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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力後，13點20分往臺灣山毛櫸國家步道

出發，山毛櫸國家森林步道，為92年太

平山國家森林遊樂區精心規劃的森林步

道之一，亦是目前臺灣最大面積的山毛

櫸原始純林，是珍貴而稀有的古老物

種。單程3.8K，來回約4小時的步程，

不疾不緩，最能細心慢慢體會步道之

美。

　回到山毛櫸國家森林步道入口時，迎

接我們的是燦爛奪目的日落晚霞，真是

幸運啊！

　是夜，住宿於太平山莊豪華的八人通

鋪，縱使睡個12人也不擁擠，有計劃來

太平山住宿的朋友，這八人房絕對物超

所值。當晚我們用餐後，還到交誼廳觀

賞太平山區的影片分享，從而更加瞭解

太平山過去的林務史。

　11月6日天氣晴，溫度涼爽舒適，我

們開始進入重頭戲了，拜訪此行的主角

「太加縱走」。七點三十分背起背包，

通過「原始森林公園」木造牌坊，沿著

太平山森林步道由太平山莊旁之階梯拾

階直上。此段較辛苦，不常爬山者，請

以慢速度調整呼吸，不要急，其中會有

多條岔路令人無所適從。

　續沿「鐵杉林自然步道」，經造型特

殊的人字拱門循階續上。走在扁柏林

裡，鐵杉陸續現身，林蔭旁有沼澤區，

不遠處即是木馬道展示，踏上木階之觀

景台就是終點。而太加縱走的入口處就

在木馬道展示內，十分隱密，想必那不

是一般遊客會走的路線，所以刻意隱藏

的。

　8點40分上背包出發，從旁邊鑽入比

人高的箭竹林中，出箭竹林後，開始進

入原始森林區，改換在鐵杉林中漫步，

路途平緩潮濕。一小時後抵達第一大的

樹屏風，應該是鐵杉樹幹倒下後盤根錯

結，形成一特殊造型，目測寬10米，高

4到5米，十分壯觀，其交錯的根結，剛

好藉此爬上去，與樹屏風親近及合照留

影。

　十一點多經過多門山(H2273 M)，有

三等三角點基石，隱藏在林中平坦無視

野，拍完到此一遊紀錄後，上背包出

發，接上寬稜，進入森林遇到沼澤，這

裡的林相較為複雜潮濕，此處林木均像

穿上毛衣般的松蘿，四周林木均都爬滿

草綠色松蘿與蘚苔。沿途多處倒木，需

蹲低或鑽行經過，爬上、爬下、夠累人

的。沿途陡上陡下，又是倒木，又是箭

竹林，走起來還挺累人的。在一視野不

錯的地方，趕快補充體力稍微休息後，

12點半出發繼續後面的挑戰。

　經過數個陡上陡下不太明顯的山徑，

於下午2點40分，終於看到了湖泊群中

的第一個湖泊「多望池」了，說是池，

其實只有數根倒木橫躺池心而已，或許

雨季時這裡曾經蓄滿水。行行又行行，

終於在五點半抵達「閃電池」，聽說此

閃電池比加羅湖還美麗，可惜看到時天

色已暗又沒水，池底乾涸，只剩一處窪

地上有水，經過雷擊枯木數棵，但是看

到這個即表示加羅湖快到了。

　在這條太加縱走路上，千萬不要摸黑

走路，因為在漆黑的山徑中要辛苦找前

人留下的路條尋路真的很不容易，在閃

電池，僅僅為了找到往加羅湖正確的方

位，耗了將近二十分鐘之久，而且會越

找越慌。

　終於，在晚上6點半抵達海拔約2246 

M的「加羅湖」，我們的高山協作，很

稱職的已經搭好帳篷與料理好豐盛的晚

餐，免得我們累得半死時，還要張羅住

的、吃的，真是感恩您啊。那一夜，只

有我們這一隊在此紮營，享受著無與倫

比的寧靜……。

　11月7日（星期六）天氣晴，5點不

到，早起的鳥兒閒不住，只為追尋第一

道曙光灑在加羅湖畔前的霧氣未蒸發的

美景，大夥繞了一圈，各自尋找最佳角

度及倒影。

　加羅湖泊群，有著散落在荒莽間的仙

女珍珠項鍊般的美譽，比較著名的有加

羅湖、閃電池、偉蛋池、豪邁池、撤退

池等至少二十個大小不一的湖泊，散佈

在1700公尺到2300公尺之間，枯木倒

木、芒草原與泥沼的交錯景觀下，和一

般的高山湖泊如七彩湖、嘉明湖，那種

明媚風情迥然不同。

　9點，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背起背

包先經過偉蛋池、豪邁池，登上加羅山

(H2320 M)，有三等三角點基石，視野

極佳，可看到南湖大山、聖稜線、大小

霸尖山。再一路下坡，陡下柳杉樹林

中，11點半抵達帆船木營地，稍事休息

後，踩在枝橫交錯的樹根繼續一路下

坡，到達林道登山口時，來接我們的小

巴士司機，很貼心為我們準備在地的雞

翅、茶葉蛋、蔥油餅等美味佳餚，好好

吃喔。

　下午5點，繞到太平山鳩之澤溫泉泡

湯，洗去一身疲勞，舒展筋骨好不舒

暢。泡完湯後並在玉蘭村茶園享用原住

民風味餐後，回到中壢已經9點半了。

　感謝祥烽兄詳細記載的行程記錄，雖

然返回至今已經半年了，寧靜的加羅湖

身影還歷歷在望，那圍繞湖畔的冷杉

林、湖畔的帳篷倒影，一切都是那麼地

美，如有機會再走同樣的路線，歡迎您

加入一起挑戰。

◎電子所／張文燈

　所謂「太加縱走」，

意指從宜蘭縣太平山往

西北方向走到宜蘭縣四

季村這條路線，全程上下數十個山頭，

而且都是在原始密林中，路徑不是很明

顯，所需時間約8~10小時，是一個挑戰

型的中級山路線。

　健行社社長張文燈，於104年11月5日

～11月7日，帶領共8人的隊伍，依照網

路上搜尋而來的資料，首次進入這個令

人垂涎又恨之入骨的路線，只因為她

「加羅湖」是個藏身在中央山脈尾稜上

的耀眼明星。

　11月5日清晨，我們搭乘小型巴士，

從中壢經龍潭接國五往宜蘭，於九點半

抵達太平山土場收費管制站，稍事休息

後，途經號稱票選全台最美的「見晴懷

古步道」，昔日是山地運材軌道，她真

是小而美，全程約6公里長，雖然因颱

風因素，只開放前面的九百公尺，但已

經讓這條步道躋身進入不可錯失的全球

步道排名之內，可見她的魅力所在。

　12點時分來到翠峰湖畔，稍事補充體

◎老中山／樹枝

　讀者聽來可能不可思議，不起眼的香蕉不僅好

吃，也容易種植又便宜，怎麼會缺？「神」造萬物

的確是很奇妙，既要滿足萬物需求，又必須是容易

種植且生長平順，營養好吃，易為萬物消化，為大

眾生命著想。而營養成分超棒的「香蕉」，正好俱

足動物所需的這些條件。但大部分人卻當成低劣食

「果」，甚至不屑一顧……或許民眾真正認識香蕉

的時候未到吧！

　串串金黃色香蕉，看來好漂亮，令人垂涎！它曾

經為台灣打造過「香蕉王國」的美譽，令人印象深

刻。不過很多人吃香蕉，都異口同聲的知道香甜、

可口好吃、廉價美味，卻不知香蕉對人類有哪些益

處？

　香蕉為熱帶、亞熱帶地區植物芭蕉科芭蕉屬，多

年生草本。屬熱帶果樹，果實長形，稍彎，味香

甜，故稱為「香蕉」。不過香蕉依形狀論可分一般

香蕉、芭蕉、旦蕉、美人蕉、蘋果蕉、紅皮蕉、粉

蕉……其果肉莖大小、外觀形狀大不相同，風味也

各有獨特。美人蕉科美人蕉屬，夏天葉心出花，有

卵圓形披針狀的苞，花序直立，包尖端多呈黃色，

花色繁富而以紅、黃為多，有「紅蕉」稱為，因外

形酷似美女秀長手指且模樣可愛，故有「美人蕉」

之雅譽。

　香蕉依季節性可分為春蕉、夏蕉、秋蕉、冬蕉，

所謂季節性香蕉是以「吐筆」時期為準。香蕉樹一

般成長（以及果實的飽滿速度）在夏熱天會成長快

速，而冬天比較緩慢。然而不管夏天或是冬天，其

蕉果向陽面會比較快速飽滿。

　香蕉含大量鉀、鎂，據了解，前者可防止血壓升

高、肌肉痙攣、降低中風危險，後者可消除疲勞。

而香蕉也含豐富果酸及維他命A、B1、B2、C……等

可幫助消化，且老少咸宜。由於寶島香蕉的盛產、

價廉物美，多加食用，有益健康。這也是為什麼日

本人嗜食香蕉的主要原因。根據日本科學家的研究

發現，香蕉中具有抗癌作用的物質TNF。而且香蕉

愈成熟，其抗癌效果愈高。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山崎利用動物試驗，比較了香

蕉、葡萄、蘋果、西瓜、菠蘿、梨子、柿子等多種

水果的免疫活性，結果證實其中以香蕉的效果最

好，能夠增加白血球，改善免疫系統的功能，還會

產生攻擊異常細胞的物質TNF。而且也發現，香蕉

愈成熟，即表皮上「黑斑」愈多，它的免疫活性也

就愈高。

　民眾日常生活中，若每天吃1~2根香蕉，便可提

升身體的免疫能力來預防感染，特別是預防感冒和

流感等病毒的侵襲。山崎教授指出，在黃色表皮上

出現「黑色斑點」的香蕉，其增加白血球的能力，

要比表皮發青綠的香蕉強8倍。兩條香蕉，可以提

供足夠能量維持90分鐘劇烈運動，奇特效能不容小

覷。而且其具有的免疫激化作用比較溫和，在人體

狀態健康時並不會使免疫力異常升高，但對病人，

老人和抵抗力差的體弱者則很有效果。

　香蕉對憂鬱、貧血、提高學生的專注力、便秘、

緊張、體重肥胖、胃潰瘍、壓力、中風等都有很大

幫助。還有，吃香蕉要吃果皮上出現些許黑斑的香

蕉，也就是說賣相越「差」營養價值越高，還有抗

癌暨防止便秘等效用。

　香蕉吃完後皮不要急著丟掉，據實驗證明，香蕉

皮大有功用，像是廚房內污垢，沾滿油漬的鍋蓋，

甚至皮製鞋子，都能用香蕉皮恢復光澤，甚至還可

以抑制皮膚搔癢。

　以上對香蕉詮釋，大家或許認同，也許聳聳肩。

不過當今食安惡化同時，使得大部份人在飲食上不

知所措，在驚慌之餘，對健康警覺性相對提高，養

生意識抬頭。這些不起眼的香蕉，預估將會逐漸為

民眾所認同與接受，待人們認識香蕉對人體真正重

要性後，未來「蕉」漲價揚的同時，「缺」貨的時

辰也將隨之到來，筆者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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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晴懷古步道上昔日山地運材軌道，小

朋友們模仿當時小火車在鐵軌上行走的

模樣，令人懷念。

山毛櫸國家森林步道

倒木與箭竹林交雜的路段

日落晚霞

在加羅湖迎接第一道曙光

◎資通所／洪龍

　杜拉克在《杜拉克

談未來企業》一書中

曾說明每隔幾百年就

會出現的巨大轉變是

如何發生的，以及這

種轉變對社會造成什

麼樣的重大影響，包

括：世界觀、基本價

值觀、商業和經濟以

及社會與政策結構。

他表示，我們所處的

時代正在劇烈變化，

從資本主義和民族國

家的時代轉變為知識

社會和組織社會。杜

拉克橫貫古今，探討

工業革命、生產力革

命、管理革命以及企

業治理；在書中，他

闡述組織的新功能、

知識經濟學以及社會

和經濟應該以生產力

為優先，並探討與知識相關的

議題，以及知識在後資本主義

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

　後資本主義社會是個知識社

會，也是個組織社會，兩者相

互依存，但在概念、觀念和價

值上，兩者卻截然不同。專業

知識本身沒有任何產出，唯有

與任務結合，才能發揮生產

力，這也正是知識社會之所以

又是組織社會的緣故。無論是

商業或非商業組織，其目標與

功能都是將專業知識融入日常

任務；唯有組織，才能提供知

識工作者發揮效能；也唯有組

織，才能將知識工作者的專業

知識化為績效。

　後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資源

是知識，主導這個社會的族群

則是知識工作者。為了促進知

識工作者的生產力，杜拉克歸

納出六個關鍵因素：

一、關於知識工作者的生產

力，我們必須問一個問題：你

的工作內容是什麼？

二、我們必須讓每一個知識工

作者為他們自己的生產力負起

責任；知識工作者必須自我管

理，也必須擁有自主權。

三、知識工作者在工作、任務

和責任上，都必須持續創新。

四、知識工作者必須持續學

習，也應持續教導他人。

五、知識工作者的生產力不在

於工作成果的量，質的重要性

不亞於量。

六、要讓知識工作者有生產

力，就必須把他們當作「資

產」，而不是「成本」；必須

讓知識工作者願意為他們的組

織工作，而放棄其他的機會。

　當然，有能力而且願意為組

織目標付出承諾的知識工作

者，才是一個企業組織的最重

要資產。能力高、承諾偏低

者，徒具洋溢的才華，卻做不

了事；相對的，承諾高、能力

偏低者，雖不出色，卻能把工

作做完。知識工作者的智慧資

本同時需要能力與承諾兩項條

件，它們是相乘的效果，只要

其中一項偏低，就會影響智慧

資本的整體效益。

　就作為一個研究發展機構及

其工作屬性而言，本院同仁實

質上已是杜拉克口中的典型知

識工作者；為提高知識工作者

的生產力，杜拉克已為我們提

供了六個關鍵因素；惟需要大

家認同的是，知識工作者所具

備的「自我負責」、「自我管

理」、「持續創新」、「持續

學習」、「質重於量」及「視

為資產」等特質。

( 學思杜拉克系列之九 )

資安保密之國防線上
為確保國防資訊不受任何有形及無形入侵，必須積極從政策面、管理面、技術面
三管齊下，普及資安認知教育與保密防諜作為，進而確保國家及國防整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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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09:00~16:00  

2016「活力 ‧ Ｅ起

舞動」第十四屆全國

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

童母語歌舞劇競賽

（展演中心）

6/01 18:30 天 聲 壢

質 -內壢高中音樂會

（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6/03 19:00 桃 園 市

立中興國中 27 屆音

樂班畢業音樂會《睡

公主》（文化局演藝

廳）

6/03 19:00 國 立 中

央大學附屬中壢高級

中學第十八屆音樂班

畢業音樂會（中壢藝

術館音樂廳）

6/03 19:30 魔 力 之

舞－風雲再起－愛爾

蘭踢踏舞劇（展演中

心）

6/05 14:30 直 笛 的

美麗花園（文化局演

藝廳）

6/08 19:00 大 成 國

小 17 屆 畢 業 音 樂

會—藝世琴緣（文化

局演藝廳）

6/10 19:00《樂團實

務講座》（展演中

心）

6/10 19:30 客 家 音

樂歌舞劇《香絲 ‧

相思》（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6/11 19:00《舞動光

影》-SummerJump（展

演中心）

6/11 19:30 徐 千 黛

2016 小提琴獨奏會

（文化局演藝廳）

6/12 14:30 福 爾 摩

沙之夢 -蕭泰然紀念

音樂會（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6/12 19:00 金 喇 叭

銅管 5重奏 -四週年

音樂會 -台灣廟 -台

灣情 -台灣歌（文化

局演藝廳）

6/15 19:00~20:30

「大地行走——池

上‧駐村‧蔣勳」

講座（中壢藝術館音

樂廳）

◎資管中心／江其欣

　從國安局相關報告指出，中共近年透過網路竊取資

訊高達 2 萬 6000 餘筆，對我資訊安全帶來負面衝擊

與無形威脅，危險程度絕對不亞於沿岸部署的飛彈。

據國際電腦安全協會（ICSA）報告顯示，60% 的洩密

事件，是來自組織與企業內部，只有 15% 是來自外部

入侵；而上述 60% 的洩密案件，因為人員疏忽或未按

保密程序所造成之事件更高達 80%，顯見要防範洩密

情事，主要還是要從「人」的問題來解決……。

　從事資安工作的小安敏感這個訊息，連想到 2014

年有媒體報導自稱「伊斯蘭國駭客部門」的組織，曾

在網路公布包括百名美軍的「獵殺名單」，引發美軍

眷屬憂心，而紛紛調整社群網站隱私設定。此事讓人

意識到，網路社群、即時通訊軟體等新科技，可能成

為洩漏個資與機密的潛在漏洞，嚴重者甚至危及國家

安全；到底有什麼方法，讓資通訊安全落實在個人保

密素養和安全警覺呢？

　趁著下午健走的時機，小安把這個問題提出，想聽

聽大保見解，大保一本正經言道：據當時美國網路安

全公司 Flashpoint Intelligence 的分析，事實上

「獵殺名單」並無法證明是恐怖組織入侵資料庫所取

得，而相關資訊應是從公開網路資訊，或是社群網站

的個人聯絡方式所獲。小安聽到這裡驚覺：那社群網

路和即時通訊等虛擬交流空間，已高度融入現代人的

日常生活，但在習慣性地進行資訊交流時，網路中虛

擬的資訊集散點，卻可能成為有心人獲取個資和機密

的最佳途徑。這不僅是個人安全的隱憂；若公開者觸

及機密資訊，也會威脅國家安全，這「獵殺名單」事

件豈不是夢魘的冰山一角呀？

　大保接著說：對一般人而言，通常只會思考如何方

便快速地運用社群網站和即時通訊軟體，卻很少慮及

可能的洩密及個資外洩問題。這些媒介的諸多功能，

確實提供了極大的資訊傳遞便利性；但無形之中，也

成為敏感資料洩漏的來源。例如一些擁有廣大用戶的

社群網站，可以建立個人專頁，添加其他用戶作為朋

友並交換資訊；同時根據不同背景，加入各式各樣的

群組。這些個人以及朋友的基本資料，甚至在塗鴉牆

的留言，乃至張貼的相片，都可能成為有心人分析的

標的及收集資訊的來源。即時通訊軟體也存在同樣風

險，誰掌握了伺服器，誰就掌握一切流通資訊，也相

對升高了資訊安全的風險。

　小安試想：這個趨勢，不就凸顯了資訊安全及保防

工作的隱憂。大保繼續說：由於社群網站和即時通訊

軟體等新科技的普及，讓人運用時常忽視了其可能造

成的安全威脅。一個血淋淋的教訓，美國發生 4架美

軍直升機在伊拉克遭武裝團體摧毀。事後調查發現，

因為美軍士兵標記了拍照位置的照片，被上傳至網

路，導致武裝團體依循網路資訊而發動攻擊。這個例

子告訴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打卡、標示地點及拍照，

其實是一般人再自然不過的事；但同樣的習慣，如果

出現在安全相關領域，就可能帶來極大的危險。這也

促使美國軍方正式提出警告，社群網站的標示拍照地

點功能，可能置士兵性命於險地。

　為降低新科技帶來的風險、杜絕洩密，美軍開始對

◎航空所／歐陽駿塏

　風洞是研究空氣動力學與

設計飛行器時最基本也是最

重要的實驗設備，風洞除了

可模擬飛行載具真實飛行情

況和進行氣動力設計疑點排

除，有助於設計者進行飛行

載具研發作業外，亦可運用

於非航空領域之應用。

　航空研究所低速風洞於民

國 66 年 4 月至 67 年 7 月間

由美國 AEROLAB 公司設計

並委由中國造船公司共同

建置，為一水平循環式風

洞，試驗段寬 10 呎 (304.8

公分 )、高 7 呎 (213.4 公

分 )，測試風速範圍在 25m/

s~90m/s 之間，每次的測試

時間最長可達 30 分鐘。風

洞本體 ( 如圖 1) 係由金屬

結構本體、轉角導片、蜂巢

式整流網與濾網所組成，搭

配動力系統、模型支撐系

統、控制與資料擷取系統、

標準壓力系統、訊號擷取系

統、冷卻水系統及灑水系統

組成一功能完整之低速風

洞。

　為將本院研究發展過程中

累積之工程技術及裝備設施

等，協助政府機關或公民營

事業機構創新研發及解決各

項技術瓶頸，促進產業升級

及國際競爭力，凡政府機關

( 不含軍種委託及生產案、

經濟部委辦科技研究發展專

案 )或公、民營事業機構委

託本院或本院主動行銷提供

專業人力、技術及設備相關

服務工作，依本院技術服務

作業規定辦理，而本所擁有

國內最具規模且完整之風洞

測試能量。配合軍民通用政

策，將風洞試驗能量應用於

民生或氣象用途，可有效提

升產品價值及產業競爭力。

　在支援民間技術服務與業

界廠商接洽時，首要進行試

驗需求項目的評估與釐清，

一開始需先確認廠商所提供

之委託測試物件尺寸大小

( 長、寬、高 )，基本上測

試物件裝置於風洞中之阻塞

比不可超過風洞測試段截面

積之 10%，若受測物過大，

除了可能無法放入測試段外

亦會影響到試驗的結果。而

在測試風速的部分，主要係

依據蒲福風級表進行風速等

級的分類，目前本所承接廠

商最高測試風速為 17 級風

之等級，因本所低速風洞係

屬航空用途之風洞，其最低

測試風速約為 10~11 級風以

上，故均可滿足廠商進行抗

風測試時的風場環境。

　在受測物的安裝上，主要

係將受測物安裝於測試段的

地面轉盤 ( 如圖 2)，地面

轉盤可進行 360 度的旋轉，

當廠商將受測物安裝於轉盤

上，即可測試不同迎風面角

度情況下其測試物受到風力

影響的情況。另外因為廠商

的受測物可能安裝於不同的

支架上，本所風洞亦可提供

不同安裝支架以滿足廠商受

測物的安裝需求。

（下期待續）

其進行管理。早在 2002 年，就設立「軍事網路風險

評估小組」，負責監控相關網站及處理洩密問題。如

果軍人在網路公開軍事動向、行動計畫等敏感資訊，

就會受到違抗命令的指控。2007 年，美國國防部開

始禁止個人使用國防部電腦網路連結社群網站；2010

年起陸續發布一些管制軍人訪問社群網站的規範，包

括軍人上網必須採取真實姓名和驗證符號；所有在軍

事的網站頁面，都必須通過美國軍方註冊，為強化上

網和訪問社群網站的安全意識，美軍更曾出版「社群

網站指導手冊」。此外，為了禁止軍人在社群網站上

傳下載檔案資料，美軍甚至推出自己的影音分享社群

TroopTube。

　小安好奇：只有美軍如此？那其他各國也都有規範

軍隊上網和訪問社群網站嗎？大保立刻例舉：如英國

軍方一度在 2009 年發布禁令，禁止軍人訪問社群網

站、玩網路遊戲；以色列軍方也曾頒布類似禁令；南

韓國防部更是制定「社群網站使用指南」，詳細規定

軍人在登錄社群網站時，不得在個人簡介記載與軍事

有關資訊、不得輸入所屬軍隊位址。使用智慧型手機

時，不得啟用自動定位功能，及上傳可能涉及軍事安

全的資訊；也不得與北韓或有特殊目的之人或群組建

立關係。日本自衛隊則配發內部專用電腦，防止軍事

資訊外洩；並組織專業部門，對自衛隊人員私人電腦

的記憶體進行清除，對硬碟進行隔離。

　小安思索大保一席話有感而發：隨著科技的發展與

普及，全面禁止管制新的資通訊方式，既難符效益、

亦不可能奏效；但對網路社群和通訊科技可能引發的

洩密問題，特別是攸關國家安全議題，亦不能忽視。

其間關鍵，就是透過資安訓練、保防教育之觀念溝通

等方式，提高當事者對「資訊環境」（Information 

Environment）的了解，好比駕車奔馳高速公路同時，

也必須保持警覺，避免衝撞別人、也不要被別人撞，

如此才能在享受科技帶來的便利同時，降低洩密等負

面風險，取其利而避其害。

圖1.風洞本體

圖2.測試段地面轉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