭取的，但一定要透過合法途徑。但法
律艱深難懂，須由專業人士來協助處
理。就如同故事中，因有蘭迪律師的協
助，才能克服法律上的各種爭辯與疑
難，而使得瑪麗亞一步一步走向勝利。
我們員工們若於生活中，發現自己的財
務、資產受到侵犯而權益受損，必須向
專業的法律顧問們諮詢，才能依據合法
途徑去取回自己的權益。千萬不能自作
主張，要知道法律是殘酷、依據法條、
講求證據與辯論的，並非永遠講求仁慈
或道義。故權益受損時，爭取正義的第
一步，最方便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先
請教法律專家們，得到最佳的建議，才
能步步為營，取得最後的勝利。

7/21 19:00 英 語 話
劇表演暨兒童少年福利
宣導活動（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7/22 19:00 國 立 中
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中
學管樂團第 66 屆期末
音樂會（中壢藝術館音
樂廳）
7/23
19:30 客家風
華音樂會－桃園交響樂
團（ 中 壢 藝 術 館 音 樂
廳）
7/24 19:00 林 晏 馳
鋼琴獨奏會（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7/25 19:30 樂 友
風 華 系 列「 雲 火 之
焰」~2015 海峽兩岸文
化交流專題音樂會（中
壢藝術館音樂廳）
7/28 19:00 舞 炫 風
2015 年 度 公 演【 羊 羊
得藝】（桃園展演中心
展演廳）
7/29 15:30 國 立 武
陵高中管弦樂團與日本
香川縣立青少年管弦樂
團聯合音樂會（中壢藝
術館音樂廳）
7/31 1 9 : 0 0 - 2 1 : 0 0
鐵玫瑰音樂學院－大師
講堂《流行音樂背後的
故事》/ 講者：音樂人
何厚華老師（桃園展演
中心大廳）
7/31 19:30 遠 方 來
的客人系列 - 河南民族
樂團與九歌民族管絃樂
團（ 中 壢 藝 術 館 音 樂
廳）

圖一

圖二
去重建，它從未被認為有能
力進入網路大聯盟作戰，直
到現在才令人刮目相看。
現在它以新規則在大聯
盟裡參賽。過去媒體巨擘曾遭受駭客塗鴉
網頁或用戶密碼外洩事件，但多數只是游
兵散勇事件，不像索尼駭客這種大規模侵
襲一間主要媒體公司，嚴重澈底穿透，像
攻擊軍事、情報、工業、公共建設等大型
目標一樣。
現在北韓開啟一個網路戰的新紀元，一個
文化戰場。北韓用這種大規模網路駭客攻
擊方式去反擊外界對其領袖的嘲諷，顯得
可憐又窘迫，卻也不難理解，因為美國一
直獨佔全球流行文化龍頭地位，輕易地輸
出電影電視音樂到世界各國而獲取暴利，
甚至輸出到一向抵制美國的中國。北韓成
功地阻斷這種美國文化影響，在暴力威脅
下，索尼宣佈取消「名嘴出任務」出片，
美國五大電影院線亦宣佈停播該片。但索
尼的退讓受到廣泛批評，因為該片所代表
的言論自由概念比電影之怪異風格更珍
貴。索尼將因取消該片上映而損失上億美
元，但我們可省下這筆金錢及憲法條款
上的損失。(But we can spare it the
constitutional arguments on top of
that.)
這事件餘波盪漾，據估計索尼被駭取之
資料約 100TB，但只有 50GB 被公開。與
其高超駭客能力同樣令人驚奇的是北韓對
美國文化的深入了解；它不是軍事或工業
駭客型態，而是維基解密與史諾頓的駭客
型態。它了解，單純將資訊從私有轉到公
開，便可將該資訊變成武器而造成各種損
害，特別在美國，你不必去破壞硬體設施
或偷取信用卡，你只要公開一些電郵及薪
資資料，你便可讓這些人鷄飛狗跳，互相
指責羞辱爭吵。
參 考 資 料：TIME, Dec 29, 2014, Lev
Grossman

索尼駭客事件
◎系發中心／顏清明
根據報導，索尼駭客所洩露
的第一筆資料是在去年 12 月
2 日午夜上傳的，透過泰國一
間稱為「聖雷基曼谷」的豪華旅館，但它
需要義大利、波蘭、塞普勒斯、新加坡及
玻利維亞等跨國電腦網路之協助。如果這
是個龐德電影，則這個罪犯明顯是其恐怖
組織 SPECTRE 的翻版，但有證據顯示它的
背後黑手是北韓，明顯針對索尼即將放映
的電影「名嘴出任務 (The Interview)」
而 來， 該 片 是 由 James Franco 及 Seth
Rogen 等主演的關於美國中情局策劃密謀
暗殺北韓首領金正恩的政治喜劇片。
索尼駭客事件顯示的震驚效應，看來
並不那麼令人震驚。因為若它是電影製
片廠主管間過度攻擊性電郵的幕後新
聞， 則 十 年 前 已 有「 我 家 也 有 大 明 星
(Entourage)」電視連續劇的轟動情節。
唯一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公開攻擊美國一間
大公司且一舉成功的網路駭客竟然是北
韓。
一間大公司受害於情資外洩並不是新
聞，它到處都在發生。當網路越來越複
雜，它也越來越難以防護，到最後變得沒
有一個系統是無可穿透的。不管軍網或民
網，總是有漏洞，不斷遭受各種駭客的攻
擊，而這已變成網路世界的一種基本法，
即數據必由私有流向公開，就像自然厭惡
真空一樣，網路也厭惡秘密。
索尼駭客事件令人驚奇的是，沒人料想
到北韓有這種技術能力發動大規模的網路
攻擊事件。我們知道北韓軍方勢力龐大，
不斷試射導彈或發展核武，甚至積極發展
網路戰略，但其國內經濟則嚴重落後，實
體資源及公共建設殘缺不全，且缺乏資金

打工族也可領退休金

◎督品處／陳秀滿
就在芒種過後，端午的前夕，熱熱、
艷艷萬里無雲萬里天的日子裡，大家長
許處長領隊，我們督品處坐上睽違許久
的遊覽車，一身輕裝笑得化不開，心裡
眼裡滿是熱情參與小組長規劃有知性有
玩（天空之城）又可以對心儀許久微熱
山丘鳳梨酥一償宿願的彰投行程，…喂
,..喂,..喂,還沒出發，心就先漏跳一
拍。那是一種觸電式的君子所見略同的
悸動，沒有約，大家怎麼都穿上前陣子
發的polo休閒服呢？意到之處，心開
了，眉開了，唇也笑了，眼也笑了。
第一站我們抵達台灣的中間,中興新
村台灣省政資料館，這原本是為了提供
國人暨外賓了解省政建設的正確認知而
籌設的重要公務活動場所,經歷921的震
裂重建，增設「九二一地震資料展示陳
列室」，又陸續的規劃「臺灣史蹟文物
陳列室」、「姊妹州文物陳列室」、
「臺灣一級古蹟模型陳列區」，以及
「臺灣省歷任主席陳列室、特展室」
等，用這塊土地的豐富記憶紮根資料館
的多元化。
從中興新村的門口，遊覽車緩緩駛上
椰林大道，只見一隅佈滿荷葉點點朵朵
含苞待放的荷花，花蕊爭嶸，彷彿用一
另種形式燃燒中興新村的生命，回首逐

那些年，我們一起辦的購案
採購集中一週年有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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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資通所／陳德富
案例：
七年級生利用課餘打工
十分普遍，就讀大學二年
級的萱萱，為了實現遊學
計畫，從大一開始就在速
食店、加油站打工，計畫
畢業後先到美國遊學半
年。
寒暑假打工時間更充
裕， 至 少 可 以 賺 到 3、4
萬元。某天，萱萱收到勞
保局發的一張退休金帳
戶 證 明， 上 面 記 載 萱 萱
的勞保局退休金帳戶裡
有 5,000 元。看著這張證
明，彷彿收到天上掉下來
的禮物，不過詐騙集團橫
行，萱萱心想不會是騙局
一場。
萱萱第二天拿著這張證
明，到加油站問會計：我
只有在暑假期間打工，又不是全職員
工，怎麼還有退休金可拿呢？新制退
休金實施後，像萱萱這樣的打工族領
到退休金，已經不是夢想。
解析：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7 條第 1 項規
定，本條例適用對象為適用勞動基準
法的本國籍勞工。換句話說，只要勞
工受僱於適用勞基法的行業，而且勞
工為中華民國國籍，就可適用新制退
休金。
從法令來看，包括計時、計日的打

工族，或像萱萱一樣的工讀生，都納
入勞工退休金條例的保護傘下。
新制退休金實施後，打工族比照一般
全職勞工，只要有受僱的事實，儘管
一天只工作兩小時，甚至一小時，老
闆都得幫工讀生提繳退休金到工讀生
的勞保局帳戶。
以萱萱為例，暑假期間每星期在加
油站打工 12 小時，依據勞工委員基
本工資審議委員會 103 年 8 月 28 日
審議出爐的每小時時薪 115 元計算，
每月打工薪水有 5,520 元，加油站老
闆就必須根據工資的 6%，在打工期
間每月提繳 331 元到萱萱的勞保局帳
戶。
如果萱萱同時在加油站與便利商店
打工，一次作兩分工作，那麼加油站
與便利商店老闆都得提繳退休金到萱
萱的退休金帳戶裡。當萱萱參加新制
退休制度 15 年，且年滿 60 歲時，就
可請領退休金。
即使萱萱還未出社會，她的工作年
資與退休金就已經從學生時代開始累
計了。
不只是在求學的工讀生，一邊兼差
的家庭主婦，兼差期間雇主也必須幫
她提繳退休金，家庭主婦也可請領退
休金。
新制退休金屬於個人帳戶制，計
時、計日的打工族，也擁有自己的個
人帳戶，未來成為全職員工後，老闆
也得繼續提繳退休金到她的帳戶，直
到退休。因此，越早工作，就能提早
累積個人帳戶裡的退休金。
反觀勞基法規範的舊制退休金制
度，限制勞工必須在同一企業至少服
務滿 15 年才能領到退休金。因此，
像流動率頻繁、工作期間短暫的工讀
生，根本不可能符合領取退休金的資
格。
編輯／曾
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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