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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四日自行車之旅
◎飛彈所／廖孟修
常言道：「有一就有二，無三不成
禮。」這三年來我總是將年底的花東四
天約騎，列為個人體能的年度總驗收。
所以今年我理所當然地又加入這有趣、
好玩又有點自虐的人文鐵馬之旅，出發
前就知道這次的人數已經破30了，人數
的增加雖然會有新朋友跟老夥伴之分，
但四天的相處讓大家不分彼此地融合在
一起。
第一天我們搭自強號到達花蓮火車
站，在站內吃過便當後轉區間車到達光
復站。到了光復當然不能免俗地去糖廠
吃冰淇淋，吃冰的時候眼看天氣逐漸轉
陰，接著雨越下越大，大夥趕緊集合出
發。沒想到還沒騎出糖廠就一陣滂沱，
只好停車躲雨，眼看雨勢沒有停止跡
象，就全體穿上雨衣繼續趕往下一個行
程：「大農大富平地森林」。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是舊地重遊，
去年首次造訪時天色已晚，無法領略它
的「大」，連旅客服務中心放映介紹的
影片都沒看完就匆匆告辭趕路，今年我
們再次在它的路徑間繞行，雖然林木尚
在培育階段，還沒有形成參天大樹，白
天的視野仍然可以感受到「森林」的寬
廣。還沒騎出「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
區雨就停了，吃過補給品之後我們開始
爬坡前往舞鶴台地。舞鶴台地有二個景
點，首先到達的是二根大石柱的「掃叭
石柱」，掃叭石柱是東部史前巨石文化
古蹟中現存最大遺石，屬於卑南文化的
一支。前行不遠處的左邊就是舞鶴北回
歸線紀念碑，臺灣有三處北回歸線紀念
碑，花蓮縣就有二個（舞鶴和長濱）。
我們在紀念碑附近休息、拍照，碰到的
遊客幾乎都是來台度十一長假的陸客。
回到玉里鎮上吃完晚餐之後我們要上
玉長公路前往安通。天色漸晚，大家車
燈全開爬坡趕路，就在到達民宿前30公
尺的上坡路段，夥伴文正摔車了。上坡
的速度本來就不快，最初的說法是鍊條
鎖死，也有可能是誤拉煞車，初步看來
文正的右臉及右手擦傷，左手扭傷。民
宿老闆趕緊載他去玉里慈濟醫院檢查，
沒想到醫院要他馬上動手術，嚇得文正
急著要回新竹重新檢查，好心的老闆娘
趕緊幫文正喬到一張週六的普悠瑪號車
票，好讓他能早些回到家。
安通的民宿有溫泉，換裝後我們泡著
溫泉，回想一天來發生的事：佩戈在區
間車上發現他的輪胎沒氣了，趕緊找來
幫手換胎打氣。雨中騎車最怕摔車，吳
姐騎車一向穩重，卻在彎道騎上了路邊
的白色標線而摔車下馬，好在只有手臂
輕微擦傷。在「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內
游姐的公路車連續爆胎，換了三次內胎
之後，在舞鶴北回歸線紀念碑休息時斷
然決定：內、外胎一起換掉，之後一切
正常。
第二天一早揮別了文正後，我們前往
舊鐵道改建的玉富自行車道，先到已廢
站的安通車站月台拍個合照，再轉往去
年造訪過的「歐亞板塊、菲律賓板塊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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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列車+鐵橋
層紀念碑」，由於這個景點平常不易到
達，新、舊夥伴都很興奮地輪流拍照。
行程滿檔的我們接著繼續抓緊時間趕往
客城鐵橋，在拍照區遇到玉里的攝影前
輩林敏榮老師，他要我們騎車到鐵橋下
擺好姿勢，等彩繪的火車經過時，幫我
們拍下美麗的「隊影」。川巖說很少看
到「綠色稻浪、30多個隊友的車隊、火
車（尤其是彩繪火車）、紅色鐵橋」組
合的照片，我們這張「隊影」大概是第
一張吧！
輕鬆騎乘的時光總是短暫的，接下來
我們要爬坡了，沿著30號省道往山裡
騎，到達玉山國家公園的南安遊客中心
稍事休息後，接著騎到30號省道的起
點，同樣也是瓦拉米步道的起點，由於
時間的限制，瓦拉米步道我們只走到山
風一號吊橋就折返了，騎乘期間棄車步
行對我們車隊而言是第一次，對騎車的
人來說也是相當難得的經驗。
下山後我們騎乘在兩旁有美麗稻田的
卓富公路，天氣越來越好，萬里無雲，
太陽猛烈地曬著，汗水浸濕了車衣，只
有偶來的涼風輕輕吹拂，我們趕往富里
鄉農會享受盛名的富麗米便當，飯後難
得有時間休息睡個午覺，依照慣例：長
時間的休息代表著接下來的路程一定不
輕鬆，果然，下午是此行最硬的一段
路：六十石山。
在還沒出發前，秋梅已經先跟我打了
預防針：六十石山騎不上去沒關係，全
程8公里多就算推也有時間夠我們推上
去。剛開始我也是很努力、很用力地
騎，可是天氣實在太熱了，騎了一公里
之後我下馬推車了，還好我不是唯一下
車的隊員，在我後面還有四位……。推
了二公里多之後，五個「休閒組」成員
決定打電話求援，隊長的補給車下山來
瞭解狀況，剛好帶來我們最需要的補給
品。我們5個人在3.5公里處等待救援
時，一面吃著東西，一面愉快地聊天，
體力也逐漸恢復了，後來我們五人是被
民宿老闆連車帶人載上山的。上山的途
中看到有隊友很努力的推車上山、另有
一批隊友愉快地在半路拍照，聽說還是
有二位隊友不落地騎上六十石山，真是
給他倆有夠崇拜的！
全員上山後有人加碼騎上「小瑞士」
去欣賞山頂風光，也有人抽空盥洗，享
受乾爽的快感。誠如秋梅所說的，晚餐
前的時間真的夠我們在民宿附近好好地
逛逛，老天爺也真眷顧我們這群遠到的
自行車友，賜給我們一個好天氣讓我們
能在此享受六十石山美麗的風光。晚餐
後民宿老闆帶著我們到停車場，要我們
躺在微溫的水泥地上，仰望滿天星斗，
用光束手電筒一一介紹星座的位置，偶
爾閃過的流星更帶給我們一陣陣的驚
喜。接著我們登上觀景台，老闆再次用
手電筒指出山下各鄉鎮的位置，最後老
闆拿平地種金針跟高山種金針來比較、
說明兩者的差異，雖然身體相當疲累，
但此時心靈是充實的，這樣的導覽讓我
們渡過一次難忘的夜晚。
第三天一早離開六十石山後，我們先

到富里鎮上去張羅午餐，在此同時順便
拜訪鎮上的老教堂，川巖也借此機會介
紹旁邊學校特殊的門口造型。台9線前
行不久就要轉入台23線富東公路往海線
的東河騎去，富東公路入口不遠有二座
石門孔道，路旁山勢高聳，有「小天
祥」之美稱，該處有原住民沿著山壁開
鑿的引水小溝渠，據說已有百年歷史，
在此地而言實屬難得的引水工程。
繼續騎乘間，我們聽到一陣小狗的哀
號聲，有人順著聲音發現一隻小狗掉到
三公尺深的圳溝裡，於是世銳找來工程
用的鐵架，由萬福踩著鐵架下圳溝，一
用力就把小狗抓了上來，那是隻不知餓
了多久的小狗，知道這群人是來救牠
的，直繞著我們不肯離去，隊友拿出餅
乾餵牠也被一口吃了。這天中午到達富
東公路最高點，此處前不著村、後不著
店，出門在外也沒啥挑剔，大夥一面吃
著早上張羅來的煎包、粽子，一面談著
不久前的救狗行動，真是很難得的野餐
經驗。
下午的車程就輕鬆許多了，沿途我們
也停下來看了兩個自然景觀：德高老逆
斷層和彎曲河道形成的美蘭劇場河階。
也特別在「登仙橋」停留一陣子，看看
這個以猴群聞名的景點，我們很幸運地
看到一幕猴王趕猴群的威嚇氣勢。到了
台11線，我們等於將富東公路（台23
線）43.125公里完整騎過，接著迎接我
們的是此行最期待的「膠筏體驗」。
到東河部落屋check-in之後，負責人
（他說部落屋是部落的集體財產，他只
是執行長，不是老闆）簡單介紹完環境
後就帶我們去「膠筏體驗」，簡單說明
後，每三個人乘一艘膠筏，就放風讓我
們自己去玩了，起先大家深怕落水都戰
戰兢兢地划著，等熟悉操作之後就有隊
員打起水仗來，跟我同一膠筏的堃湧發
現河中的岩石上有繩子，撲通一聲就跳
了下去（他爬上岩石抓著繩子讓我們拍
照），其他隊員看他一下水，也紛紛下
水游泳，聽堃湧說河水上層是溫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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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12/23~1/24 8：
00 ～ 21：00 桃 園
˙ 荷樂聖誕裝置
展（桃園市政府文
化局 1 樓大廳）
筏膠筏
層是冷的，水並不深，最淺處還不到胸
口深，一直到天色漸暗我們才依依不捨
地上岸梳洗。
晚餐是原汁原味的原住民風味餐，餐
後負責人找來一位歌手跟我們同樂，大
夥喝了小米酒，手牽著手唱著、跳著，
完全看不出一天來的疲累，一首一首的
歌拉近了我們彼此的距離，直到「晚安
曲」唱起，才不捨地回寢室休息。
最後一天早上我們在部落吃過著名的
東河包子後繼續往台東騎去，由於一路
平緩，大家神情顯得格外輕鬆，沿途在
新東糖廠文化園區和「水往上流」景點
做短暫休息，為了讓隊長的補給車能空
出來裝二部機車，在小野柳附近的休息
區，大家努力地將所有的補給品都解決
掉。同時也請熟悉台東的昆淋接著當最
後一段旅程的領騎前往台東森林公園。
對三十多人的自行車隊而言，台東森林
公園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大家決定
還是集體行動為宜，就這樣我們完整地
繞行琵琶湖、黑森林和活水湖。
中午在台東市區用餐，發現餐廳老闆
就是系發飛測組的同事彭兆逵，這餐吃
起來格外親切。接著川巖帶我們前往舊
台東火車站改成的鐵道藝術村「鐵花
村」，結束後我們順著舊鐵道騎往台東
火車站，自行車輪過木棧道喀嚓喀嚓地
響，每響一聲就意味著回家的時刻近了
一步，一面騎、一面回想四天來的點點
滴滴，想著想著：明年還會再來嗎？答
案在每人的心裡，想必是一樣的！
後記：回家之後檢視隊員們傳出的照
片，其中有一張在南安遊客中心附近照
到二朵黃色花的照片，雖然顏色很像金
針花，但是花型卻差很多，趕緊在隊員
群組提醒大家，這花叫「金花石蒜」，
全株有毒，曾有人因為它錯認為金針花
而誤食，它有個親戚叫「紅花石蒜」曾
被選為有毒植物的郵票圖案，國內以東
北角、平溪一帶最多。

退休人員心靈的第二個家
◎飛彈所／陶瑞基
也是冬季的平常日，住
家附近的公園內，昔日幾
排高大的路樹枝葉扶疏，
如今卻幾乎凋謝了所有的
綠葉，祇剩光禿禿樹枝裸
裸裎在灰黑陰霾的天空
下，公園內盡是白髮蒼蒼
的老人在緩慢的活動，小
徑旁遇到一位被年輕的外
傭推著輪椅上的退休前
輩，逐前往問候寒暄、聊
著…突然的話題就到了這
方面來，他說：「如果本
院能夠提撥少許經費，平
日白天由退休人員擔任志
工來管理和服務，其他的
退休人員來到這裡，在咖
啡的香氣芬馥氛圍裡閒話
當年、噓寒問暖道保重，
絞盡腦汁的圍棋、象棋變
化萬千，華山論劍乒乓球
場的競技；來到這裡，家
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

７１０期

心，笑談人生論古今、相
互交換旅遊及含飴弄孫的
經驗。有這麼一個場所該
有多好」。聊著…其他的
話語裡也帶著像似洞澈生
命最內在的本質，有一種
謙遜，也有一種悲憫。
退休了，沒有了上班生
活的緊湊節奏，步調在生
活形態上漸漸的也變慢
了。從唇紅齒白臉上光，
走到佈滿皺紋夾雜風霜一
臉的寒傪；人生，走到工
作生涯的盡頭這種階段，
內心荒涼得剩下沒多少的
企圖心也都被消磨殆盡，
面對生命充滿著無奈和疲
憊。
有時候又傳來零落散居
各地退休後的同仁XXX走
了，或XX也走了。以後的
生活類似存在著記憶中過
去的一種意象，馬路上車
水馬龍，路旁總會有人家

鐵捲門拉開了三分之二、
又用木板當門檻遮蔽了三
分之一、一位老人家坐在
板凳上，露出的臉在剩餘
三分之一的空間內，呆滯
的眼神向外凝視那些倥傯
過眼的繁榮，久久不曾移
動。想著他倚門守望著滿
街廢氣與行色充匆匆的
人、車，像似守望著遠方
與過去的歲月。也有可能
就這般守望著這一天的旭
日上升直到夕陽西下。
離開公園後在另一區域
看見季節性的不知名花卉
仍然在寒風的花圃中爭
妍。也一直思索著這問
題，企業若要維繫員工退
休後對生活關懷，必須團
結眾多退休同仁的力量，
透過組織化成立退休協
會，來完成為退休人員找
到心靈得以慰藉的第二個
家。

1/23 19:30 2016
九歌 Young 系列音
樂 會 －《 春 の 祝
福》音樂會（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1 / 2 3 ~ 1 / 2 4
10:30、14:30
2015 年 冬 季 巧 虎
大型舞臺劇 - 消失
的月光寶盒（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1/25 19:30 香 榭
奇 緣 Les Champs
Romance －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管樂隊
第四十一屆寒假巡
迴公演（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1/26 19:30 歡 迎
光臨 ‧ 幸福起笑
（桃園展演中心）
1/30 19:00 2016
中壢市民管樂團
《室內樂與新秀之
夜》（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1/31 14:00 桃 園
市立新明國中音樂
班第二十二屆畢業
音樂會（中壢藝術
館音樂廳）
1/31 14:30 布 拉
姆斯的古典與浪漫
（文化局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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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表面耐磨耗合金刷鍍製程開發(下)
◎化學所／姜智豪
實驗與結果討論
本組接受委託進行試片的表面刷鍍鎳
鎢塗層試驗，欲以刷鍍方式修補已磨
損之汽車板金模具，並進一步提高耐
磨性。所用模具的金屬材料做為刷鍍
試 片， 計 共 有 ICD5、GM241、GM246、
FCD55 與 FCD30 等無 / 有熱處理的鑄鐵
試片，進行表面鎳鎢鍍層刷鍍作業與相
關表面特性量測。試片尺寸為直徑 20
mm/ 厚度 5mm 的圓形，以適合進行耐磨
耗測試。本組以 Ni/W 刷鍍標準操作程
序於試片表面完成 20μm 的鎳鎢合金鍍
層。試片 ( 直徑 20mm，厚度 5mm)，如
圖 4(a) 所 示， 先 以 研 磨 方 式 由 60 號
砂紙，依序 120 號、400 號、600 號直
到 800 號砂紙，以去除試片表面的車刀
痕跡，之後進行表面處理。分別進行電
淨、活化、蝕刻等前處理，再使用鎳鎢
鍍液進行刷鍍，最後完成的刷鍍 Ni-W

鍍層試片表面如圖 4(b) 所示。
實驗所得的數據資料經整理，無論
有無熱處理的試片經過刷鍍厚度 20μm
的 Ni/W 鍍 層 後， 其 在 硬 度 的 表 現 上
均可達到 400HV 以上 ; 且有顯著提升
（30~150 HV 不等），僅 GM241 的熱處
理試片例外，如圖 5 所示。此可證明厚
度 20μm 的 Ni/W 合金刷鍍鍍層可提供
較高的表面硬度。
經由耐磨耗測試所得的體積損失測試
數據顯示，大部份具有厚度 20μm 的
Ni/W 鍍層試片有較佳的耐磨耗表現（僅
GM246 無熱處理的試片例外），部份體
積損耗甚至降至原先的 1/2 以下，如圖
6 所 示。 此 說 明 厚 度 20μm 的 Ni/W 合

金刷鍍鍍層可提供較佳的耐磨耗表現。
本項鎳鎢刷鍍技術也已於喬豐實業的
汽車輪拱鑄鐵材質模具進行過測試，經
施予鎳鎢刷鍍於模具彎角或高應力接觸
表面，鍍層厚度 15μm，如圖 7 所示，
經 Ni/W 鍍層處理的表面具有更好的抗
候性（抗鏽蝕）的特性，且具有較佳的
潤滑特性，並獲得表面硬度的提升。經
過實際的沖壓鋼板測試，約經過 2500
片才於模具表面 / 板件表面出現刮痕 ;
相較於原先未經表面處理的模具，僅約
200 片就出現此狀況。由此結果顯示本
項鎳鎢刷鍍可提供良好的表面耐磨耗特
性，可作為提升模具的使用壽限，進而
提高製程穩定性與模具的價值。

圖7. Ni/W刷鍍表面處理應用於汽車輪
拱鑄鐵材質模具

結論
由前述 Ni/W 合金刷鍍說明與測試實
驗結果，在適當的鍍液與電壓 / 電流條
件下，可以提供鍍層硬度約達 500HV 與
良好的磨潤耐磨耗特性。此技術預計將
可提供模具的耐磨耗表面鍍層，不僅可
提升模具的製程良率與穩定度，也能提
升模具產品的價值。相較於刷鍍方式較
為拘限於特定面積 ; 且刷鍍面積較小，
若 Ni/W 合金電鍍法成功開發且製程穩
定，將可應用於全模具表面，預期可提
高模具表面處理速率。目前本組已完成
與喬豐實業的 Ni/W 合金刷鍍的技術轉
移工作，預期本項技術合作將有助於喬
豐公司的技術與業務的發展 ; 此外本院
即將步入法人化，此項工作也可作為本
圖4. (a)刷鍍表面處理前的鑄鐵試片;
(b) 刷鍍表面處理後的鑄鐵試片(直徑 圖5. 試片於Ni/W刷鍍表面處理前後的 圖6. 試片於Ni/W刷鍍表面處理前後的 組在軍民通用科技技術開發 / 推廣的一
20mm，厚度5mm)
硬度值
磨耗測試值
項實例。

經濟部技術處科技專案計畫績效評估二三事－指定任務構面之社會責任
◎軍通中心／李進興
本院為執行經濟部技術處之科技專案計畫機構之
一，且被律訂定為全領域科技專案計畫績效評估單
位，每年都得接受經濟部技術處之績效評估；年度績
效評估分四大構面（指定任務、研發成果、產業效益、
財務責任），四大構面均有指定及自提指標兩項，共
計八項指標（依構面排序本院提報之指定指標分別為
社會責任、專利獲得與應用、促成廠商投資、研發成
果收入繳庫；自提指標則分別為促進產業就業人數、
協助產業開發新產品、推動科研重大成果產業化、技
術服務收入等）。經濟部技術處於 100 年度起已啟動
執行機構績效考評結果與科技預算扣合作法，依考核
分數減列不同的年度概算比例。（104 年度仍持續依
據 103 年度執行績效考評結果等級，作為分配執行機
構 106 年科技概算原則）。上述八項指標於執行該計
畫之前一年即需預定目標值，並於該計畫後執行完成
後立即召開科技專案計畫績效評估審查會，並給與各
執行機構評等；依審查會對各執行機構之評等（特優
≧ 95 分，100% 為基礎編列並得優先爭取特別額度；
90 分≦優＜ 95 分，97% 為基礎編列；85 ≦良＜ 90
分，90% 為基礎編列；待加強＜ 85 分，80% 為基礎編
列）；如本院 103、104 年之科技專案計畫績效評估
結果雖均為「優」，但 105、106 年之執行機構科技
概算均需依 97% 為基礎編列作減列扣合 106 年概算 A
為 (A103×97%)，107 年 概 算 B 為 (A104×97%)。 故
科專績效評估之八項指標是否如質如期達成 ? 對本院
來年之技術處科技概算實影響頗巨。
茲就經濟部技術處規範之指定任務構面指定指標之
社會責任之定義，描述如下 : 執行機構運用歷年蓄積
之科技專案研發成果，推動投入公益服務、節能減
碳、產業科技人才培植、協助弱勢企業、或其他可彰
顯社會效益之成果（計算單位請執行機構就成果屬性
自行表達）。
1. 公益服務 : 諸如促進社會公益、因應國家社會重
大變故或天然災害之服務。
2. 節能減碳 : 諸如節約物質、資源、能量資源或減
少廢棄物及環境有害物排放。
3. 產業科技人才培值 : 諸如配合國家經濟與科技重
點發展，針對產業所需之科技人才進行重點培育。
4. 協助弱勢企業 : 諸如輔導規模小且對景氣變動抵
抗力較薄弱、離島或偏遠地區廠商進行合作開發或應
用，增益當地產業發展。
5. 其他可充分彰顯科技專案發揮社會公益之成果。
依 指 導， 軍 通 中 心 於 104 年 7 月 4~5 及 12 三 日
「104 年關西鎮長盃慢速壘球賽」期間，邀集飛彈所

及本院龍園育成中心進駐廠商（同開、鴻睿及冠霆等
公司）於關西鎮立水汴頭棒、壘球場，提供「20kWh
汰役鋰鐵電池組蓄能供電系統」及衛生設備等，無償
供應綠色電能；對慢壘球場活動所需之電力及衛生設
備，即時有效提供賽程與活動舒適度所需電力及維護
鎮民、球員身心健康等衛生設備服務；即時有效的解
決偏遠地區無水、無電、無衛生設備之民生問題；此
外亦提供包含抽水機、冰箱、電風扇、音響及電動自
行車等設備，同時邀請本院育成中心進駐廠商提供
150W 風力發電機組乙座，除藉活動期間施行人員操
作教育訓練外，亦達成結合業界熱心參與支持民間活
動，盡服務社會義務之功效。本球賽計有 12 支球隊
參賽（含比賽期間隨行之親朋好友及參觀民眾有 500
人以上）。現任關西鎮長吳發仁先生亦親臨指導，並

圖一

科專計畫年度績效評估指標

感謝本院支援球賽期間無償提供電力與衛生設備（圖
一），未來結合進駐廠家，透過租借模式支援有電力
與衛生設備需求之各類戶外活動及球場，參與人員均
感科技應用服務之神奇與體貼。
有了善盡社會公益服務之實際經驗及感受後，軍通
中心（園區經營組）更邀集飛彈所、及冠霆、經緯、
誠岱、同開、銀荷、鴻睿、拓荒等公司於 104 年 9
月 18 日籌組「綠色電能」產業聯盟（圖二），期藉「綠
色電能」產業聯盟之經營，逐步相互分享營運資源、
創新技術、發展產業，並逐步建構可充分發揮創意發
想、策略研討等之資訊交流平台，共同累積「綠色電
能」新興產業核心研發能量，合力爭取政府補助研發
計畫；並以互信、共榮為合作基礎原則，協力開拓市
場新商機。果不其然，在軍通中心及飛彈所之協助
下，以「具智慧化微型汰役鋰電池風光互補節電系統
之多功行動空間」為名之計畫書，已於 11 月初提申
請聯盟型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 (SBIR)，軍通中心
衷心期盼進駐園區經營組育成部之廠家，能成為本院
科專計
畫績效
管控目
標「強
化地方
特色產
業能量
計畫」
之生力
圖二 綠色電能產業聯盟簽約
軍。

杜拉克在《不連續 營利組織。據悉，本院正推動依個
人工作績效核發之營運績效獎金，
有組織都應體認，沒有什麼計畫或 加上轉型條例訂定的監督機關績效
活動不需要調整，而能長期及持續 評鑑，似已相當程度的符合杜拉克
運作的；所有的活動都會有落伍的 所謂「計畫或活動的調整」，並具
一天。現今政府部門的重重問題， 備「監督機關對本院」及「單位對
主要癥結即在事事物物都喜歡「沿 員工」的外部衡量觀念，誠令人欣
襲過去」，而未適時擺脫往日的牽 慰。惟筆者認為尚有一個環節待克
絆。企業的念舊不下於政府官僚， 服，即調整以往的「大鍋飯」為「分
只是企業有一套客觀的外部績效衡 鍋煮飯」的責任管理精神，猶如目
量標準 - 利潤。杜拉克認為，所有 標管理一般，將全院營運目標再細
組織都必須具備調整能力及外部績 分為一級、二級及個人目標，再嚴
效衡量標準，如同企業受巿場及獲 謹而完整的進行客觀績效衡量，此
利能力的檢驗一般，即使是「非營 舉或可破除杜拉克的所謂的「沿襲
利組織」也一樣。
過去」的牽絆。
本院已非屬政府部門，應近似非 ( 杜拉克系列思考心得之一 )

學思杜拉克/組織惰性 的時代》中認為，所
◎資通所／洪龍
彼得．杜拉克，奧地利出生的作
家、管理顧問及大學教授，專注於
管理學範疇的文章寫作，提出的目
標管理 (MBO) 預測了知識經濟時代
的到來；一生著作 38 本書，包括
2 本小說，被翻譯成 37 國語言，
本本引領風騷，開創議題，雖不被
學院派人士認同，卻贏得普天下
千千萬萬人的尊敬，人稱「現代管
理學之父」。筆者有意系列的舉隅
這位不世出的管理大師文章，在本
院轉型初期，進行學習及思考，並
分享心得，期能增益些許價值。

編輯／曾
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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