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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老大興奮的吼叫聲、老二委屈的哭喊
聲，以及大人們嚴肅的斥責聲。
有次，萱萱從房中拿了一個電子畫板
放在地上，人就跑往他方，妹妹看到後
◎資通所／查理王
走過去拿起繪筆就在畫板上塗鴉；姊姊
我有兩個可愛的小姪女，一個三歲 回來看到，一邊將電子畫板上的塗鴉擦
多，時常纏著人問東問西；另一個剛滿 掉，一邊伸手拿起電子畫板轉身就走；
一歲，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猶如企鵝般可 此時，妹妹看到自己在玩的東西被搶
愛。三歲的小姪女萱萱總愛問我一些可 走，跟著就「哇」的嚎啕大哭。姊夫發
愛的問題：「舅舅，為什麼不把飯吃光 現後，走過去大聲斥責：「萱，我不是
光會被警察抓走？」「舅舅，為什麼阿 對你說『玩具要跟妹妹一起分享嗎？』
嬤要生病？」「舅舅，爸爸說吃糖糖會 你再這樣子，以後就沒人想跟你玩。」
蛀牙，會被醫生抓去打針，可是為什麼 接著，萱萱的嘴一扁也跟著大哭。
隔壁的小明還吃好多糖糖？」「舅舅、
原本在一旁安撫妹妹的媽媽，跟著繼
舅舅、舅舅……」等許多問題常常讓我 續哄大哭的萱萱。「萱，這畫板這麼大
窮於回答。
一塊，讓一小塊空間給妹妹畫，而且兩
今年因為親家家中又有新成員誕生， 個人一起玩比較好玩。」只見她抽抽噎
三個小鬼頭在夜晚輪番上陣「較量哭 噎地說「我…我沒有不跟妹妹一起玩，
聲」，搞得他們人仰馬翻；所以年初二 我…我只是要拿到…墊子那邊去。」
後，我們家就熱鬧了起來，常常可以聽 媽媽問「那為什麼不在這邊玩就好了

標籤

童年零嘴

龍葵子
─

◎作家／樹枝
長青樹果，也是上帝賜於貧困人
龍葵，俗稱黑子菜 家「醉」美禮物─零嘴。
或稱烏甜仔菜、黑店
筆者從幼年摘食到現在滿髮斑
仔子，其成熟果實外 白，中間偶而返回宜蘭老家時
表既黑又漂亮，天然 （蘭陽平原濕氣、溫度搭配最宜
風味很獨特，甘甜、 成長），都會走進田埂或菜園摘
甘甜地可口好吃。龍 食，其魅力足見一班。不知是筆
葵嫩莖葉均可炒食、 者年歲漸暮，還是……，常想會
煮食、川燙、用來煮 思念那兒時的美味記憶，記得小
湯味道更棒。不僅僅 學時和那幾個同學一邊放學一
是一種野菜，它是一 邊摘著龍葵果實一路吃著回家
種會讓人思念的菜， 的記憶（不知他們現在過得如
讓人在食用的同時， 何？），因此在菜園中還特別種
回憶起蘊藏在心中多 幾棵點綴、點綴。
年的記憶，在鄉村郊
在菜園中，每當彎腰蹲下摘取
外隨處可見其蹤跡， 黑色巧克力時，回想起那兒時最
也是野外斷糧當下或 甜蜜的記憶時，心中有著說不出
逃避饑荒時俯拾即是 無限的感恩與謝意！退休後才警
的佳餚記憶。
覺它「龍葵果」對我有多麼重
龍葵這種野菜容易 要，有時我會與龍葵「果」對話
種植生長，適應力很 :謝謝你讓我這輩子享受你悄然
強，沒啥病蟲害，更 無聲地犧牲自己，不求回報的賜
不需農藥伺候，喜歡 於我美味零嘴，陪伴過著一生。
溫暖濕潤氣候，對土 有時我手捧著剛摘下幾十顆的果
壤要求性不高，以肥沃、排水良 實，仰望藍色天空，感恩之心油
好砂土最佳選擇，常見路邊、田 然而生，不知覺地紅了眼眶，尤
梗、菜園中、水溝旁、荒地、野 其撰寫該文時更是感激落淚，畢
郊外。基本上土壤肥沃與否都能 竟它陪伴我度過幾近七十年頭─
種植，只差龍葵莖、葉片、果實 酸甜苦辣的無情歲月中，只有他
肥碩大小之差別吧！豐富土質─ 最能讓我溫馨感受甜蜜且沒有任
果實可長出大到小指頭肥碩，貧 何負擔及禁忌。這種記憶或許會
瘠土壤小到綠豆的體積。
隨著時間、體力、記憶的衰退，
在50童年時期，鄉下絕多數是屬 逐漸模糊淡去，最後慢慢地直
於經濟貧困家庭，要想溫飽一餐 到消逝。不過在尚未忘記「呼
已經不太容易，小孩更不無可能 吸」前的那一刻，我會常珍惜
花錢買糖果、巧克力等零嘴，因 (cherish)，那鄉村童年黑色巧
此這種從龍葵長出肥碩的黑色果 克力的味道─謝謝。
實，就成為幼時上下學途中最好 備註：龍葵除了果實甜美可口
的零嘴。他那甘甜的滋味，可讓 外，全草皆可入藥，莖葉具有解
人百吃不厭，連鳥兒都愛吃呢！ 熱，利尿、及解毒的功效。
龍葵「果」實，往往都
是長得滿滿支幹，它不會
一次全數成熟。有時一些
尚處於開花中、有些已長
成果實、更有些已會變成
熟可食（早先開花者），
每天都有幾十顆成熟，因
此每天有得摘食，且時間
還很長的。回想起兒時上 龍葵開花
下學時間，是孩童最興奮
的時刻─隨時可摘食果
腹。尤其下課後返家途中
最為需要，那時肚子彰顯
饑腸轆轆，又沒得吃的情
況下，它是童年垂手可得
的最佳「零嘴」，就如現
在的巧克力般美味。它的
美味可是歷久不衰，算是 龍葵果實
編輯／曾
設計／曾

金
金

生
生

呢？」「（泣）…我以為…妹妹會跟著
一起過來呀」「好啦！不哭不哭，我就
知道我們家萱萱最大方了。」
我在旁邊看著這幕，內心不禁冒起一
個問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習
慣把自己的想法變為標籤，貼在他人身
上呢？姊姊為妹妹貼上的標籤是「妹妹
都會跟著她的步伐前進。」我們為萱萱
貼上的標籤是「她就是不懂得分享。」
到了社會上，我們依舊四處在為周遭的
人事物貼上自己定義的標籤。我們為公
務員貼的標籤是「行政效率低落、不公
不義的退休年金」，而勞工為企業貼的
標籤是「官商勾結，只會欺負勞工的血
汗工廠。」
前年中國的勞工曾一起聯合罷工，讓
在內地設廠的台商損失慘重。起因是一
些勞工退休後發現自己的退休金少得可
憐，認為是企業巧令名目偷走他們的
錢，於是聯合其他勞工一起制裁。但原

40年老同學
◎航空所／林彩鳳
動如參商的人生路走長了，
遇見的人多了，經歷的事雜
了，才發現老朋友和老同學不
斷線的雲端，是最美的平台風景。下班後瀏覽
著平板上老同學及老友的Line訊，一則則寫實
富饒趣味與涵意的PO文，及穿梭雲端製作的黑
白與彩色相簿，剎時激起時間的浪花讓思緒隨
時光機倒退回40年前場景。
曾經文學院青青草坪留下多少青春追逐的身
影，系上中西參競賽與誰來挑戰的加油聲，歷
歷在目。要不是半年前定居美國當國際導遊的
侯班代，應台北雄獅旅行社之邀為宣傳他的最
新旅遊著作，停留台北二個月，怎能短短幾日
即建立線上族群，同步串連美國、大陸及臺灣
各角落的同學們陸續加入，並開辦夢寐已久的
同學會，打開大家沈寂大半甲子的話匣。
一句久別重逢的喜悅與快樂問候，從大一的
黑白照對比現今的實人入鏡，當年帥哥，鬚髮
已白，曾經淑女，風韻不再，歲月雕刻，熟齡
樂活。出席餐會的30幾位同學，有教務長、館
長、教授、經理到各行業耕耘者，人人成就了
自己的一片天，也有早早退休悠遊五大洲的快
樂行者。席間大家輪流交待自己離校後的去
路，自白中有歡笑、有感動、有讚嘆、有爆
料、有遺憾、有追夢。
拜科技網路瞬間神奇的力量，改寫了我們這

瑞豐夜市
◎飛彈所／黃坤鴻
出差到左高地區，辛勞地工
作整天回到昇園招待所，盥洗
後同事們吆喝著:「來去逛夜
市囉！」
「夜市？六合夜市嗎？ 」
「去！誰和你去那個貴森
森貢盤仔(※1)的夜市啊？在
地的高雄人都嘛是去瑞豐夜
市」，離昇園招待所不到3公
里，從翠華路經過華榮路平交
道後，走到裕誠路即可抵達和
南屏路交叉口的瑞豐夜市，如
果搭乘高雄捷運在「巨蛋站」
下車，從「三民家商出口」沿
著裕誠路走也可抵達，其實高
雄市大部分知名夜市的攤商都
已經將分店開在瑞豐夜市囉，
吃喝玩樂應有具有，舉凡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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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真的是如此嗎？在更進一步探討，其
實是勞工為了每個月能多領些錢寄回家
鄉，「選擇」將本俸中能提繳到退休帳
戶的錢直接兌換成現金。所以，退休金
與其他有按月提繳的人相比就少了一大
截。
標籤可以讓東西價值化，能快速判斷
這東西的重要性，但不明究理的標籤行
為卻影響了所有人，它會讓人與人間的
交流產生誤解，容易導致社會的對立、
甚至引發國家戰爭等，讓我們都成為輸
家。
身為一個理性的知識者，我迫切地希
望大家能重新認識每個人，不因他身屬
的群體而有立場；對於身邊發生的每件
事在未透徹瞭解前不妄下結論。因為我
知道每個標籤後的你和我，都有歡笑與
淚水，都有愛你的人與你愛的人；因為
我知道撕下標籤後的你和我，並沒有太
大的不同。

一代的生活模式，讓人融入群體找回自我不再
孤單，而老朋友正是理想退休生活中的重要同
伴，屬樂齡階段的我們，透過同學會共處時
光，漸漸喚起年輕時代點點滴滴和美好生活的
記憶。
大家約定今後無論相隔多遠，都要定期舉辦
同學會永繫本班情誼，雖然年齡改變了容顏，
不變的是老同學像老酒越陳越濃，令人珍惜。
當然最高興的莫過於當歌會幾位好友，連袂參
加年初我兒大喜之宴，我們約好以後一塊玩一
起老。

的萬國牛排、六合路海產粥，
韓國咩人手一支的酥炸大魷
魚，日本客為之驚豔的木瓜牛
奶，台灣人發明的蒙古烤肉，
從香港引進的冰火波羅油，特
技表演似的印度拉茶等等。
那麼哪一家好吃呢？您可以
看看手中的號碼牌和攤位上面
顯示牌的數字，如果數字差距
很多的話，這家應該也就不錯
吃了，在等待的空檔可以到其
他攤位去逛逛，丟丟棒球九宮
格、夾夾娃娃或者買些小飾
品、等路(※2)給親朋好友。
「人好多～好擠啊！」第一
次去逛瑞豐夜市的人大都有這
種感覺，是啊！真是搞不懂已
經開了幾十年的瑞豐夜市，走
道就是這麼擠，也不弄寬一
點！你看看人家金鑽夜市、凱
旋夜市、大高雄夜市走道有多
寬啊！什麼？他們都快倒閉了
啊？（只剩一處剩十幾個攤位
勉強撐著）。
在瑞豐夜市附近住了幾十
年，看他從這邊搬到那邊，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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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7/22( 六 )~10/8( 日 )
週 二 至 週 日
11:00~19:00 時「 藝 遊
風土」（A8 藝文中心）
8/17~9/17 栢 優 10 年
創作軌跡展（桃園光影
文化館）
9/2( 六 ) 19:30 傳 統
與創新《蝴蝶與藍》音
樂會（中壢藝術館音樂
廳）
9/2~9/3 9:00~21:00
2017 桃 園 市 原 住 民 族
國際音樂節（桃園藝文
廣場）
9/3( 日 ) 14:30《鼓吹
響連天》音樂會（中壢
藝術館音樂廳）
9/6( 三 )~9/17( 日 )
9:00~17:00 桃 園 市 立
平鎮高級中學畢業美展
（中壢藝術館第 1 展覽
室）
9 / 6 ( 三 ) ~ 9/17( 日 )9:00~17:00
國立內壢高級中學第
17 屆美術班畢業展（中
壢藝術館第 2 展覽室）
9/8（五）19:00~20:30
2017 鐵 玫 瑰 音 樂 學 院
大師講堂【音樂創作課
後輔導－恁老師沒教你
寫歌，我教你】（桃園
展演中心大廳）
9/8( 五 ) 16:30、19：
30 日 本 飛 行 船 劇 團 少年辛巴達 ( 番外篇 )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9/9~9/10 2017 鐵玫瑰
樂團大賽／複賽（桃園
展演中心戶外舞台）

那邊又被趕到這邊，從十幾個
小攤販蛻變成幾百攤全國知名
的夜市，影視巨星包得像恐怖
分子在夜市裡面套圈圈玩遊
戲，國內選戰的風雲人物站在
夜市路口鞠躬哈腰求選票，每
回帶親友去逛夜市，總是發現
有些新攤商，也有很多攤黯然
退場，在詭譎多變的商場上，
一成不變勢必被淘汰，研發創
新才是王道啊！
老攤商的熱忱待客，新攤商
的創新思維，庶民經濟的風
向球，平民百姓的小確幸，
走！！來去逛夜市吧！！！
※1：台灣俚語，敲詐有錢人
之意。
※2：台灣俚語，伴手禮之
意。

9/10( 日 ) 15:00、
19:00 米 克 斯 節 奏 舞
蹈 表 演 團「 混 合 節 奏
街舞年度公演 – 活著
Alive」（中壢藝術館
音樂廳）
9/13( 三 )16:30、
19:30 日本飛行船劇團
【少年辛巴達】（桃園
展演中心展演廳）
9/15（ 五 ）19:00 入
場，19:35 電影放映，
20:35 演出開始桃園藝
文廣場謝銘祐《舊年》
演唱會露天電影院全台
巡迴桃園站（桃園展演
中心）
9/15( 五 )19:00 龍 興
國 中 第 16、17 屆 管 樂
團暨多元社團成果發表
音樂會（中壢藝術館音
樂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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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免稅適用論談(二)

各型艦艇、航空器及附屬 稅。得標價格應不含免徵之進口稅款。
品、港口、機場設備、及場
國防部或其授權單位核轉進口地海關申請免稅案
地保養機具等。
件，應檢附書明前項規定之採購契約書，或出具載明
各軍工廠直接進口專供自用之機器設備、機具零件 採購價格不含進口稅款之公文書或其他證明文件，以
◎物籌處／魏釗勇
供審查。
軍用貨品貨物稅免稅辦法：（僅節錄與本院業務有 及原料。
軍事學校或軍事教育研究機構進口自用儀器、理化
教育研究用品進口免稅辦法：（僅節錄與本院業務
關部分）
第三條：軍事機關以國防預算經費採購下列各類直接 用品、標本模型及用以教學或研究之必需品。
有關部分）
供軍用之貨品，得申請免徵貨物稅：
政戰器材及康樂器材。
第三條：本辦法所稱教育研究用品之免稅品目如下：
【註 6】：免徵進口稅部分係採正面表列，未列入者， 教育需用之圖書、視聽器材、標本模型、資訊及電腦
1. 橡膠輪胎。
不得申請；未列入之品項而申請者，被海關查獲須補 媒體及其相關之必需品。
2. 水泥。
稅，因報關報單上須填寫貨品中華民國商品標準分類
研究及實驗需用之儀器設備、材料，試藥及其相關
3. 平板玻璃。
之必需品。
油氣類：汽油、柴油、煤油、航空燃油、燃料油、天 號列 CCC Code，海關電腦一比對皆無法遁形。
第四條：軍事機關進口之辦公用品與設備，及一般公
實習及訓練需用之機具、器材。
然氣、溶劑油、液化石油氣。
收藏品及用於保存、整理或複製收藏品所必需之用
電器類：電冰箱、彩色電視機、冷暖氣機、除濕機、 務用車輛等，均不予免稅。
【註 7】：非解繳之軍用物品，全部皆可申請免稅。 具。
錄影機、電唱機、錄音機、音響組合、電烤箱。
第五條：軍事機關在國內採購業已繳納進口稅之國外
參加國際比賽之訓練及比賽用必需體育器材。
車輛類：汽車、機車，等六大類。
醫學院附設教學醫院用於臨床醫學實習之醫療儀器設
【註 4】：1. 此條款適用係向國內廠商採購上述六大 產品，不得申請退稅。
【註 8】：免稅品項簽約後進口者，可申請免稅；免 備。
類時，免徵國內貨物稅。
前項教育研究用品以所使用之最後成品為限。
2. 免徵貨物稅品項係正面表列，未列入 稅品項簽約前進口且已繳納稅金，不得申請退稅。可
以免稅的品項，若含稅採購後，進口稅部分是不得申 第四條：教育或研究機關進口教育研究用品申請免
者，不得申請。
第四條：軍事機關或其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之得標 請退稅；國內採購進項營業稅部分可以申請，所以招 稅，依下列規定程序辦理：
中央三級、地方二級以上及國立之各級教育或研究
廠商進口前條軍用貨品，其貨物稅款，其海關憑申請 標文件對免稅稅目，於核定時要律定清楚。
免徵關稅有關文件一併核免，軍事機關委託公營事業 第六條：第二項 依第三條規定由得標廠商進口或委 機關逕向進口地海關申請。
託國內廠商外購軍品申請免稅案件，採購軍品之軍事
前款規定以外之各級教育或研究機關，應分別報請
進口者亦同。
【註 5】：此條款適用係得標廠商進口上述六大類時， 機關應備具進口物清單、詳列進口物品名稱、件數、 中央、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
海關憑申請免徵關稅有關文件一併核免進口貨物稅。 價格及用途、進口日期與地點，加蓋機關印信，及其 關核轉進口地海關申請。
依前項規定申請免稅進口教育研究用品，應檢附下
第五條：軍事機關或其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之得標 他進口必要文件，由國防部或其授權單位核轉進口地
列文件：
廠商向國內產製廠商採購合於第三條規定之軍用貨品 海關，按照本辦法所訂免稅條件審核決定。
進口教育研究用品免稅申請書。
者，應檢附採購合約副本二份向國防部或其授權核定 第三項 申請免稅案件，國防部或其授權單位應於核
進口教育研究用品明細表。
單位申請核發「申請免稅購買軍用貨品核定單」（以 轉前就物品用途、數量詳加審核，以確定為軍事上所
第九條：教育或研究機關應按年設置免稅進口教育研
下簡稱軍用貨品核定單）憑向廠商所在地稽徵機關申 必要者為限。
第八條：軍事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由得標廠 究用品專簿，於免稅進口之教育研究用品放行之翌日
請免稅。
軍事機關或其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招標之得標廠商， 商進口或自加工出口區、科學工業園區、保稅工廠購 起一週內詳細記載。
前項專簿應保持十年，供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
未依前項規定申請免稅，而自行採購已納貨物稅之貨 買之軍品，採購契約書上應書明依關稅法、貨物稅條
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及本辦法規定申請免 機關及海關隨時查核。（未完待續）
品，不得申請退稅。
軍用物品進口免稅辦法：（僅節錄與本院業務有關
人機作為空
依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
部分）
中反恐維安 2016 年報告顯示，五年來全球武
第二條：軍事機關進口下列各類專供軍用之物品，得
的一環。
器銷售漲幅 14%，真實世界中，恐
申請免徵進口稅。
即使恐怖 怖攻擊的陰影未曾遠離，各國亦年
軍用兵工裝備及與作戰有關之兵工器材（含零附
攻擊頻仍，巴黎人的臉上未曾展現 年追加軍備費用，當戰爭與和平的
件），如武器、彈藥、戰車、手工機具、觀測及射控 ◎系發中心／謝佳穎
近年巴黎遭遇多起恐怖攻擊，襲 慌張神色。走在巴黎街頭，沿著塞 界線日益模糊、任何衝突與政治交
器材等均屬之。
軍用兵工測量裝備及與作戰有關之工兵（程）測量 擊手法多半使用炸藥與衝鋒槍等多 納河畔一爿爿書報攤與咖啡廳，這 涉都不再有單純的軍事解決方案
器材（含零附件），如各型工程機具及測量儀器渡河 點同時發動襲擊，擾亂秩序後再濫 是名作家挖到奧古斯都書信古卷的 時，我們更需要一套強大的思想體
殺無辜，各國莫不對無差別恐攻嚴 知識重鎮、也是薩特與西蒙波娃探 系整合各方力量。回顧 1831 年，
器材等均屬之。
軍用通信裝備及與作戰有關之通信電子器材（含零 陣以待，著名反恐部隊包括美國 討存在主義的沙龍場，從雨果的聖 法國司法官托克維爾惴惴不安地將
附件），如無線電廣播、錄音、照像、偵監器材等均 海 豹 部 隊 與 SWAT、 英 國 SAS、 德 母院、畢卡索的龐畢度、梵谷的奧 大革命後的元素「自由、平等、博
國 GSG9、法國 GIGN 與 RAID、俄國 賽、塞尚的橘園乃至全世界的羅浮 愛」捧在手心，虛心地飄洋過海向
屬之。
軍用化學裝備及與作戰有關之化生放器材（含零附 SPETSNAZ、加拿大 JTF2、日本 SAT 宮，都在這小小的心臟地帶內，這 美國尋求大革命後的答案，爾後著
等，反恐手法更趨多元，例如美國 個海明威筆下「一場流動饗宴 ( A 書立說，從「民主在美國」到「舊
件）。
軍醫裝備及與作戰有關之醫藥衛材（含零附件）， 海豹部隊被授命針對恐怖組織領袖 Moveable Feast)」的精神文明； 制度與大革命」，花了十年走筆呈
進行斬首行動；英國 SAS 反恐部隊 但在軸貫東西南北的地鐵裡，到處 現法國如何不再陷入戰亂的總結，
如各級軍醫單位使用之衛材均屬之。
軍用經理裝備，及各軍種使用之團體個人經理裝 假扮乞丐與特工，佈點於城市重要 是來者不善的騙子誘騙初來乍到的 回顧巴黎街頭，這裡的人們繼承這
路段；菲國以重砲、裝甲車、戰鬥 旅客，巴黎人總是冷眼的看著這些 樣的思考精神，不畏邪惡勢力持續
具，如糧、服、油料及輸油設備均屬之。
軍用運輸裝備，如各軍種使用之運輸工具（含零附 直升機及轟炸機攻擊恐怖分子據 騙與被騙的外來客們，適者生存的 入侵，這也正是風華絕代、忠於自
點；法國更是訓練老鷹擊落不明無 法則普遍存在巴黎人的心中。
我的法國核心。
件）。

從巴黎街頭看恐攻

尖端航太級積層製造技術全面展開 中科、漢翔正式簽約合作
◎軍通中心／蔡孟昌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NCSIST）、漢
翔航空工業公司（AIDC）雙方 17 日於
「台北國際航太暨國防工業展」中簽署
合作意願書，共同努力將積層技術導入
國造航太零組件之設計與製造，攜手推
動我國航太技術革新。
尖端航太級積層製造技術在未來可能
改變軍事供應鏈，在航太領域新技術可
協助解決不易取得、消失性商源零件的
籌獲或性能更優越的航太零組件議題，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NCSIST）、漢翔
航空工業公司（AIDC）雙方於 2017 年
8 月 17 日於世貿一館「台北國際航太
暨國防工業展」中簽署合作意願書，共
同努力將積層技術導入國造航太零組件
之設計與製造，攜手推動我國航太技術
革新。
積層製造具備快速、彈性、客製與複
雜成型的特色，該技術所帶來的輕量

化、適形散熱以及一體成型等新設計，
被譽為是下一個世代重要的製造技術，
在航太領域已經可預期帶來明確的效
益，Boeing、GE、Airbus 等 國 際 飛 機
大廠如都紛紛投入大量的資金與研發，
在台灣五年複合年均成長率已經超過
20%。然而航太零件構型複雜且要求標
準嚴格，進入的門檻高，需要高度製程
整合方能產出高品質之航太零件，並非
單純積層製造本身即可達成。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IDC)
為台灣航太產業的領導者。長久以來與
中科院 (NCSIST) 研發能量密切合作，
擁有軍用飛機的研發、製造、全機系統
整合、民用飛機之區段研發，零組件製
造與組裝、後勤支援與飛航服務等能
量，為亞太地區少數兼具研發、系統整
合、測試及製造能量的航太供應商。而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致力於發展前瞻軍
民通用科技，扮演產業領航先鋒，長期

從事武器系統開發，已經具備完整設
計、分析、製造與檢測軟硬體能量，擁
有全國最完善之航太國防零件驗證場
域，近年來致力於航太國防積層零件全
製程技術開發，累積許多珍貴的研發經
驗，於 2015 年自主研發完成國內首座
金屬積層製造（3D 金屬列印）設備，
從機台設計、金屬粉末、雷射光源、軟
體模擬、製程監控、金屬熱處理等關鍵
議題都有涉獵，充分掌握積層製造的關
鍵技術自主開發能量。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與漢翔航空工業
共同合作，隨著國防部今年大手筆投入
686.4 億元，在國機國造 25 至 30 年的
長程規劃下，以開發「國造航太零組件
積層製造與應用技術」為目標，選定驗
證標的進行整合研究、開發、檢測與實
際應用，結合中科院研發能量，從研發
設計、生產驗證至小量生產，使產品達
到國際飛航水準，國機國造自主，將帶

動全面性的產業升級，共同開創台灣航
太產業新契機。

中科院院長杲中興(右)與漢翔董事長廖
榮鑫簽署航太金屬積層製造合作意願書

雙方合作將強化國機國造自主能量，並
使產品達到國際水準，開創新產業契機
編輯／曾
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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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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