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一○六年三月十日 星期五

第 2191 期

社長／黃惠英　指導老師／葉書宏　總編輯／高凡淳　副總編輯／陳品樺、周君燕 編輯／陳冠宏、蔡郁萱

探索新關鍵１

發行所／世新大學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 (02)2236-8225 轉 4113　傳真／ (02)2236-9094　E-Mail ／ newsweek@mail.shu.edu.tw

　記者黃晴、陳韋蓉／台北報導

　日星鑄字行，存有近百萬餘枚鉛字，以及目前

世界上最完整的宋體、楷體、黑體鉛字銅模，幾

乎可以說是台灣活字版印刷的一頁活歷史。

　對於不少年輕一輩來說，「鑄字」這個行業似乎

既陌生又遙遠，隨著點矩陣、噴墨、雷射印表機

等科技越來越進步，鉛字出版逐漸因為效率與成本

問題被淘汰，其印刷品也漸漸地淡出人們的腦海。

　日星鑄字行老闆張介冠說：「鉛字在幾十年前

的台灣幾乎是出版業印刷的必備品。」當時的出

版業要印一本書可不像現在只是簡單的調調電腦

設定就可以開始，整體流程大約可以分成四項：

鑄字、檢字、排版、印刷，由個別師傅專職負責，

每一項都是一門功夫。

　之所以要將所有工作拆分成四項，就是因為當

時活版印刷的要求是要讓每個字都均勻沒有痕跡，

和現代印刷輕重不平的手感與墨跡大不相同。

　「鉛字本身的重量與稜角，還有每一次手壓的溫

度就是讓活版印刷獨特的地方。」大翊設計負責

人劉宜芬笑著說，她認為活版印刷跟現代出版的差

異之處，在於活字版可以任意編排，且隨著用墨

與力道的多寡，會形成獨一無二的手感。慕名而參

觀活字印刷的民眾陳政昇也表示，身為皮件愛好者

的他，就對鉛字印刷獨特的呈現方式有著濃濃的

熱誠，未來希望能將這個印刷方式運用在皮件上。

　活版印刷可不只文字特殊，日星鑄造鉛字用的

銅模亦是世界上最完整的一套繁體字型基石，可

以說是活生生的文化古蹟，然而這些銅模長期使

用下損耗的非常快，目前極待修復。

　除了修復保存問題，在重新推動活字版印刷的

風氣上也面臨很大的考驗。幸運的是，日星印刷

廠近期將與文化大家張大春合作，以傳承下來的

活字版技藝印刷出版張大春的古詩集，張介冠希

望這樣的跨界合作，能為傳統文化再次開闢一片

生根萌芽處。

　台灣停止活字印刷很久了，最後一本活字版印

刷的書是徐志摩詩集，其中有一句恰如其分的總

結了張介冠幾十年來投資在鑄字文化復興的努力：

「讓我花掉一整幅青春，用來尋你。」

　兩鬢已白的張介冠惜字成痴，近期更在網路上

進行群眾募資，希望能推行字體銅模修復計畫，

保存繁體鉛字文化。對於日星和活字版印刷，張

老闆堅定的表示，只要還有一個人想用鉛字，日

星就會一直一直地鑄造下去。

　記者廖珮筑、程伃君／台北報導

　由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主辦的世

界大學運動會，即將在 2017 年 8
月 19 日登場，台北市政府觀光傳

播局特別舉辦「2017台北世大運

青年記者」的徵選活動，讓大學

生與國際青年記者合作，參與這

場體育盛會。

　經過嚴格的初選、複選、決選，

與一個月密集的培訓課程、賽會

實習和考試，入選者們不僅要熟

悉世大運的歷史、賽事規模、場

館特色，還要學會新聞寫作、新

聞倫理、危機處理與口語表達，

除了理論課程之外，培訓的學生

們還去參觀了海碩盃女子網球賽

的幕前幕後運作過程，以及到板

橋體育館現場觀賞 SBL 賽事，甚

至在緯來體育台的 broadcasting 
car 上真實體驗記者的工作，扎實

的實務課程讓培訓的學員們都獲

益良多。

　在這入選的 12 位世大運青年

記者中，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學生

王得翰表示，畢業之後想從事體

育記者的行業，這次在世大運當

青年記者，不僅能貼近自己喜歡

的比賽，還可以累積採訪運動賽

事的經驗，對於未來就業有很大

的幫助，他認為不見得在未來會

用到這次培訓所獲得的知識與能

力，但這次的體驗，已經讓他擁

有更寬闊的視野，以及更豐富的

人生觀。目前就讀慈濟大學醫學

系學生楊芯瑜認為，這次的體驗

讓她學會跟更多來自不同背景的

人合作與溝通，並更能了解每個

人不同的思考模式，這些元素都

能讓她在未來的行醫之路上助她

一臂之力。

　楊芯瑜期望藉由擔任世大運青

年記者的機會，近距離觀察職業

運動員，了解他們的背景，以及

在訓練過程中遇到的困難與挑

戰，學會如何去面對運動場上各

種殘酷的挫敗，並透過報導將這

些扣人心弦的故事與這份感動分

享給更多的民眾。

　距離世大運開幕不到二百天，

這場國際的體育賽事，除了運動

員在場上的精彩表現值得期待

外，這些優秀的青年記者們也需

要大家的關注，透過他們生動、

有溫度的報導，相信這次在台北

舉辦的世大運可以向世界展現出

不同的面貌。

　記者蘇媚、林銘翰／新店報導

　新店區花園新城為一依山而建的社區，是台灣第一個整

體開發的大型花園住宅社區，也是建築師修澤蘭的一大代

表作。春季適逢櫻花盛開的季節，社區內種植的櫻花樹各

個綻放粉紅色彩，吸引民眾來此賞櫻。

　從新烏路轉進花園新城的入口處，映入眼簾的便是一整

排的寒櫻，爭豔綻放在道路一旁，不管是漫步或驅車行駛，

都彷彿置身在櫻花大道之中。

　有別於其他賞櫻景點，大多櫻花樹枝幹較為高挑，或者

被圍牆區隔，民眾拍照較難親近，花園新城種植的櫻花樹

枝幹相比下較低垂，拍照時能夠與一朵朵的「粉紅佳人」

零距離的接觸。

　「這一帶目前開花的皆屬於吉野櫻，再過幾個禮拜之後

登場的就是顏色較為鮮紅的山櫻。」居住在花園新城的居

民陳小姐熱情解釋。社區內的櫻花品種多元，且都是由社

區內的志工和園丁負責照顧與維護。

　整個花園新城的櫻花總數雖不及其他知名景點的多，但

卻相當密集。而社區四周群山圍繞，林木蒼鬱，所有建築

物皆配合山形設計，階梯步道四通八達，也吸引遊客造訪

這座都市之外的世外桃源。遊客蘇先生認為，花園新城雖

隱身在山中，但是距離捷運新店站僅 15 分鐘車程，能夠

在短車程的距離欣賞到如此壯麗的櫻花群，實屬難得也非

常值得。

　負責行駛綠 3 路線的新店客運高姓公車司機表示，今年

遇上寒流來襲，加上連日的多雨，櫻花花況受到影響，因

此前來花園新城賞花的人數與往年相比有明顯的下降，不

過他也看好花園新城豐富的自然資源，除了春天的櫻花季，

每年四、五月油桐花也會在此盛開，社區更會舉辦「花蟲

季」，將豐富的自然資源與濃厚的人文藝術做出最巧妙的

結合。

 鑄字文化日星又新

▲日星的鉛字架已聳立幾十年了。攝影／陳韋蓉

世大運倒數 
大學生提筆參與

用一整幅青春追尋

春櫻爭鬥艷 賞花尋秘境
花園新城粉紅綻放 壯麗群櫻隱身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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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芷瑜、莊喻婷／文山報導

　高齡化影響下，長期照護需求

增加，居家服務照顧員（以下簡

稱居服員）成為不可或缺的角色。

文山區老年人口比例日增，對居

服員的需求提高。然而居家服務

工作內容繁雜，投入此職業的人

數不及申請量，導致供需失衡，

在文山區平均一位居服員就需服

務八名案主。

　居服員服務項目包羅萬象，一

般人可能會輕視此工作的專業

度，然而社會局老人福利科高級

社工師林佳玫回應，居服員接受

護理、居家照料、照護知識等培

訓，在工作時有一定的程序，並

有督導員定期訪查。因工作需耗

費大量精神與體力，還會遇到被

輕視的情況，年輕人投入比例較

低。以獎卿護理展望基金會為例，

大部份居服員為二度就業者、家

庭主婦或外籍配偶。

　近期，勞動部修法一例一休，

對居服員亦造成衝擊。多半居服

員都有經濟壓力，若刪減工時代

表薪水也將跟著縮減。曾獲社會

局表揚優良居服員的黃志成表

示，目前一個月服務十名案主，

這可能對其他居服員來說相當吃

力。對於法令的修改，黃志成有

些疑慮，實行一例一休，居家服

務時間可能被切割。張姓居服員

則說：「除了影響到居服員，其

實辛苦的是被照顧者，因人力短

缺無法負荷，讓許多個案必須縮

短服務時間，甚至必須等待。」

對此，獎卿居服部主任王雅慧回

應，雖然衍生許多問題，但像這

樣需奔走於不同個案間、耗體力

的工作，透過修法讓居服員必須

休息，可避免過勞情況發生。

　銀髮產業蓬勃，長期照護工作

更是重要一環。提及居服人力不

足、流動率高等問題，張姓居服

員期望政府能保障底薪給予福

利，大眾能認可其專業。王雅慧

表示，居服員是具發展潛力的職

業，透過考取證照以證明其專業

度外，一系列職涯進階規劃及政

策，如指導員、未來負責社區照

護等，吸引更多有志之士投入。

記者汪新亞、洪羽潔／文山報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首度與高職

合作，推出「生活技能通識課

程」，如：木柵高工開設的「居

家便利修」等。

　台師大於去年 12 月，和台北市

七所職業學校簽署合作備忘錄，

首創大學生到高職上通識課程，

利用週末密集授課，讓學生除了

理論的學習外，也能實務應用。

相關課程有木柵高工、大安高工

開設的「居家便利修」、「生活

中的機車維護」。

　以「居家便利修」為例，三次

課程分別由校內的配管科、電機

科與冷凍科的專業師資授課。大

安高工校長李通傑強調，讓學生

不要當生活上的白痴，甚至能用 

DIY 的方式簡易解決。他希望在

有限的時間，讓大學生有初步的

瞭解及認識。

　台師大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劉傳

璽說：「師大學生大部分是從普

通高中升學進來，他們若到技職

教育去看看，能讓原本所學的理

論更務實。」除了強調理論與實

務兼具的重要，他強調將透過本

學期的試辦，視學生的反應決定

未來推行方針。

　這學期選修松山工農開設「拈

花惹草玩園藝」課程的台師大特

殊教育學系學生陳勇睿表示，普

通大學生可以去瞭解高職課程的

話，以後也能朝這些方向發展。

他也提及，藉由到高職上課，能

幫助自己更認識職業學校。

　提到推行的困難，大安高工實

習主任廖啟良指出，由於先前沒

有與大學合作開課的經驗，可能

會遇到無法預期的難處，如學生

肌力不足等因素，但一切將從合

作中去學習。台灣偏重理論的教

育制度除不務實外，更可能因缺

少專業人員，造成產業空洞。

　現今技職教育也向升學方向聚

集，普遍仍有「萬般皆下品，唯

有讀書高」的意識，對此，台北

市議員簡舒培表示，讓彼此去了

解、認識不同的技術是很好的。

她肯定此次學術與技職合作的交

流，唯有大眾對技職專業更重視，

才可能真正改變根深蒂固的傳統

升學思維，進而培育出優秀技職

人才。

記者蔡旻蓉、徐沛姍／文山報導

　根據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火災

調查科統計資料顯示，104 年度

火災起火原因以電器火災高居首

位占 45.6%。寒冷的天氣到來，

民眾會使用到更多的電器用品，

並藉由延長線的輔助增加插座，

此時須多加注意電線的使用、確

保用電安全。

　現代人電器用電量大，常會使

用延長線增加插座的需求量。就

讀政治大學的學生陳沛汝表示，

在外租屋容易碰到插座不夠的煩

惱。雖然延長線看似方便，實際

上須謹慎使用。景美消防分隊小

隊長程威翔提醒，以預防電線走

火或意外的發生，最常見的錯誤

為，民眾常因為貪圖方便，會直

接拉扯電線的地方拔除插頭，此

行為易造成插頭與電線連接處破

損甚至斷裂，而導致電線短路，

民眾在拔除插頭時，不可拉扯電

線，時間久了可能導致意外發生。

另外，民眾常因購買的延長線過

長而綑綁電線，此行為易造成電

線使用時所產生的熱能過度聚集、

散熱不易，形成電線短路的狀況。

　火災發生原因與生活息息相關，

民眾對用電安全應有更深入的認

知與意識，並嚴加注意用電細節。

記者楊安安、許祐祥／文山報導

　台北市政府針對公宅的政策期

望四年能夠達到二萬戶，民眾卻

因蓋公宅影響環境而怨聲四起。

　北市議員徐弘庭說：「交通長

期是文山區居民們困擾的問題，

台北市政府沒有提出改善文山區

對外交通的方案，又無視文山區

民眾的要求，反而要在文山區再

設置八處公營住宅，無視引入更

多人口可能造成的交通負荷，缺

乏適當的配套措施。」都市發展

局在文山區景美女中調車場公宅

基地規劃 396 戶、1448 坪的公

宅，曾二度召開說明會，當地民

眾因交通惡化問題爭論不休，都

發局當時承諾民眾進行改善，但

預算遭市議會工務委員會砍除。

　都發局住宅企劃科股長蔡昆達

提到，文山區公共住宅建設部分，

台北市長柯文哲先前於市議會專

案報告承諾，已要求市府團隊優

先處理文山區交通問題，針對公

共住宅之容積及戶數再作檢討，

目前已暫緩原 106 年度文山區公

共住宅基地之預算編列，先妥善

檢討交通配套措施。105 年度預

算推動中，文山區華興段基地、

景美運動公園南側第一期基地、

景美女中調車場等三處，透過都

市計畫調整公共住宅的容積率，

比照鄰近分區容積率興建公共住

宅，此三處興建戶數已由 954 戶

下修為 439 戶。

　徐弘庭則認為，柯文哲對公宅

完全是「為蓋而蓋」，許多國際

級大都市，多以容積獎勵的方式

來建造社會住宅，並沒有做通盤

的政策規劃。在他諮詢都發局局

長林洲民後，北市府沒有根本相

關規劃以及考量都市交通配套，

而是將原本容積率 450% 的公宅

調降為 225%。他表示，在預算

上會落實監督，願市府能夠做好

事前規劃、處理配套不足的問題。

居服供需失衡 人力資源為首要
 一例一休上路　薪水、服務品質受影響　居服員吃不消

台師大首推 到高職上學趣

文山區蓋公宅 交通成隱憂

用電多注意 安全生活無憂慮

▲資深居服員張小姐幫忙服務的個案換藥。            攝影／莊喻婷

▲大安高工提供實習工廠，讓大學生能實際動手做。    攝影／洪羽潔

▲都發局股長蔡昆達表示，政府承諾做檢討。          攝影／許祐祥

▲民眾為了求方便，常常用錯誤方式拔除插座上的插頭。攝影／徐沛姍



　記者張小滿／台北報導

　剩餘的食物、要淘汰的 3C產
品該何去何從？不知不覺中，我

們製造許多垃圾。而「循環經濟」

的新概念，正在改寫線性經濟的

歷史。

　iPhone 7上市之後，換新機的
狂潮再度捲起，許多民眾紛紛換

上 iPhone 7。現代人的消費習慣
使許多產品的汰換率升高。這些

產品被淘汰後，若不能有效回收

或分解，將造成環境的負擔。資

源循環台灣基金會董事長黃育徵

於《循環經濟》一書中提及「在

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沒有所謂

的廢棄物。」

　總統蔡英文於 520就職演說中
提及，我們不能再像過去，無止

境地揮霍自然資源及國民健康。

政府將嚴格把關各種污染，讓台

灣走向循環經濟的時代。

　交通工具 UBike，以及隨處可
見的自助洗衣店、舊衣回收，都

運用到「循環經濟」的理念。位

於南機場夜市的咖啡店，通過回

收「剩食」變續食，將市場賣不

完的未過期食物放入食享冰箱，

給需要的人取用，達成資源循環

最佳化。

　臺北市中正區忠勤里里長方荷

生表示，市場中未賣完的菜、蔬

果都可作為食物的來源。充分體

現「食物零浪費、台灣無飢餓」

的意旨。目前「食享冰箱」不斷

增加，讓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得到

一絲溫暖。附近的商家魏建忠表

示「食享冰箱」時常大排長龍，

「他們真的很需要這樣的幫助。」

　臺北市環保局建立的再生家具

網，致力於將廢棄的舊家具回收

再設計，賦予家具新生命，並賣

給需要的人，體現其永續發展的

意旨，不但減少垃圾量，也將環

保觀念宣傳給市民，並從中尋找

商機。

　行政院院長林全指出，循環經

濟是國家發展的重要關鍵，也是

一個全新的發展模式。因目前工

業社會採用的線性經濟模式，使

地球的負擔越來越重，大量的廢

棄物堆積，無法有效回收利用。

對此，循環經濟則顯得更加重

要。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或於

消費者環節進行維修再使用，都

達成了良好的循環。

　黃育徵表示，打造循環家園需

四條件：制訂相關法令、催生新

商業模式、善用財稅政策支持、

打造科技新樞紐。「為了後代的

福祉，每個人都要有改變現狀的

勇氣、決心和智慧以落實循環經

濟。」

YouTuber 個人分享影片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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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Tuber 雅勻的唇膏試色影片，觀眾收看時也有購買的衝動。             　攝影／翻攝自雅勻的頻道

頻道種類多元化 美妝、穿搭一手抓 
　記者周姈姈、 龐書亞／台北報導

　近年網路發達，全球最大的線上

影片網站 YouTube，不僅多了線
上直播的功能，更有許多人開設自

己的頻道，成為網路 YouTuber，
透過影片分享許多不同領域的產

品或經驗。

　YouTuber最早由國外發跡，之
後台灣才逐漸有人專職經營自己

的頻道，目前在線的頻道多不可

數，最常見的有美妝、穿搭、旅

遊頻道，而受一般大眾喜愛的，

如整人、搞笑、寵物頻道，透過

朋友之間互相分享，進而得到許

多人追蹤和大批在線粉絲，定期

上傳不同主題的影片，與觀眾互

動，維持頻道的高人氣。

　經常收看彩妝頻道的民眾，看

到自己喜愛的 YouTuber推薦彩妝
產品，引發購物的慾望，造成特

定產品搶購一空。馮同學表示，

自己比較常看外國的彩妝頻道，

看到他推薦的產品就會想買。由

此可見，YouTuber在網路上已建
立起特定領域的專家形象，使長

期收看的觀眾也受其內容影響，

進而改變消費選擇。

　許多 YouTuber都是觀看國外
紅人的影片進而啟發自己開創頻

道的想法，在剛開始的製片上都

花很多時間摸索，直至後期才比

較得心應手。影片上傳網路後，

雖然有大量粉絲按讚跟點閱，但

也常常遭受許多網友攻擊，知名

YouTuber雅勻也表示，面對抨擊，
一開始會沒辦法招架，但時間長

了，心理建設跟想法會建立的越

來越完善。網路上的公眾人物，

面對許多網友的輿論壓力，如何

調適心態，都考驗著 YouTuber的
抗壓性。

　網路發達之際，越來越多人靠

著拍攝影片在網路上爆紅。面對

瞬息萬變的網路世界，人氣頻道

「今天穿什麼」的 Meg和 Andy
則認為，讓影片成為被需要的資

訊，建立在擁有知識性和實用性

上，才能擁有重複收看的價值。

　YouTube 影片方便且多元，
改變許多人看電視的習慣，

YouTuber更是因應時代改變的新
產業，國外到國內也擁有不同領

域的頻道。就讀廣電系的黃同學

則表示，喜歡收看國外的 Go Pro
頻道，因為可以學習到很多剪輯

的技巧。影片不再只是滿足娛樂

需求的工具，也成為現今資訊傳

遞的模式。

目標零廢棄物 循環經濟時代到來

▲ 民眾大排長龍拿取食享冰箱的
食物，寒冷的冬天帶給人們一絲
溫暖。           攝影／張小滿

▼老人安養院每日舉辦活動讓老人家培養新的興趣。    攝影／許哲媛

推動長照計畫 2.0
提升老人照護品質
　記者鄒鎮鴻、許哲媛／台北報導

　衛生福利部因應台灣高齡化社

會推行長照計畫 2.0，期許以優
質、平價的社會福利政策，給予老

人更完善的照護。

　內政部戶政司統計我國人口結

構快速老化，平均每個青壯年需要

照顧好幾個人，為了減輕青壯年人

口負擔、提升老人照護的品質，衛

福部推動「長照計畫 2.0」，讓有
長照需求的國民可獲得基本服務，

在自己熟悉的環境安心享受老年

生活，減輕家庭照顧負擔。

　該計畫除延續過去十年所提供

的長期照顧服務外，並擴大納入

50歲以上失智症者、55歲以上失
能平地原住民、49歲以下失能身
心障礙者及 65歲以上衰弱者等 4
類服務對象，服務人數預估成長四

成，服務項目從 8項增為 17項，
並銜接前段以人性尊嚴化的宗旨

照顧失智、失能者。

　長照計畫 2.0服務設施之建構分
為三階層。第一級為社區整合型服

務社區，以綜合醫院、小規模／多

機能日照中心、護理之家、衛生所

為主，從較居規模的醫療機構出發

做為計畫地區性的執行地點。

　第二級為複合型日間服務中心，

以日間托老據點、物理治療所、診

所等較小的社區醫療群為單位，從

一般民眾社區附近的診所作為據

點，在遠離都市的村落中也能有效

提升老人照護的品質。

　第三級為巷弄照護站，從居家護

理的最小單位出發，以面對面的方

式實質上的提升照護的程度。

　新北市雙聯安養院執行長蔡芳

文：「現在不能挑簡單的做，10
年後要做就不簡單了！」老人家不

像年輕人過了十年體力是越來越

好，需要更多的人力來照顧，長照

計畫 2.0除了推動新的老人照護計
畫之外，也要替日益增加的照護需

求尋找解決方案。

　安養院住民洪瓊瑤女士則表示，

並不是每位老人都是自願來到安

養院居住，有些長者因為遠離了自

己原本習慣的居所，因此在心理上

產生壓力，進而影響到生理的狀態

產生疾病，就算是居住在安養院，

在老人的照護上也要多注意。

　記者戴葳、周宛蓁／台北報導

　飼養動物的風氣愈趨興盛，人

們對於高齡動物的飼養觀念卻不

完整，高齡犬的常見疾病及飼養

問題成為飼主必須重視的課題。

　動物跟人一樣，應定期追蹤身

體狀況，可及時發現疾病並及早

治療。平時在家中，飼主可以幫

犬隻做基本檢查，包含量體溫，

針對眼、耳、口腔、鼻、皮膚等

部位，以及尿液、排便檢查是否

有異狀，而常見的疾病則有關節

炎、慢性腎障病、心臟病及心絲

蟲等等。路加動物醫院獸醫師江

亮賢建議，滿八歲以上的犬隻，

應每半年至一年帶至醫院檢查，

幫助掌握其身體狀態及降低罹病

風險。

　訓犬師邱文沁也表示，高齡犬

平常要多留意聽力視力是否有退

化。在飲食方面，食量及消化能

力較差，應準備高蛋白及較低量

的脂肪，以鮮食及低油量的食物

為主，可減少犬隻的腸胃負擔。

高齡犬的關節較脆弱，在散步前

後可以替牠們熱敷或按摩減緩關

節肌肉的緊繃。飼主趙小姐也提

到家中的毛孩已經九歲了，有關

節及心臟方面的疾病，會定期帶

去動物醫院檢查，希望能維持在

最穩定的狀態。

　高齡犬的照護有許多需注意的

細節，需要飼主的細心觀察。比

起保健食品或藥品，能及時察覺

高齡犬身體警訊的飼主更能保障

毛小孩的健康以及生活品質。

高齡犬照護勿忽視 少油清淡減不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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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心視界4

　記者程怡靜、貝薈涵／台北報導

　台北市立美術館兒童藝術教育

中心在美術館地下一樓，展開為

期九個月的《集什麼？》藝術展，

邀請加布里爾．卡林伯迪、栗田宏

一、吳芊頤、亞歷山德．列維、王

雅慧以及康雅筑等藝術家參展。

　「收集的物件不僅僅是實體物

品，聲音等也可以是收藏品。」導

覽員何冠緯認為，「收集」是人們

原始本能的集合行為，更是一種情

感的傳遞。展內作品提供無限的遐

想空間，展現藝術創意，也夾雜著

藝術家注入的情感，希望藉此帶領

觀展民眾探索「收集」的核心意

義。

　日本藝術家栗田宏一收集日本

各地土壤製成《土壤圖書館／日

本》(上圖，攝影／程怡靜 )，

100個瓶子裡裝置的土壤顏色、質
地與來歷各不相同，但都很耀眼。

除了傳達藝術家對土地與人文的

關懷，也說明生活在這片土地上，

大家都一樣。

　《集什麼？》展覽會特地開放以

親子為目標的互動環節，其中最

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讓孩子將自己

的收藏品放在桌上，爾後攝入電視

牆，讓家長得以了解孩子的內心。

民眾吳芃影認為，親子互動環節讓

她和兒子的感情增進不少，更了解

兒子的收藏品，還可以和兒子一同

探索收集的奧秘。

　每一次收集，每一件物品，都伴

隨歡欣或悲憤的故事。收集所代

表的不僅是一個動詞，更是延伸創

作、腦力激盪的代名詞，在藝術與

情感交錯的空間下，迸發出更多不

一樣的火花。

一步一腳印 走出後搖夢
　記者廖芳鈺、陳心宇／台中報導

　四個 20出頭的年輕人，組了一
個名為步行者的後搖樂團，為了記

錄下音樂人生的過程，靠著每個月

的打工繳團費，獨立發行一張 EP
也完成一場發片演出，不論當月

所得多少，所有團員皆需要拿出

4500 元當作經費，繳上的團費一
點一滴為發片里程碑奠定了基石。

　確定發片目標後，尋找製作人便

是首要任務，為了找尋擅長錄製

後搖滾的錄音室，做出最滿意的

作品，決定前往外縣市完成 EP錄
音，找上 Frandé法蘭黛樂團與微
光群島的鼓手吳孟諺擔任製作人。

　對於 EP的錄音過程，吉他手梁
祐鈞表示：「歌曲本身的橋段安

排，其實都跟我們一開始的 demo
有非常大的不一樣，孟諺會以過來

人的身份給我們建議，怎麼改、怎

麼編比較有起承轉合在歌曲裡面，

其實收穫很多，不包括是錄這張專

輯，整個做音樂的思維都有改變，

還滿值得的。」

　提及今年的目標，步行者一致回

答：「希望可以趕快表演」，但鼓

手 Kevin臨時要入伍，步行者其
他團員則要開始準備新專輯的前

置工作。同名 EP採取較有難度的
One Take同步錄音的方式，表達
出後搖的現場張力。事實上，步行

者更期盼新專輯誕生，不侷限在後

搖領域，走出更明確的風格。

　提及最難忘的演出經驗，他們沉

思了一下說道：「曾經有個失戀的

女生去看演出，聽到曙光後便情緒

潰堤。」這就是他們所營造現場氛

圍的張力，不做有歌詞的音樂，是

想讓聽眾去填入自己想要的歌詞，

給出情緒的豐富性後，把想像的空

間留給樂迷。

　所有合作過的人，都給步行者一

個名為「誠懇」的評價，莞爾一笑

後，吉他手黃尤容說：「就像跟人

家借衛生紙要說謝謝，謙虛能行

萬里路。」貝斯手洪啟軒補充道：

「但是有沒有還是另外一回事！」

突然不意外一個這麼真誠的樂團

會得到這樣的評價，原本看似難親

近的樂團，卻與外表反差極大地好

相處，他們用自己最真誠的樣子面

對音樂，以同樣嚴謹的態度去接洽

每一個演出的機會。因為大環境不

容易，更應該互相幫忙，在音樂圈

一起成長。

　即便發專輯是現階段夢想，步行

者想像的未來遠遠不只於此，他們

期待讓世界聽到步行者的音樂。後

搖因為沒有歌詞，自然沒有語言障

礙，這樣的優勢，加上四顆單純只

為音樂跳動的赤子之心，步行者會

以台中為起點，如同團名一般一步

一腳印，走到更遠的音樂之路。

步行者：不論什麼曲風 都要做自己喜歡的音樂

▲做人誠懇如面對音樂，用真實的情緒面對世界。  圖片提供／步行者

　記者劉蕙瑀、蘇子雁／台北報導

　科技日新月異，機器人與人之間

的界線日益模糊，透過藝術家黃贊

倫的個展，讓民眾反思人的慾望如

何保留其存在的價值。

　台北當代藝術館內所展覽的《不

曾到來的未來》，不論平面繪畫、

動力機械，甚至空間錄像裝置都是

以「機器人」的形象呈現。對於創

作的概念皆是以機器人出發，藝術

家黃贊倫說：「創造機器人是因為

人類總是期待自己能不朽，但為什

麼機器要做成『人』的樣子？為什

麼我們總是希望做一個跟自己很

像的不朽來證明自己不朽？」

　《搖搖馬》是黃贊倫最耗時的作

品。兒時遊戲機置入未來的機器

人，手中還拿著一把象徵第二次

世界大戰時的武器。接近作品時，

這件作品會動起來，並播放「娃娃

國」這首兒歌：「娃娃兵，在演習，

提防敵人攻。機關槍，達達達，原

子彈，轟轟轟……」黃贊倫表示，

從小就接受戰爭的教導，未來有沒

有辦法不依賴戰爭而到達下一個

文明？從那時他開始問自己到底

依賴什麼？而自己究竟是血肉之

軀還是只是一個程式？

　民眾楊幕昕說：「你會透過作品

直接想像到在未來的時間，人性可

能會被機械化，然後身上只剩下缺

乏情感的東西在支撐。」

　黃贊倫欲讓民眾進一步思考，在

面對科技化的未來，該如何去進行

對於未知的想像與押注，而未來是

不是僅存於自己的想像？透過八

件關於機器人的作品，黃贊倫將問

號丟給民眾各自解答。

未來 該如何定義

串聯光影藝術 
展現生活魅力

　記者劉佳雯、張珈瑜／台北報導

　光織影藝術創作展在工藝中心台北分館展覽，展內集結了國內外 12國共 28位藝術家與設計師的作
品，以時空、色彩、感知與生活四個主題來呈現光影的藝術 (底圖，攝影／劉佳雯 )，挑戰參觀者的

視覺感官。

　展覽期間會固定舉辦講座或手作課程，讓參觀者可以學習到如何利用光與影呈現藝術的氛圍，或是

傳授一些藝術相關的知識。

　光與影和生活息息相關，此展覽不只讓參觀者擁有創新的想像，更能營造出生活的美好，帶領身邊

的人深入了解光影的美。

探索收集真諦 封存美好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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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opera te  w i th 
S o u t h e a s t  A s i a 
Countries, Understand 
Their Culture First

    After Tsai government took office last year,  it 
announced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 which 
was continuing some of “ Southbound Policy “ 
( 南 向 政 策 ) and added some new thoughts to 
it. The new policy emphasizes humanitarian aid, 
which comes from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In other words, the new policy extends its reach 
to other levels — not only to do business but also 
to engage in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try to help 
with things they really need, including medical 
treatment, education, disaster prevention, etc. 
The new one tries to put more efforts on culture 
understanding.
    ”An university needs to establish a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instead of just a 
program of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said 
Wong Lee-lan ( 王 麗 蘭 ), a lecturer teaching 
Bahasa Melayu, Bahasa Indonesia in NCCU. She 
also agrees with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but 
she said that it’s hard to execute since it may need 
many people to help cultivate professional human 
resources. “But it would be a slow process, as 
talented people should be cultivated in several 
years,”said Wong. She thinks if Taiwan wants to 
establish a long-term relationship with Southeast 
Asia, a complete education system is needed. 
    Why does Taiwan government need to adopt 
the southbound policy? Dr. Roy Chun Lee( 李

淳 ),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of Taiwan WTO
＆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RTA) Center at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said, “there are two sides of the  problem.” The 
first one is the countries we trade with were too 
focused. China and Hong Kong take a 40% share 
of Taiwan’s total foreign trade, with the U.S. 
taking 12%. Those three alone occupy over 50% 
of Taiwan’s foreign trade. The second one is the 
products that we're selling are too few. In the past, 
there was a technological gap of making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was: Taiwan made components, sent them 
to China and put them together into products, then 
sold them to EU and U.S.A. However, China’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y has been matured.  F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ducts, China 
can now produce components of better quality in 
great quantity.      
    In his opinion “new” should be “heart” ( 心 ) in 
Chinese. There should be three aspects — sincere 
heart, empathy (not see the world from Taipei’s 
point of view), and understand with heart. For 
example, the Muslim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of eating, housing and banking. We need more 
talented people in these fields.
    If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see the policy meets 
its targets, officials need to change their attitude. 
Taiwan should get more understanding from the 
partners that they hope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closer commercial relationships mean 
not only selling more products to Southeast Asia 
but also welcoming products from those countries 
into the Taiwanese market.
    In this regard, Taiwan still has much work to 
do. To see the success of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Taiwan has to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t means seeking 
for what we need, but also understanding our 
partners’ needs.

By Hsu, Yu-shan（許毓珊)

    Taiwan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on August 16, 2016 to 
enhance the trade growth. The government 
emphasizes on reinforcing communication 
with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encouraging 
people to learn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Nowadays ,  some univers i t ies  provide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courses, but it's 
inefficient because of insufficient resources.
    Take National Cheng Chi University 
(NCCU) for example, the school planned 
to establish a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n 2015. But till now, the plan hasn't  
been implemented. Other than th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also provides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courses, but the 
courses are administe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The two examples have 
brought a question: Has Taiwan academe got 
ready for the southbound action?
    Establishing a new department is not easy 
for universities. The ex-dean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of NCCU, 
Chang Shang-kuan（ 張 上 冠 ）said, the 
main reason for NCCU failing to set up the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s lack 
of resources. He said, “It’s the chicken-and-
egg conundrum! The fundamental values lie 
in the long-term distribution on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he prejudice against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in Taiwan.’’ said Chang.

  Besides,  Chang commented that  the 
prejudice against Southeast Asia, resulting in a 
shortage of Southeast Asian talents, may come 

from the kinds of work which Southeast Asian 
laborers mostly do in Taiwan. The stereotype 
makes people look down on them, leading 
to discrimination, and ultimately cause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both the Southeast Asians 
and Taiwanese are unwilling to learn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Concerning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Chang suggested that  universi t ies  put 
avalanche of resources on English language 
departments, as well as Japanese language 
departments. However, it may seem harsh that 
the truth is “talents of these two languages are 
already oversupplied.’’  He raised the problem 
of the predominant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Taiwan. He also suggested that universities 
should allocate the resources well to pursu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language 
courses.     
     Southbound policy shouldn't just be a 
slogan.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bably 
make adjustments to its foreign languages 
policy. The crucial change is that people’s 
thought: they need  to educate themselves of 
being open-minded about accepting different 
cultures, especially the Southeast Asian 
culture. Without such a change,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won't work as expected.

Does New Southbound Policy 
Work as Valid as We Expect? 
By Chuang, Li-cheng ( 莊立誠 ) 

     After Tsai Ing-wen ( 蔡英文 ) 
became Taiwanese president, her 
government has been working 
h a r d  t o  p r o m o t e  t h e  N e w 
Southbound Policy( 新 南 向 政

策 ), which is aimed at increasing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between Taiw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tourist market between 
Southeast Asia and Taiwan,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great 
efforts. The policy requires many 
reciprocal measure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urism is one of the vital 
soft  powers of  Taiwan.  The 
g o v e r n m e n t  h a s  p r o m o t e d 
tourism for a long time. Under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the 
authorities hope to attract much 
more Southeast Asian tourists to 
Taiwan. According to Taiwan’s 
Tourism Bureau, the number of 
tourists from Southeast Asia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There are 
three main aspects of the tourism 
policy: subsidize the tour leader 
and tour guide with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 abilities, grant 
visa-free t reatment  to some 
countries, and jointly develop 
tourism industry with partner 

governments.
    Nevertheless, the policy has 
achieved only limited results. Lin 
Zi-yun（林紫雲）,the opreator 
of Lion Travel said, tourism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wo parts, 
” Inbound and Outbound.”( 入

境與出境旅遊 )  It seems that 
Southeast Asian travelers love 
to travel by themselves instead 
of joining the tourist groups. As 
a result, travel agencies could 
hardly benefit from the policy. 

Lin also said that, tourists from 
Southeast Asia usually only travel 
in cities, especially in Taipei 
city. It’s because that the travel 
facilities are not friendly to them.  
For example, there are not enough 
Muslim Prayer Rooms( 穆 斯 林

祈 禱 室 ), and also not enough 
S o u t h e a s t  A s i a n - l a n g u a g e 
publications. We could easily see 
the English signs and indicators 
in every scenic spot, not those in 
Vietnamese or Indonesian, for 

example.
    Ms. Hanh is a tourist from Ho 
Chi Minh City, Vietnam. She said, 
Taiwan government has made it 
easier for Asians to get the visa.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aiwanese are very hospitable and 
friendly. She hopes that she could 
visit again in the future. Regional 
integration is a new trend in the 
world, we should work hard on it, 
so that we could embrace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uthbound Policy Is Inefficient 
Due To Insufficient Resources
By Chen,Ching-wen（陳靖文),Chan, Meng-hin （陳明憲）

▲Chang Shang-kuan（張上冠） points 
out that universities’ failure to set up the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 Studies is 
due to a lack of resources. 
            Photo／Chan, Meng-hin（陳明憲）

▲Southeast Asian tourists prefer traveling in city.                          Photo ／Lam, Tsz-ching（林梓晴)

Liu, Chia-yu（劉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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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佳璇表示，其實現今台灣的國

際新聞已經進步很多，製作越來越

符合觀眾的口味，收視率也不斷提

高，不過也指出台灣國際新聞仍然

有諸多問題，其中新聞內容「極端

化」最為顯著。若將周末的國際專

題新聞安排在每天的整點新聞時

段播報，因為新聞內容深奧，一般

民眾接受度降低，則間接影響收視

率，因此只能播報無關緊要的國際

新聞，而這也製造了另一個惡性循

環。因此林佳璇提出「深題材簡單

化」，為未來國際新聞需要努力的

地方。

　在網路發達的時代，人人都能扮

演公民記者報導現場即時新聞，然

而國際新聞難以立即報導，彭懷恩

對此表示，國際新聞除了要報導事

實，更重要的是分析與評論。而與

台灣周邊有關聯，並擁有全球大趨

勢的新聞，是劉必榮錄製廣播時首

先選擇報導的新聞，他堅持傳達給

閱聽眾應知的國際新聞，也會持續

追蹤有延續性的新聞，他說，就算

知道該取材何種新聞，也必須能引

起閱聽眾的興趣，畢竟台灣的商業

媒體有收視率的壓力，不能天天炒

舊聞。

　林嘉娟分享，《Focus全球新
聞》節目製播初期並不被網友看

好，但是也因一直以來堅持選擇具

有一定知識量及深度的新聞，讓收

視率有穩定的成長，除了具重要

性、擴及範圍大、影響程度深的外

交局勢、政治、經濟等議題之外，

亦有不少科技、新創、社會文化等

類型的新聞報導，盼能作為個人成

長或社會發展的借鏡。

　莊志偉舉例，台灣民眾在看對岸

新聞時可說是盲人摸象，看到上

海、北京的發展，就認為中國非常

先進、富裕；而看到西雙版納時，

就認為中國經濟落後，但這其實都

只是一部分，而透過新聞節目之整

理，能幫助觀眾更深入的了解、貼

近真實。林嘉娟也提到，很多從前

被認為落後的非洲國家，現在其實

都已有逐步的成長，並非一般人刻

板印象中的貧窮落後，收看國際新

聞能幫助閱聽人跳脫原本較狹隘

的國際觀，瞭解更全面的世界。

　劉必榮認為「觀眾是可以被教育

的」，媒體功能就在於除了讓觀眾

知道事件外，也須培養閱聽眾能有

觀點。製作有厚度的新聞，除了報

導事件之外，也可以連結相關的文

化背景，使閱聽眾對該國產生連

結、豐富國際觀，重要的是除了了

解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也必須發

展出自身的觀點。

　針對台灣民眾不常關心國際新

聞，林佳璇指出，這與長久以來

觀眾接受的教育相關，學生在國

中、小時期較晚接觸到世界地理、

世界歷史等學科，對台灣與世界

的連結並不深刻，因此僅關心與

自己最相近、貼切的新聞。世新

大學新聞學系教授彭懷恩認為，

對台灣絕大多數的人而言，因所

受的教育並未培養足夠知識，更

無法深入了解新聞事件的背景。

因此在國際新聞的處理上，常會

用「等於幾座大安森林公園」、

「人口為台灣的幾倍」等來做比

較，加強新聞與閱聽眾自身經驗

的連結。

　欲改善觀眾和媒體的狹隘視野

及收視習慣，首要之務為培養閱

聽眾之國際觀。劉必榮強調，要

使觀眾擁有國際觀，讓閱聽眾有

渴望知道國際時事的動機，才能

使國際新聞報導的收視度提高。

　劉必榮分享，TVBS 製播的
《Focus全球新聞》會找學者講
述國際事實，有很多難得的國際

新聞報導，《Focus全球新聞》

製作人林嘉娟指出，希望藉由專

家學者講述較為艱深、難以畫面

呈現的政經議題，讓閱聽眾能更

快釐清新聞事件以及其重要性。

彭懷恩則推薦《民視全球新聞》

與文字報導為主的《中央社》網

路新聞，並認為在眾多國際新聞

中，國際政治動態變化與台灣息

息相關，是台灣生存發展重要的

脈絡之一，再者是國際經濟變化。

但由於這些新聞往往牽涉到複雜

的政治經濟關係，所以單看一個

新聞事件很難了解事情全貌，閱

聽眾在閱讀此類新聞時，同時需

要了解其國家背後的歷史。

　「我把推廣國際新聞當成是啟

蒙運動。」劉必榮說，製作國際

新聞始終是孤獨的道路，電視節

目必須承擔收視率的壓力，然而

他認為，「讀者的習慣可以被改

變。」若電視新聞內容過於淺薄，

閱聽眾能夠吸收的內涵即無法變

深，彭懷恩也提及，一般不常接

觸國際新聞的閱聽眾，很難了解

其他國家的背景與社會結構，以

致於對國際新聞越不感興趣。

民眾觀點啟蒙  媒體有責
了解新聞背景 啟蒙國際視野

新聞專題應重教育 建立正確世界觀

觀眾缺乏國際認知 新聞取材捨遠求近
　台灣的國際新聞呈現形式可分

為二種，一為每日早晨、午間及晚

間等例行時段播報的國際新聞報

導，其次是節目形式的專題報導。

例行時段的國際新聞報導通常由

國外媒體或通訊社提供的新聞素

材編譯而成，屬於突發事件、即時

新聞或當日發生重大事件的報導。

國際新聞主播林佳璇表示，熱門時

段播報的新聞中，十條新聞有八條

是國內新聞，國際新聞則僅占二

條。此類型新聞播報方式的重點在

於使觀眾能即時知道事件與自己

的切身相關性。

　外界媒體及國內傳播學者評論

台灣的新聞欠缺國際觀，僅有腥羶

色內容與在地新聞；一般大眾則普

遍認為台灣缺少國際新聞，而歸咎

於新聞媒體取材狹隘偏頗，台灣的

「國際新聞」似乎充斥的各種負面

評價及批評聲浪。

　實際上，台灣並不乏國際新聞

節目，舉凡 TVBS《Focus全球新
聞》、中天《文茜世界周報》、公

共電視《全球現場深度週報》、三

立《消失的國界》等，皆為媒體人

及專家學者有口皆碑的節目，因各

個節目的積極耕耘，有了穩定收視

成長。

　究竟是民眾對國際時事缺乏興

趣、沒有習慣觀看國際新聞，以致

收視率低、媒體不再播報；又或是

台灣缺少國際新聞，以致觀眾缺乏

國際觀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劉

必榮指出，商業導向媒體預先假設

觀眾對國際時事不感興趣，因深怕

收視率低，而甚少製作國際新聞，

卻反而造成觀眾對國際事務缺乏

興趣，形成惡性循環。

　由於國際議題的新聞通常需要

大量背景知識解釋及歷史脈絡的

陳述，TVBS國際新聞部大陸中心
主任莊志偉指出，國際新聞常以專

題的形式呈現。舉凡經濟、政治、

財經、社會觀察、軍事與外交關係

等等面向皆為製作題材，處理新聞

時傾向於以微觀角度描述宏觀議

題，使閱聽眾從較生活化的角度理

解較艱澀難懂的內容。取材方面林

佳璇也提到，近幾年電視台在幾位

特定人物（如川普、金正恩、普丁

及杜特蒂等）的言行舉止及相關事

件題材選用有明顯上升的趨勢。

　林佳璇補充，通常民眾不清楚遠

在世界另一端的國家所發生的事

件與自身的關聯，因其缺乏顯著的

影響性及相關性。劉必榮加以說

明，地理位置的遠近明顯影響觀眾

欲對其他國家了解的興趣。相較於

遠在東歐的匈牙利、以色列或戰事

頻繁的敘利亞，台灣觀眾更寧願知

曉日本、泰國、韓國等鄰近地區之

時事。該現象導致電視台較不願耗

資人力、物力，製作地理位置較遠

國家的新聞。

▲新聞台國際新聞組工作人員除編譯外電，亦須彙整資料。

記者程于晏、鄭詠心、林庭羽、許珮姿、王芳瑋、李瑞瑾／台北報導

國際新聞少

攝影／鄭詠心

▲中天電視台製播新聞節目之攝影棚。 攝影／鄭詠心


	2191一版
	2191二版
	2191三版
	2191四版
	2191五版
	2191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