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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發中心／林志清

　一年前，父親因急性

腎臟炎瞬間病情惡化送

醫院急救，一向健朗的

父親，在醫院遭受各種

不得不處理的醫療苦

難。看到父親痛苦的表

情與掙扎，讓我們兒女

心中之悲傷難以形容。

尤其長期與爸住在一起

的姐姐，更是懊惱自責

地認為是因她的疏忽所

致。姐姐內心的痛苦，

不亞於老爸所接受到的折磨。 

　當醫生在80天的盡力救治後告訴我們，父親的狀況

非常嚴重，只能靠藥物與儀器拖延無意義的殘喘壽命

時，我們在驚愕中面臨了生與死的抉擇。我知道必須

同意放棄治療，但在第一線日夜不停照顧爸爸的姐姐

卻不能接受這事實。看到老爸病床上的痛苦，又看到

老姐因為焦慮、憂心變得日益憔悴，我心如刀割。

　這時期，我的好同事陳金文先生，在圖書館借了一

本書給我看。他說，這本書會讓你更能了解生與死及

救與不救的生命真諦。當我看完了這本書，感動萬

分，書中所述確實能讓我們更能了解面臨生死時，什

麼是正確的抉擇？什麼是真正的愛？

　書名為《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一位加護病房醫師

的善終宣言》，是陽明大學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陳

秀丹大夫，以長期處理與面對生與死的親身經驗、深

切感受所編寫出的真誠指引。

　書的封面與封底，兩句話即道出人們面對摯愛的親

人遭遇無窮無盡的病床苦難折磨時，我們應如何正確

思考與抉擇的關鍵。

■封面─如果你自己都不願意受這種折磨，又怎能以

愛、孝順的名義，對所愛的親人決定如此的折磨？

■封底─只有面對死亡，我們才算學會真正生活。

　我將全書讀後，整理出陳醫生在書中對病人家屬苦

口婆心的勸解，可謂我們面對生死決擇時的句句金玉

良言如下：

　

●人生，從自己的哭聲走來，從別人的哭聲中離去。

●讓必須告別的哭聲，不再夾雜因為錯誤的仁慈，而

不幸淪為殘酷的懊悔。

●讓愛真情流露、真誠感動，更懂得為自己、為自己

所愛的人，握住當下的真愛。

●愛他，所以決定讓他走。

●死亡最深層的意義，就是讓活的人活得更好。

●父親（陳醫師的父親）的死，才讓我明白，原來父

親是用一生的病痛、一生的苦難，教我們要慈悲。

●我們常用「不得好死」來咒罵我們所厭惡的人。可

是，我們又用同樣的方法加在我們所摯愛的人身上。

●看到他活著卻是那樣地痛苦，我們卻自我安慰的

說：他還活著，我們沒有失去他…這樣的愛實在太自

◎資通所／陳德富

　自助旅行應攜帶裝備因人而異，每個人覺

得需要攜帶的物品不同，像我一個好朋友，

每次出國時一定要帶著他心愛的布偶一起出

國。筆者偏好行李越少越輕越好，畢竟很多

東西在當地都買得到，所以只帶必須用品就

夠了，比如護照、錢包、幾件換洗衣物、手

機充電器、相機、簡單的盥洗用具、小醫藥

包等等。提醒你的是航空公司都有行李重量

及尺寸規定，尤其是廉價航空，當你行李超

重或寸不符規定時，需付的額外行李重量費

用可是很嚇人的，我朋友就遇過，超重的行

李費竟然比機票還貴，等於買了兩張機票，

其實這些還不是自助旅行行前準備最重要

的，個人認為，最重要的是心態的調整：

一、自助旅行一切都要靠自己：不論你是走

有錢人路線或是當個背包客，行程中一定會

遇到很多困難或是需解決的事情，這時就要

保持靈活的腦袋去想事情，所謂山不轉路

轉、路不轉人轉，保持高抗壓性，困難的克

服這也是自助旅行的其中一項樂趣。

二、千萬別自以為是：很多我們在國內覺得

理所當然的事，在其他國家卻不見得通行，

比如東南亞國家的人行動效率較差，你在泰

國的7-11排隊買個東西，看到店員慢吞吞的

在結帳，甚至邊結帳邊聊天，你不禁火冒三

丈，這在台灣早被人投訴了，可是這在他們

國家，卻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你可能會催

促店員動作快點，但你是否有想過，你憑什

麼著急？在別人的國家，當然是要照他們的

規矩啊！另外再舉個例子，很多觀光地區都

會有兩種價錢，一是當地居民便宜的票價，

另一種是貴森森的觀光客票價，很多人就會

抱怨，憑什麼觀光客就該付高額的票價呢？

但你是否有想過，你有在當地繳稅嗎？你對

當地的唯一貢獻就是參觀他們的景點，所以

你付高額票價是應該的，而他們回饋當地居

民也是應該的！

三、尊重他人：他人自然也會尊重你，尤其

是對於對方文化和宗教千萬別觸犯對方禁

忌，畢竟那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與信仰寄託，

這可開不得玩笑！

四、對自己負責：出門在外一定會嘗試各種

新奇事物或是來個徹夜狂歡，但當你準備做

刺激事情或打算喝個爛醉，也或許遇到香辣

的一夜情時，先想想之後可能遇到的各種狀

況，如果考慮清楚了，也對那些後果可以接

受，就去做吧！再舉個例子，我在印度果亞

租摩托車時，車行老闆問我有沒有國際駕

照，如果沒有很可能會被警察抓到罰錢，我

在沒有國際駕照的情況下，考慮過後還是租

了摩托車，結果當然被抓到並罰了約一千多

台幣的罰金，但我並沒任何怨言，因為這是

我早就預想的到的後果。

五、財不露白：儘量多換些小鈔在身上，避

免讓不良份子打你的主意，財物可放在不同

的地方，就算被偷也只損失一部分。也請不

要抱著有錢就是大爺的心態，要知道，國外

很多地方就算你有錢，人家也未必會歡迎

你，自己丟臉就算了，別把台灣人的臉也丟

光了！舉個例子，國外很多餐廳是有服裝規

定的，穿著吊嘎啊和拖鞋是會被擋在外面

的，不是因為餐聽要裝高級，而是你隨便的

穿著會影響其他客人用餐的氣氛和情緒，所

以餐廳自然會把你擋在門外。

六、心境的轉換：在國外難免會遇到讓人沮

喪的事情，護照掉了、生病、錢包遺失、遇

到扒手、被騙，當你陷入焦慮甚至憤怒的情

緒時，不妨換個角度思考，這種在國內難得

遇到的事情都被你遇到了，這不也是挺有趣

的嗎？當你心境一轉換後，就會發現原來事

情並沒你想的嚴重，這樣也不會因為壞情緒

而破壞了接下來的行程，保持隨遇而安的心

態是很重要的。

　自助旅行的樂趣除了觀光到你想去的景

點、吃到你想吃的美食、買到你想買的東西

之外，我想接觸到當地的生活方式、和當地

人的互動，以及整個旅途的過程也是會讓你

在事後回味無窮而充滿樂趣的，朋友們，現

在就背起行囊，準備好出發，讓我們去看看

這個世界吧！

　最後還是那句老話：祝大家開開心心出

門、平平安安回家！

◎航空所／羅傳英

　有一場演講讓我們雀躍不

己，由天下文化及遠見雜誌

合辦，高希均董事長主持，

開場白由高希均董事長引

言，介紹能邀請郭董事長到

逢甲大學是破例，因為郭董

事長未曾到逢甲大學演講

過，今天是處女秀，全場師

生報以熱烈掌聲。

　郭董事長開講成功的特

質：「執著與面對挫折的勇

氣，沒有失敗經驗就沒有成

功，沒有失敗的淬煉，所得

到的成功絕不紮實。」郭董

事長舉例：賈柏斯與曾雅妮

為例說明執著的重要性。

　郭董事長與賈柏斯於1995

年認識，外人都認為賈柏斯

個性不好，其實就事論事，

因人而異，個人觀點不同。

　賈柏斯是偉大的創意家，

在產品的要求絕對執著，要

求達到的品質沒有談判空

間，甚至他有工作狂，每日

工作16小時以上，這是他的

執著，因而有人說他脾氣不

好，這就是原因之一。

　賈柏斯住院治療期間，

郭董事長到美國探望賈柏

斯，賈柏斯還當場將未上市

之iphone4操作給郭董事長

看，這是他們共同協力合作

的產品，賈柏斯在住院期間

還關注他的iphone 4，這就

是執著。

　郭董事長認識曾雅妮是在

曾雅妮18歲的時候，當時跟

曾雅妮一起打過球，每當曾

雅妮當日打球超過標準桿3

桿，晚上一定留下來打沙坑

球500球，郭董打球26年來

總共打沙坑球都還未超過

500球，而曾雅妮一夜就要

練習沙坑球500球，這就是

她的執著與毅力勇氣。

　另外一提的是，賈柏斯從

不在交換的名片上簽名，郭

董事長有次強要求賈柏斯在

名片上簽名，賈柏斯當次無

法抗拒，因為蘋果iphone剛

與鴻海簽訂合作契約，現今

此名片郭董事長以將它所在

保險庫內準備當家傳之寶傳

給兒子。

　鴻海集團目前在中部地區

要發展產業的主軸伺服馬

達、伺服控制器、精密機械

齒輪箱、光學元機件；也希

望中部地區優秀人才加入鴻

海大家庭。

　在未來趨勢上，中國大陸

將是本世紀未來六大中心，

政治中心、經濟中心、金融

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

心、軍事中心。而中南美洲

由其巴西是未開發的金礦，

企業發展開發對象。

　最後，給年輕學生的勉勵

是成功五部曲：

●第一部曲是負責任：有多

少責任就有多少權力。

●第二部曲是權利：有多少

責任就有多少權利。

●第三部曲是策略：要有因

地制宜的思為策略。

●第四部曲是決心：打死不

退。

●第五部曲是方法：千萬種

方法執著一種方法。

　聽完郭董事長談成功的特

質，成功絕非偶然，執著與

面對挫折的勇氣，賈柏斯工

作16小時與曾雅妮500球為

例，說明執著是很重要的，

加上成功五部曲，我想不成

功都很難，與同仁共勉之。

向殘酷的仁慈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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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旅行心態的調整

私。

●什麼是孝順？那就是讓父母過得好，遵照父母的意

願，真正設身處地為他們想，不讓他們受苦受難。

●遺愛─她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卻用她的器官讓另外

七個人重生，她的生命已不再拘限於這個軀殼中，而

更為寬廣了！

●一位醫生說：「愈是VIP的病人愈是可憐（不論代

價的救治，過多的醫療，只是在凌遲病人…），醫生

我自己一定不當VIP 病人。」

●久病臥床的老伯伯身上有個很大的褥瘡，深可見

骨，那該有多痛苦啊!真是難以想像的折磨。你能說

他不怨恨嗎？

●粗暴的臨終酷刑…原本明明是善終，卻演變成虐待

身體，形成不忍卒睹的慘狀。

●正派宗教都是以正面來看待死亡，天主、基督教認

為是回到主的懷抱；佛教是認為生命是個圓，沒有起

點與終點，一切在輪迴。

●生命原來是那麼脆弱，說走就走，人生不用太計

較。

●重患拖垮全家，台灣每十二個家庭，就有一個因家

人而面臨身心與經濟的煎熬。

　大家都會老，都會面臨親人的生死，當所愛的人在

生命中被折騰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時，我們要用真正

的愛、正確的方式，讓親人安心的去另一個世界。這

本書讓我有了新的人生觀，也讓我更懂得用愛去讓姊

姊走出悲傷。我希望藉由本書觀念的整理與分享，能

讓所有好友、好同事們有正確的思惟，就如同本書中

所寫的:「讓自己有一天輪到時，也能享有善終的權

利。」

片進行鍍銅金相觀察，其結果如圖 11

所示。

　TH 鍍銅填孔第一段製程為使通孔中

間形成連結，稱作 bally plating 或

butterfly，使通孔形成兩個BMV結構，

後續進行第二段鍍銅填孔程序。實驗結

果顯示通孔可填滿無孔洞缺陷，且孔深

小約 15μm。

(c) Pulse reverse current effect

　本項鍍銅填孔製程採用週期式往復

脈衝電源供應，在正向電流為 5 ASD 

(amp/dm2)，時間為 80ms（微秒）在一

個週期內，因相較一般 IC 載板面銅鍍

銅程序有較高的電流密度，故可提升製

程效率。在反相電流，以 40 ASD，時

間分別為 2、4、6 與 8 ms，進行鍍銅

填孔 ;並利用 FIB(focus ion bean) 與

SEM(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進行金相分析。每一個週期的暫停時間

為 10 ms，此可讓鍍銅沈積進行舒緩應

力的效果。其結果如圖 12 所示。

　於反相電流 2ms 的條件下，其結晶晶

格尺寸約為 1~3μm，為柱狀結構，然

而鍍銅機械性質 ( 延展度等測試 ) 不

佳。在 4 ms 的條件下，結晶晶格尺寸

約為 3~5μm，為多角形結晶結構，機

械性質良好。在 6 ms 的條件下，結晶

晶格尺寸約為 5~6μm，較少的多角形

結晶結構，機械性質尚可。在 8 ms 的

條件下，結晶晶格尺寸約為 5~6μm，

較多為等方向排列，機械性質不佳。由

此可觀察到反相電流不僅在於孔口的高

電流區進行反相補償(抑制厚度累積); 

並對鍍層性質具有深刻的影響，且反

相電流得製程設定範圍是相當的小，

在 1~2ms 的範圍即可對鍍層性質有所影

響。

結論

　電鍍銅填孔製程在今日的電子元件製

程是一項重要的技術，應用在 IC 載板

的 BMV/TH 填孔、半導體後段的銅鑲埋

線路或先進封裝的 TSV 製程，在面臨元

件不同線寬與深寬比的條件下 ;以及線

路隨世代繼續微小化，本技術製程難度

則是持續增加，也顯示此項製程對於電

子產品的重要性。整項技術是包含電

鍍液添

加物、

製程設

備與製

程控制

等各方

面的配

合，特

別台灣

為電子

元件產

品生產

國，產

官學界

則更應

當整合

此相關

研究與

應用開

發。

◎化學所／姜智豪

實驗

　 本 項 實 驗 採 用 ATOTECH Uniplate 

Inpulse 2 機 台， 如 圖 6 所 示，

其系統特色為採用不溶解性陽極

(insoluble anode)、週期式脈衝電源

供應 (periodic pulse reverse power 

supply)、副槽調整 Fe3+ 與 Cu2+ 離子濃

度與噴流系統。

　鍍銅工作槽的反應為主反應，其反應

式為 (1)~(4) 所示，將會消耗 Cu2+ 與

Fe3+ 離子，造成 Fe2+ 離子濃度上升。本

項裝置具有副槽設計將製程中含有 Fe2+

離子濃度較高的鍍液循環回流於副槽，

如圖 7所示。

　副槽陽極採用銅球放置方式，如圖

8 所示，依據線上監測主槽的 Cu2+/Fe3+

離子濃度，透過循環鍍液至副槽進行電

解調整 Cu2+/Fe3+ 離子濃度，其反應式 5

如下所示 :

Cu + 2Fe3+ → Cu2+  + 2Fe2+   (5)

　本項實驗裝置的特色為具有週期式脈

衝電源供應，其電流波形示意圖，如圖

9。電鍍過程中具有正向、暫停與反相

等電流控制，預期將使鍍層具有更好的

平整度分佈 (throwing power)、較佳

的電流效率、較薄的面銅沈積厚度、優

異的結晶結構與機械性質。

　鍍銅填孔製程所使用的鍍液組成通常

採用高濃度銅離子配方，本製程所使用

的鍍液組成如表 1。

　 本 項 製 程 採 用 CVS 方 法 (Cyclic 

Voltammetric Stripping) 進行添加劑

的分析，並依據結果進行添加劑補償。

實驗結果

(a) BMV filling

　本項鍍銅填孔技術於微盲孔工件，於

鍍銅填孔製程前已完成 PTH (plating 

the hole) 的步驟，其微盲孔尺寸為直

徑 150μm，深度 150μm，深寬比 1，

面銅厚度為 17μm。本項製程條件，如

表 2所示。

　在鍍銅填孔段的時間，每段程序約為

15 分鐘，一共經過 3 次，每次進行取

樣製作切片進行光學顯微鏡觀察鍍銅沈

積金相，其結果如圖 10 所示。

　實驗結果顯示在經過 1段鍍銅填孔程

序後 (~15 分鐘的鍍銅填孔時間 )，孔

洞空間已被填滿 2/3 以上 ;經過 2段鍍

銅填孔程序，則孔深 (dimple) 已經變

為 5.2μm，已達規格要求 (<15μm)，

且無孔洞缺陷產生。再經過 3段鍍銅填

孔程序，已經幾無孔深。且面銅厚度增

加相較於鍍銅填孔，則屬於輕微增加，

約 25μm。

(b) TH filling

　本項鍍銅填孔技術通孔工件 ( 製

程前已完成 PTH 步驟 )，尺寸為直徑

100μm，深度 150μm，深寬比 1.5，面

銅厚度為 17μm。本項製程條件，如表

3所示。

　在鍍銅填孔段的時間，每段程序約為

20 分鐘，一共經過 2 次，每次製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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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資通所／洪龍

　1909 年出生於奧地利維也納的

杜拉克 (2004 年卒於美國加州 )，

在當地及英國接受教育，並在德國

法蘭克福大學獲得公共行政及國際

法的博士學位。他熱愛登山與健

行，學習日本文化與藝術，被視為

管理學的創始者，更是近代組織管

理深具影響力及論著廣受歡迎的作

家、思想家及管理權威。

　杜拉克在《管理的使命》一書中

曾提到 IBM 的業務定位問題：有很

長一段時間，IBM 定義其業務為資

料處理，在 1950 年以前，這個定

義代表打孔卡及分類整理這些卡片

的機器設備。但當電腦問世，伴隨

著 IBM 缺乏專長的新科技出現時，

IBM 乃進行徹底的思考，並認知：

電腦將代表今後的資料處理。

　杜拉克認為，企業業務的定義不

在於企業的名稱、狀態或條款，而

是顧客購買某項產品或服務時，得

到渴望的滿足；管理者必須親自從

顧客身上得到答案，而不是試圖臆

測顧客的想法。「顧客是誰 ?」這

是界定企業使命和目標的首要問

題，也是關鍵問題。或許界定企業

使命及目標是件困難、痛苦且具風

險性的工作，但是，唯有這樣，企

業才能設定目標，發展策略，集中

資源，有所行動，進而管理績效。

　企業掌握使命與目標的最後一

個問題是「顧客眼裡的價值是什

麼？」，這個問題常遭忽視，管理

者也會認為「價值」就是企業對品

質的定義，事實上，顧客心中渴望

的滿足，才應該是他認定的價值。

試想，十幾歲少女買鞋子的價值是

什麼？時髦款式優先，價格其次，

耐久性則幾乎不考慮；只是，當她

當了母親之後，她的價值可能就變

為耐久、價格、舒適及合腳了。不

同顧客對於價值各有其想法，企業

管理者應該有系統地向顧客請教，

瞭解他們的想法；而企業成功時，

也正是管理者認真思考產品與服務

未能滿足顧客欲望與需求的時刻，

有能力思考及正確回答這些問題的

企業才能夠隱定成長。

　就著轉型後本院的新使命 (以優

質與創新科技能量，提供國軍精良

裝備與服務；以國防科技扶植民生

產業，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及營

運目標 (在國防自主政策指導下，

提升國防自主能量、協力國防工業

體系建置、增加國防技術附加價

值、降低國防預算依存度及壯大國

際市場競爭力 )，值此本院奮力向

前之際，冀望我們的管理者能藉由

杜拉克有關「顧客是誰 ?」、「顧

客眼裡的價值是什麼？」等問題的

思維概念，深入反瞻及思考，以確

保本院的隱定成長與永續經營。

(學思杜拉克系列之四 )

圖12. 反相電流影響: (a) 2ms; (b) 4ms; (c) 6ms; (d) 8ms 

表1. 鍍銅填孔製程鍍液組成 表3. TH鍍銅填孔製程參數

電鍍銅製程於線路封裝填孔技術應用(下)

圖6. BMV/TH鍍銅填孔水平線

圖7. 鍍銅主槽/副槽工作示意圖

圖. 8 鍍銅填孔製程副槽示意圖

圖9. 週期式脈衝電流波形示意圖

Cu 80 – 100 g/L

H2SO4 200 – 260 g/L

Cl- 70 – 90 ppm

Fe3+ 4 – 7 g/L

Accelerator InPulse 10 – 17 ml/L

Leveller InPulse H6 4 – 10 ml/L

Fe3+ 6.3 g/L

AFD 40 Hz

pump 35 Hz

speed 0.3 m/min (鍍銅槽約6 m 長度)

Inpulse-
parameter
ASDeff - 
ASDrev - T - 
t2 - t3 - t4 
- t5 - phase 
degree

20 min
5ASD - 40ASD - 80ms 
- 4ms - 10ms - 0ms - 
2.5 - 0 °

40 min

5ASD - 40ASD - 80ms 
- 4ms - 10ms - 0ms - 
2.5 - 0 °

圖10. BMV鍍銅填孔製程結果

圖11. TH鍍銅填孔製程結果

表2. BMV鍍銅填孔製程參數

Fe3+ 7.5 g/L

AFD 40 Hz

pump 35 Hz

speed 0.4 m/min (鍍銅槽約6 m 長度)

Inpulse-
parameter
ASDeff - 
ASDrev - T - 
t2 - t3 - t4 
- t5 - phase 
degree

15 min
5ASD - 40ASD - 80ms - 
4ms - 10ms - 0ms - 2.5 
- 0 °

30 min
5ASD - 40ASD - 80ms - 
4ms - 10ms - 0ms - 2.5 
- 0 °

45 min
5ASD - 40ASD - 80ms - 
4ms - 10ms - 0ms - 2.5 
- 0 °

2/20~3/6 洪 易 -

動物奇想世界（青

塘園、桃園展演中

心門前廣場）

3/4 19:00 咦！天

頂哪會破（仰會

爛）一個（隻）

空﹖（文化局演藝

廳）

3/5 13:00 歡笑特

攻隊 -莫斯科奇幻

小丑劇團（文化局

桃園館）

3/6 14：00 2016

美國音樂出訪 -靈

魂印記嘻哈樂團演

唱會（桃園展演中

心展演廳）

3/6 19:30 偶戲掌

乾坤巡演計畫 -誰

是英雄（文化局前

廣場）

3/11 19:30 小 丑

時光機（文化局演

藝廳）

3/ 1 2  1 4 : 0 0、

19:00 九天民俗技

藝團《鼓動奇蹟 -

九天寶貝聯盟慈善

公演》（桃園展演

中心 -展演廳）

3/12 19:00 星 穎

藝術 2016 ＂璀璨

百老匯＂經典音樂

劇選曲（文化局桃

園館）

3/13 14:30 天 琴

音樂家之繽紛室內

樂（文化局演藝

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