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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老中山／樹枝

　雷可斯，因父親在台灣經商

─進口錫蘭紅茶，1987年10月

來到台灣，年僅18歲，由於不

懂中文，在父親安排下進入師

大國語教學中心，從ㄅㄆㄇㄈ

開始勤學中文。天生聰慧的雷

可斯花了一年多，從無到有地

學會中文，隨即進入師大就

讀。就學期間，因學習能力

強，本身善良、誠懇，人緣不

錯，很快與同學打成一片，也

獲教授重視。  

　錫蘭就是現在的斯里蘭卡，

是當年英國殖民地，很自然地

英文是雷可斯的主要語言，因

此在朋友介紹下，利用假日在

彰化補習班教英文。雷可斯自

幼在耳濡目染的佛國環境中成

長，篤信輪迴轉世、因果有

報；天生善良的他，為人誠信

和善，不因為社會污染而改變

初衷，因此頗受周遭朋友的歡

迎且相當投緣。

　雷氏講話柔情細膩、和善、

帥氣，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

在補習班教學期間，頗受學生

家長們歡迎與喜愛。因此遇有

假日，便由學生家長開車帶著

台灣四處跑，學生與雷氏以英

文溝通方式學習語文，學生英

文快速進步。而雷氏也免費暢

遊寶島，同時享受到斯國故鄉

完全不一養的美食、小吃，尤

其是黑胡椒牛排、蚵仔煎。這

種相互取暖方式，讓他感覺比

在蘭卡故鄉還快樂，身心舒

暢，畢生難忘。 

　在補教教學期間，認識了

一位清秀的台灣女孩，同為

補習班老師，自然地日久生

「擒」，讓雷氏有終生為家的

feeling，對未來充滿浪漫憧

憬。於是2次帶著女友飛奔老

家故鄉，在父親不反對下，讓

媽媽見識未來媳婦有多賢慧，

及他們有多麼相愛。畢業後離

開台灣，為解相思之苦，便用

錄音帶錄音，且用航空郵便方

式寄到對方手上，其情之濃不

言可喻。

　雷氏台灣留學期間，感受到

寶島人民四處都很熱情，並受

到男女老少的照顧及疼惜，尤

其寒冬時，最讓他刻骨銘心的

是女朋友還買「棉被」免受寒

凍。除感受到台灣人民的熱情

及誠信，同時認許多乾爹、乾

媽，受歡迎程度不難想像。

　在台灣，他感受到人民除了

善良、很有人情味、沒有心

「計」外，治安良好，建設突

飛猛進，交通四通八達，是個

很民主自由文明的國家。畢業

◎飛彈所／廖孟修

　十多年前我為了躲避環境檢查，

把辦公室內的盆栽全都搬到屋外空

地去種了起來，為了好玩，更把家

裡從深坑妹夫家移植過來的香椿挖

到空地去陪襯，從此每天澆水成為

我上班前的例行工作，看著越長越

多的綠葉，我有綠手指的驕傲。某

天屋後空地邊緣無端長出一棵柑橘

類的植物，應該是同仁亂丟橘子或

柳丁的結果吧！我學著書上的接枝

方法，接了一段桔子……。

　搬到現在的辦公室已經有很長一

段時間沒過去看看了，聽說新單位

的人因為討厭植物帶來的蚊蟲，早

就把屋外植物剷除一空，我問：

「還留下啥？」「香椿砍了又生，

死不了！倒是桔子長得老高。」

　那天騎車外出洽公，特意繞過去

以前房舍看看。映入眼簾的是一片

雜草，雜草堆中沒了枝葉的樹幹是

香椿，我像母親撫摸孩子般地摸著

已經不再發芽的香椿，心中真是百

味雜陳，生命力旺盛的香椿竟然就

這樣枯了。倒是桔子大老遠就向我

招手，初步估計應該有二層樓的高

度吧！樹上長了好多桔子正展示它

成熟的橘紅。

　低層的桔子已經被摘得差不多

了，我只能望著它高處的成熟，據

說新單位的同仁有人把果皮剝了曬

乾當茶泡，我雖然無緣喝到那茶，

但是能看到它還活著，真好！

◎資通所／查理王

　貝爾吉羅斯，全世界最有名的荒野求

生者，他所錄製的影集也是讓觀眾們腎

上腺素狂飆的一部。當然也是我崇拜的

人之一。崇拜！是因為我想做，卻因為

內心不像他一般強韌而失敗。對於執著

的定義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說法，但很少

有人能跟貝爾一樣。

　某次在博客來網站的搜索中看到貝爾

撰寫的小說，充滿積極的求生心態與各

種求生的方法，就算未看影片也能直覺

地記於腦內；他撰寫的眾多書中，《荒

野冒險》是貝爾吉羅斯唯一親筆撰寫的

自傳，但只有簡體本。

　貝爾認為影響他的基因，始於他的曾

外祖父沃爾特，沃爾特曾參與第一次世

界大戰，以「行動中少數徹底投入的軍

官」而聞名，立下無數的戰功與勳章。

他骨子裡充滿野性、古靈精怪，敢於挑

戰一切既成事物。退役後，他回英格蘭

打造自己的夢想「在可以俯瞰壯觀的愛

蘭卡導遊看台灣 桔子的記憶

荒野求生
爾蘭海岸線處蓋一座小樓，並與摯愛共

同生活在這。」在即將完成這個夢想

前，他在1953年1月30日的風暴中為了

拯救同船的婦孺而離世。在世時，他寫

了一本《天助自助者》，裡面有一條樸

實的格言：「勤奮工作與堅持不懈才是

個人進步的關鍵」，這句話後來也成為

貝爾的基因。沃爾特的女兒成了英雄的

遺孤，但卻躲不過沃爾特的詛咒。（詳

細請看奇葩說第三季20160402 黃執中

的說法「偉大是一種詛咒。」），聰明

的貝爾從沃爾特的詛咒中吸取了兩條強

烈的教訓：芳草未必別處綠、真愛才值

得全力爭取。

　啟蒙他冒險精神的則是童年時「父親

與他在一起的時光」。在懷特島上，曾

擔任皇家海軍陸戰隊的父親從葡萄酒進

口商成為國會議員、而母親因在一個不

穩定的家庭中長大，加上身為父親的助

手，所以常讓勞拉（年長貝爾8歲的姊

姊）姐代親職的照顧貝爾。幼童在爭取

認同上常有反抗性舉動出現，直到後來

加入童子軍找到了歸屬，或許這就是他

開始喜愛冒險的開端吧！當貝爾年紀稍

長，父親偶爾會只帶他一人偷溜出去登

山或航海，更常常帶他四處惡作劇。他

依然記得曾有一次和父親到姨父軍營附

近的滑雪場冒險，後來遇上暴風雪在裡

邊迷失方向，兩人像無頭蒼蠅般走了數

小時，在碰上一段岔路時，父親跟隨貝

爾直覺選定的路線行走才順利脫險；雖

然後來遭到姨父的斥責，卻讓他永難忘

懷。而父親與少年的貝爾共同冒險的點

點滴滴，逐漸地澆灌在貝爾心中的幼苗

中慢慢成長。

　年幼的貝爾身體瘦小，在伊頓公學常

受到學長們的欺凌，直到最後忍受不

了，跟同儕一起報名空手道。在艱辛的

訓練下，貝爾堅持不懈的祖傳基因啟

動，讓他在18歲成為黑帶二段的選手。

從伊頓公學畢業的那年，他自籌旅費地

完成漫遊歐洲旅行，甚至與同學一起徒

步橫穿印度北部，在那看到喜馬拉雅山

並暗許願望：終有一天要登上這最險峻

的山。當時勇敢的貝爾依然有個重大的

罩門，就是上大學。不用想就知道，一

位冒險家對於工廠式的教學，完全比不

上在野外突破自己的身體極限來得有

趣；而搞笑的是，激勵他去學校的原

因，居然是履歷被英國軍情五處（詹姆

士龐德服務處）給退回。

　後來，在西英格蘭大學中，因為對學

業的無感與校內同儕的冷漠，加上受到

一位前SAS軍官的激勵，決定和卡拉克

（在大學中結識的死黨）一起去報考英

國皇家特種部隊(SAS)。當時才20歲的

他在SAS殘酷的訓練中，多次懷疑自己

的決定，但依然堅持到底；他在風雨中

背負沉重的背包，在陡峭險惡的環境裡

不斷地激發自己的潛能。在連續數月的

選拔後，他通過遴選成為其中一員。貝

爾說「SAS的教益讓我在今後的探險歲

月裡受用不盡，既善於自我激勵、加壓

也懂適可而止，既能保持冷靜，也能在

面對殘忍考驗時保持微笑，永遠鎮定自

若，關鍵時還懂得臨機應變。」

　但這份榮耀對於當時的他還太重。

1996年在非洲，他因過分自信，而在一

次的自由跳傘中，遭傘骨貫穿脊椎，造

成嚴重骨折。幸好SAS有非常完善的醫

療系統，使他迅速恢復。人在低潮時常

會回想自己尚未完成的夢想，而他也不

例外。數月後，康復的他開始進行珠穆

朗瑪峰的攻頂訓練，他再次拋下家人與

剛認識的摯愛，跟死黨前往世界最高的

神山。在低溫、低壓、低氧的死亡地

帶，他的直覺讓他免於跟著碎冰掉落谷

底、他的隊友讓他脫離死神的掌控、他

信仰的上帝透過一個疾病，讓他能錯開

危難成功攻頂。1998年5月26日，貝爾

第一次站在世界之巔，痛哭流涕的他解

開了人們用言語釘在他內心的枷鎖；那

些曾說他不可能爬上珠峰、脊椎不可能

再恢復...等負面詛咒，都在珠峰之頂

完全消滅。這時的他才23歲，卻已達成

人生中的兩大成就：通過SAS的考核與

踏上神山之巔，但他依然能虛懷若谷地

接受朋友的建議，用心打磨魯莽的個性

並感謝團隊。

　這本自傳除了介紹過往的經歷外，也

傳達了幾個重點：永不放棄的精神、脫

離偉大的詛咒、成功日記。從他的成長

故事、節目的拍攝，我們已看到很多他

所傳達永不放棄的精神，這就不再提

了。詛咒是指「成名後對下一代的束

縛」，年幼的他看過外婆受到詛咒的影

響，成名後的他以謙卑的心跟大家說：

「他其實就是一般人，只是受過特殊訓

練的他能將訓練運用在生活中，且在荒

野冒險中的經驗比大家多罷了！真正偉

大的是他的團隊。」避免眾人的目光把

他塑造成英雄，讓他的子女能不被光環

影響順利地長大，也希望眾人能不把理

所當然的期望加諸在他與他的家人上。

因為當我們把他視為英雄，就會把一切

過份地加諸在他身上，反而無法容忍他

的失誤。

　看這本書的時候除了能感受出那痛苦

的訓練外，也對他幼時的冒險和上一代

的清晰歷史描述感到很訝異。看到最後

才發現原來貝爾有寫日記的習慣，內容

除了記述當天特別的事情、完成的任

務、感謝幫助他的人或感恩神對他的提

點等，和薛佛在《35歲開始不再為錢工

作》所提的觀點近乎一致。他的紀錄加

上多年的經驗，難怪可以寫出許多好看

又有趣的青少年冒險小說！

　從年幼時的啟蒙教育、與父親的求生

冒險、對抗生活的高強度訓練、忠誠的

信仰與家人的支讓貝爾異於常人。每個

英雄的背後都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痛苦，

在塑造英雄的道路上有多少家長無法放

手、有多少家長無法支持。這本書在某

種層面上豐富了心靈、拓展了眼界、激

勵了自己……希望也能帶你發掘出心裡

的另一層感受。

後，在斯國從事觀光事業，常

與台灣旅客及大陸人士接觸。

感受到兩個國情完全不統的文

化、思維，前者謙虛、祥和、

誠信、熱情，後者狡猾、冷

漠、普遍沒素養、水準偏低，

讓雷氏感觸頗深，且印象深

刻。回想過去林林總總，令他

體悟到為什麼當年他急欲想要

到北京大學念書，而父親卻偏

要他留在台灣讀書的主要原

因。 

　雷氏現在除了在斯國觀光旅

遊局上班外，同時在旅行社兼

職。本團造訪斯里蘭卡，他就

是導遊，在車上細說求學及生

活點滴過程，也陳述在台灣的

林林總總。多年後所接觸的台

灣人民依舊善良、熱情，讓他

感動，然而想起第一位楚楚動

人的台灣女友，內心有說不出

的難過及辛酸。最無奈的是母

親有「異」見，有緣無分地痛

苦說BYE-BYE，讓他永遠惦念

臺灣美好及難忘的情「傷」記

憶。

　為了回饋台灣旅客，在旅程

中，每到鄉鎮市集就停車買水

果給所有團員享用，又是芭

蕉、有是芒果、又是山竹，要

不然就是喝紅茶。他說這是只

有台灣團才有的待遇（大陸團

就沒這福氣），在他流利中文

解說中，八天行程很快的逝

去，也劃下完美的ending。

　雷可斯臨別前說：今天很快

樂能跟大家一起，回想在台灣

生活期間是我這一生中最幸福

的日子，感謝那麼多人照顧

我，我深愛寶島那塊土地且刻

骨銘心。雖然與女友變成無緣

結局，但台灣永遠是我的第二

故鄉且永生難忘，今後希望佛

陀保佑大家身體健康，愛護環

保，有空再來斯里蘭卡老朋友

能再見面，謝謝大家。

◎系發中心／悅善

　3月 13 日參加院舉辦：IS9001 2015 改版訓練，當日由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廖峻谷先生將有：IS9001 2015 改

版精神與 2008 年版主要差異作一深入淺出精闢開示，使

筆者獲益匪淺。茲就當日內容心得作一摘要整理作為後續

改版後參考。

　依據廖峻谷先生所提供之教材，有關 ISO 9001：2015

與 2008 年版主要差異有 12 個品項：

(1) 條文標準章節採 HLS(High Level Structure，高階結

構 )，由 8章改成 10 章，以整合與其他管理系統標準的

一致性。

(2) 八大品質管理原則改成七大原則，刪除系統化管理，

併入過程管理。

(3) 預防措施改以風險管理取代，要求風險思考 (Risk 

Thinking)。

(4) 取消文件化程序 (Documented Procedure)。

(5) 取消品質手冊。

(6) 取消管理代表。

(7) 增加對組織前後環節之決定、監督與審查。

(8) 擴大顧客需求與期望到利害相關者之需求與期望。

(9) 增加決定、維持、更新組織知識之要求。

(10) 增強高階管理階層的領導與承諾。

(11) 增強溝通與認知。

(12) 用語調整 :

(12-1) 文件 (Document)

與紀錄 (Record) 改為文

件化資訊 (Documented 

Information)。

(12-2) 工作環境 (Work Environment) 改為過程運作環境

(Environment For The Operation Of Processes)。

(12-3) 採購產品 (Purchased Product) 改為外部提供

的產品和服務 (Externally Provided Products And 

Services) 。

(12-4) 供應者 (Supplier) 改為外部提供 (External 

Providers)

(12-5) 排除事項 (Exclusions) 改為適用性

(Applicability)

從「經營決策」觀點而言，依決策三要素：時間 (Time)、

情報(Information)、力量（Power-方向、大小、著力點）

來看，2015 版著力於重新律定情報 (Information) 的看

法，將文件 (Document) 與紀錄 (Record) 改為文件化資訊

(Documented Information)。這項改變造成對研發失敗

（與研發原設定之目標而言）記錄之保持有了新的詮釋。

會中廖先生舉某一大產生產黏膠產品為例，在與原設定目

標產品研發過程中有一款產品為「不黏性膠」，此失敗之

「不黏性膠」後來市場上產生需求，因而鹹魚翻身，是以

「失敗記錄」也為「成功」之母。

　對本院即將改版之際，冀望能對將文件 (Document)

與紀錄 (Record) 改為文件化資訊 (Documented 

Information) 這範疇多費一些心思，妥善建立一個大數

據管理體系，以厚植本院未來研發之根基。

的是發展航空科技的關鍵技術，將經國號外

殼及骨架拿掉，剩下大部分系統就是我們要

發展的，所以 20 年後我們要以當時的技術

發展我們自己的飛機。第三，你要定規格要

好的東西，就要自己做，台灣環境若不現在

自己發展，你能買到的絕不是你所需要的，

即便是我國投資上百億與美國發展發動機

TFE-1042，現在當我們要再買，還要美國的

輸出許可。因為上面有許多引擎及熱段的關

鍵技術 ，例如ECU、熱段軸封、高壓渦輪…

都是美國技術管制項目。第四，需要學術界

幫忙做系統的探討，幫忙系統關鍵技術的突

破，有人批評我國憑甚麼研發，就因為技術

還不完整才要研發，就如同不會開車才花錢

去學開車，更何況中科院在 TFE-1042 發動

機以後完全自己發展了小型渦輪扇引擎，絕

不是從零開始，所以需要結合學術界的人才

一起來設計發展。

　這一段演講內容，道出了航太業的發展重

點方向，會做扣件更要會做系統件；也說明

國防政策「國機國造」所需要的是發展自己

關鍵技術，揭穿政客們強調買進來國內組裝

的國造假象；也更明顯瞭解中科院扮演角色

的重要性，要好的東西就要自己做，你能買

到的絕不是你真正要的。1943 年先總統蔣

中正就曾以「我們發動機何日可以完全自

製」銅匾，作為當時勉勵當時視導發動機製

造廠象徵努力的最高目標，直到 70 年代在

經國號階段開始發展 TFE-1042 發動機，筆

者真正體會引擎決定戰機作戰性能，要發展

戰機須先從獲得發動機開始，不會做發動機

甚麼事就都會受到牽制，當年雲漢計畫可惜

做一半沒有後續性能提升；直到今日終於有

機會開始落實自製發動機的計畫，讓這一偉

大要開始的時代像火鳥一樣盡情地燃燒與發

光發熱，也讓坐落在本院航空所的這幅摹擬

紀念石匾在此時更顯得具有時代意義（圖

二）。

台灣團隊研製高性能「石門100雲端電腦」至國際太空站測試

106年燃燒與能源學術研討會之啟發─燃燒吧，火鳥！

IS9001 2015改版精神摘述之一

6/4( 日 ) 14:30 九 歌

民族管絃樂團 ~young

系列 2音樂會《遨遊》

（中壢藝術館演講廳）

6/4( 日 )14:30 桃 園

2017 管 樂 嘉 年 華 :

「樂」入「聲」活 -桃

園交響管樂團（中壢藝

術館音樂廳）

6/5( 一 )19:00 興國國

小管樂團音樂會（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6/8( 四 )18:50 中興國

中音樂班創班 30 週年

暨蕭豐田老師紀念音樂

會（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6/9( 五 )19:30 蘋果劇

團 2017 全新力作 親

子教養冒險歌舞劇《英

雄慢半拍》（桃園展演

中心展演廳）

6/9  2 0 : 0 0 ~ 2 1 : 0 0 

( 一 )ThERE 主題工作

坊／認識經典搖滾音

色 - 淺 談 Precision 

Bass（桃園展演中心大

練團室）

6/10 ( 六 ) 14:30 小

丑總動員─莫斯科奇幻

小丑劇團（桃園展演中

心展演廳）

6/10( 六 ) 19:00 百合

舞蹈藝術團《舞韻凝香

滿桃園》（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6/10( 六 ) 14:00 財團

法人憶聲科技文教基金

會樂活講座《退休、攝

影與健康樂活人生》

（中壢藝術館演講廳）

6/11( 日）13:30 入場

14:00 開演 立慈文國

中管樂團成果發表：讚

歌（桃園展演中心展演

廳）

6/10( 六 )10:00 2017

年佈爾格彌勒25首（練

習曲）Op.100 鋼琴作

品與教學研討會暨新書

發表會（中壢藝術館演

講廳）

6/11( 日 )12:00~17:00

佳格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桂格媽媽教室」

（中壢藝術館演講廳）

6/15 13:00 慈文國中

105 學年度畢業藝文季

展演活動暨頒獎典禮

（桃園展演中心展演

廳）

◎資通所／鍾汶修

　本院、中央大學物理系與中央研究

院物理研究所參與丁肇中院士所主持

的太空質譜儀計畫 (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 簡稱 AMS) 所研製的太

空電腦已於 2011 年由太空梭載運並安

裝於國際太空站，其性能優異深受美國

航太總署 (NASA) 肯定，為配合 NASA 後

續太空任務需求，再度攜手合作研究

新世代太空電腦「石門 100 雲端電腦

(SG100 Cloud Computer)」，包含高性

能單板電腦模組、高速光纖介面模組及

電源轉換模組，採用新型元件與容錯設

計，可於真空、高溫差以及輻射環境中

運作，其性能超過原 AMS 電腦十倍。 

　石門 100 雲端電腦將是首次將多處理

器及多運算核心功能電腦運用於太空任

務，此外為配合 NASA 太空計畫要求，

研發團隊成功移植 RTEMS 即時作業系統

(RTOS) 至石門 100 雲端電腦。電路設

計方面以考量內部錯誤偵測、隔離、復

原的方式來克服環境影響所造成的失效

現象，亦特別開發具可動態重組功能，

可在太空任務中進行修改、重新編程及

更新 (Infight Reprogrammable) 邏輯

閘陣列晶片(Application FPGA)功能。

　石門 100 雲端電腦運用商用現貨

(COTS) 技術研發試製低成本、高效能

單板計算機，除能符合下世代太空電腦

之需求，可大幅降低太空實驗計畫成

本。本院以其長期在國防武器系統研製

經驗，負責石門 100 雲端電腦硬體設計

任務，過程中進行規劃、設計、分析

及模擬等工作，相關資料都必須經過

NASA 專家的評估認可，中研院物理所

藉由核能研究所及林口長庚醫院的加速

器設備產生質子束來驗證電腦在太空環

境下的性能，另外研發完成後還要經過

嚴格的環境測試及NASA各項接收測試，

最後石門 100 雲端電腦是以無缺點的紀

錄通過，獲得送到國際太空站的資格。

　石門 100 雲端電腦已於 106 年 4 月

18 日由美國軌道公司 (Orbital-ATK)

運載火箭送至國際太空站安裝，進行為

期六個月的測試，本次太空任務命名代

號為 OA-7，除裝載國際太空站補給物

資外，另外搭載超過 250 個由各國頂尖

科學家所設計的科學實驗；美國富比士

網站以專欄介紹本次 OA-7 太空任務及

4 個亮點科學實驗，石門 100 雲端電腦

即為其中之一；另美國衛星新聞日報亦

有介紹本次 OA-7 太空任務，特別列舉

13 個主要研究項目，石門 100 雲端電

腦也包含在內。

　未來石門 100 雲端電腦將開啟在太空

中建立雲端資料中心的可行性，能在太

空中進行即時及複雜的資料分析，降低

對地的通訊頻寬需求，此外其自我重組

功能，可以在太空中進行功能更新。研

發團隊同時也與美國太空總署進行合

作，針對登月任務中所需的登月機所需

的電腦進行開發。

◎航空所／晏以明

　中華民國燃燒協會四月底在台中中興大學

召開第 27 屆燃燒與能源學術研討會議，活

動中特別安排至本院航空研究所參訪各型無

人機研發成果，以及藉由無人機的陳展瞭解

到本院長久致力於航空發展的努力成效，讓

大家可以更清楚的體會從 30 年前的經國號

研發，到今日重啟「國機國造」任務對我國

未來發展的重要性。

　在學術研討方面，研討會涵蓋概分為「噴

射推進」等十個領域，本次論文投稿本院由

航空所及飛彈所貢獻至少有八篇以上獲得大

會審查發表，是除了學校單位外最支持的法

人研究單位，本院儼然成為燃燒學術領域的

領頭羊。此外，大會為促進相關領域內各界

人士的經驗交流與未來研發整合，燃燒學會

理事長林大惠教授特別安排在大會第一場演

講，邀請本院馬副院長以「國機國造之未來

研究與展望」為演講主題（圖一），為大會

的研討論壇揭開序幕，內容更以傳達本院未

來啟動發動機研發計畫來激發官、學、產業

界，共同為國內發動機研發之大時代任務一

起努力。

　筆者現在將重點回到副院長的這一場演

講，主題雖然是「國機國造之未來研究與展

望」，但這演講的時機結合國內引擎燃燒最

重要的年度盛會特別有其意義，演講中特別

強調，第一，航太科技在世界各國都是排名

第一的領域，在我國則榮景不再，但是當成

為新聞熱門議題後，發現國內廠商都很厲

害，有很多是國際航太廠的零件製造商，但

還不能算是真正航太產業，航太產業重要的

是要能製造「系統件」，現在最重要是要幫

國內航太業者從零件製造商成為系統商；重

點也不是在討論整機外銷，國際航展真正賣

飛機就那麼幾家，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做系

統。第二，我們下一代軍用機不能再用買

的，20 年後我們要的不是 F-35，我們需要

圖二　坐落於航空所摹擬

紀念石匾

圖一　燃燒研討會馬副院長演講現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