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ktek Eurasia 土耳其國際工具機暨金
屬機械展是土耳其規模最大、最專業的機床工
具行業展會。台灣工具機早已打入土耳其市
場，在當地廣為人知並深受歡迎。而台灣工具
機在土耳其進口工具機市場排名第 3，次於德
國和義大利。所以，台灣工具機在土耳其市場
是具有競爭力的。而產品吸精度，同捷克展，
以 AUE 鋁用系列跟刀片最吸引注目。

值得一提的是，震虎受邀參加經濟部國
際貿易局委託外貿協會辦理「工具機暨零組件
整合行銷計畫」。以「台灣工具機形塑土耳其
的創新未來（Taiwan Machine Tools：Helping 
Shape Turkey’s Innovative Future）」 為 主
題，在 10 月 14 日土耳其國際工具機展開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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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MSV&IMT) 位於布爾諾 (Brno)，捷克的第
二大城，更是捷克的重要的工業大城，台灣的
電子大廠包含宏碁、鴻海、華碩及廣達等公司
在這裡都有設廠。

此次展示品以 2014 年的新品 600PLUS、
捨棄式刀片、以及圓溝鋁用刀與震虎專利的功
能性銑刀為主，吸引了相當多的參展者的目光。
很可惜的是，捷克人英文不普及，在這些東歐
國家，德文和俄文是比英文更好用的語言。

下一站：土耳其

震虎之”繞著地球展”這次要帶大家來到

捷克跟土耳其喔！

首先是捷克，它不僅被稱為「小巴黎」，
亦稱為「小德國」跟「歐洲之心」。曾是世界
八大工業國之一，擁有良好的工業基礎及勞工
素質，加上它位處於歐陸中心，讓它成為西方
市場鎖定的投資目標。而過去幾年來，台商投
資中歐各國中，最大布局據點也在捷克。此次
參加的是 2014 捷克布爾諾國際工具機暨工業

日辦理一場台灣新產品發表會暨記者會。除了

我們之外，還有台中精機、高鋒、世聖及友嘉，

共 5 家公司集團，一同宣揚台灣技術創新與優

勢產品，藉此提升我國工具機產業品牌知名度。

~ 漫遊伊斯坦堡 ~
參觀清真寺前，先來淺談要注意的事項：

清真寺分為禮拜的地方（禮拜殿）及其他非禮

拜的地方。非穆斯林不能進入禮拜殿，而進入

禮拜殿的穆斯林要先大淨、小淨（註），所以

清真寺內有洗手間，甚至浴室可讓穆斯林清洗

身體，好做禮拜。

穆斯林的穿著，男性要遮住肚臍到膝蓋，

所以男穆斯林不穿短褲；女穆斯林只能露出臉

和手，所以都包頭巾、穿長袖、長裙或長袍。

如果非穆斯林事先知道要去參觀清真寺，最好

能穿長袖、長褲、長裙。 

 ( 註 ) 大淨是全身都要洗到，包括清洗鼻

子和漱口 ( 跟洗澡的差別在於舉意 )；小淨需洗

臉、洗手到肘、抹頭、洗腳等，小淨的破壞事

項有如廁的小號、大號，下氣（放屁）等等。

接下來介紹的景點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

眼熟，因為在好幾部好萊塢電影出現過喔！大

家一邊看一邊回想到底在哪裡看過吧，謎底在

最後揭曉。

企業的進步與發展，跟全體員工向心力與
忠誠度息息相關，為能使震虎員工擁有完善的
工作環境，充分發揮所長，貢獻己力外，更要
有健全的身心發展。所以，我們鼓勵同仁成立
各類社團，並給予經費補助，希望同仁在工作
與生活之間均衡發展，並透過參與社團活動提
昇同事間的情誼。

震虎目前成立了 4 個社團，包含瑜珈社、
肚皮舞社、男子籃球社、以及烏克麗麗社。

◆◆ 瑜珈社

Q：瑜珈運動有什麼功效呢？

瑜珈運動是項簡單易入門，條件要求不
高，健身性強且危險性較低的運動，適合各年
齡層。瑜珈有助於紓壓、排毒、減重塑身，甚
至調節內心平衡及內分泌系統，是個相當好的
有氧運動。以下介紹一個簡單但又很有效果的
瑜珈運動：橋式瑜珈。此動作正確的話，就會
有以下改善：

矯正骨盆前傾問題，改善脊椎側彎。有效
強化腹部肌肉。緊實屁股。有效鍛鍊大腿肌
肉，讓大腿內側緊實。矯正脊椎，改善駝背情
形。強健腰椎，改善腰椎無力和背痛。可以加速

胃腸蠕動，改善便秘問題。刺激腎臟排出多餘水
分，改善水腫情形。減緩經痛，改善婦科疾病。

【動作說明】

 平躺地上，眼睛看天花板，雙手自然置於
身體兩側。雙腳張開與肩同寬。彎曲雙腿，腳
後跟盡量靠近臀部。

吸氣同抬起臀部，至少維持十秒鐘。( 維持
10-30 秒，期間保持正常呼吸 ) 再將骨盆及臀
部緩緩放下。然後整套動作重覆五回合。一開
始做這些動作時，會有些許的痠痛感，大概三、
四天後，痠痛的感覺就會消除。但假如做完後
是「疼痛」的話，請先暫停一天讓肌肉休息。 

每天做 5 回合才有保健效果喔 ~

【學員悄悄話】林素瑛

當初剛上瑜珈只是希望自己的體態能好看

一點、有線條，但每星期二持續做了二年多，

發現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好，有時沒上課還覺得

怪怪的，尤其夏天的時候，真是激汗啊！上課

時會播放輕輕柔柔的音樂，身心立刻放鬆了下

來。心情不好時動作慢慢的做，心情會平復下

來，搭配腹式深呼吸，並借著瑜珈動作享受一

節一節骨頭的舒展，讓身體慢慢的放鬆。有時

候晚上睡不著，也會想起老師說的：把身體的

重量全部給地板就躺著什麼都不要想。真的會

很舒服的睡著了！尤其工作生活壓力大，做瑜

珈並調節呼吸可以讓我減輕許多壓力。

最近也常肩頸痠痛，每次這樣的時候就會

想做瑜珈，不然就是想著按摩做瑜珈拉肩膀的

筋，也是不錯的啦。我覺得學瑜珈讓我學習很

多，雖然沒有馬上見效，但是體態慢慢的在變

好我也很開心，更可以調整原本不很正確的姿

勢，對女生來說是個很好的運動呦！ 

◆◆ 肚皮舞社

Q：肚皮舞有什麼功效呢？

藉由對人體負擔較小

的動作來鍛鍊深層肌肉，

可塑造健康的體態，提高

柔軟對，以及練出性感 S
曲線，還可以舒緩肩頸僵

硬和腰痠喔！

提升女子魅力。韓國

醫學專家針對 3000 多為

練習肚皮舞的女性做了追

蹤調查，發現跳肚皮舞 4
個月後，她們的女性荷爾

蒙平均水平上升的 6%；

1 年後上升了 8%。

肚皮舞基本動作：一起
扭出小蠻腰！

【動作說明】

腰部向前挺，上半身自然而然地往後傾。

從側面看，身體會呈現弓形。腰部向左擺動，

並且放鬆右膝。腰部向後扭動，讓上半身自然

地往前傾。腰部向右擺動，放鬆左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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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鬆身體，想像在揉開骨盤周圍的肌肉；

腰部維持重心，和地板呈現平行，畫一個圓。

【學員悄悄話】郭雅菱

我會想學肚皮舞是因為跳起來很好看又可以

塑身，可以鍛鍊腰腹、胸部、臀部和手臂，讓

身體線條更優美。時間過的很快學肚皮舞快 2
年了，我個人覺得有改善便祕的情況，在練習

過程中常常要訓練腹部的肌耐力以及幫助腸胃

蠕動，最開心的事臀部也有改善，線條更結實。

◆◆ 男子籃球社

Q：打籃球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能促進新陳代謝、增進團隊精神外，

當心情不好時打籃球能使人將負面情緒發洩

掉！為什麼呢？因為打籃球必須專心深入的去

打，當打球打到某種階段時，你的思考模式只

有得分、防守、切入，在這種情況下你的壓

力、煩惱、鬱悶將會隨著汗水一滴滴的流去。

當天晚上會睡得比平常香甜；隔天醒來負面能

量睡到消失，格外神清氣爽，工作效率也會隨

之提升。重點是，認真打籃球的男人，就真的

非常帥氣嘛！！！

( 以上 3個社團皆在 5樓員工活動中心舉辦 )

◆◆ 烏克麗麗 (UKULELE) 社

 ( 老師是中間穿白 T-thirt 的那位帥哥 )

19 世紀時，來自葡萄牙的移民帶著烏克
麗麗到了夏威夷，成為當地類似小型吉他的樂
器，在當地被稱為 ukulele，為夏威夷語「跳
蚤（jumping flea）」之意。20 世紀初時，
烏克麗麗在美國各地獲得關注，並漸漸傳到
了國際間。最有名的有關「尤克里裡」琴起
源說法的版本是：源自於早期夏威夷當地最
富盛名的兩個家庭 GabrielDavian（佳百列
戴維恩）和法官 WLWilcox（魏可氏）的一段
故事。有一回佳百列要去參加魏可氏在卡西
里島（Kahili）新家喬遷的喜宴，帶著自製的
四弦琴前去，當大家稀奇這一個又小又可愛
的樂器叫什麼名字的時候，佳百列回答說：
「JumpingFlea（跳躍的跳蚤）」，並問嫻熟
於夏威夷語的魏可氏如何翻譯。魏可氏回答：
「Ukulele」。 ( 以上抄錄自 Wiki)
Q：彈 UKULELE 有什麼好處呢？

①不貴：入門的琴如 UKUMAN 或小山的琴約 
 NTD1,400-2,600 就有音準良好、聲音甜美的 
 選擇！以樂器入門來說算便宜。

②好攜帶：背著大把吉他行動其實蠻辛苦的，就 
 算是盧廣仲用的 Baby Taylor 旅行吉他還是沒 
 有 UKUKLELE 方便，且帶著 UKULELE 出去 
 玩時邊走邊彈真的可以有不同的氣氛喔！

③是令人開心的樂器：大人小孩看到都會高聲說 
 「好可愛啊！好小喔！」另外，因為 UKULELE 
 是高音的樂器，即時是悲傷的和弦它都不會讓 
 聲音太過悲傷。可合奏也能獨奏。

④適合學習樂理、和聲、聽力：當然學習樂理、和聲 
 最好的是鋼琴或吉他，但是 UKULELE 上的指板結 
 構設計原理與吉他相似，尤其對於初學者，其實只 
 有四條弦 12-15 格指板的 UKULELE，不會感覺 
 太複雜，是很剛好的學習工具。

⑤適合自彈自唱：很多人學樂器的原因之一是想自 
 彈自唱，這樣的話要用嘴吹奏的管樂器就勢必不 
 行，UKULELE 就像吉他一樣，可以邊彈邊唱！ 

除了小星星、小毛驢、倫敦鐵橋垮下來等
童謠外，團員們已能自彈自唱「小情歌」、「分
手快樂」、「情非得已」、「小手拉大手」等
膾炙人口的流行歌曲。更重要的是，原本音準
有待加強的團員也覺得自己唱歌走音情況似乎
改善不少！這真是最大的收穫。

                    (2014 年，烏克麗麗社團彈唱生日快樂歌為
咱們大家長李總祝壽！ )

【學員悄悄話】張佳叡 ( 員工張佳侑的妹妹 )

很開心有這個機會能學習彈奏烏克麗麗，
課堂上歡樂的氣氛與音樂都帶給我一個愉快的
周三夜晚，雖然學習上可能不是那麼輕鬆簡
單，但經過練習後，學會的每一首曲子也都是
自己努力過的證據，參加這個課程，除了增加
自己對音樂的敏感度，也多了與他人互動的機
會，真的是一個很棒的課程。

祝大家都有強健的身體與豐富的休閒生活！

景點 1：聖索菲亞大教堂 / 博物館 (Hagia Sophia)  

在 17 世紀聖彼得大教堂完成前，聖索菲
亞大教堂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其內部的
裝飾，除了各種華麗精緻的雕刻之外，也包括
運用有色大理石鑲成的馬賽克拼圖。在該教堂
佇立的地點曾經存在過兩座被暴亂摧毀的教堂，
公元 532 年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建造
第三所教堂，也就是現在的今天所看到的建築。
1453 年，當信奉回教的鄂圖曼土耳其人征服君
士坦丁堡，穆罕默德二世下令清理及將教堂轉
換為清真寺。

1935 年，第一任土耳其總統及土耳其國
父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爾克將聖索菲亞大教
堂變為博物館。地毯被移走，覆蓋在鑲嵌畫上
的石膏由專家煞費苦心地擦去，地面飾品得以
展示。成為博物館之後的聖索菲亞教堂被改名
為阿亞索菲拉博物館，實際上該博物館的展品
主要就是建築物自身以及其中的鑲嵌畫藝術品。

景點 2：蘇丹艾哈邁德清真 (Sultanahmet Camii)

又名藍色清真寺 (The Blue Mosque)；其設計

結合了奧斯曼建築及拜占庭教堂的精粹。參照了鄰近

的聖索菲亞大教堂的拜占庭特色，並加入傳統的伊斯

蘭建築，被視為奧斯曼建築古典時期的最後一個大型

清真寺建築。

四個美的觀察點：

①光線：穿過 260 個小窗的光線呈圓形排列的玻 
 璃燈光中，像是個虛擬的空間。

②伊茲尼克瓷磚：整座藍色清真寺裝飾 2 萬片以上 
 的伊茲尼克瓷磚，磚瓦設計超過五十種鬱金香款 
 式。低處的磚瓦是傳統設計的，高處的磚瓦則是 
 各種華麗的花朵、水果及柏樹款式。

③地毯：據說寺內地毯為伊索比亞的朝貢品。

④阿拉伯書寫藝術：支撐大圓頂的 4 根大柱直徑 5 
 公尺，柱頭的藍底金字阿拉伯文，跟掛在柱身的 
 黑底金字阿拉伯文，書寫的美得像花紋。 
景點 3：圓頂大市集 (Grand Bazaar)

這裡是來伊斯坦堡必去的景點之一。最初是由

蘇丹默罕默德二世下令，修建於 1445 到 1461 年，

經歷了地震與火災，現在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市

集之一。佔地四萬兩千平方公尺，至少 58 條室內街

道與 4000 多家商店，應有盡有，從首飾、陶瓷、香

料，到地毯、圍巾、皮革，甚至是鄂圖曼帝國時的刀

劍都找得到。每天吸引的遊客在 25~40 萬人之間，

在這裡買東西記得要殺價喔！

* 以上景點在「即刻救援 2」、「007：空降危機」

以及「亞果出任務」出現過喔 *

心茜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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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材料主要有玻璃纖維、碳纖維、硼

纖維、芳綸纖維、碳化矽纖維、石棉纖

維、晶須、金屬絲和硬質細粒等。

性能

複合材料中以纖維增強材料應用最

廣、用量最大。其特點是比重小、比強

度和比模量大。例如碳纖維與環氧樹脂

複合的材料，其比強度和比模量均比鋼

和鋁合金大數倍，還具有優良的化學穩

定性、減摩耐磨、自潤滑、耐熱、耐疲

勞、耐蠕變、消聲、電絕緣等性能。石

墨纖維與樹脂複合可得到膨脹係數幾乎

等於零的材料。纖維增強材料的另一個

特點是各向異性，因此可按製件不同部

位的強度要求設計纖維的排列。以碳纖

維和碳化矽纖維增強的鋁基複合材料，

在 500 ℃時仍能保持足夠的強度和模

量。碳化矽纖維與鈦複合，不但鈦的耐

熱性提高，且耐磨損，可用作發動機風

扇葉片。碳化矽纖維與陶瓷複合，使用

溫度可達 1500℃，比超合金渦輪葉片

的使用溫度（1100℃）高得多。碳纖維

增強碳、石墨纖維增強碳或石墨纖維增

增，而且開始用於飛機的主要受力件，

現在波音 7 8 7 的複合材料用量已占到

結構重量的 5 0 %。

飛機結構件大規模使用複合材料，

是現代飛機製造史上的一次革命性變

化。它使飛機重量更輕、強度更高、耐

疲勞耐腐蝕性更好，而且複合材料中的

高強度碳纖維進行大規模工業化生產

後，可以使飛機的製造成本更低。同

時在電腦技術、鐳射、C 掃描等先進科

技的支援下，複合材料製造飛機結構件

的品質能夠更加可靠地保證飛機的安全

性。根據波音和空客公開的研究資料表

明，到 2020 年它們的飛機將全部採用

複合材料。

各位大家好小編又到了和大家見面

的時刻，這一次要向大家介紹一下複合

材料，目前的複合材料大量使用在航太

工業上，高端汽車工業，未來的加工需

求會越來越大，所以特選這個主題，震

虎也將持續開發其相關刀具，希望大家

能一同成長

複合材料的概述

概念

複合材料 (Composite materials)，
是由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性質的材料，通

強石墨，構成耐燒蝕材料，已用於航天

器、火箭導彈和原子能反應堆中。非金

屬基複合材料由於密度小，用於汽車和

飛機可減輕重量、提高速度、節約能源。

用碳纖維和玻璃纖維混合製成的複合材

料片彈簧，其剛度和承載能力與重量大

5 倍多的鋼片彈簧相當。

成型方法

複合材料的成型方法按基體材料不

同各異。樹脂基複合材料的成型方法較

多，有手糊成型、噴射成型、纖維纏繞

成型、模壓成型、拉擠成型、RTM 成

型、熱壓罐成型、隔膜成型、遷移成  

型、反應注射成型、軟膜膨脹成型、衝

壓成型等。金屬基複合材料成型方法分

為固相成型法和液相成型法。前者是在

低於基體熔點溫度下，通過施加壓力實

現成型，包括擴散焊接、粉末冶金、熱

軋、熱拔、熱等靜壓和爆炸焊接等。後

者是將基體熔化後，充填到增強體材料

中，包括傳統鑄造、真空吸鑄、真空反

壓鑄造、擠壓鑄造及噴鑄等、陶瓷基複合

材料的成型方法主要有固相燒結、化學氣

相浸滲成型、化學氣相沉積成型等。

複合材料在航空工業上的應用

隨著碳纖維和基體樹脂性能的不

斷提高 , 碳纖維增強樹脂基複合材料

的耐濕熱性和斷裂延伸率得到顯著改

善和提高。在飛機上的應用已由次承

力結構材料發展到主承力結構材料 ,

拓寬了在飛機工業中的應用。

飛機上的複合材料主要是指碳纖

維的複合材料。以前國際上的大型客

機 採 用 的 材 料 都 是 以 先 進 鋁

合 金 為 主， 飛 機 的 設 計、 製

造都建立在這種材料基礎上。

以 波 音 7 7 7 為 例， 其 機 體 結

構中，鋁合金占到 7 0 %、鋼

11 %、 鈦 7 %， 複 合 材 料 僅

占到 11 %，而且複合材料主

要 用 於 飛 機 輔 件。 但 到 波 音

7 8 7 時， 複 合 材 料 的 使 用 出

現 了 質 的 飛 躍， 不 僅 數 量 激

分   享

各位親愛的讀者大家好，又到兩月一次的分享時間。想必大家對機械

業的常用語的轉換有些困擾吧 ! 我們特選了幾個常用語轉換，希望對

大家有幫助，接下來幾期友都會陸續提供。^^

薄膜介紹
超硬薄膜：鉻複合薄膜

     鉻 (Cr) 它是一種銀色的金屬，質地

堅硬，表面帶光澤，具有很高的熔點。

鉻 (Cr) 在真空鍍膜的特性上，具有高

密度、低穿透之特性，而也因為其特性

使的含鉻的塗層能有低摩擦係數及安定

性高的優點，不易與被加工才反應，適

用於一般易沾黏鋼材的加工，如不銹

鋼，鋁，銅…等

AlCrSiN 氮化鋁鉻矽 ( 灰 )
擁有極高的奈米硬度、抗熱性及

安定性高不易沾黏

特性：硬度 3300~3800 HV
         磨擦係數：0.4
         抗氧化溫度：1100~1300

AlTiCrN 氮化鋁鈦鉻 ( 灰白 )
安定性高不易沾黏：

硬度 2600~2800 HV
磨擦係數：0.4
抗氧化溫度：900

切削加工 Machining

日本語 中国語 英　語 日本語 中国語 英　語 日本語 中国語 英　語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Japanese 漢　語 English

切削 切削 cut, machine 切削応力 切削応力 cutting stress *** K *** ****** ******

加工 加工 machining 送り 進給量 feed 快削 切削軽快 free-machining

*** A *** ****** ****** 送り速度 進給速度 feed speed 加工 加工 machining

アップ・カット 
( 上向き削り )

逆銑
up cut, 
conventinal cut

傾斜　送り 傾斜進給 slant feed 荒　加工 粗加工 roughing

穴 孔
hole diameter, 
bore diameter

高　送り 高 [ 大 ] 進給 high feed 加工　温度 加工温度
machining 
temperature

穴　径 孔径 hole, bore 高送りカッタ 高 [ 大 ] 進給刀 high feed cutter 金型　加工 模具加工 die-sinking

穴　公差 孔的公差
tolerance on 
hole/bore

一刃当りの送り 歯進給量 feed rate 仕上げ　加工 精加工 finishing

穴　精度 孔光潔度
accuracy on 
hole/bore

ピック・フィード
( 送り )

周期進給量 pick feed 精密　加工 精加工
precision 
machining

穴　深さ 孔深
depth of hole/
bore

折れにくい 不易切断 hard to break 加工　精度 加工精度（高）
machining 
quality, a 
ccuracy

穴あけ * 堂削 boring 温度 温度 temperature 加工　能率 加工効率（高）
machining 
efficiency

粗さ 粗 * 造度 roughness 温度を下げる 降温度
decrease 
temperature

加工　面 加工面
machined 
surface

加工面　粗さ 加工面粗 * 造度
surface 
roughness

温度上昇 温度上昇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きれいな　加工面 加工面光滑
smooth machined 
surface

力 力 strain, stress

過物理或化學的方法，組成具有新性能

的材料。各種材料在性能上互相取長補

短，產生協同效應，使複合材料的綜合

性能優於原組成材料而滿足各種不同的

要求。複合材料的基體材料分為金屬和

非金屬兩大類。金屬基體常用的有鋁、

鎂、銅、鈦及其合金。非金屬基體主要

有合成樹脂、橡膠、陶瓷、石墨、碳等。

說分明

號外 !! 號外 !! ◆◆

好康的又來了。為了廣大虎友即將發行「震虎之友卡」，集合上百家廠商優惠。匯集食、

衣、住、行、育、樂，為各位會員帶來許多精彩回饋。盡請期待！最新消息及活動辦法

請關注震虎粉絲頁。歡迎加入震虎之友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