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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剖&歌聲

國防戰力展演運勤任務甘苦談

◎系維中心／何傑
自從68年5月進入中科院二所四組環試小組後，即
擔任物性量測工作，舉凡各計劃火箭、飛彈的重量、
重心與慣性矩，都屬物性參數，在計算彈道時是不可
或缺的重要資料，也參加過長江二號的演習。
72年9月有幸穫組長王治翰博士提名進修，到美國
辛辛那提大學選修，一年後完成碩士學位返國，負責
天劍計畫的環境量測工作，如溫度、壓力、加速度等
飛彈動態資料由遙測系統傳回判讀。
由於正逢品保中心的成立，組織擴編，幸運的在76
年9月，再蒙中心主任提名到美國紐約州倫斯勒理工
學院，就讀機械工程博士，四年後如期完成學業，仍
回環試工程組擔任雄風與天劍計畫的環境試驗工作。
86年9月調至原品保中心儀具校正組服務，負責長
度量測儀具的校正工作。87年品保中心劃下句點，各
組自奔前程，儀校組歸系維中心高一智主任麾下。
◎總務處／馮輝誠
今年適逢抗戰勝利70週年，除辦
理國防戰力展示外，亦希望藉由這
次戰力展示，讓國人重新緬懷這段
歷史；本次戰力展示包括空中分列
式、地面閱兵與分列式以及戰技操
演等三個階段，地面展示部隊由
戰、甲、砲車、各式飛彈及UAV無
人飛行載具等三軍部隊及新興兵力
編成，包括憲兵勤務連、戰鬥部
隊、飛彈部隊和履帶車輛，並展出
愛國者三型飛彈、雄風三型飛彈、
天弓三型飛彈、復仇者飛彈等武
器，場面壯觀浩大。
104年度國防戰力展演前於7月4
日實施完畢，總務處運輸管理組前
於100年即參加國防展演任務，對
相關流程、展演場地及注意事項
等，均有豐富經驗，故本次展演活
動奉示遴派三員技術優良之特種車
輛駕駛技術員擔任天弓三型飛彈展
示車輛駕駛，除對本院所研發之國
防武器展示具有重大意義外，亦信
任我們的駕駛技術及豐富經驗。
參加展演活動看似風光，實為所
有參演人員用辛勤的汗水所換得，
其中辛苦不為外人所知，且依我所
見娓娓道來。為使展演活動圓滿順
遂，相關人員及車輛自3月23日起
進駐新竹湖口展演地點後，立即實
施一系列操練課程，每日練習自7
點30分開始，起初各型車輛一字排
開，由指揮官指揮，完成出場順序
列隊後，再實施行進間注意事項宣達及演練，
所有人員需全副武裝參與，車輛操演重點置於
隊形及車距等項，隊形不得任意變換，各車(

網球SOP
◎軍通中心／林萬元
接觸網球將近二十年，從最
初人見人避的滷肉腳，到今日
人人都想挑戰的鳶山費德勒，
從一般練習賽六成以上的勝率
及正式比賽十八座大小獎盃可
知，贏球絕非僥倖！
經常一起練習的球友都知
道，我喜歡將SOP掛在嘴邊，
時至今日，我都還會在每一次
回擊之前從心中默唸一回。
從最早期的「側、拉、瞄、
推」、「轉身、拍尾、垂直、
上拉」、「轉、支點慢、拍
尾 」 …… ， 一 直 到 最 近 的
「轉、鬆、低、慢、拍尾」，
每個SOP真正都是從實戰經驗
中親身體悟累積而得的精華。
編輯／曾
設計／曾

金
金

生
生

目前儀校組長度校正實驗室擁有TAF認證的校正項目
有23項之多，比如塊規、卡尺、外徑分釐卡、角度塊
規、水平儀、分度盤等等。
長度、重量與時間是物理學中最重要也最基本的
量，十八年的校正經驗，使我領悟到最簡單的道理，
就是凡事都不可隨便，態度決定高度，校正是量測的
基礎，沒有基礎，哪來可靠的量測數據。
目前正值本院轉型後的院慶活動，轉眼本院已成立
46週年，院慶慶祝大會特別邀請各社團參加表演，有
烏克麗麗、國標舞、熱舞、舞藝、合唱團、土風舞社
等6個社團表演。
本人加入荷聲合唱團已有四年之久，在團長党榮國
的指導下，擔任男高音，也在總幹事陸敏的安排下，
三次參加院長主持的寒冬送暖活動。荷聲合唱團在桃
園地區已得過數不盡的冠軍，本人四年來從五音不
全，也進步到知道肚子用力，喉嚨放鬆，口腔內部張
開，氣衝腦門，屁股夾緊，聲音品質自然高亢好聽。
荷聲合唱團此次在院慶活動表演的曲目是「玫瑰、
玫瑰我愛妳」與「戀戀北迴線」，第一首以唐裝表
現，訴說愛情。第二首以火車進行的方式加上動作表

梯隊)應保持40-50公尺距離，車速維持約5公
里，練習在一圈約2公里的場地實施繞場2圈，
每天需進行4-5次的實況練習，藉以提升各型
車輛的標齊對正、穩速前進等行車技術，屆時
期於展演當日達成整齊劃一的隊形通過閱兵
台。
在天氣炎熱，毫無遮蔽物的展演場地曝曬一
天，人員均拖著疲憊的身軀補充水分，在適當
休息後，續以補充的體力應對後續操演，每天
練習完畢，需立即實施裝備清潔，每位駕駛提
著一桶水需將車輛各處清潔乾淨，包含車身、
大樑、底盤各處並需將輪胎上蠟，以保持車輛
載具亮麗如新；每週五下午則實施裝備保養工
作，尤其在天氣炎熱的夏季、水泥地日曬的溫
度、難防的熱風沙且補水不易之場地工作，對
頗具年事的駕駛人員體力相當具有考驗；練習
期間如遇預校，當日即提前自0630時集合，任
何作為馬虎不得，除缺失需立即改正外，當日
檢討會議中亦提報改進，以期展演活動完美展
現；值得一提的是，練習期間人員也有罹患感
冒致身體不適的情形，但他們秉持一股堅忍不
拔及刻苦耐勞的精神，努力完成各項操練，絲
毫不輸年輕力壯的國軍人員，相關表現及精神
實為表彰楷模及值得效仿。
總務處為掌握人員執行展演練習狀況及慰犒
同仁辛勞，每週均安排各級幹部慰問並予以嘉
勉，除感謝他們執行本次任務之辛勞外，並詢
問工作及生活方面妥適狀況，如遇問題立即予
以協助，以期他們無後顧之憂，執行展演任
務。
展演當日如同建軍備戰，只待一聲令下執行
任務，當現場司儀逐一介紹各型展示裝備時，
均獲得滿堂喝采，各大報章媒體亦以大篇幅報
導本次展演活動，場面壯觀浩大，並圓滿完
成；參與展演同仁表示，展演訓練過程雖然艱
辛，但也是一次難得的回憶，深感與有榮焉。

靠這幾句簡單的SOP，加上
精準的判斷及超快速的移位，
無論多麼困難的球，我幾乎都
能成功地回擊，因此贏得「費
德勒」、「一千勝」的封號！
(這只是球場上的趣味綽號，
您千萬別當真，當然，如果您
還是不服氣，歡迎來挑戰！)
當然，SOP也並非無往不
利，記憶中我也曾經有過十連
敗的慘痛紀錄！
當年歲漸長，體力漸差，長
年累積的運動傷害，或是求勝
心過重、未能保持氣定神閒
的心態，都深深影響SOP的發
揮。
SOP、體力與心態，如鼎之
三腳，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特別是，當技術難以再精進
時，更需要氣定神閒的心態來
穩定軍心。

看過「臥虎藏龍」這部電影
嗎？還記得銀幕裡那位一身長
袍、右手持劍、左手置於背
後、氣定神閒地與玉嬌龍比武
的那位李慕白嗎？是的，面對
激烈地拚殺場面，我最需要的
就是這種「氣定神閒」的氣
勢。
如今，年紀大了，一切當以
健康為考量，本來嘛，運動之
目的是健身，是釋放壓力、是
結交好友，如果失去了這些，
一昧地計較輸贏，贏得了兩千
勝、三千勝又如何！

星期二

演，以歌聲唱出寶島的美麗風景，表演結束後，更邀
請院長一起合唱本事：
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談天，妳愛笑。………
..(四十？三十？還是二十？十？年前的心事)。
科學家們在辛苦工作之餘，如能加入合唱團，不但可
疏解緊張的研發壓力，更可鍛練五臟六腑，內功高
強，生命充滿平安喜樂！
有興趣的同仁們，歡迎你/妳們來看看、聽聽我們
的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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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11/12~12/6 第 33
屆桃源美展（文化
局、中壢藝術館）
12/5 19:00 茱
蒂 口 琴 樂 團《 發
現 口 琴， 發 現
Judy's》（文化局
桃園館）
12/5 19:30 及
12/6 14:30 雲 門
舞集「水月」（桃
園展演中心）

院慶二鐵賽後記
◎飛彈所／朱一平
自從幾年前從三鐵轉換跑道變
成單純騎車競賽後，跑步這項運
動我就不怎麼練了。二鐵這項運
動雖然這一兩年偶而我會參加比
賽，不過也都只是插花性質。
去年自行車社試辦二鐵體驗
賽，希望在院內能夠把騎車與跑
步結合的這項運動帶進院內，且
安全性也比較高，經過社團幹部
向院部長官爭取，也獲得了長官
的支持，在許多院內志工的幫忙
下，讓第一次的二鐵體驗賽很圓
滿地完成。也獲得長官的同意在
今年的院慶體育競賽增加二鐵這
一項比賽。
二鐵就是先跑步，然後到轉換
區牽車騎車，騎完車之後到轉換
區放好自行車再開始跑步。跑步
以及騎車的距離視主辦單位依
比賽時間及難易而定，大致跑
步都在5公里上下，騎車則有長
有短，10~20公里最普遍。本次
院慶二鐵賽，前後的跑步約3公
里，騎車大約16公里。由於院慶
比賽成績是以一級單位為主，所
以報名以及成績計算都以團體積
分為主。為了爭取本所能獲得最
佳團體成績，這次我決定下場跟
大家一起較勁。由於是採積分
制，所以必須再徵招所內的一些
好手一起參與這場比賽，包括氣
動力組葉博、致動器組桂琦、光
機電組彬旭兄弟檔等高手，當然
少不了本所女中豪傑李樹英，共
有18位好手報名參加，外加其他
一級單位踴躍報名之下，全院共
有100位上下共襄盛舉。主辦單
位自行車社主要幹部如正文社
長、清志副社長、光隆、桂琦等
人全力投入準備這場賽事。
為了讓本所所有參賽選手都能
有充分的練習，我安排每週兩次
下午各1個半小時的練習，包括
單項練習(
跑步及騎車
)，還有在
比賽前兩週
開始的兩項
綜合練習，
每次的練習
大家出席率
都很高，也
很投入。一
些騎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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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地方，也順便在練習
過程中提醒大家。
比賽最怕的就是當天天氣不
好，不管是下雨或是颳大風，都
會對比賽安全有影響，幸好當天
天公作美，天氣陰天最適合比
賽，上午自行車社的幹部及志工
就開始佈置會場(轉換區佈置以
及道路三角錐放置)，到了一點
左右，參賽選手陸續到達會場報
到，很榮幸院長答應到現場來鳴
槍。
1點40分左右所有選手都已就
位，院長也在2點左右到達會
場，在簡短的鼓勵話語之後即鳴
槍起跑，一出發，我便跑在第四
位，過第一圈之後已追到第一
位，三圈跑完進轉換區，開始我
最拿手的自行車項目，這項須繞
龍門大馬路10圈，每圈大約1.6
公里，80位選手在裡面繞圈，而
且每圈騎完必須停下來在胸前號
碼簿上面作記號，幸好請多位志
工幫忙，使得選手每圈必須定點
停下來讓工作人員作記號的過程
非常流暢也沒有塞車。
二鐵騎車項目在繞圈10圈後進
入轉換區，必須再跑3圈(約2.4
公里)，平常缺少練習的人，很
可能在第二次跑步開始，腳會感
覺不舒服，嚴重甚至會抽筋，不
過這就是二鐵特殊的地方，最後
的跑步成績是勝負的關鍵，我最
後以52分左右拿到總排名第一。
賽後飛彈所獲得總積分第一，遙
遙領先第二名許多，更高興的
是，全部的參賽選手都平安完
賽，大家對於這項賽事安排也都
很肯定，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同仁
下來參與這項賽事。
最後要感謝郭副所長全力支持
飛彈所二鐵參賽選手，以及若蘭
姐出錢出力為大家加油打氣，我
們參賽全員都給你們按個讚！

12/6 14:30 傅 瑋
亭 2015 小 提 琴 獨
奏會（文化局演藝
廳）
12/12 14:30、
19:30 九歌兒童劇
團 2015 年 度 新 創
作公演《長生不老
的秘密》（文化局
演藝廳）
12/12 19:30 2015
國樂慈善音樂會：
九歌民族管絃樂團
（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12/12~12/13 10：
30、14：30 2015
冬季巧虎大型舞台
劇《消失的月光寶
盒》（桃園展演中
心展演廳）
12/13 14:30『 十
來韻轉』大成國中
音樂班第十屆畢業
音樂會（文化局演
藝廳）
12/13 14:30 樂動
情思－鳴響風室內
樂團專場音樂會
( 四 )（ 中 壢 藝 術
館音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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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風計畫的守護神
◎系發中心／王德勝
紀念雄風計畫的兩位資深系統工程師
努力工作、任勞任怨、鞠躬盡瘁，帶來
後續計畫的完成與永續的經營。
從本院五號門進入，所見的第一棟大
樓 (327 館，現為系統發展中心本部 )，
門前左右兩邊豎立了兩塊大鵝卵石，一
曰「燕漢」，一曰「鴻旭」，並撰文立
碑，全體同仁均以他們的精神作為標
竿，他們的名字永遠不會磨滅。
雄風一型飛彈是本院初創時期所發展
的第一代攻艦飛彈，也是我國憑國人自
己的力量研發成功的第一種武器系統。
猶記當時本院人力匱乏、設備欠缺，參
與工作的同仁亦無實際工作經驗。在這
種艱困的條件下，從事新武器的研究發
展，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然而參與工
作的同仁憑著一股愛國熱忱與鑽研的執
著，竭盡輸誠、冒險犯難，各盡所能，
不遺餘力，終於完成這一劃時代的歷史
使命。
「雄風一型飛彈」的成功，不是憑空

而來，它的背後有人付出了青春、血
汗、辛勞，甚至生命。當時就有兩位資
深而優秀的系統工程師，因不辭辛勞、
日以繼夜，積勞成疾，而於同一年相繼
辭世。
一位是海軍上校于燕漢。民國二十二
年五月廿四日生，世代書香，卅八年隨
家人來台定居，入中市宜寧高中部，
四十四年畢業於海軍機械學校電機工程
學系，五十五年畢業於成大電機研究
所，獲碩士學位。曾先後擔任成大電機
系及海軍軍官學校講師，後調本院電子
所服務，擔任飛彈設計、籌劃，貢獻良
多。並奉派至美俄亥俄州立大學攻讀電
機博士，因實際需要中途回院，續任研
究工作。參與雄風計畫，埋頭鑽研，貢
獻所學，績效豐碩，屢獲勛獎。後雖不
幸罹患下肢運動神經萎縮，但仍忍住病
痛，坐著輪椅繼續參與雄風計畫，力
疾從公達七年之久；終因肝癌不幸於
六十九年五月廿一日病逝。
另一位則是空軍上校楊鴻旭，民國

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生，年十三就讀四川
成都華陽初中，廿九年續讀成都高工，
時值抗戰，男兒立志報國，乃投筆從
戎，保送空軍通信電子學校正科班六期
受訓，卅六年底以第一名畢業後留校任
教。
民國四十一年獲特保特優派赴美國密
州基斯勤電子訓練中心，專習雷達通信
設施，回國後訓練使用及維護人員，對
空軍飛航管制及安全設施貢獻良多，獲
頒勛獎多枚。四十九年為求更深研究，
報考大學聯考，錄取成功大學電機系，
再以第一名畢業，獲校長閻振興博士頒
發特別獎，旋又考取國立交通大學電子
研究所，層峰特准繼續深造，研習電子
計算機、物理電子學及自動控制學。
五十五年交大畢業後奉派參與本院創設
籌備工作，從事科技研究發展，擔任雄
風計畫系統工程師，負責規劃協調「雄
一飛彈」多次試射演習，上山下海、熬
夜不寐，最後難抵白血貧血症的病痛折
磿，於六十九年十二月廿八日不治病
逝。
雄風計畫的全體工作人員，為了紀念
這兩位資深系統工程師，特地至大漢溪
河床尋找兩塊大鵝卵石，刻上他們的名

The Return of the Propeller 回到螺槳
The demand for shorter, cheaper flights is driving new research into turboprops

短程、廉價的飛航需求，重啟了螺槳引擎研發之門
◎撰文：Clay Dillow
◎翻譯：航空所／張瑞釗
A century ago the debut of propeller-driven
aircraft kicked off a global aerospace
technology boom that continues to this day.
Bu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jet aircraft
engine during World War II, research into
propeller-powered flight has often taken
a backseat to the turbofan technology that
carries jetliners faster and farther. Speed
and range come at a cost, however, and both
rising fuel prices and increased demand
for regional air travel have changed the
economics of flight over the past 10 years.
Now airlines are once again looking to
smaller, more efficient turboprop planes to
handle shorter routes,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generation of prop-driven aircraft
technologies poised to take wing by the end of
the decade.
Turboprop planes accounted for roughly half
of the 20- to 99-seat passenger aircraft
delivered to airlines in 2013, according to
market research conducted by Canadian plane
maker Bombardier- parity that has not existed
since the 1990s. Demand has risen because
on flights less than about 500 nautical
miles, turboprops are far more fuel-efficient
than turbofans, which fly most efficiently
only after they have made the long climb to
their much higher cruising altitudes. But in
exchange for their efficiency, traditional
turboprops sacrifice airspeed and generate
noise and vibrations that compromise passenger
comfort. For airlines competing over customer
experience as much as price and acutely aware
of passengers' perceptions of propeller-driven
aircraft as passé, the propeller technology
of the last century will not do.
Among those paving the way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turboprops, General Electric
Aviation's Dowty Propellers is exploring anew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among the propeller,
engine nacelle and aircraft wing. Using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tools that were
not available even a few years ago, engineers
at the Gloucester, England-based firm are not

only designing blades with new efficiencyenhancing shapes but rethinking the layout of
the propeller as a whole.
“The computational power that's available now
has really made the difference,” says Dowty's
Jonathan Chestney, noting that researchers
can analyze data on an individual-blade
basis. It's an exciting time for us,”he
remarks.“We're able to see much more detail,
like a scientist who just got a microscope for
the first time.”
Dowty engineers are currently exploring
two novel spacing ideas for eight-blade
propellers. One positions the blades unequally
around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propeller hub;
the other staggers the blades axially, with
four blades mounted farther forward on the hub
than the others. These spacing schemes break
up and change the audible frequencies created
in flight. Dowty is in the midst of testing
the corresponding cabin sounds on volunteers
to see which ones they prefer.
Dowty's research is not taking place in a
vacuum. Advanced propellers will appear in
the next-generation helicopters that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wants and in upcoming
unmanned aerial vehicles, says aerospace
engineer Lakshmi Sankar of the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such, research
is taking place across the industry and even
across disciplines.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research on propellers conducted at
places like the NASA Glenn Research Center
and Georgia Tech are feeding into designs
coming out of suppliers including Dowty and
Charlotte-based UTC Aerospace Systems.
Novel designs are not far from the tarmac.
Says Dowty's Chestney, “We expect to see some
key players going public with new aircraft
designs in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At Dowty Propellers,
engineers use
braiding machines
to build advanced
composite blades.
道堤螺槳公司工程師正
編製先進複材螺槳葉片

字，「燕漢」、「鴻旭」，豎立於系統
工程館前左右兩側並撰文立碑，永誌紀
念。
適值本院四十六週年院慶，特為文記
述兩位先烈生平事蹟，願我全體同仁，
均能效法其精神，繼續鑽研，使「雄風」
更茁壯，「中山」更茁壯！

就在一世紀前，螺槳飛機的發明，開啟了全球欣欣
向榮的航空科技，一直延續至今。但二次大戰期間，
噴射飛機引擎問世後，飛機飛得更快、更遠，螺槳引
擎的研發遂漸居渦輪扇引擎之次。不過，追求速度及
航程，是要付出代價的；油價的上漲及區域性飛航需
求激增，十年來已漸漸改變了飛行經濟觀。因之，目
前航空公司又回頭尋求更小、更有效率的螺槳飛機，
以經營短程航線，並使得新一代螺槳飛機科技的發
展，十年後將見起飛之姿。
據加拿大飛機製造商龐巴廸（Bombardier）的市場
分析指出，2013 年，20 至 99 人座交運航空公司的飛
機中，螺槳飛機約佔了一半，是 1990 年代以來最多
的一年。對少於 500 海里的飛行而言，螺槳引擎遠比
爬升到較高的廵航高度才達最高效率的渦輪扇引擎要
省油得多，且需求日增。不過，在提高效率的條件下，
傳統的螺槳飛機犧牲了飛行速度，且其噪音及振動對
乘客的舒適度亦打了折扣。也因為各航空公司，均競
相考量顧客的搭乘感受並不下於票價，又深切意識到
乘客覺得螺槳飛機已過時，因此在上世紀，螺槳科技
勢無發展空間。
在 新 一 代 螺 槳 引 擎 研 發 先 驅 中， 奇 異 航 空 道 堤
螺 槳 公 司（General Electric Aviation's Dowty
Propellers）正重新探討螺槳、引擎艙和飛機機翼間
之交互影響。運用近年來引進的計算流體力學工具，
工程師們在英國格洛斯特（Gloucester）公司中，不
僅正埋首設計新外形、高效率的葉片，並重新思考螺
槳的整體設計。
「流體計算法之功力確實不凡，」道堤公司賈斯特
尼明白指出。他發現，研究員們竟然能就單一葉片分
析其數據。賈斯特尼並說：「這真是令人興奮，我們
幾乎能看到極細微處，就像科學家首次使用顯微鏡一
樣。」
道堤工程師正在研究兩種最新穎間距設計概念的八
葉片螺槳。其中一種是以不等間距將葉片安裝在螺槳
轂周圍；另一種設計則將四葉片交錯安裝在另四葉片
沿軸向方向往前一段距離之處。這種間距設計可改變
甚或終結飛行時產生的有感音頻。道堤找來自願者，
和他們同時測試駕駛艙中對應的聲音，看看那種聲音
較能接受。
道堤的研究並非閉門造車。喬治亞理工學院航空工
程師桑卡爾表示，先進的螺槳將在下一代美國防部需
求的直昇機及未來的無人機上露面。由此可見，此項
研究是涵蓋各產業，甚至跨領域的。計算流體力學於
螺槳上的研究，正在美國航空太空總署格蘭研究中心
及喬治亞理工學院等機構進行著，並不斷的應用至
道堤及紐澤西州聯合科技航太系統（UTC Aerospace
Systems）等供應商之開發與設計中。
創新的設計就要上跑道了。道堤公司賈斯特尼說：
我們期望在未來幾年，就能看到此領域專家公開推
出 新 的 飛 機 設 計。｛ 翻 譯 取 材 自《 科 學 人 》 雜 誌
2014 年 12 月 號（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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