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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本州北陸5日遊(上)

◎化學所／姜智豪
飲食方式與益處
起司的風味有季節性的與地域性的考量，這牽
涉到乳類來源、牧草、氣候與製作等因素。一般
而言，起司口感最濃郁通常是在8、9月，此與夏
末初秋的牧草最為豐富有關，這也是鮮起司的最
佳品味季節。若考量熟成時間，硬質起司的最佳
風味應是在冬天。至於一般的加工起司是一年四
季都有生產，在風味品嘗上較無季節的考量。對
於重視品嘗葡萄酒的法國，在對於起司方面是如
同對待葡萄酒一般地重視，如同法國在1980年起
對於葡萄酒啟用了AOC分類管制方法，同樣地應
用於起司方面進行標示奶類、出產地、製造商、
起司的成份、特點與味道香氣等，不過目前貼上
標章的起司仍屬少數。想要品嘗乳酪原味的方
法，莫過於直接食用而沒有任何添加物，最能體
會它的香、濃、滑順口感。除了直接食用以外，
還有其他搭配方式：
(1)沙拉：和蔬菜水果一起食用，可在生鮮蔬果
的清脆好滋味之外，更品嘗起司本身之纖細滑
膩。
(2)配餐：可以與麵包、前菜或主菜進行搭配。
在部分義大利餐館中，有一道是起司品嘗，通常
是主菜結束後由服務生端出各種起司組合，待客
人挑選後進行享用。
(3)甜點：除了入菜之外，起司也可應用在甜點
製作上，起司具有各式濃郁的氣味與口感，不同
的起司有著不同的運用方式，以致產生了千變萬
化的口味，例如：起司蛋糕或著名的義大利甜點
提拉米蘇。
(4)酒類：依據不同的酒款而挑選起司進行搭
配，可於品酒時享有多重味覺之樂趣，特別是在
搭配葡萄酒時。
無論是哪種起司，都含有豐富的營養。由於起
司是牛奶「濃縮」後的產物，所以牛奶的營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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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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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節的由來

淺談起司(下)

◎老中山／張錫祚
我們都知道8月8日
是我國的父親節，但
多數人恐怕不知道國
際上有沒有父親節，
即使有人知道國際上
有父親節，但如果你
問自己或他人國際的
父親節是哪一天，可能很多人
回答不出來。國際的父親節，
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其起
源於美國華盛頓一位名叫約翰
杜德的夫人，她於西元1910年
（民國前1年）在慶祝母親節
時，心中曾產生了一個疑問：
世界上有母親節，卻沒有父親
節？她當時找不到答案，後來
才知道是因為沒有人發起。
約翰杜德夫人早年喪母，她
和五個弟弟從小由父親在含辛
茹苦的環境中撫養長大，並培
養他們完成了高級教育。為報
答父親的恩德，她踏入社會之
後便努力地工作，把賺來的錢
全部拿來奉養老父，但她認為
這樣做還不夠，不足以完全表
達對父親的恩德與崇敬之心。
於是她在友人拉斯馬斯的支持
下，提筆寫了一封言詞懇切的
信給教會，請求教會選定每年
六月的第三個星期天為父親
節，使她的父親與母親一樣有
個節日。
約翰杜德夫人選定這天的原

因，是因為每年這時正是太陽
最強烈的時候，美國教會認為
她的建議很有意義，於是便向
美國政府提出建議，迨至1924
年（民國13年），美國政府經
研討後採納了其建議，由總統
格力茲批准，才正式地頒布命
令通令全國一致遵行。自此之
後世界各國深受其影響，紛紛
也訂定這天為父親節，從此便
成了國際上的一個節日。
我國自古以來就以孝治國，
很重視孝道，講求「百善孝為
先」。我國父親節源於民國34
年8月8日抗日戰爭末期，當時
在上海的各界領袖有鑒於做父
親的對於國家社會和家庭所付
出的貢獻，於是便發起了以8
月8日的諧音做為父親節。抗
戰勝利後，黨國元老吳敬恆先
生等人認為此舉正是抗戰期間
民族正氣的純正表現，經呈奉
中央政府核定，每年的8月8日
為我國父親節，並通令全國一
致遵行，這就是我國父親節的
由來。
我的父母對我和弟妹三人，
一向不採用打罵的手段，始終
採取鼓勵和勸勉的方式來促進
我們學業的進步，讓我和弟妹
長大後都有成就。我升了上校
退休，弟弟升了工程師退休，
妹妹在研究股票方面也有所成
就。雖然父母均已去世，但我
們對兒女也採取父母對我們的
管教方式，在下兒女都大學畢
業，在社會上有所成就，深值
我們安慰，父母的管教方式，
令我們兄妹永生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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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8/21 8:0021:00 大地藝文學會
會員聯展（桃園展演
中心大廳）
8/19 18:30 上 揚 音
樂教室 28 週年音樂
發表會（文化局演藝
廳）
8/19 19:30「野狼與
彼得」創意音樂劇 :
風動室內樂團（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8/19 19:00~21:00
鐵玫瑰音樂學院－大
師講堂【從製作歌到
製作人，我與音樂的
對話】（桃園展演中
心大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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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機消音試車屋簡介

藝文資訊

◎航空所／林聖哲
為確保戰機飛行安全，發動機地面測試為必檢項目
之一。然而發動機測試時所造成的噪音，對於營區附
近居民而言，常造成困擾並產生民怨，甚至影響學生
上課的狀況。有鑑於此，我國空軍若干聯隊於營區內
已籌建完成戰機發動機消音試車屋。其目標為降低噪
音且達到環保法規需求，並將室外發動機野戰測試平
台移至消音屋內執行。除可達到當地環保法規要求、
解決民怨問題，更可增加夜間及惡劣環境下之測試作
業時間，對提昇空軍後勤維修有相當之助益。
消音試車屋設施
消音試車屋設計時除需考量基本結構強度安全規
範之外，亦需考量是否滿足消音降噪規範與氣流量
是否充足。若進氣量不足，會造成發動機發生湧振
(Surge) 狀況，進而損壞發動機；若進氣孔太大，反
而造成消音減噪效果變差，因此在這兩個參數條件

下，須做一個平衡，使消音試車屋發揮最大效益。本
文以台東志航基地消音試車屋為例 ( 圖 1)，介紹其
基本設施 ( 圖 2)。
1. 測試區：飛機或發動機停放區，含固定拉力樁與
控制系統。
2. 主進氣口：具消音功能之進氣口，提供發動機測
試時所需之進氣，並使不產生湧振。
3. 次進氣口：具消音功能之進氣口，用以混合發動
機尾管排氣，降低排氣溫度，避免吸音棉因高溫而燒
損。
4. 消音管：主要降噪區，用以順利排出廢氣，不滯
留於測試區而影響發動機性能。
5. 排氣折流囪：具消音功能之廢氣排出口，需具足
夠速度排出廢氣，但不可過高產生氣動渦流噪音。
6. 控制室：操作引擎試車之相關流程與數據監控，
室內環境經過特殊設計，具消音與減振之功能，可避
免工作人員因長期暴露在高分貝之噪音環境下，造成

8/20 19:30 武 陵
高中校友管樂團
《MedievalDemon》
（文化局演藝廳）
8/21 19:00 清 華 閣
周祐名掌中劇團：奇
幻 武 俠《 夢 仙 丹 》
（文化局前廣場）
8/24 19:30 賴品霖 &
謝慶威聯合音樂會－
大提琴與小提琴的對
話（文化局演藝廳）
8/25 19:00~-20:30
《ControlT- 追 一 個
音樂夢》音樂講座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
路 1188 號 桃 園 展 演
中心大廳）
8/27 19:30 小 提
琴與鋼琴的對話
ErmirAbeshi& 黃 彥
博（文化局演藝廳）
8/28 14:00~16:00
鐵玫瑰音樂學院－大
師講堂【流行音樂產
業發展趨勢】（龜山
眷村故事館 - 戶外廣
場）
8/28 15:00 都 柏 林
青少年音樂家弦樂團
2016 音 樂 公 演（ 文
化局演藝廳）

8/30 19:00~20:30
《NOWAY 音樂講座－
打破框架式編曲，人
聲與木吉他的對話》
（桃園市桃園區中正
路 1188 號 桃 園 展 演
中心大廳）
8/31 19:30 巴 雀 室
內樂集《通往古典與
浪漫》（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表面處理駐廠檢驗記事

高原巴士，全長23公里，需車程50分
鐘，由室堂站標高2450公尺，直下至美
女平標高977公尺，沿途可觀賞到高雪
牆、低雪牆與殘雪景色，及樹齡超過
◎電子所／林明池
麓，標高1,000米的高原上，佔地30萬 以選擇從長野的扇澤站為起點，路線為 200年的廣大山毛櫸林。再從美女平搭
本次日本本州北陸5 平方米的花園，每年春季都會舉辦“天 扇澤站→黑部水庫→黑部平→大觀峰→ 乘立山電纜車到立山車站，全長1.3公
日遊的行程，主要為 空鬱金香節”，巨大的花田內，栽培有 室堂（雪之大谷）→美女平→立山驛， 里，車程7分鐘，此電纜車以24度的險
探遊富士山天空花田 超過21萬株各式各樣的鬱金香，紅、 或由富山的立山驛為入口上山，從長野 峻坡度下降至立山車站，完成此次遊黑
鬱金香與賞本栖湖的 黃、橙、白等不同顏色的鬱金香花海， 的扇澤站下山，不管從那方向上山，會 部湖及觀賞立山行程。立山的室堂平原
芝櫻、遊黑部湖與觀 鮮嫩欲滴，隨風飄逸，當日氣候宜人， 在室堂交會及用中餐，也是遊黑部湖賞 （雪之大谷），是日本最早迎接初雪的
賞立山的雪牆、金澤兼六園與金澤城公 雲霧籠罩的富士山時隱時現，與鮮豔的 立山行程中，唯一可大團體用餐區，用 地方，每年到了11月，室堂會被白雪覆
園、白川鄉荻町合掌村集落、上高地風 鬱金香交相輝映，美不勝收。
餐時間需先預訂，否則很難排到團體用 蓋變成白色的世界，積雪量平均約有7
景區及東京區淺草觀音寺及明治神宮。
同樣富士山麓本栖湖的芝櫻祭也是在 餐。本次行程，我們從扇澤站（海拔 公尺高，最高可達20公尺，相當於十層
離開成田機場週邊旅館，首日要探 每年的4、5月，一棵棵紅、深粉紅、 1433m）搭乘關電隧道電軌車穿過6.1Km 樓高，路線因積雪太深而封山，須等到
遊富士山天空花田鬱金香及本栖湖的 白、淡粉紅、粉紅、紫花色的芝櫻盛開 長的關電隧道，搭乘時間為13分鐘，到 隔年4月挖雪開路，重啟旅遊路線，遊
芝櫻，富士山天空花田的鬱金香節， 於2.4公頃的園區內。由北美洲引入日 達黑部水庫（海拔1470m），關電隧道 黑部湖及觀賞立山的全程，需使用了登
從每年的4月底到5月下旬，我們5月中 本的芝櫻，花期接在櫻花之後，是一種 是當年關西電力公司開闢黑部水壩時， 山纜車及電軌車等4種不同交通方法與6
旬探遊此鬱金香節，富士山二丁目的 蔓生於地的花草，因其顏色與櫻花相 為運送材料而挖掘的隧道電軌車，出黑 個交通工具，每種交通工具把旅客一批
“GrinPa”遊樂園，建在富士山的山 似，花型也有一點點的像，就像一群長 部水庫大壩，步行於黑部水庫壩頂欣賞 批往下行程送。（下期待續）
在地上的櫻花一樣，但其實它並不是櫻 湖景後，再搭乘隧道電纜車到達黑部平
花，成長時匍匐性強，像草坪般的蓋滿 （海拔1828m），全長0.8公里，搭乘時
地面，各式顏色芝櫻編織成夢幻般絢麗 間5分鐘，在黑部平觀景台，可以俯瞰
壯觀的花海，園內築有一座「迷你芝櫻 整個黑部湖。
富士山」為遊客拍照景點。
從黑部平到大觀峰站，是搭乘立山空
遊黑部湖及觀賞立山的雪牆，是本次 中纜車，全長1.7公里，搭乘時間7分
日本行的最主要行程，是日天空不作 鐘，可全視野從空中鳥瞰立山群峰和全
美，下著細雨，還好整個行程中，除了 黑部湖美景，此時的大觀峰依舊覆蓋著
黑部水庫壩頂徒步於室外，其他行程都 殘雪。
在室內或隧道內。遊黑部湖賞立山，可
大觀峰到室堂平原是搭乘立山隧道電
軌車，全長3.7公里，車程約10分鐘，
室堂站標高2450公尺，為日本最高的車
站，因此有「雲上車站」的美稱，此時
的室堂平原是覆蓋著雪的白色世界，原
本行程有步行觀雪牆規劃，因當日下著
細雨及強風，而取消此行程，只能在觀
景台體會小雪牆，在細雨及強風吹襲
下，寒風刺骨，異常寒冷，短時間停
留，即回室內。
室堂站到美女平搭乘電力驅動的立山
樣也不少，含有豐富的蛋白質、維生素B群、鈣
質；當然也是高熱量、高脂肪的食物。起司被歸
於乳製品類，約莫50公克的起司，營養價值相當
於一杯300毫升的全脂牛奶。此外，天然起司中
的乳酸菌更有助於整腸，並且因為起司的蛋白質
被乳酸菌分解，所以比牛奶更容易消化，因此起
司對於牛奶不適的乳糖不耐症患者也是一大福
音，因為乳酪中的乳糖大部份都在發酵過程被分
解了。不同的起司有著不同的脂肪含量，通常含
有20%以上。市售標榜低脂的起司，則含有約10%
的脂肪。低脂的起司在熱量、脂肪及膽固醇含量
方面都較低，且脂溶性維生素（維生素A、D、
E）的含量也較低。起司含有豐富的營養，對於
成長中的兒童及青少年、懷孕的婦女、以及需要
補充體力的人，都是良好的營養補充品。在早餐
時，將起司夾於麵包中，就成為方便且營養豐富
的餐點。但既然起司是「濃縮」後的營養食品，
就不宜吃多。吃得太多就變成營養過剩，反而造
成熱量與脂肪的過量攝取，增加身體的負擔。而
且部分起司在製造過程中會浸於鹽水中，因此含
有大量的鹽份，這是高血壓病人應特別注意的，
對某些偏頭痛的患者來說，起司也可能是誘發頭
痛的食物之一。

７２４期

圖1 志航基地消音試車屋
◎飛彈所／陳勇宏
各項產品之表面處理的功用不
外乎防蝕、美觀、偽裝，為了達成
本院產品繳交使用後之高妥善率，
零組件的防蝕處理是非常重要的
一環，例如海上裝備服役總是處於
高腐蝕性的環境下，如果零組件之
防蝕表面處理沒有達到應有的品
質，很容易產生氧化鏽蝕而影響裝
備妥善率，因此表面處理 (Surface
Finishing) 的品質檢驗不僅是產
品品質完善的重要關卡，亦是最終
使用的保障。
表面處理可包含電鍍、化學鍍、
化成及噴砂噴漆等等製程，一項零
件之表面處理可能包含上述多項
製程，其要求如同一棟建築物一樣
需從打地基開始，需要一層一層的
慢慢疊起，地基沒有打好，或是層
與層之間的結構沒有做好，建築物
愈高愈容易崩塌。表面處理製程也
是相同的道理，第一道次或接續道
次沒有達到應有的要求品質，最後
道次再美觀，還是無法達到防蝕的
需求。然而表面處理屬於特殊製
程，很難或是無法以非破壞性方式
檢測出最終品質，因此只能藉由道
次與道次間的製程監控及檢驗，層層把關，
才有辦法確認表面處理品質符不符合藍圖規
格需求，及是否能達成設計防蝕之需求。
本組品五小組同仁肩負本院各項產品之表
面處理品質檢驗任務，自製件之各項製程品
質皆可就近掌握及監控，而委製件之表面處
理如包含多道次製程，則必須遠赴各地如屏
東甚至離島駐廠執行各道次製程監控及品質
檢驗，委製案駐廠檢驗工作中，又以零組件
的噴砂、噴漆檢驗佔最大宗。一般機械加工
承商很少可以自主執行表面處理製程，多委
由其他專門執行表面處理製程之包商執行，
因表面處理製程及噴砂噴漆較容易造成環境
汙染，因此這類的包商施工場所多位於偏僻
的地區，如果承包商又沒有具備良好的抽氣
及排氣設備，可想而見的這類施工場所多半
時間是處於塵土飛揚 ( 噴砂 )、煙霧瀰漫 ( 噴

圖2消音試車屋之設施示意圖
漆 ) 的狀況 ( 可參考附圖 )，如果又遇到冬
日寒風吹，夏日豔陽曬，整個工作環境可說
是比一般機械加工廠的環境要惡劣許多。統
計本組 104 年表面處理駐廠檢驗計 149 人
次，共 368 天，105 年迄 5 月 31 日已計 86
人次，共 170 天。
為了確保品質，執行駐廠檢驗的同仁常常
要不辭辛勞，戴著口罩打著手電筒，在這樣
惡劣的環境中來回穿梭、爬高蹲低、翻砂越
嶺的檢查上一道製程品質，確認品質符合需
求後，包商才可以繼續執行下一道次製程。
如果品質不符需求，就必須退請包商再修
製，而在這來回修製的過程中，難免會遇到
包商施工人員態度不良，或是故意拖延工作
進度，同仁也只能耐著性子說明品質需求，
並要求原承製承商盡力溝通協調以順利達成
任務。因此要讓表面處理駐廠檢驗工作順
遂，不僅要懂得技術及累積經驗，還要能吃
得了苦及挺得住原則，也唯有親身去執行，
才能體會表面處理駐廠檢驗的點滴甘苦。在
此，除了向時常在外奔波，辛勤執行駐廠檢
驗的同仁致上無比的敬意，也要感謝本院能
夠提供良好及相對舒適的工作環境給我們這
些大部分在院內執勤及上班的同仁。

圖3 戰機實測示意圖
永久性的聽力傷害。
消音試車屋實測效果
志航基地消音試車屋之設計目標如下列所示：
1. 以發動機與排氣尾管之間為圓心，以半徑 250 英
呎劃出 6 個量測點。採用 A 加權聲壓位準 (SPL)，其
音量值均不可超出 75dB(A)。
2. 臨近市區的噪音環保監測站 ( 富岡國小，距離約 1
公里 )。戰機發動機於測試時，其聲壓值不可超出 70
dB(A)。
3. 控制室噪音值應低於 75 dB(A)。
以上測試目標，皆在戰機發動機後燃器全開之條件下
執行聲壓量測 ( 如圖 3 所示 )。而量測數據結果整理
如下：
1. 遠 域 250ft 處 6 個 噪 音 量 測 點 聲 壓 值 介 於
65.6~73.8 dB(A)，符合聲場要求的 75 dB(A)。
2. 富 岡 國 小 內 之 環 保 監 測 站 之 噪 音 值 為 46.0
dB(A)，低於聲場要求的 70 dB(A)。
3. 控制室音量 58 dB(A)，符合要求的 75 dB(A) 以下。
志航基地的消音試車屋峻工後，即大幅降低戰機發動
機於地面試車時所產生的高分貝噪音。目前空軍現
役中的各式戰機，如 F-5 型戰機及二代戰機 ( 幻象
2000、F-16 與 IDF 戰機 ) 皆可使用此消音屋，減少
因受限於天候因素與環保法規之噪音時段，無法執行
戰機發動機測試之困擾。更重要的是，消音試車屋可
減少因地面試車所造成的噪音，避免對基地附近的居
民產生噪音困擾，保障居民的生活權益與國家安全，
兩者均可達平衡雙贏局面。

學思杜拉克／認清核心能力
◎資通所／洪龍
《典範移轉：杜拉克看未來管
理》是杜拉克繼《杜拉克看未來企
業》後的一本重要著作。該書探討
了新的管理典範，包括典範變化方
式及吾人對管理實務與原則看法所
受到的影響。杜拉克指出，這些管
理挑戰只有靠每個組織、每個執行
者及每個知識工作者才能面對及解
決。他在書中提出許多引人深思的
事實、挑戰及問題，卻沒有顯而易
見、立竿見影的解答，反要讀者自
己去思考問題，進而去測試及轉化
為行動。只有在自己企圖回答這些
問題的思考過程中，答案才會漸漸
浮現，因為它正是一個動態的過
程。惟有經過這樣的思考與實驗過
程，得到的答案才不會過時，也才
適用。
杜拉克另要我們認清「核心能
力」，爭取、維持因領地位所需的
核心能力。要我們知道核心能力究
竟在增強或減弱中？該核心能力是
否仍合時宜？需要做什麼改變？他
認為，組織最重要的核心能力之一
就是「創新」。組織的核心能力不
同，它們是組織個性的一部份，惟
仍需要一套記錄及評估創新方式來
配合。組織不應該一開始就檢討績
效，而應仔細記錄某個時段內的創
新。有那些是真正的成功？有多少
是屬於自己的？自己的表現是否符
合目標及巿場走向？自身的巿場地
位與研究支出為何？是否在成長最
快、機會最大的領域內成功創新？
曾錯失了多少重要的創新機會？是
因為沒發現 ? 還是因為視而不見？
將創意化為商品的表現又如何？這
套記錄及評估創新的方式，重點在
提出問題，不在回答問題，只是，

它提出的都應該是「對的問題」。
企業要如何全面創新？成功的企
業家不會坐等「福至心靈」，等天
外飛來一個好點子才開始行動，而
會從行動中發掘好構想。有七個值
得我們密切注意的創新來源，其中
四個來自企業內部，即：意外 ( 意
外的成功與失敗 )、矛盾 ( 設想與
現實間的出入 )、流程需求創新及
產業架構的改變等；三個則涉及企
業或產業的外部變化：人口結構
( 人口統計資料的改變 )、認知 ( 情
境與意義的改變 ) 及科學與非科學
的新知。這七個全面創新來源雖然
界線模糊，也有相當的重疊，但我
們可以試著將它們視為七扇窗戶，
每扇都在同一棟建築物的不同方
向。每扇窗戶所呈現的特殊景觀，
都可以從它鄰近的兩扇窗戶看到。
不過，每扇窗戶的窗外景緻卻都與
眾不同。
全球防衛雜誌 6 月份的一篇關於
「研製軍規噴射發動機難」文章
中，作者曾勗勉改制後的本院應釐
清「核心任務」的優先順序。改制
前，本院的「核心任務」當屬明確；
惟改制後，在新政府「真的想」落
實推動國防自主─「國機國造」與
「國艦國造」之際，我們是該有所
作為。本文杜拉克有關「核心能
力」的認清過程，似可借鏡參考用
來思考本院「核心任務」的優先順
序，並藉由「我們的核心能力是在
增強或減弱中？」等等對的問題的
提出，建立記錄與評估創新的作為
模式，尋思「全面創新」的七個來
源機會；期在政府再次宣示「國防
自主」的新國防政策下，順勢開創
本院組織生命週期的另一波高峰。
( 學思杜拉克系列之十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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