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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山／樹枝

　數十年前，在日本一處小鎮上，有位三十多歲的婦

人，多年前夫君因工作過勞不幸過世，留下2個尚在

小學就讀的幼子，生活相當清苦。沒啥學歷的她，為

了育養兩子成人，四處打零工，多為清潔、清掃工

作，且身兼數職，一天工作往往長達十幾個小時，有

時要到晚上十一點多會收工。所賺的錢除了勉強糊口

外，就是小孩學費及衣服等，由於收入微薄，常一餐

沒一餐，生活困窘不難想像。

　有一天，在雪花飄飄、天寒地凍的除夕夜，這位婦

人工作完後，手牽著兩個兒子，來到一家拉麵小吃店

前，這時老闆正準備要打烊……

　老闆娘看到有人來，馬上出來打招呼！婦人便道：

「老闆娘，請給我一碗陽春拉麵」還特別拉高「陽

春」兩個字的聲調。老闆娘一瞧，母子三個各自一臉

疲憊飢餓相，三個人只點一碗拉麵，原以為聽錯，便

再次問婦人：「妳們要吃『一碗』陽春拉麵嗎？」

　婦人：「是的！一碗『陽春』拉麵！另外再給我兩

個小碗及兩雙筷子。」

　這老闆娘：「喔！」然後嘴裡沒出聲的重複著「一

碗陽春拉麵，兩碗小碗及兩雙筷子」便走進廚房。與

此同時，三位客人飢餓得幾乎全身無力的模樣，使得

憐憫之心油然而生，原本欲打烊的念頭也就此打住。

　老闆娘進去後，吩咐老闆下一碗拉麵，並將今天剩

下的肉片及豆芽菜加了進去。片刻後，熱騰騰拉麵出

爐，老闆娘端來好大一碗放在桌上，裡面有很多菜，

兩位孩子看到非常高興。這時孩子的媽表情尷尬不好

意思，且低頭細聲的說：「老闆娘，我們只要一碗陽

春拉麵，不是……」

　老闆娘說：「我知道！沒關係！那些菜是我今天剩

餘的，看到妳們那麼餓！外面天氣又這麼冷，所以我

就將剩下的全數加進去，希望妳們不要嫌棄！」這位

婦人會意後，感激的紅了眼眶，連聲道謝！

　婦人看著孩子很高興的吃著麵，臉龐淺淺露出滿意

的微笑，自己卻只吃少許，大部分都讓小孩吃。這一

幕店家老闆夫婦全都「錄」在眼裡，心裡想著：這不

就是天下父母心的最佳寫照嗎？婦人付了錢後，便隨

口向老闆夫婦道謝後攜兒離去，消失在瑞雪紛飛、寒

冷黑暗的小巷中。

　翌年同樣時間，這位婦人同樣叫了一碗陽春麵及多

要兩副碗筷，而老闆娘不吝嗇依照去年把剩餘肉片及

豆芽、青菜全加進去。兩小孩子依舊吃得很高興，還

向媽媽說：「這家拉麵又便宜又大碗，老闆阿姨待人

又親切。」孩子的媽只是微笑點頭：「嗯！這要謝謝

人家唷！」

　有了兩次緣份後，便與婦人熟悉起來，老闆與婦人

在閒聊中，得知孩子的父親因工作過勞病逝多年，留

下二子嗷嗷待哺，沒有房子，只好寄居親戚家。為了

育子成人，便找多份清潔工作，但所得只能勉強度

日，生活算是窮困潦倒。婦人說：「兩年相同的一碗

拉麵是我們每年最豐盛的一餐，也是小孩吃最高興的

晚餐，謝謝老闆娘恩賜！感恩不盡。」而說到生活點

滴傷心處，還抿著嘴紅著眼眶掉下眼淚，兩位小孩看

到媽媽這一幕，心裡更清楚自己處境。

　婦人離去前那一刻，老闆娘在兩位小朋友面前趁機

說：「媽媽為了你們兩個很辛苦工作，在學校一定要

用功讀書，將來做一個有用的人，才不辜負媽媽的辛

苦付出及對你們未來的期望。」兩個孩子似懂非懂的

點頭，說bye-bye後離去。

　一年又過去了，同樣時間吃拉麵戲碼重演，差別的

是這三位客人未到之前，老闆娘已先行將碗筷占位置

等候著，並且在吃麵時都會相互寒暄一番，讓彼此更

加了解。第四年、第五年都有著同樣一碗拉麵三人吃

的戲碼演著，碗筷也很整齊的擺放，孩子也逐漸成

長。由於一碗拉麵的緣分，促成店家老闆與婦人變成

了熟識的好朋友。

　第六年的除夕夜，同樣時間碗筷也很整齊的擺放佔

著位置，其他客人要坐那個位置，都被老闆夫婦擋

著，但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就是不見熟悉客人出

現，老闆娘還不時往外面瞧，「怎麼沒來，是不是發

生啥事了？真令人擔憂！」店家老闆夫婦最後失望的

休息睡覺，睡覺時輾轉反側難入眠……

　第七年除夕夜也同樣碗筷也很整齊的擺放占著位

置，其他客人覺得奇怪，為什麼總在那張位置上先擺

放碗筷？

　等呀！等！儘管外面風高夜黑大雪紛飛，好不容易

捱到這一天，就是不見那母子蹤影！這時老闆夫婦開

始胡思亂想，會不會發生意外？究竟怎麼啦！怎麼今

年沒來？就這樣第8～13年的除夕夜都不見那母子蹤

影？但碗筷也依然擺放在那張桌面上，看是否會又再

奇蹟出現，哪怕不是來吃麵也行。

　第14年的除夕夜，碗筷依然整齊的擺放著等著，盼

望奇蹟出現。就在懇切的想念及盼望中，來了一位面

帶笑容的婦人及兩個興奮的年輕人，兩手各自拎著貴

重禮品，在擺著整齊的碗筷空著的桌前坐下。這時老

闆娘說：「這已有人訂位了，不好意思。」這時年輕

人很興奮的說：「老闆娘是我們啦！不認得我們了

嗎？以前除夕夜都來吃麵的……」。在三思量及左右

瞧望後終於認了出來，於是老闆娘趕緊喊老闆出來。

　他們終於來了。由於太久沒見面，又經常思念著，

彼此相見面歡欣異常，相互擁抱著喜極而泣，久久不

能言語，場面溫馨感人。等候多年的好友終於出現，

老闆趕快到廚房下拉麵，每人一大碗熱騰騰拉麵外，

還有其它菜色可搭配，豐富哪！見面後，老闆夫婦便

將這多年來除夕夜都在癡癡等待情形告知他們母子，

因為沒住址也無從聯繫，只有默默盼著奇蹟出現及暗

中祝福著平安無事，讓她們母子刻骨銘心的感動，尤

其孩子的媽，更是熱淚盈眶、泣不成聲，兩個大小孩

也跟隨紅了眼眶。

　隨後，這位婦人將幾年來的遭遇告知老闆夫婦，而

含辛茹苦的撫養兩個孩子也有了代價，一個當律師，

一個在報社當記者。最後這位當記者的孩子將真實故

事寫成文章刊登於報上，很快的，故事「掌聲」熱烈

響起，除了這個店家湧進大批客人外，還受到電視台

的青睞，將真實故事搬上螢幕，引起日本百姓壓倒性

的共鳴，風靡全國。

結語

　故事情節感人，展現人類「善良本性」的光輝。故

事中婦人雖然生活艱難困苦，但為養子成人，母兼父

職謹守本分，無怨無悔的辛苦付出，是社會傳統美德

的典範值得喝采。而在落難時，拉麵老闆夫婦，寬宏

大量的熱情以待，讓這貧困一家人備覺溫馨，雖然只

是一碗不起眼的拉麵加上肉片、豆芽菜，卻猶如雪中

送炭讓貧窮人家覺得很溫暖，這對善心夫婦的仁慈關

懷是社會和諧得以延續的主要力量之一，值得效法、

鼓勵、提倡及宣導。現在文明社會，道德水準卻不若

往昔，希望藉此故事讓人在煩忙緊張的環境裡，對逐

漸衰退的道德再度重視起來，具有讓人沉思啟迪、達

到潛移默化的鼓舞作用。

申年論猴

一碗拉麵的故事

◎老中山／張錫祚

　時光易逝、歲月不居，轉瞬間，民國

一○四年的元旦及春節即將到來，為了

慶祝這兩個節日，不免家家戶戶都會準

備豐盛的三牲和水果來祭祖和食用。明

年在我國的十二生肖之中是申猴年，在

六十花甲中的第五個申年，按干支的紀

年順序是：「壬申、甲申、丙申、戊

申、庚申」。大家皆知，猴的性格聰明

伶俐，喜愛蹦蹦跳跳，屬猴的人想必都

很聰明活潑吧！

　猴是靈長目動物，牠和人類的生理狀

況非常接近，通常人們都叫牠猿猴。猴

在我國有狙（ㄐㄩ）、（猱ㄋㄠˊ）、

猓（ㄍㄨㄛˇ）、玃（ㄐㄩㄝˊ）、獼

等不同名稱和區別，現今世界上猴有

三百多種，都是屬於人猿科，如大猩

猩、狒狒和最小的金絲猴。

　猴非家畜，與人類生活的關係比不上

六畜來得密切，可是儘管國內外的代表

性吉祥物各有不同，但總少不了猴，

猴與「侯」同音，國畫常用猴來象徵

「侯」，再加上一隻蜜蜂，便成了「封

侯」的意思，於是猴同「羊」（祥）一

樣，也成了代表祥瑞的動物，既可以入

畫又可以入詩。在我國的古典文學畫廊

中，最光彩奪目的猴形象是孫悟空，號

稱「齊天大聖」，又稱「美猴王」，可

七十二變化，一個觔斗雲可翻十萬八千

里，牠也能入地府、闖龍宮、鬧天門，

神通廣大，天不怕、地不怕，牠嫉惡如

仇，在西行的取經路上，降妖除怪、化

險為夷，在我國的古典文學形象中，散

發出了燦爛的光芒。

　猿猴的長相很像人，在呂氏春秋中便

有「狗似玃（ㄐㄩㄝˊ）、玃是母猴、

母猴似人」的說法，猿猴不是人，可是

猿猴能坐能起能立，四肢如手，喜歡模

仿，個性溫和，對同類者有互助的精

神，人類對牠的行為，常用擬人來表

現，從以下的詞彙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一、猿計：猿猴的生計，比喻一個人

的生活很簡單，因為猴是素食動物。陸

游有詩云：「食果飲清泉，猿計亦何

闕」。

　二、猿酒：猿猴所釀的酒，據古書記

載：「瓊州多猿，嘗於石巖深處得猿

酒，以稻米和雜百花所造，味很辣，然

而絕難得。」猿猴所造之酒，可視為名

酒，可是無法獲得配方。

　三、猴戲：弄猴為戲，即說玩猴的。

春秋時就有此種專業人，據太平廣記記

載：「蜀人陽千度善弄猢猻，曾飼養十

餘隻，會人言語，會騎馬作參軍戲」。

稱謂猴戲。

　四、猴頭：對於小廝的稱呼，據續前

定錄記載：「高祖少時遊洛下，人謂為

猴頭郎」。後世稱淘氣的晚輩叫猴頭。

　五、沐猴而冠：這句成語涵義有二：

一是形容一個人不成氣候，從舉止上可

看出沒有出息；另一說是形容一個人性

情急躁，沒有耐性與修養，舉止過於輕

浮。

　六、猿猴取月：比喻愚蠢盲從的舉

動，徒勞無功。這句成語源於佛教經

典，是說猿猴在樹上見井中有月亮，猿

猴拉著樹枝，然後手尾相接，一個牽著

一個下井取月，結果樹枝斷裂，猿猴都

掉到井裡淹死了，徒勞無功。

　七、朝三暮四：這句成語無猿無猴，

但卻與猿猴有直接關係，因為這句話所

指的對象是狙，是猿猴的一種，據莊子

的齊物論中記載：「宋國有一餵養狙的

老人，養了成群的狙，他擔心果子不夠

牠們吃，於是對牠們說：「早上給四個

吃，晚上給三個吃，如何？」，群狙亂

叫表示抗議。老人接著說：「那麼早上

給吃三個，晚上給四個吃，可以吧」！

他們聽了不叫了，表示滿意。朝四暮三

和朝三暮四其實都是一樣，只是順序顛

倒了一下罷了，是智者愚弄笨人的一種

常用的方法。

　在植物中有以猴命名的，猴蒜、猴

栗、猴薑、猴面樹等；舞者有猿舞，最

有趣的一個名詞是「猢猻王」，值得一

述，猢猻王就是啟蒙老師，俗話稱「孩

子頭兒」，是比喻昔日私塾的學童有頑

皮的，老師就叫「頭兒」。猿猴的舉

止，在歷來文人的筆下，都作人類一般

描繪，如猿啼、猿嘯、猿號、猿聲、猿

愁等。李白有詩云：「寂寂聞猿愁，行

行見雲收」。王昌齡也有詩云：「行到

荊門上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三峽

的猿啼聲，不知道引發了多少詩人感

嘆。猴是具有人性的動物，尤其是三峽

的猿鳴、猿啼、猿悲，最能感動人心，

我們古代詩人不知吟詠過多少這類的詩

詞，以猿猴為題的當推杜甫，如：「裊

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艱難人不免，

隱見爾如知。灌集猿從眾，全生或用

奇」。

　總之，民國一○五年是申年，也是猴

年。猴是吉祥動物，在這一年中，敬祝

國人新年快樂、工作順利，家家戶戶祭

神祭祖，平安如意、身體健康、事業有

成。在本院官員工努力之下，能研發出

更精密先進的武器。

◎化學所／姜智豪

摘要

　電鍍銅是廣泛應用於電子產品的一項

製程，主要應用於導線製作。今日電子

產品為高密度線路連接、高容量記憶空

間或更快的運算處理速度，特別是在行

動電子品或儲存元件的應用。填孔技

術 (Via filling) 是目前先進封裝的關

鍵技術之一，使用電鍍銅技術，讓線路

連接方式可以三維方向堆疊或以垂直

方向作最短距離連接，以作為取代以

往 2D 的線路連接方式，將改善運算速

度或功率消耗。目前鍍銅填孔的技術主

要有應用在 IC 載板、半導體與晶片等

級封裝 (CSP, chip scale package) 等

領域。本項技術需考量為填孔深寬比及

長製程時間等因素，本報告將就 IC 載

板製程所應用到的微盲孔 (BMV, blind 

micro-via) 與通孔 (through hole) 的

電鍍填孔製程進行探討。

關 鍵 字 : via filling、copper 

plating

 

前言

　現今電子產品不斷往小型化、多功

能、高效能、高儲存容量與低功率損耗

等方向改善，因此 IC 載板需朝向高密

度線路板、半導體晶片銅線路也需更微

小化、封裝方式朝往 3D IC 或立體堆

疊等方向開發，將以往 2D 線路結構轉

成 3D 結構，就如同平房結構轉變為高

樓結構，則將使儲存空間變大 ;且增加

使用功能。其中電鍍銅填孔為此領域線

路製作的關鍵技術之一，在 IC 載板為

BMV/TH 鍍銅填孔、半導體晶片為銅鑲

埋 (Cu damascene) 與晶片封裝的矽導

通孔 (TSV, through silicon via) 等

[1]，如圖 1~2 所示。

　鍍銅填孔則因需考量微線路結構尺寸

與深寬比等因素考量，其製程難易度與

技術考量則有所不同。TSV 技術則往往

需面臨較大的深寬比，故被認為是較難

的製程，而 IC 載板 BMV/TH 鍍銅填孔，

則是因為線路尺寸較寬且深寬比較小，

故認為是相較容易。

　本篇報告將以介紹 IC 載板 BMV/TH 鍍

銅填孔的製程研究為主，製程中應用含

鐵離子的鍍銅製程，將可以有效率達到

鍍銅填孔，並可抑制表面銅增厚的狀

況。

原理

　電鍍銅的鍍液組成主要為銅離子、

硫 酸、

氯離子與

添加劑。

銅離子為

電鍍沈積

的銅金屬

來源 ; 硫

酸為增加

鍍液的導

電性，提

升電流效

率 ; 氯離

子能與有

機添加物

產生輔助

作用，使

得陰極表

面有一穩定的擴散層。

以一般電鍍銅理論，幾何形狀導致電流

密度分佈不均將會影響鍍銅沈積，孔口

處由於尖端放電因素，理論上沈積速

度較快，將易造成空洞 (void) 或縫隙

(seam) 等缺陷，如圖 3(a), (b) 所示。

　故為達到到圖3(c)的均勻鍍銅填孔，

添加劑是關鍵因素之一，其中包括 :加

速劑(accelerator)、平整劑(leveler)

與抑制劑 (suppressor) [2]。加速劑

通常可以與氯離子結合形成中間體而降

低銅離子還原反應的活化能，促進孔內

鍍銅加速，通常為含硫的小分子有機

物， 例 如 :SPS, Bis(3-sulfopropyl) 

disulfide。平整劑可以抑制在高電

流區 ( 例如 : 孔口 ) 的鍍銅速

率，通常為含氮有機物，例如 : 

JGB, Janus Green B。抑制劑為

在電極表面形成均勻的擴散層，

可抑制表面銅沈積，同時亦具有

降低表面張力與潤濕的效果，使

鍍液更容易進入孔內，增加質傳

效果，通常為高分子聚醇類有機

物， 例 如 :PEG, polyethylene 

glycol。添加劑在鍍銅填孔的分

佈與影響，如圖 4所示。

　本篇報告將介紹含鐵離子的電

鍍銅鍍液系統，其循環伏安(CV)

圖，如圖 5 所示，電壓於 0V 至較低為

Cu2+ 還原 Cu 的反應 ;0~0.4V 為 Fe3+ 還

原成 Fe2+。

Fe3+/Cu2+ 系統的反應機制如下：

主反應

Anode: 2Fe2+ → 2Fe3+ + 2e-　

Cathode: Cu2+ + 2e- → Cu　

次反應

Anode:2Fe2+ → 2Fe3+ + 2e- 　

Cathode: Fe3+ + e- → Fe2+　

　三價鐵離子與銅離子在陰極區形成競

爭反應，三價鐵離子還原成二價的亞鐵

離子反應可部分抑制在高電流密度區銅

離子還原的狀況，作為降低孔口與面銅

區域的鍍銅沈積速度。（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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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所／洪龍

　杜拉克在《管理的實踐》一書中曾引

述了一個有關三個石匠的寓言。

　有人問三個石匠他們在做什麼？

－第一個石匠答道：「我在養家活口。」

－第二個石匠答道：「我在做全國最棒

的石匠工作。」

－第三個石匠答道：「我在蓋一座教

堂。」

　很明顯地，第三個石匠才是真正的

「經理人」。

　本文並不打算談論有關有效「經理

人」的責任，而將著重在有效「經理人」

的來由，亦即「人的管理成效」及「管

理的人性要素」。

　我們知道，杜拉克的思想特色是：議

題廣博，兼具宏觀與微觀，文字間充滿

高度實用價值與可行性，各個議題背後

又擁有屬於自己的完整思想體系，在該

體系中，杜拉克會將社會、企業、管理

與人之間的互動與關懷，銜接得十分緊

密。因此，可以從企業的發展中，預見

社會的變化，從社會的趨勢中，感知企

業及管理人員未來的挑戰，最要緊的，

則是從企業在社會中的角色，延伸出人

性在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杜拉克在談

論高效能的習慣時，也一再強調，管理

者應善用人的長處，發揮人的長才才是

組織的唯一目的；若從人的短處來用

人，縱然不是虐待人，也是誤用人。其

實儒學的孔老夫子也曾教導我們「知人

善任」的用人智慧，提醒我們，用人前

應先識人、知人。

　杜拉克認為，我們必須重新定義

「人」的管理，不管是理論或實務，管

理成效並不是管理人，而是管理所要達

成的任務。所以，他希望人們要有這樣

的觀念：運作組織功能時，必須將人擺

在第一位，相信這樣距離他「新現實」

的社會就不遠了；因為，在那裡每個人

的自尊心都會受到相當的尊重；且管理

的最終任務應在促進員工的相互合作，

協助他們充分發揮優點，隱藏缺點。對

照職場的人資管理，顯然，不同的人要

用不同的方式管理，不同時空的同一群

人，也要使用不同的管理方式。

　人資管理是現代企業組織的一個重要

功能，且具備策略性與專業性。積極面

組織可以把人視為「資本」，卻也可以

消極的視作「成本」。冀望轉型後的本

院，能從過往「人事行政」的觀念與作

為中逐漸蛻變，體會杜拉克對「人」的

管理定義，把「尊重每個人的自尊心」

視為管理的要項，用人前先識人、知

人，再協助發揮優點，隱藏缺點。果能

掌握杜拉克「管理的人性要素」，把同

仁都管得像第三個石匠一般，或許距離

他所謂《管理的實踐》的組織型態就不

遠了！

( 杜拉克思考心得系列之三 )

◎資通所／陳德富

　廉價航空，以副品牌之姿切入市

場結果大放異彩，吸引不少同業跟

進，以台灣為例，現階段已經有

13 家品牌正在激戰。前一段時間

油價高居不下，航空業者因應成本

考量不得不調整機票價格，但在小

資經濟當道的時代，難免造成消費

者微詞。

　近期筆者於七月赴日觀光，特將

廉價航空為何可以降低價格，整理

如后：

　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家公司

要能夠賺錢，不外乎兩種方式：

(1) 增加收入 (2) 降低開銷。很顯

然地，大家知道要如何理解廉航的

運作嗎，沒錯，靠的就是「節省成

本」，將所有服務拆開，獨立成一

個個的收費項目，如果你需要其中

幾項特定的服務，你得另外付費 !

　以台灣人最愛去的旅日路線為

例，從國人主要搭乘的五家廉價航

空蒐集資訊並整理後，便可以清楚

看出一般人在搭機時，會被收取額

外費用的項目。

1. 機場稅：誘人的促銷價格，都

是指單純的一張機票，沒有包含兵

險及機場稅。

2. 更改行程：如果您臨時要更改

班機，或是不小心誤植名字（多半

是英文拼錯與護照不符），傳統的

機票通常可以免費幫你做修正的而

服務，廉價航空因為規模較小，人

力有限，將會酌收費用。

3. 隨身行李：廉航的飛機款式較

小，載客量少於大型客機，置物空

間有限，多是提供短程飛行，不希

望旅客帶太多行李，因此隨身限重

僅在 7~10 公斤內為免費，超過的

話被加收的費用會比傳統客機多。

4. 餐點，枕頭 /毛毯。

5. 指定座位：廉價航空的機上活

動空間較狹窄，座位密集分佈是廉

價航空的特色之一，除了服務的中

央走道外，其餘的空間都被座椅填

滿，如果您

人高馬大，

需要寬敞一

點的空間，

最好加購較

大的寬敞座

位。

(1)

(2)

(3)

(4)

電鍍銅製程於線路封裝填孔技術應用(上)

學
思
杜
拉
克
／
管
理
的
人
性
要
素

廉價航空的隱形花費

圖5. 含鐵離子的電鍍銅鍍液，其循環伏安(CV)圖

圖３. 缺陷型態:(a)空洞; (b)縫隙; 

(c)均勻填孔

圖4. 添加劑在鍍銅填孔的分佈與影響

圖1. IC載板BMV/TH鍍銅填孔

圖2. 半導體晶片銅鑲埋(左)與晶片封

裝矽導通孔(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