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９４期
中華民國一○八年七月十六日

我的辣椒情緣

編輯／曾
設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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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喝水：空調舒適、室內四
季如春，一定會減少口渴的機
會。減少喝水，身體就沒有補充
水分的機會。水分不足會讓血液
的黏稠度增加，尿液的細菌也會
增加，腎臟代謝功能受阻，這不
只造成泌尿道感染，痛風也可能
會發作。
不運動：不運動，也會加速骨
質的流失。
雖然坐辦公桌所產生的健康問
題很多，但維繫身心健康仍是我
們重要的課題。以下提供幾個建
議：
一、大腦忙碌之際，來一杯熱可
可、幾片70%的巧克力或黑糖薑
茶，都能補充優質的糖，提供大
腦能量。
二、每一小時喝300c.c.的茶或
咖啡，如果可以交替喝更好。因
為茶和咖啡都有強大的利尿效
果，茶還能防止電磁波、安定情
緒、平衡小腸內的益生菌，還能
淨化血液，好處多多，尤其綠茶
最好！咖啡則能預防腸癌、乳癌
和巴金森氏症，加速腎臟排出尿
酸，還能增加大腦的創意，阿拉
比卡豆最好！去廁所一趟來回走
個幾十步，也能趁機活動筋骨。
三、簡單、好記又隨時都能做的
伸展運動：「伸、懶、腰」
(1) 首先，把椅子挪開，站起來
(2) 頭部向後仰、身腰後仰，把
雙手慢慢舉高，然後開始用力伸
懶腰，伸懶腰的同時，也別忘了
伸長腿部。
(3) 時間不限，做個三五分鐘，
盡量伸展筋骨，達到放鬆效果。
(4) 好處：伸懶腰的動作不但可
以伸展關節、放鬆肌肉，胸腔得
到擴張，心、肺、胃等器官的功
能得到改善，也能在動的過程中
促進大腦分泌一點血清素，讓你
心情變好，使體內的新陳代謝增
強，能提高大腦和其他器官的工
作效率，減輕疲勞的感覺。
以上三點小撇步，希望大家每
天坐辦公室，也能坐得開心又健
康。

道Q將平時喜歡吃蔬菜的葉子，總是在煮飯時段走進
廚房，吃起浸泡中的菜葉，沒想到牠連南瓜辣椒的葉
子也喜歡，真有點出乎意料。
有一次餐桌上出現一整盤綠色的辣椒，我正想問老
婆怎麼回事，倒是她先看出我的疑問，跟我說：「這
是在街上買的糯米椒，賣的人說不會辣耶！」我夾一
塊咬了一下，還真的不辣，仔細看一下：雖然糯米椒
跟平常的辣椒有點像，大小也差不多，但它表皮薄、
比較多摺痕，尾端以鉤子的形狀居多，裡頭的籽子很
多，老婆是拿它來跟豆豉一起炒的，吃起來只有鹹
味，煮好之後沒有辣椒的辣味，感覺很奇怪！
我聽說院內有一種超級辣的「鬼椒」，對喜歡種辣
椒的我來說是一個好消息，特別找了同事去要了二顆
成熟的鬼椒回來種，種在花盆裡的鬼椒顯得有點營養
不良，只好找個地方種下了地，沒想到原來奄奄一息
的小苗經過幾個月，結了幾十個果實。這下子問題又
來了，成熟的鬼椒不像南瓜辣椒那麼好送，就算愛吃
辣椒的人，「鬼椒」也不是人人都可以接受的。有個
年輕人自認能接受鬼椒的辣度，曾經摘了幾顆回去炒
羊肉吃，結果只吃了第二口成熟的鬼椒就投降了，找
了好幾個禮拜，才聽說有個鄰居特別喜歡吃辣椒，也
喜歡我送給他的鬼椒，他用鬼椒炒的小魚乾特別香，
總算有了完美的結局，可惜的是Q將已經到天上去做
小天使了，不然牠應該也會喜歡鬼椒葉子的。
這幾年來我種過的辣椒從小顆粒的朝天椒，到長又
彎的糯米椒，型狀特殊的南瓜辣椒、鬼椒……都是以
興趣來種植，並沒有考慮到食用的目的，只要看到它
們成長旺盛、結實累累，就是我最大的快樂，至於要
如何處理長成熟的辣椒，等它長出來再說吧！

中科院路跑社志工服務團隊
◎物籌處／鍾順昌
自本院創設路跑社至今，喜愛跑步的同仁報
名參加全國各地路跑活動，屢創佳績上臺獲
獎，也帶動家人參與路跑活動。
國內各縣市組成地方路跑社團，為鼓勵喜愛
跑步者投入跑步，都會在當地舉辦跑步活動式
比賽，例如永和慢跑隊承辦雙溪馬拉松，桃園
市馬拉松協會就承辦議長盃半程馬拉松、海風
馬拉松，台積電路跑隊主辦寶二水庫50公里超
級馬拉松……當地方路跑隊承辦路跑活動需要
動員相當多人力，包括裁判志工、交通志工、
衣物保管志工、補給站（水站）志工等，因此
路跑隊之間就會相互請求支援。
本院路跑社因為跑友平時勤奮自主練習，在
國內各大路跑賽事中逐漸展現好成績，進而與
國內路跑團體交流結盟。因此本院路跑社常受
邀支援補給站（水站）志工，一般路跑活動至
少每五公里需設置一個補結站，每站5~15位志
工，負責將飲水、運動飲料倒入紙杯中供參賽
選手飲用，水果清洗、裁切裝盤、甜點餅乾擺
盤等，服務時間往往是起跑時間前半小時即須
到達補給站擺桌（盤）準備各項補給品，以利
選手取用，直到所有參加比賽選手經過補給站
後才可收攤清理桌面，垃圾打包等結束服務工

創意的乞討

多動好健康
——

◎系發中心／陳育文
「如何做個快樂的
現代人」、「如何
做個有效率的現代
人」、「如何跟上現
代的腳步」、「如何
有效的快速致富」
……常常是我們工作
與生活的準則及目
標！然而專業愈多、
外務愈大，在家好好
休息及放鬆的時間就
愈來愈少。唯有身體
健康亮紅燈時，我們
才會稍微警惕一下：
要稍微注意自己的生
活作息了！
「長期久坐」的輕
度工作者，健康的危
機卻會比挑磚挖路、
站著教書的族群大很
多。原因是什麼呢？
用腦不會出汗：流
汗雖然會毀了妝容、
髒了衣褲，但是卻能
排出人體內大量的毒
素。要降低血液報
告中的警示紅字，並
不困難。要有健康指
數，唯有靠運動。
腦力要消耗大量的
糖分：血糖經常太
低，脾氣一定不佳，
衝突、爭執、煩躁、
憂鬱，都有可能發
生。另外也會引起血管壁的慢性
發炎、循環不好和四肢冰冷，都
是坐辦公室上班族常出現的狀
況。坐著不動思緒紛飛、起心動
念，只有腦子忙碌，並不能使身
體循環。身體不動，循環也不會
動，容易出現痔瘡、靜脈曲張，
甚至引發「經濟艙症候群」——
這是因為血液循環太慢或不順，
血栓阻塞所引起的致命病變。血
栓在肺部是肺栓塞、血栓在腦部
就是中風，若是在心臟，則會引
發心肌梗塞，也就是常聽到的猝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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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半程馬拉松（21公里）大約是從早上5點
30分至中午12點，全程馬拉松（42.195公里）
大都在下午四點鐘以後才結束。所以擔任志工
要有愛心、耐心、熱心及犧牲奉獻精神。
本院路跑社不僅跑友有服務熱忱，眷屬亦充
滿熱心響應，踴躍參加路跑比賽補給志工，由
於熱誠付出、滿心喜悅、服務用心、謙卑有
禮，常獲得選手感謝與讚賞，互動之間雙方都
充滿快樂，人與人之間距離更進一步，本院路
跑社志工服務團隊在路跑界享有很高的評價，
也為本院打出名號，值得讓全院同仁共享此份
榮耀。

◎退休同仁／樹枝
乞討這種行業我們俗稱乞丐，在每一個
國家好像或多或少都存在著，只是比例多
寡而已。當然先進國家也不例外，其中包
括台灣。追究背後原因，有家庭因緣促
成、有先天伴隨著、有職業病塑造、有車
禍及各種災難難以抗拒的後遺等錯綜複雜
因素。除了先天因果、還有人禍所造成的
殘疾等難以謀生，不得不以乞討維持溫
飽，令人同情。
筆者曾跑過50個國家，其中包括先進西
方國家、
落 後 國
家、專制
獨裁共產
國家，看
過無數街
頭乞丐，
不過有一
種創意的
乞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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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7/19 19:00那時候，
我只剩下勇敢（限）
（桃園光影文化館）
7/20 14:00碧霞鄉土
客家民謠劇團《山歌
情‧客家韻》（中壢
藝術館大廳）
7/20 14:00-16:00
【走進高牆】當代藝
術講座（A8藝文中
心）
7/20 16:30柏林我愛
你（輔12）（桃園光
影文化館）
7/20 19:00孟買夜未
眠（普）（桃園光影
文化館）
7/20 14:00尋龍傳說
（普）（桃園光影文
化館）
7/21街頭藝人-吉他
彈唱（桃園展演中
心）
7/21 14:00跟著IKEA
衣櫥去旅行（護）
（桃園光影文化館）
7/21 10:30彩雲飛[
數位修復版]（普）
（桃園光影文化館）
7/24 14:30生生
（普）（桃園光影文
化館）
7/26 19:00四海老傢
伙（普）（桃園光影
文化館）
7/27 16:10朝聖之
旅：保羅科爾賀（輔
12）（桃園光影文化
館）
7/27 19:00享受吧！
羅馬（輔12）（桃園
光影文化館）

實讓人眼睛一亮。五個全身皮膚微黑、簡
單穿著打著赤腳，約莫國小年紀吧！頭上
各用幾片剛摘下的翠綠樹葉，置於頭頂，
前面就擺著「乞」錢用的帽子。搖搖晃晃
唱著大部份旅客聽不懂的歌娛樂觀光客，
看來有如街頭孤兒般，他們最原始裝扮吸
引著來往旅客，乞求賜給Money（其中有
美金、柬埔寨紙幣、歐元等）。這就是四
月底記者造訪柬埔寨（Cambodia）大吳哥
窟，欲入門票檢查站前時，所親眼目睹的
特殊景致。
曾經是東南亞盛極一時的古代王朝，
走過輝煌歷史時軌跡的柬埔寨（舊名高
棉），在經過數十年內戰的蹂躪，可說滿
目瘡痍、百業蕭條、經濟不但全面停滯而
且倒退，與其他國家相較落後甚遠。現在
雖然內戰結束，但國家經濟蕭條、民眾伴
隨窮困，四處都存在落後景象，乞討者各
年齡層都有，街童創意「乞丐」只是冰山
一角！讓人類體悟到私慾下戰爭之殘酷與
無奈。

7/27 14:00親子同樂
－柏靈頓熊熊出任務
（普）（桃園光影文
化館）
7/28 14:00絕美之城
（輔15）（桃園光影
文化館）
7/28 10:30我是一
片雲[數位修復版]
（護）（桃園光影文
化館）
7/31 14:30夜鶯
（普）（桃園光影文
化館）
7/31 19:00逆轉風帆
（普）（桃園光影文
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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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TL: Reality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R O E T L E x p r e s s Learning ，甚
◎航空所／張瑞釗
至可稱為Revolu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英語教與學的革新(命
序言
)。
《定期英語學習課程》自106年12月
至於 Express ，是快車，也是快遞。
1 日逸光 755 期至 108 年 7 月 1 日 793 期計 大家心中可能有一個疑問，何以「駱
26 篇中，主要為探索英語教與學的真 駝」會是快車呢？
104年11月5日，James蒞本院主
相，以《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構分析》
理論歸納英文語法。
講《提升商業英語溝通技巧》。
《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構分析》是 J a m e s 說 ， 語 言 學 習 必 須 具 備 ： ( 1 )
學習英文的必要步驟：徹底了解任何 時間( time )、( 2 )動機( motivation )、
一篇具有情境的文章(fully understand ( 3 ) 毅 力 ( p e rs e ve ra n c e ) 、 ( 4 ) 方 法
the context)，也是語言學習的全部。 ( approaches )、( 5 ) 工具( tools )。其
當你很輕易地、具有節奏(pace)和韻律 中，動機、方法、工具是基本前題，一
(rhythm)得聽懂、讀懂、說出、寫出一 定要有，本系列課程足以提供。除此之
個句子時，才算學會了這個語言。
外，最重要的就屬「毅力」和「時間」
本篇開始，以《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 了。
構分析》為基礎，推廣應用於英文翻譯
駱駝走得不快，但是憑藉其無比的毅
與寫作，內容以與本院職務相關為原 力，一直向前、永不中止，終將跨越無
則，以科技與人文兼顧為範疇，裨益同 垠的沙漠。
學於論文期刊投稿寫作、行銷型錄撰
在講求速成及秘訣的三秒膠時效需求
寫、簡報製作、甚至口說演講等之需 下，坊間出現各式各樣的英文學習途
要。
徑。但是觀其方法，五花八門，對於聽
讀說寫，更有所偏廢。方法可以各有不
駱駝快車
同，但必須基於語言學習根本方法論及
《駱駝快車》( ROETL Express )， 理論，徹底了解，方能正確應用。
「駱駝」取自ROETL發音之國語諧音，
發現有不少學生，花了昂貴的學

駱駝快車

《飛機結構完整性計畫》規範

快樂現代人

◎飛彈所／廖孟修
從小家裡長輩不太喜歡吃辣椒，因此平時菜裡很少
加，所以我一直對辣椒沒啥感覺，只有去麵攤吃水餃
時會學其他客人加一小匙辣椒醬，再倒入三、四滴醋
拌在醬油裡，好像這樣比較好吃的樣子。一直到高中
住校之後，我對辣椒才開始有一絲絲的改觀：高中的
餐廳櫃檯隨時都放有一盆辣椒，讓喜歡吃辣椒的同學
自由取用，我就看過同學吃飯配辣椒，冬天還好，夏
天就吃得頭皮發麻、眼淚直流，我心裡想：要是我吃
上一小段辣椒，肚子就肯定會抗議……。
不過聽同學說：多吃辣椒可以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尤其是冬天吃辣椒，不但可以禦寒，還能抵抗感冒病
毒。有幾位外省籍的同學特別喜歡吃辣椒，他們說吃
辣椒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餐桌上如果沒有一碗辣
椒，吃起飯就沒味道。我是不敢想像這狀況的，不過
我試著在吃滷味時沾點辣椒醬來吃，開始了我與辣椒
的第一類接觸。
雖然我不排斥吃辣椒，但也只是一點一點地吃，看
街上賣滷味的攤子裡，辣椒是一根根豪放地加在滷味
裡，我自己煮滷味時，蔥、薑、蒜放完也頂多切一小
段辣椒加進去，因為我實在怕辣，怕嘴唇發燙、頭皮
發麻的感覺。說起來也奇怪，不敢吃辣椒的我竟然種
起辣椒來，起源是因為我吃不完的辣椒放太久、爛掉
了！我把爛掉的辣椒隨手往花盆一丟，它冒芽生葉長
起來了，看著它越長越茂盛，實在捨不得把它挖掉，

葉子一多就開起花來了，辣椒的花小小的，根本談不
上漂亮，但是一根根綠色的辣椒陸續展現它旺盛的生
命力，沒多久辣椒由綠轉紅，只好把它摘了下來。
媽媽見一大堆的辣椒放在那裡，閒來無事就把它切
碎了，放在盤子上曬太陽，準備曬乾之後裝罐慢慢
吃，誰知道小孩見紅紅的辣椒，就抓起來玩。我看到
時已經滿手通紅，用冷水洗淨後小孩的雙手仍然是熱
痛難耐，接著用冰水浸泡、藥膏擦手都沒辦法緩和熱
痛的狀況，只好用腳踏車載著他到山下小路，一面唱
著他喜歡的歌，一面讓他坐在腳踏車小椅子上張開雙
手、迎著風來緩和熱痛，或許是痛久適應了，或許辣
椒的熱痛已經退了，孩子也睏得睡著了。這一次經驗
之後，家裡的小孩看到紅辣椒就怕。
經過這事件之後，家裡有好一陣子沒用辣椒煮過
菜，少了辣椒的調味也沒啥不適應的。直到有一天，
有個同事拿了幾顆小巧可愛的南瓜型果子來，他說這
辣椒因為形狀像南瓜，所以稱之為「南瓜辣椒」，我
向他要了二顆放在桌上當擺飾，第二天一早上班發現
這二顆南瓜辣椒，竟然被蟑螂吃得只剩下一點皮跟果
實內的籽子，我只好把剩下的皮跟籽子丟到花盆裡當
廚餘。一個多禮拜過去之後，花盆裡長出好幾棵辣椒
小苗來，我挖了二棵回家種在陽台上，西曬的陽台把
辣椒養得肥肥的，果實長得滿滿一盆。
不吃辣椒的家裡種出來的辣椒要怎麼處裡？賣又不
值幾個錢，於是我將辣椒摘了下來，放在紙盒裡，拿
到社區守衛室門口的桌子上，寫了張任人取用的紙
條，還真的被索取一空呢！想必是愛辣椒人仕最喜歡
的免費禮物吧！同時我發現家裡養的小貓Q將會利用
曬太陽的時候，順口咬幾片辣椒葉來吃，我們早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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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所／魏楞傑
為確保飛機結構的安全，美國空軍於1972
年頒佈MIL-STD-1530《飛機結構完整性計
畫》規範，就飛機的開發及服役，由最初的
構想設計到服役的最後一天，規定了一系列
漸進的五大工作項目，以保証研發的飛機能
滿足原先的設計需求，並保障服役期間的結
構安全，由於實施成效卓著，如今已廣為全
世界許多國家採用。
美國空軍會制訂此規範，緣起於1950年代
末期B-47轟炸機因結構疲勞問題，發生多起
意外墜毀事件，為確定其他機種有否相同的
結構安全疑慮，美國空軍當時的副參謀長
（類似我國的空軍副司令）李梅將軍，於
1958/11/19批准萊特空中發展中心規劃的
「飛機結構完整性」專案，此專案的主要目
的為︰一、控制現役機隊的結構疲勞問題；
二、開發正確預測飛機服役壽命的方法；
三、提供設計及試驗方法，避免未來的武器
系統發生結構毀壞。
美國空軍隨之於1961年9月發佈ASDTN-61-141《空軍結構完整性計畫細部需求
與現況》技術文件，明訂飛機結構的詳細需
求。這些需求分列於五大工作項目中︰設計
規範、預期使用情況、初步設計分析與試
驗、最終結構完整性分析、實際使用情況，
訂定了各種結構分析、結構試驗、飛機使用
情況記錄的工作細項，以保證新設計出的飛
機能在服役期間承受預期的反覆性負載，並以模擬飛
機服役負載的疲勞試驗來驗證結構的安全使用期限，
同時記錄追蹤飛機實際使用與預期使用情況的差異。
1969年6月12日，美國空軍發佈第一份飛機結構完
整性計畫正式文件︰空軍法規80-13，飛機結構完整
性計畫成為美國空軍的官方需求，美國空軍往後不論
是設計中、定義中、採購中、或未來發展的飛機，都
必須遵照結構完整性計畫的規定。而在發佈此法規
之前，美國空軍先發佈共11本的8800系列規範，讓
法規中所述及的各層面都有規範文件可依循，除了
MIL-A-8871是在1968/10/8發佈外，其餘十本發佈日
期皆為1960/5/18。
然而在發佈80-13法規的過程中，美國空軍的F-111
戰轟機隊卻又因機翼樞紐接頭結構疲勞裂紋發生了數
起墜機事件。為讓F-111機隊能儘速復飛以免造成戰
力空隙，美國空軍立即採取二階段方式因應。第一階
段完成三項工作︰一、廣泛蒐集機翼樞紐接頭的基本
材料數據，並開發裂紋成長模型，以分析在一已知初
始裂紋或某裂紋長度下，飛機的安全使用壽命；二、
以低溫試驗驗證機翼樞紐接頭上有無裂紋；三、改良

費，最後連在國中就要學會的基礎語
法，都犯錯。欲速則不達(Haste makes
waste)，我們要學習駱駝的精神，毅力
加上時間，用正確的方法，一勞永逸，
最後必能達到成熟應用、優雅表現語文
的境界。
蛻變進化
《五顏六色英文句子結構分析》最主
要的特色為將複雜的英文句子結構及語
法歸納成「蛻變」(change)與「進化」
(evolution)兩類。此為英文教與學40餘
年來最大的心得，無形中也獲得在此領
域的革新(revolution)。
這要歸功於國中一年級時，英文老師
的一句話：「一個句子不能有兩個動
詞，如果有兩個動詞，第二個動詞的前
面要加to……」。
這 種 國 內 傳 統 的 規 範 式
prescriptive
(
，前述法)英語教學法，是
無法滿足追根究底的學生的。也因此，
心中一直懷著這條疑問法則，持續在英
文教與學的過程中，抽絲剝繭，才有了
目前的結論。
我的老師講得沒錯，但是只講對了八
分之一。
第一個動詞指的是一個句子的主要動
詞，即紅色方塊。至於紅色方塊以外
的方塊，只要碰到動詞，亦即第二, 三,
四……個動詞，必定要經過「蛻變」和

結構非破壞性檢查方法。第二階段是在飛機生產線
上，採用改良後的結構非破壞性檢查方法，並根據破
壞力學的原理，訂定服役飛機的結構非破壞性檢查時
距。
這些努力的成果，都融入了美國空軍80-13飛機結
構完整性計畫法規中，並促成此法規的第一次修訂。
1972年9月1日，美國空軍將修訂後的法規改為標準規
範MIL-STD-1530《飛機結構完整性計畫》，成為美國
空軍後續發展新飛機必須依循軍用規範的濫觴；而配
合1974年7月2日頒佈的MIL-A-83444飛機容忍損傷需
求，於1975年12月11日修訂發佈的MIL-STD-1530A，
是具備完整工作項目內容的初始版。
MIL-STD-1530A《飛機結構完整性計畫》中明訂了
服役壽命需求，清楚界定各型飛機服役年限、飛行時
數、降落次數……等數值，一舉消除以往對飛機服役
年限的模糊態度，並規定了在發展新飛機時，由構
想、設計、分析、試驗、試飛驗證到實際進入生產階
段，以及在部隊服役時，都必須遵循一系列標準的工
作項目，以保証所發展出來的新飛機能滿足原先的設
計需求，並保障飛機結構於後續服役期間的安全。
這一系列標準工作分為二大部份五大項(見附表)，
第一部份是研發階段的全面發展，涵蓋三大項：
一、訂定飛機結構完整性計畫主計畫以及各種設計資
料。主計畫的主要內容為敘述完成《飛機結構完整性
計畫》五大項工作的策略與方法，由飛機開始發展到
除役為止，需定期更新內容；結構設計資料包括下列
四種：1. 結構設計規範、2. 容損與耐久性控制計
畫、3. 材料、製程與接合方法選擇、4. 設計服役壽
命與設計使用需求。
二、飛機結構設計分析。依工作流程順序完成負載分
析、應力分析、疲勞∕破壞分析及動態分析。若經費
許可，可選擇一些關鍵結構零組件執行設計發展試
驗，以消弭後續全機靜力試驗時，這些零組件提前損
壞的顧慮。
三、各種地面與飛行試驗。經過各種分析評估，確定
飛機結構能滿足強度、性能的需求後，在全面發展後
期階段，需以數架原型機體進行各種全尺寸結構試
驗，主要目的在驗證分析數據的準確性，獲得結構顫
振特性，以及評估重要結構組件的容損及耐久性能
力。試驗項目概分為地面試驗及飛行試驗。
第二部份是服役階段的機隊管理，涵蓋二大項：
一、資料彙整。主要是提供強度摘要、編訂機隊結構
維修計畫、完成負載及環境負載譜調查與單機追蹤執
行規劃。
二、機隊管理。主要是記錄各單機於服役期間的使用
狀況，追蹤單機結構的強度退化情況，和單機結構安
全息息相關。
上述共五項中的前四項工作，由飛機製造商負責完

「進化」等八種型式之一。
「蛻變」和「進化」在本系列寫作應
用中，會一再複習，務必讓同學將「理
論」與「實證」二元合一。
憧憬未來
本系列除了「理論」與「實證」二元
合一應用以外，將再加上第三元素：
「下猛藥」，亦即由範例，現學現用，
滿足速效的需求，但還是要基於二元
論。期望在三元素並進下，大家能搭上
《駱駝快車》( ROETL Express )，脫胎
換骨。
「蛻變」和「進化」的論述，異於
傳統的英文分類與歸納，和一般英文
教學與英文書籍寫法完全不同，已
跳脫學界一般英文教學典範( normal
paradigm )，由上一期《光榮時刻》驗
證「蛻變」和「進化」的例子中，即可
看出。然由於篇幅之故，未能詳細解剖
句子演變過程，在之後各期中會再複
習。
行政院為提升國民英語力，增加國
際競爭力，國發會遵循院長指示，以
2030 年為目標，將打造臺灣成為雙語
國家。要達成此目標，一定要超越目
前教與學的模式，徹底改變，甚至革
新( revolution )；在英文教與學的理論
與實務上，促成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才有實現的可能。（待續）

成，第五項工作由飛機使用單位負責執行。
美國空軍的《飛機結構完整性計畫》，詳訂了軍用
飛機的發展流程細節及需執行的各大項工作，之後雖
然內容小幅度修改到2016年版的1530D，但規範的原
始精神始終未曾改變，而其成果也有目共睹，美國空
軍自實施此規範後所發展的各型新飛機，或是依據此
規範重新審查結構強度的舊型飛機，就未再發生因結
構疲勞導致飛機連續失事的重大事件。
不論是美國早期的F-16、F-18、B-1，或是最新世
代的F-22、F-35，這些高性能飛機及我國自行研製的
經國號戰機，都是遵循此規範順利完成發展，並據以
規劃機隊的任務分配及每架飛機的結構檢修時程，因
此保有優異的結構安全記錄，保障飛安並維持機隊戰
力，《飛機結構完整性計畫》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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