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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資訊

指出，鯊魚

這類魚種可

能擁有電覺

(electroreception)，對極微

弱電場進行偵測，使得鯊魚能

在觸覺無用的暗無天日深海

中，感應周遭的狀況。

　人類這樣的物種，盲人在無

視力條件時，其聽覺與觸覺被

訓練且敏銳化，聽障者亦是將

其他感覺官能強化之外，真實

狀況下，我們是不會【聽到】

花開的聲音，卻又會把兩種感

覺串聯，倘若專注程度凝聚到

前所未有的境界，精神感官很

容易就產生一種名為聯覺的狀

態，此時兩種以上的感官會產

生結合，例如望梅止渴，或是

在溽熱難耐的白日午後，聽到

了清脆的風鈴清音，常常會讓

人感到消暑；她的聲音好甜；

這個顏色讓我感到溫暖；美麗

且靜悠的光景能使疲乏盡散；

溫暖且不再讓我感到孤獨和孤

單的擁抱；這些平日常聽到的

說法都是一種聯覺效應。

　如果能破解人體機能奧秘，

深度開發自己的感官能力，當

看到一株緩慢綻放的大花紫

葳，便會從花的延展聽到悠揚

的小提琴聲；當一滴水從水龍

頭落下而四散出水花冠時，會

從冠環處發出帶著螢光系的淡

藍顏色；或許我們就不會為了

生活的調性單一，歡愉社交過

後所產生的疲軟，現實和理想

所產生的落差而感到貧瘠。

　我們的靈魂終究需要一種突

破，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讓感官

能力跨越物理實體界的框架，

一旦衝破了，感官能力得到啟

蒙，人與人之間單靠一個眼神

交會、舉手投足、甚至一個直

覺，就能產生資訊流動。如果

能再突破一點感官能力，好似

取得所羅門王指環，不只理解

物種行為，更能與魚獸蟲鳥對

談後，或許可以進一步理解環

繞著你的世界的訊號。萬象森

羅的環世界裡頭感知維度，應

該豐富生命的存在意義，而

心，是否也能獨立出來成為一

種突破常理的感覺？

◎航空所／胡意婷

帶小孩從外頭回到家，看到樓梯間有老公的鞋子。

我　：爸爸回到家了耶！

大寶：我知道，我看到爸爸的鞋子了！

小寶：我也知道 !

我心想小寶還沒上樓，理應沒看到爸爸的鞋子。

我　：你怎麼知道？

小寶：我聞到爸爸的腳臭味了！

◎航空所／張憲志

　上一屆台中花博展出的知名

代表作品——聆聽花開的聲

音，循藉花朵的外在意象而設

計，實為以 697 朵機構裝置，

結合機械馬達和控制演算法構

成的裝置藝術，甚至展現出仿

生行為，微風吹拂即隨之搖

擺，人群聚集而羞赧蜷起，這

過程都有音樂揚起，不僅視覺

上，連聽覺都有感官享受。

　我們用五種感覺器官在四維

空間裡生活，平日的視聽嗅觸

味等，以感官來界定世界時，

常以環世界稱之，其中以視

覺、聽覺為長，而大腦會把整

體環境中，經由視 /聽覺接收

到的資訊經過辨識及篩選，判

斷後濾掉不是那麼緊急且重要

的訊息，讓你看、聽到值得且

有用的畫面和聲音。

　而其他動物則多有不仰賴

視、聽感官者，如狗貓的嗅覺

細胞平均遠大於人類，可辨識

的氣味種類廣泛，由嗅覺建構

的世界，甚至能察覺氣味來源

的意圖，例如該氣味是否具備

危險的傷害性、是否正值費洛

蒙旺盛的發情期等等，更甚

者，嗅聞同類腐屍還能對已死

時間有個底。

　魚 /兩棲類皮膚上的觸覺感

器，除了可以接收到更低頻的

震動，也能敏銳地用側身觸覺

線而感覺到水溫、鹽度、水

流與水壓變化等，更有研究

死亡率，罹患糖尿病與心臟病的

風險增加 1倍、慢性腎臟病則提

高 30％。

　所以，別再長時間坐著不動

了！多多關照自己的健康狀況，

偶爾該起來伸展一下，養成運動

的好習慣，增加身體活動度！其

中，「健走」是個理想的方式，

因為做起來負擔少，也容易養成

習慣持續下去，不僅安全、受傷

風險小，研究也顯示可以穩定血

壓、預防乳腺癌、結腸癌、減少

心臟病及憂鬱症的風險。

健走前後該怎麼吃？

　建議運動前 1小時，可選擇富

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香蕉、

地瓜、麥片（1個或1碗的量）。

此時不推薦食用富含蛋白質的食

物，因為蛋白質消化時間較久，

容易在運動期間感到腹痛、腸胃

不適，因而進一步影響運動表

現。至於運動後，建議選擇富含

蛋白質與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例

如茶葉蛋 + 豆漿、雞肉飯、飯

糰、優格，你會發現，運動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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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六 )~4.18

( 日 )9:00-17:00 

2021 桃源國際藝

術獎（桃園展演中

心）

3.24( 三 )~4.3

( 六 )9:00-17:00

永平工商廣告設計

科第 31 屆畢業展

《情敘話》（中壢

藝術館）

4.1( 四 )19:00-

21:00 109 學年度

藝術才能舞蹈班第

30屆畢業舞展（桃

園展演中心）

4/2~4/6 19:30 

2021TIFA 表演工

作坊《江／雲・之

／間》（國家戲劇

院）

4.3( 六 )19:30-

22:00 大美迴旋 IV

「弦音之客」（中

壢藝術館）

4.7( 三 )19:30-

21:30 寬 宏 藝 術

經紀股份有限公

司 -2021 迪士尼卡

通電影演唱會（中

壢藝術館）

4/9 ( 五 ) 19:30

「夢之舞」長笛中

提琴豎琴三重奏

（國家演奏廳）

4 / 9 ~ 4 / 1 1 

2021TIFA 王景生

・魏海敏・陳界仁

・張照堂《千年舞

臺，我卻沒怎麼活

過》（國家戲劇

院）

4.11( 日 )13:30-

18:20 日本飛行船

劇團《七隻小羊與

大野狼》（桃園展

演中心）

4/11 ( 日 ) 14:30 

NSO 室內樂《大兵

的故事》（國家演

奏廳）

4 / 1 3 ~ 4 / 1 6 

2021TIFA 生祥樂

隊《我庄三部曲》

演唱會（國家音樂

廳）

4.15( 四 )19:30-

22:00 相 聲 瓦 舍

《三十三》（中壢

藝術館）

4.16( 五 )~8.1

( 日 )11:00-19:00

世界音樂在 A8- 印

尼的聲響交織（A8

藝文中心）

◎作家／何傑

　上篇文章介紹一首「笑傲江湖」電影中的「蒼海一

聲笑」，是非常簡單易學的五音國樂。當然會有學西

方古典音樂的專業人士不見得欣賞、認為太俗氣。因

此此篇來介紹赫赫有名的德國音樂大師貝多芬先生的

第九號交響樂主題曲「快樂頌」，貝多芬先生是音樂

界的聖人，生於 250 年前，可惜晚年因耳朵失聰，僅

在世五十七載，否則留下樂曲可能超過百首。只要谷

哥搜尋一下，資料超過吾人能閱讀的能力。

　請看圖：依網址可查到，天主教「賀三納」歌本中

79 頁，「歡樂謳歌慈愛恩主」，旋律取自「快樂頌」

配中文歌詞在彌撒中，由教友們唱出歡樂的氣氛。

旋律半拍一律取成一拍，重複如下：第一段 3345，

5432，1123，322-。 第 二 段 3345，5432，1123，

211-。第三段 2231，23431，23432，125-。第四段

與第二段同 3345，5432，1123，211-。總計只有五

個音，除了低八度的紅字。所以東西方樂理相通，所

謂「大樂必易」，我們的右手指五根手指頭，從大拇

指依序擺在 12345 個白鍵上，一手即能掌握。每段 4

小節每小節 4拍，其音相鄰，變化不大，先昇後降，

再昇再降，非常簡單，就像開車時的路面緩昇緩降，

令人自然產生愉快的感覺。

　至於節拍也非常簡單，請參考圖，總共四段，每段

16拍總長 64拍，有 48個 1拍，8個 2拍，7個半拍，

3個1.5拍。五個音，四種節拍，變化不大，卻是「樂

老爹學琴記(八)
聖」，你說奇怪不奇怪？

　更奇怪的今天介紹的法門是，克難式「無琴練琴

法」，一般學曲先要會唱，所以用唱名 Do、Re、 

Mi、Fa、Sol來唱簡譜上的1、2、3、4、5，先學C調，

只需彈 5個白鍵，將來再轉 G調如樂譜所加註。不會

唱的讀者們可以上 YOUTUBE，查詢「快樂頌」，只要

跟著歌詞來唱，保證很快學會。

　接著第二步，只要坐在書桌上，將右手自然前伸，

五指稍微鬆開，輕鬆地放在桌面上 ( 假設放在琴鍵

上 )，因為鋼琴本來就為人手設計，無論手大手小，

都應可彈。如果實在擔心五指間距問題，最佳方法仍

是在鋼琴或電子琴上來測試。現在無論電腦、平板、

手機，都可下載免費鋼琴程式，在面板上秀出琴鍵，

為何要提無琴練琴法呢？這當然是老爹學琴後的多年

心得，我們坐車、開會、聽演講，或任何時候，只要

想學樂曲，右手五指只要有空便能練習，有桌面，利

用桌面。車上有橫槓也可利用，左手前臂放在右指

下，也可當桌面，右腳膝蓋上方也可當桌面，甚麼都

沒有，右手立在胸前也可空彈。

　因為第一步已會唱了 ( 表示旋律與節拍都準確

了 )，所以只要右手五指當成在復健，或是測試反應

能力，唱 Do( 按下 1 代表拇指 )，唱 Re( 按下 2 代表

食指 )，唱 Mi ( 按下 3 代表中指 )，唱 Fa ( 按下 4

代表無名指 )，唱 Sol( 按下 5 代表小姆指 )。其餘 4

指頭只要不用力，保持輕鬆即可，如此唱過五遍十遍

後，手指即能靈活的反應，自我要求嚴格者，當然可

以多練，重點是節拍要準、旋律要對，否則會走火入

魔，練成自由即興大演出。

　此法練家子應該都會，畢竟待在琴室的時間有限，

此法利用空閒時間，可加速練成樂曲，本文之介紹對

初學者，無琴者都可以適用。相信必有能人無琴亦可

練成此曲，至於左手，可同步低八度進行旋律，亦可

每小節按 C 和弦一次，但這是完成右手後的中級課

程，以後有機會再詳說。祝大家練琴成功愉快！

貝多芬音樂快樂頌(八)（http://www.apostles.tw）

飲食，比較容易選擇，基本上所

有食物都適合。倘若想要提升肌

肉，增加線條的朋友，建議運動

後 30 分鐘左右，就可以開始進

食了，因為運動後，肌肉會非常

渴望養分，這時候進食可以讓肌

肉盡情汲取，若時間拖久後才進

食，脂肪細胞就會來搶養分，造

成脂肪囤積。

健走會不會導致膝蓋退化？

　美國運動醫學期刊表示，平常

有跑步習慣的人，接受膝關節置

換手術的機會，比不跑步者來得

低。另外，高齡的跑者（70 歲）

與高齡不運動的人相比之下，發

現跑步並不會增加膝蓋退化風

險。由此可見，跑步並不是傷害

膝蓋的元兇喔！

可是我常常聽到退休的運動國
手，通常都有退化的問題？

　那是因為運動強度不一樣，國

手等級的訓練內容，比起一般人

從事體育運動要來得激烈，從事

長跑、舉重、足球等專項運動達

到了國家選手等級，那麼年老時

發生退化性關節炎的機率就會比

較高。您可能會想問，那正常人

該怎麼樣預防退化呢？從事任何

運動都要循序漸進，核磁共振研

究發現職業跑者的膝關節在賽後

仍然維持正常運作，但初學者完

賽後膝蓋卻產生關節積液與各種

構造異常。

　所以任何運動都應該由淺入

深，逐步訓練並維持充足的休息

時間，才是避免運動傷害、關節

退化最好的良藥。提醒膝關節已

經退化的患者，不要因為疼痛而

減少活動量，甚至放棄運動，相

反地，應該要每天保持一定的活

動量，愈不動愈容易導致關節沾

黏、僵硬或周圍肌力退化，反而

加劇退化性關節炎的問題！還

在嚷嚷著工作太忙沒時間運動

嗎？那就選擇這個簡單易行的方

式——健走。準備重整我們的步

伐，透過健走邁向新人生。

◎系發中心／陳育文 

　許多職場工作者往

往為了處理堆積如山

的工作而焦頭爛額、

整個下午坐在辦公桌

前……但是要小心！

「久坐」，已經快要

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

新疾病的名詞，美國

心臟學會研究指出，

每天平均多坐 1 小

時，罹患心血管疾

病的機率就增加近

14％，而若每天能夠

撥出１小時運動，則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

約 12％的風險。

　美國癌症協會在

2018 年的研究指出，

即便你維持正常的

BMI 或不抽菸，每天

「坐著」超過 6小時

以上，仍會提高癌症

美國空軍Ｔ─Ｘ高級教練機專案 (下 )
◎航空所／魏楞傑
選擇考量

　美國空軍五代機隊中沒有雙座教練

機，T-X 將 爲飛行學員架起一座從基本飛

行訓練到操作世界上最先進的戰鬥機之

間的橋樑。儘管 T-X 專案算不上是個大

採購案，但卻是一個重要的專案，選擇

過程中需考慮許多因素。

　首先，費用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美國

空軍在 T-X 專案招標書中只要求需滿足

基準性能標準，全案採固定價格，報價

最低的方案得標。這是因爲美國空軍後續

在 F-35A 戰鬥機、B-21 轟炸機、KC-46
加油機、新世代情蒐機規劃了昂貴的長

期現代化專案，因此，T-X 專案得節約

經費；另外則是 F-35 專案發展過程中

經費一再超支，殷鑑不遠。

　然而費用並不是唯一的考慮因素，選

擇過程中還要評估一系列風險因素。排

在首位的是技術風險，T-X 專案的各個

系統和組成需要達到預期的標準。其次

是進度風險，T-38 將在 2020 年代退役，

但同時美國空軍需要 爲 F-22 和 F-35A 戰

鬥機訓練數百名飛行員，因此，T-X 必

須能夠在 2020 年代初就開始量 爲，以避

免出現教練機缺口。第三是資源風險，
2020 年後美國空軍許多的關鍵現代化

專案將加速發展，T-X 進度落後會對美

國空軍的採購預算造成影響，還會對
T-38 機隊造成額外的壓力，美國空軍使

用 T-38 的時間越長，整個後勤和維護

費用就越高。

競爭機型

　多年以來，美國空軍認為在合理的價

格和低風險下獲得 T-X 的最佳方式，是

改裝某型已經服役的飛機，亦即某型已

經在他國服役的現代化教練機，因此美

國空軍鼓勵美國公司與外國公司合作，

提供這些現成飛機的美國版本，從而大

大節省為美國空軍生產飛機所需的成本

和時間。

　T-X 專案啓動後，多家美國公司在獲

悉美國空軍的態度後，立即和國外廠商

合作，推出已服役的他國現代化教練機

參加競標。諾曼 (Northrop Grumman)
與英國航太系統(BAE Systems)的團隊，

以後者的鷹式教練機參與競爭；義大利

李奧納多 (Leonardo) 以其北美分公司
DRS 為主合約商，推出由 M-346 教練機

改進的 T-100；洛馬 (Lockheed Martin)
與 韓 國 航 太 工 業 (Korean Aerospace 
Industries) 的團隊，改進現有 T-50 高級

教練機參與競爭，改進內容主要包括增

加空中加油能力、第五代座艙、嵌入式

訓練系統、開放式系統架構；波音卻是

個例外，在上述團隊紛紛提供現成產

品的情況下，波音在 2013 年與瑞典紳

寶 (Saab) 合作，研發了一款全新的飛

機，安裝一具奇異 (General Electric) 的
F404-GE-402 發動機，類似 F-35 戰鬥機

的玻璃座艙，機體外形為帶下反角的上

單翼及傾斜雙垂直尾翼。

　其他表態參與競標的還有：內華達

山 脈 公 司 (Sierra Nevada Corporation)
和土耳其航太工業 (Turkish Aerospace 
Industries)團隊的自由(Freedom)方案；

德事隆 (Textron AirLand) 投資研發的蠍

子 (Scorpion) 輕型噴射攻擊機；以及斯

塔華蒂航太 (Stavatti Aerospace) 的標槍

(Javelin) 方案，但這幾家公司都在不久

後因各種原因打退堂鼓了。

　最終有四個團隊參與 T-X 專案競

標，但美國空軍於 2016 年 12 月 30 日

發出正式的邀商建議書 (Request for 
Proposal) 後，卻只有洛馬與波音遞交

競標書，最後由波音勝出。美國空軍

「高級飛行員訓練」預算金額 197 億美

元，波音以 92 億美元得標，足足為美

國空軍節省了約 100 億美元。表面上，

波音勝出的關鍵是價格低廉，不過在波

音得標後一個禮拜，白宮發佈的一份跨

部會國防工業基礎研究報告中，指出一

些關鍵國防工業正在萎縮中，全美戰機

製造廠商由全盛時期的十餘家，至今僅

剩洛馬與波音二家，傷害了產業競爭力

並遏制了產業創新力，因此有傳言指波

音的勝出，是美國政府不願見到已連贏
F-22 和 F-35 專案的洛馬一家獨大，將

會弱化美國戰機工業基礎的結果。

　與目前世界上最新型的高級教練機義

大利 M-346 相比，波音 T-X 的性能有相

當的提升。例如︰ T-X 最大飛行速度為

每小時 1,300 公里，M-346 為 1,093 公

里；T-X 最大爬昇速率每分鐘 10,211 公

尺，M-346 為 6,060 公尺；T-X 最大昇

限 15,240 公尺，M-346 為 13,715 公尺。

結語

　根據洛馬的預測，未來 10 年間西方

國家將有 1200 架以上各型教練機的市

場需求，波音的 T-X 必將參與此市場的

競爭。另外，全球採購 F-35 的國家，

往後多數將成爲波音的潛在客戶，因此，

「高級飛行員訓練」專案的勝出，不只

讓波音能對全球高級教練機市場具有影

響力，更留住了戰機部門的生存命脈。

　T-X 教練機反映了美國空軍下一代高

級教練機與新一代飛行訓練裝備體系的

發展思維，對全球未來高級教練機發展

方向、市場競爭態勢、以及美國軍事航

空工業的格局，都會有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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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波音 T-X 高級噴射教練機一般規格

乘員　　　　　2

長　　　　　　14.15 公尺

寬　　　　　　10 公尺

高　　　　　　4公尺

空重　　　　　3,250 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　5,500 公斤

引擎　　　　　一具奇異 F404

軍用推力　　　5,000 公斤

後燃器推力　　7,800 公斤

最大時速　　　1,300 公里

航程　　　　　1,840 公里

升限　　　　　15,240 公尺

爬升率　　　　每分鐘 10,211 公尺

來源：參考文獻 6

改 變 世 界
To Change the World

者。我們可能以為他們瘋了，但賈伯斯說：就是他們

這些瘋狂到自己認為可以改變世界的人，最終改變了

世界。

　“The people who are crazy enough to think they can 
change the world are the ones who do. —Apple’s “Think 
Different” commercial, 1997.[1]
　聽了多麼令人感動。

　改變世界 (to change the world) 不是盲目的。發現

社會或自然現象，解決問題 (problem-solving)，就是

改變世界。人人都有能力改變世界，人人都可以改變

世界。

熱情

　2005 年，賈伯斯在美國史丹佛 (Stanford) 大學的

一場演說中，以一句話鼓勵所有的人 :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很可惜，大部分中文媒體或學者都將其解讀為「求

知若渴，虛心若愚」這方面的意思，而誤解其原意。

主要原因除了語言本身的差異外，是來自文化的不

同。

　國人以求知若渴 ( 或飢餓 hungry) 形容對知識

的追求，但美國人對於知識是用好奇，他們會說
intellectual curiosity 或 eager to learn； 用 hungry for 
success 比喻對成功的追求，要一直保持 hungry。Stay 
hungry 意指我們要永無止境，永不滿足，竭盡所能

的尋找成功；“Don’t be anything less than everything 
you can be.” (Walt Disney: 1901-1966)，不畫地自限。

　另外，英文不是用 foolish 形容「虛心的」；虛心

的英文叫做 humble。由於文化的趨使，國人自然而

然將 foolish 聯想到「大智若愚」，以為 stay foolish
是虛懷若谷。

　語言是不能用推論的，這時候要查字典，foolish 是

名副其實的「愚蠢的」、「笨蛋的」意思。 
　科技創新是改變世界的基本條件，真正能改變世界

的必要條件是勇氣、熱情和執著。執著讓我們擇善固

執，永不終止追求成功：stay hungry；stay foolish 則

給予我們當仁不讓的勇氣和舍我其誰的熱情；不懼人

言，不畏人譏，儘管當一個傻瓜，如此才可能改變世

界。

　就像吉訶德，寧為一個崇高的理想而奮鬥，也不屈

服於卑劣的權威；為築一個不可能的夢想而執著，付

出「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與熱情

[2]。

結論

　我們常說：員工是公司最大的資產。但絕不是公司

有了你才有今天，個人存在的功能或目的不能決定

公司的存續，否則就掉入目的論 (teleology) 的陷阱

[3]。組織的演進是因時代的更迭，依運行的自然法

則，本來就不因某個人的存在與否而受到影響。

　然而，科技管理者或經理人，應體認：一個人足

以改變世界——只要有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的勇

氣、熱情和執著。

　對本院而言，科學研究是為了國防科技已知及未知

領域知識的進步或創造，以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在

研究論文撰寫方面，則要對論文各章節內容的本質及

寫作時文字的表達，深入探索，嚴加考證，切勿因循

沿襲，要勇於改變錯誤。

　“How wonderful it is that no one has to wait, but can 
start right now to gradually change the world!” [4,5].
　「如果每一個人都能毫無顧慮地立即投入改變世界

的行列，那該有多好！」，和在職場上及正在進修的

朋友們共勉。（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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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張瑞釗

　引用 (quote) 在一篇論文中，佔有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開頭的前言，除了可以引起讀者的注意與興

趣外，更可佐證或說明作者的觀點、論述甚至理論。

　引用和引述 (citation) 不同。引用是直接抄自原

作者的文句，原封不動使用於自己的文章中，並外

加引號 (quotation marks)；而引述為參考相關文獻

(reference) 的概念或思想。

　引用不是為了華麗的文藻或是增添文采，而是

用來加強作者提出的概念 (concept) 及其可信度

(credibility)，以博得讀者的認同與信任 (belief)。因

此，引用務必要切合主題，要恰如其分。如果引用的

是外文，更要徹底考證其語意，以免弄巧成拙，貽笑

大方。

　本篇引用賈伯斯(Steve Paul Jobs: 1955-2011)名言，

寓「論文寫作」於其「真知灼見」，提供進修學位或

論文評審者參考。

改變

　一般人抗拒改變，更怕面對改變的人和事。尤其當

我們看到在工作上十分狂熱的，特立獨行的，似乎和

公司格格不入的人，更令人難以接受。然而相對地，

他們往往有獨特的想法，不喜歡墨守成規，厭惡在現

況踏步。對於這些人，不論你贊揚抑或詆毀，賈伯斯

認為：我們就是不能忽視他們。

　在賈伯斯的心目中，他們是人類世界進步的推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