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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洪羽潔、汪新亞／文山報導

　景美地區最近修改許多道路標線，為顧

及所有民眾「行」的權利，因地制宜的號

誌及標線十分多樣化，但待轉方式眾多，

常令機車族一頭霧水。

　尖峰時段，木柵路與辛亥路口車流量十

分龐大，該路口長年開放機車逕行左轉，

導致欲左轉的機車族壓上雙黃線卡位，或

騎至十字路口中央待時機鑽過，險象環生。

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處（以下

簡稱交工處）接獲民眾反應後，將斑馬線

及停止線往後挪，騰出空間劃設待轉格。

　採逕行左轉的機車騎士林郁芸說：「我

這幾天騎都直接左轉，也沒看到有人待

轉。」而機車騎士吳佳叡則認為，從木柵

路左轉辛亥路往市區方向，沒有進行兩段

式左轉的必要。對此，台北市議員李慶元

建議，在內側車道畫設一個深度較深的機

車儲車區，避免左轉的機車與汽車卡位而

越過雙黃線。而同一路口，辛亥路左轉木

柵路往景美方向的機車族，則是常於紅燈

即將倒數完畢前，直接左轉，與對向直行

車搶快，十分危險。復興派出所員警蕭瑞

安提醒，該路段綠燈長達 90 秒，可耐心等

候或選擇兩段式左轉較為安全。

　許多民眾不清楚「何時需強制待轉」，

北市機車有多種左轉方式，以辛亥路為例，

與木柵路交叉口「僅劃設待轉格」，不強

制進行兩段式左轉；與興隆路交叉口「劃

設待轉格並掛有藍色機慢車兩段式左轉標

誌」需強制進行兩段式左轉；興隆路與景

興路路口則是「無兩段式左轉標誌且無待

轉格」機車須騎至內側車道，配合左轉燈

逕行左轉，多樣的左轉方式常令不熟悉路

況的機車族不知所措。針對各種左轉情況，

蕭瑞安解釋，北市交通標線及號誌，是以

安全為主，配合各路段路況進行劃設。

　針對兩段式左轉，機車平權團體盼廢除

該規定，爭取與汽車享有相等的道路權，

對此，李慶元說：「所謂的平權，應是建

立在『安全』的概念下用路。」認為交工

處應重新檢討機車待轉區的設置規範，須

設在適當且安全的動線上，讓機車免於待

轉造成危險。除木柵路與辛亥路口外，還

有二處修改後的道路標誌，一處是景美、

景文街口與景美舊橋連接處，尖峰時段禁

止左轉；另一處則是景興路與景後街 149
巷口，新裝設了交通號誌。

　記者陳沛婍、黃俊翔／台北報導

　繼民國 101 年台北暗殺星奪下

英雄聯盟世界冠軍，近期閃電狼

以直落二佳績獲得 2017 IEM 英

特爾極限高手盃（Intel Extreme 
Masters）世界冠軍，台灣電競雖

有亮眼的成績單，但目前政府對

電競選手的保障卻不盡完善。

　台灣電競選手為國爭光，卻存

在一些尚未浮上檯面的問題，談

及正名的可能性，體育署發布「電

子競技納為體育運動合適性評估

報告」表示，電競如欲與體育結

合，必須符合教育意義，才有推

廣的可能性，而且電競所需的資

源不易在學校做教學，這也成為

電競列為運動項目最大阻力之

一。退役選手尹洵表示，電競比

賽雖不像籃球、棒球般激烈，但

在賽中所耗費的體力、戰術，仍

不亞於球類運動項目，他認為這

些特點都是使電競能列為運動項

目的依據。

　立法委員吳志揚則表示，電競

選手與運動選手非常相似，都有

職涯轉銜的疑慮，必須當專業運

動產業保護，因此有正名的必要。

而吳志揚也與多位立委連署「運

動產業發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條例」，欲將電子競技納入職業

運動，目前這項修正草案也已經

通過立法院一讀程序。

　電競產業帶動可觀的經濟產

值，2015《英雄聯盟》世界大賽

擁有 3.34 億的不重複玩家觀看，

但台灣在電競選手正名這條路上

還須努力。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主任林玫君認為，電競正名為運

動項目並非不可行，只是體育署

目前的教育理念與電競操作模式

較不相同，如果交由其他單位推

動（例如：文化部）或許較有執

行正名的可能。

　台灣電子競技在國際上已有不

錯的發展，名列全球第十、亞洲

第四的排名。不過對選手的保障

還須政府聯合各相關部門，共同

改善目前的現況，才能算是真正

支持這塊新興產業，讓台灣電競

能成為貨真價實的「台灣之光」。

一頭霧水 行車規則百百種
 機 車 平 權 團 體 盼 廢 除 兩 段 式 左 轉

納入職業運動 盼政府給保障

電競產業要正名

　記者蔡曉松／台北報導

　放棄穩定工作，從軟體工程師

毅然轉職為文字工作者的作家張

硯拓，近期出版第一本著作《剛

剛好的時光》，紀錄觸動生命的

觀影經驗。

　一路走來，張硯拓不斷保持自

己的溫度，擔任影展評審，豐富

見聞之餘，也思考自己與作品的

關係。在文字與影像面前，張硯

拓不只是個評論者，更希望是一

個永遠對自己誠實的觀眾。

　文字工作者難有穩定收入，張

硯拓剛接觸電影評論寫作時並不

將其視為謀生工具，純粹只是興

趣，他在網路平台持續累積寫作

聲望，民國 98 年第 31 屆金穗獎

中被資深影評人聞天祥發掘擔任

當屆「部落格達人」評審，終於

有了被看見的感覺。

　回憶起步時期，其實並非全是

純粹的樂趣，也有生活帶來的壓

力，從科技業離職半年後，他才

獲得第一份稿酬，如果沒有先前

的收入累積，也沒辦法繼續走向

自己的夢想。

　隨著知名度逐漸上升，張硯拓

藉由專欄、講座慢慢累積經驗，

在民國 104 年，他接受香港電

影節費比西國際影評人協會獎

（FIPRESCI）的邀請，以台灣影

評人的身分擔任評審。在國際舞

台與各地影人交換想法的同時，

張硯拓經歷了不同觀點的互相磨

合與說服，逐步找出自己的定位。

　「以前的作家累積名聲，現在

則嘗試建立一個品牌。」為了證

明自己的作品價值，張硯拓嘗試

在集資訂閱平台發布文章，讓讀

者能透過付費的方式線上收看。

他表示，這是一個去除了中間人

的寫作機制，作家與讀者之間沒

有距離，可以更直接的判斷出自

己的文字是否受到肯定。

　隨著文章受到好評，奠定自信

之後，他也在平台上持續耕耘，

發表自己喜好的文章類型，之後

更因此被出版社發掘，出版第一

本影評集著作《剛剛好的時光》。 

　從電子平台回到紙本出版，他

並不擔心如何才能符合「作家」

的身分進程，反而相信一切都是

機緣使然。

　談到這個有關「影評人」身分

認同的標籤，張硯拓也閃過一絲

遲疑，但很快又恢復了眼神中的

自信與澄明。他認為，影評的本

質是帶給觀眾理解電影的多元觀

點，儘管缺乏在電影理論或技術

上的專業見解，只要能從不同的

面向檢視電影，也同樣體現影評

的旨趣。

　「如果有一個讀者從中讀出令

他感同身受的觀點，那我的文章

就有了價值。」張硯拓這樣為自

己的寫作總結，並且不斷從各個

領域中獲取知識，反饋於電影。

在他看來，影評的存在，應該要

先能與觀眾對話。

　談到喜愛的作品，張硯拓放下

商業考量，盡情暢所欲言，單純

地回到影迷的身分，正如他寫作

數年如一日的熱情。先對電影有

了共鳴，才生起分享的動力，他

致力寫出面向觀眾的文字，本心

的單純，也顯露出他書寫影評的

原貌──面向觀眾寫作，正是面

向那個熱愛電影的自己。

踏入影評寫作 
張硯拓尋找生命新方向

▲電競選手生涯將面臨許多困難，盼望有更多保障。　　　攝影／黃俊翔

面向觀眾寫作正是面向

那個熱愛電影的自己



　記者蔡旻蓉、徐沛姍／文山報導

　根據台北市議員徐弘庭及文山

二分局警員朱森華所提供的資料

顯示，目前文山區監視器數量共有 

1350 支，景美地區包括景美所、

興隆所、萬盛所設置的監視器總共

有 530 支左右。監視器裝設以主

要幹道、大馬路為主，與其他像是

巷弄或是河堤的監視器數量相比，

後者相對性不足。此外，監視器拍

攝角度也是問題之一。

　河堤區域是不少民眾平日散步、

運動的活動範圍，民眾劉奶奶每天

都會到河堤散步，她認為，增設監

視器對於到河堤運動的人較有保

障。河堤監視器不足的問題，也增

加警方偵辦案件的困難度，河堤區

域分為堤外和堤內便道。朱森華解

釋，堤內便道目前從景美到萬隆那

一段，約有十支左右，堤外便道

則因為牽扯到線路及網路線路的

問題，在增設監視器上較為困難。

他也說到，未來分成一期、二期、

三期慢慢去增設，並且與相關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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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瑠公圳 見證台灣水利發展
整治成效、後續維護不佳 民眾戲稱「大水溝」

　記者蘇媚、林銘翰／新店報導

　早年台北平原多以「埤塘」作

為主要灌溉水源，但是隨著人口

的成長與土地的開發，導致台北

平原經常面臨缺水的危機。有鑑

於此，郭錫瑠於乾隆五年 ( 西元

1740 年 ) 開始著手建造瑠公圳，

而瑠公圳的建設也奠定了往後大

台北地區發展基石。

 「你來了，你來了 ! 望穿秋水你

來了，源源活水你來了 ! 稻田從

此綠油油，農夫從此不用愁。」

林榮彬為現任財團法人郭錫瑠先

生文教基金會顧問，這首「引水

謠」就是由他親自填詞，感念郭

錫瑠造圳的偉大功業而譜曲。林

榮彬說明，在建造瑠公圳前，舉

凡務農到民生用水皆須仰靠埤塘，

但是埤塘大多位在半山腰，需要

靠人力汲水，且埤塘受限於降雨，

降水不足就會缺乏水源，農民無

奈只能靠天吃飯。自從郭錫瑠開

鑿瑠公圳後，瑠公圳的主流與支

流遍布大台北，為農業帶來相當

可觀的效益，甚至足夠提供民生

用水，水流更能夠產生動力供給

務農工具，提升農業生產的效率。

　新北市政府自民國 97 年起，陸

續進行瑠公圳圳道整治及景觀再

造工程，保留瑠公圳圳頭至力行

橋區段。對此，林榮彬認為整治

的成效不彰，整治初期風光一時，

但後續的維護作業消極。自十歲

就居住在瑠公圳旁的黃先生表示，

新店區公所雖有心整治，但缺乏

後續作為，也因此瑠公圳被當地

居民戲稱為「大水溝」。民眾王

先生則希望，未來整治過程能夠

在水流區域增加更多親子遊憩設

施，讓公園與水域能夠更親近。

　林榮彬指出，瑠公圳大部分流

域因應都市開發與交通建設均已

被填平，其功能已不存在，要全

盤復育也不可能，但瑠公的基業

與奉獻，在今日也體現在財團法

人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財團

法人台北市錫瑠環境綠化基金會

等財團法人公益團體。透過土地

重建，將原瑠公圳水道轉為建地，

進而轉為基金會的基金，最後回

饋給大台北地區的民眾。

公托僧多粥少 加碼托嬰補助
　記者張芷瑜、莊喻婷／文山報導

　據 103 年行政院主計處資料顯

示，因生育而變更職位的人數達 

25 萬 7000 人。許多人擔心有了

孩子不僅加重經濟壓力，還得面臨

照顧問題。為此，北市政府於民國

105 年推出加碼「友善托育費用補

助」，希望能減輕家長負擔。

　經濟不景氣，家長對公辦民營托

嬰中心的需求相對性增加。相對於

私立托嬰中心（以下簡稱私托），

北市公辦民營托嬰中心費用較便

宜，但僧多粥少，往往需要透過抽

籤的方式競爭名額。社會局婦女福

利及兒童托育科科長鐘雅慧表示，

沒有抽到公托的家長往往會有托

嬰資源的「剝奪感」，所以政府

有責任增進托嬰資源的管設佈建，

並與友善的私托、保母配合，使家

長排除經濟考量，能有更多選擇。

政府規定一間托嬰中心托育名額

最高為 45 名，就文山區來看，原

本的五間私托平均收托 22 人；去

年補助上路後，加入友善托育補助

計畫的四家私托收托率高達 9 成，

然而，鐘雅慧也指出，目前文山區

內還是有 8 成 5 至 9 成的家長採

自行照顧。

　合作私托平均收費約 2 萬 2000
元，除了原有北市育兒津貼、中央

托育補助，加上加碼友善托育費用

補助，總費用約 1 萬 3500 元；公

辦民營托嬰中心平均收費為 1 萬

1000 元，加上上述前二項補助，

費用約為 5500 元，二者補助完費

用仍差 1 倍左右。除了費用外，

家長對托嬰中心的選擇也有其他

考量，像是環境、地點、收托時間

配合等。景美托嬰中心教保組長林

毓霖回應，公、私托的差異除費用

外，公托的師資、照顧方面會較符

合政府要求；但另一方面，私托

較能滿足家長需求，例如延托時

間等。對於將孩子送到托嬰中心，

有些家長仍有疑慮——害怕嬰兒

無法在托嬰中心裡受到妥善照顧。

我們的連鎖托嬰中心的南港園主

任李培鈺說：「老師們都受過專

業的訓練，像是小孩子在哭鬧時，

不一定是因為餓了或大小便，有可

能只是抒發情緒。」

　針對托育資源的建置及供給問

題，鐘雅慧解釋：「雖然以文山區

來看送托率不高，然而若托嬰資

源不夠，家長當然會選擇自己帶；

相反的，如果托嬰資源選擇性多且

容易取得，或許很多媽媽就會選擇

托嬰，並回到職場。」未來除了增

加公托數量，也將拉攏更多私托加

入友善托嬰合作，降低收費差異、

提高送托率，並增設弱勢地區的公

托佈建。此外，也加強托育評鑑，

使家長能更放心的將孩子送托。

　記者劉瑋婷、范家瑢／文山報導

　國內禽流感疫情延燒，台北市立動物園為確保遊客及動物健康安

全，已建構完整預防措施，不論是園區內的動物、人員或是遊客，

皆有一套流程，防止禽流感肆虐。

　不同於往年的禽流感，今年所爆發的是 H5N6 和 H5N2 高病原性

禽流感病毒，其中H5N6具有高傳染性及高致病性，且為人畜共通，

不只雞鴨鵝等禽類會互相傳染，也會經糞便等排泄物傳染給人類。

　台北市立動物園擁有占地四公頃的鳥園，為了抵擋這次禽流感肆

虐，動物園獸醫室主任郭俊成表示，動物園防治禽流感有分三方

面，第一為動物管理，第二方面是人員管理，最後則是園區管理。

在園區管理方面，主要是加強消毒及防疫宣傳，園方在鳥園出入口

皆設有長達五公尺的消毒槽，來確保遊客不會將野外鳥禽的病源帶

進鳥園，同時也會在動物園各地設有立牌，宣導遊客不餵養及不接

觸野鳥。而在動物管理部分，因鳥園有網子及塑膠鏈遮罩，不須擔

心野鳥會闖入鳥園區。然而，因大門廣場前的紅鶴池展示場及兒童

動物園類的家禽類展示場為半開放式空間，因應當前情況，已經將

紅鶴及家禽類動物移至室內，也暫停目前的野鳥救援業務。最後在

園區人員層面，將協助人員施打疫苗接種，並加強自主管理。

　對於園區內肉食性動物的飲食方面，若非單一性飲食的動物，會

提供紅肉，減少供應白肉。若須選擇雞鴨鵝等白肉，也會選擇有

CAS 認證之屠宰場的食物，降低禽流感傳染的風險。民眾邱先生

表示，最近禽流感疫情嚴重，會盡量減少吃雞鴨鵝肉，並減少出入

養雞場。郭俊成也呼籲民眾，因此次禽流感主要是候鳥群傳播，傳

播途徑為接觸被感染的家禽類或其排泄物，平常應注意減少接觸並

避免餵食野鳥，在外接觸到鳥禽類排泄物也需用酒精消毒清理。

▲托嬰中心十分重視清潔與消毒。                   攝影／莊喻婷

　除了監視器不足外，有時候拍

攝的角度也會成為警方調閱監視

器時的阻礙，徐弘庭提到，有些

民眾就曾因為監視器疑似往住家

內拍攝，對於自身的隱私產生疑

慮，希望能改變監視器方向。朱

森華也表示，監視器變換後的角

度可能非警方原先所需的方向，

未來仍會繼續和相關單位協調，

解決現有問題以增設監視器，希

望能對治安有所幫助。

河堤監視器數量不足 警方辦案不便

嚴防禽流感
        動物園有對策

▲瑠公圳頭段位於新店區碧潭風景區。                  攝影／蘇媚

▲監視器裝設多以主要幹道、大馬路為主。            攝影／徐沛姍  

協調將這個問題解決。

　徐弘庭表示，以台北市的的層

級來說，主要是以刑案發生率、

人口數跟犯罪地點分配各區監視

器數量，再加上地方里長的需求、

民意代表的想法等，綜合考量裝設

監視器位置。此外，河堤監視器有

其考量因素像是河堤監視器遭破

壞機率高等，在監視器能有效發揮

功用之餘，同時又得兼顧成本，多

會選擇河堤外的住家及上坡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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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廖珮筑、程伃君／台北報導

　盛開的杜鵑花讓台灣大學校園

生氣勃勃，一年一度的杜鵑花節吸

引許多民眾們前來一睹大學自由

的校風，學系博覽會也提供高中生

們升學諮詢，協助他們在前往大學

的路上，有更明確的方向。

　擁有「杜鵑花城」美譽的台大，

自民國 96年起開始舉辦杜鵑花
節，至今已有 20年的歷史，內容
包括學系博覽會、社團聯展、校園

導覽、展演講座等，主要是為了吸

引台灣各地高中生到台大賞花並

認識台大，進而達到招生的目的，

在現場擺攤的台灣大學生物產業

傳播暨發展學系學生黃鈺銘表示，

期望能藉由提供更多透明的資訊

幫助高中生們解惑，讓他們在升學

的路上更加順遂。

　台大學系博覽會主要由校內各

系所舉辦，每個系所會在各自的攤

位上佈置、舉辦小型演講、展覽系

上的作品等，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

中學生范育康表示，原先他以為法

律系只是在背誦法條，但經由攤位

的學長姐們詳細介紹後，他發現法

律系還能培養思考能力，破除了原

先對於法律系的既定印象，同時自

己也對於未來想讀的科系有更加

深刻的了解。中央大學附屬中壢高

中學生林建浩認為，學系博覽可以

讓他了解各系所需要具備的能力

與畢業後求職的方向，對他訂定自

身未來的目標有許多幫助。

桃園機捷正式開通 沿線景點夯
　記者董怡均、羅思霓／台北報導

　桃園機場捷運於 3月 2日正式
開通，縮短台北車站到桃園機場

的距離，搭乘直達車只需 35分
鐘就能抵達，讓通勤族及旅客多

了一項更方便的交通選擇。

　機場捷運起自台北車站，分為

普通車及直達車二種車種，每 15
分鐘各發一班直達車及普通車，

直達車為紫色車廂，從台北車站

至機場捷運單程約 35分鐘，普
通車為藍色車廂，沿途車站皆停

靠，車程約 70分鐘。票價從 30
元至 160元不等，悠遊卡、一卡
通及桃園市民卡皆可使用，通車

首月（3月 2日至 4月 1日 ) 享
5折優惠，4月 2日起恢復原價。

　機捷的開通，不僅連結北北桃

生活圈，也帶動捷運沿線觀光旅

遊。機捷服務中心陳小姐表示，

機捷開通至今，許多遊客都會前

往附近旅遊，而詢問度最高的是

林口三井 Outlet Park及坑口彩繪
村，機場附近也有許多咖啡廳可

以賞機。

　林口三井 Outlet Park除了是北
台灣最大、也最近台北大都會的

暢貨中心，商城是帶有渡假休閒

氣息的南國風格，要讓遊客們來

到這裡，就像渡假般輕鬆自在，

連戶外也有大型遮雨棚覆蓋，不

用擔心淋到雨，逛起街來也更愜

意。原本必須開車、騎車，或搭

公車才能到達，捷運機場開通後，

只要搭到林口站下車後 15分鐘
就能抵達目的地。

　坑口彩繪村位在具有百年歷史

的蘆竹「誠聖宮」旁，透過社區

藝術將農村及童趣主題的繪圖繪

於牆面，牆面上有趣可愛的圖畫

吸引許多遊客拍照。與其他彩繪

村不同，桃園蘆竹坑口彩繪村由

專業老師的立體筆法繪圖，讓到

訪的遊客能利用小道具加上想像

力，將自己融入圖畫，拍出 3D
的效果。

　機捷的開通改變了許多人的交

通方式，也促進了沿線地區的觀

光。有時間不妨多出外走走，除

了體驗全新的捷運路線外，也能

探訪新的觀光景點。

台大杜鵑花節 盛大開幕

毛小孩也能玩視訊 互動零距離
　記者周姈姈、龐書亞／台北報導

　近年來飼養寵物的比例逐漸上

升，對待寵物的觀念也不再像過去

以動物的角度看待，許多人把寵物

當成家人，有情感上的依賴和寄

託，這也造成越來越多飼主產生

「分離焦慮症」，泛指飼主與寵物

分離容易感到焦慮或是不安。

　寵物攝影機的創辦人，由自身經

驗體悟到許多飼主與寵物分離的

焦慮，研發了可以隨時監控寵物動

態的攝影機，透過雙向語音功能、

獎勵餵食和光點遊戲，讓飼主即使

在外也能輕鬆與寵物互動，雖然寵

物無法看到飼主，但透過聲音呼喊

也可以讓寵物感受到飼主的關心。

　該軟體以網路為基礎，連結攝影

機和手機，飼主可以透過手機下載

應用程式直接登入操控介面，開啟

攝影畫面觀看寵物，呼喊名字吸引

注意，讓寵物即使獨自在家也能因

為聽到主人聲音而不孤獨。

　對於第一次使用寵物攝影機的

飼主，可能會碰到寵物面對機器產

生害怕或是沒有反應，但透過反覆

的訓練，可以讓寵物習慣機器發出

主人的聲音和投出飼料。飼養紅貴

賓的民眾李晏伶使用後認為：「寵

物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只有聽到

聲音卻看不到主人的情況，並且接

受機器會投出食物這件事。」當寵

物習慣後，飼主在機器操作上與寵

物互動也能得到更多的回應，寵物

也會透過機器發出的聲音感到興

奮，有些發現寵物甚至會開始在機

器旁等待主人的呼喚，能看出寵物

對主人抱有許多期待，也使得機器

發揮最大效益、永久使用。

　寵物攝影機發展越來越成熟，除

了在家中的監控外，也逐漸發展出

其他搭配的機器，宏碁業務總監李

傳霖表示，寵物跟人一樣需要完整

的照顧，希望把跟寵物相關資訊整

合，給飼主一個能夠跟寵物互動的

完整平台。未來許多周邊產品都會

在使用攝影機為媒介的遠端監控

基礎下發展，例如寵物轉轉樂，在

手機應用程式裡新增連動的機器，

同時控制不同功能的機器與寵物

玩樂，這將使飼主能依照自己寵物

的習性去搭配產品，打造專屬的寵

物樂園。

　生活中的各種不方便和困擾都

可能是創新研發的靈感，使用寵物

攝影機可以利用網路的即時性看

到寵物影像，縮短和寵物之間的遠

距離，尚未使用過該應用程式的飼

主黃丞妤雖然同意，但認為如有時

間還是會自己陪伴寵物。

　寵物跟人一樣，擁有情感依賴也

喜歡真實相處，況且對於寵物而言

主人就是一切，願意花時間陪伴對

飼主和寵物關係才是最重要的，科

技僅能輔助但卻無法取代。

▲避免分離焦慮症，業者推出寵物攝影機。 　　　

科技輔助沒煩惱 真實相處不能少

▼台大學生透過杜鵑花節，提供資訊為高中生們諮詢。

　記者鄒鎮鴻、許哲瑗／台北報導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從

今年 3月開始，舉辦一系列健康
減重與運動相關的講座，主要是為

了加強民眾健康生活觀念、遠離慢

性疾病。

　衛福部於民國 101年 11月 15
日在行政院會報告指出，國人的肥

胖率為亞洲最高，養成運動習慣的

比率在亞洲地區敬陪末座。因此，

市立仁愛醫院從今年 3月起舉辦

一系列健康生活講座，上半堂課主

講人為醫師、營養師或心理師團

隊，為民眾講解專業知識，如：怎

麼吃最健康、避免不了的外食該如

何選擇、運動減重時遇到撞牆期產

生心理壓力該怎麼處理，破除一般

民眾減重的迷思。

　下半堂課則邀請有氧教練，帶領

民眾跳韻律操活動筋骨。民眾胡小

姐表示，平常在家做家務只能算是

勞動，常常得趕著完成又不快樂，

來這邊動一動流流汗，不但健康而

且心情十分放鬆，還能訓練到一些

平常較少活動到的肌肉。

　活動承辦人仁愛醫院護理師李

佳容表示，許多研究指出國人肥胖

的比率逐漸提高，且年齡層降低，

而肥胖會造成許多代謝性症候群，

例如高血壓、糖尿病等。健康署和

衛生局推動健康減重的活動行之

有年，為了有效提升民眾參與意

願，特別設計有趣又實用的課程。

▲韻律老師以輕鬆、歡樂的氣氛帶著民眾做運動。	 　 攝影／許哲瑗

肥胖率亞洲最高 政府推健康減重

攝影／廖珮筑

攝影／周姈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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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七彩樂園 印度好麗色彩節
　記者邵永輝、易俐廷／台北報導

　七彩顏料灑向空中，形成一座

彩色世界。本屆印度好麗色彩節

（Holi Festival）於永和綠光河岸
公園登場，並邀請在台印度民眾與

各國友人，共同參與七彩嘉年華。

　印度好麗色彩節為印度傳統文

化，在印度舉辦至今已近千年。

在這天不分種姓階級，不分男女

老幼，共同沐浴在七彩彩粉中，而

「Holi」一詞在印度語中，即為「顏
色」之意，間接象徵了「平等」的

珍貴意涵。

　「當你擁有好的事物，便將歡

樂散播眾人，讓大家共享喜悅。」

台灣的印度好麗色彩節自民國 101
年初辦，創辦人為「馬友友印度廚

房」創始人馬友友，已來台多年，

熟知台灣文化的他，期許台灣民眾

能消除對印度的刻板印象。

　印度好麗色彩節於每年 3月中
旬舉辦，參與者除了在台印度居民

外，也歡迎各地民眾共襄盛舉，看

見好麗色彩節的多元包容性質。活

動廣邀許多印度團體，帶給現場民

眾精彩的印度民俗舞蹈，在歡樂聲

中揭開序幕。由於主辦單位皆為餐

飲業者，活動期間更提供精緻的印

度料理，讓參與者品嚐美食，藉由

飲食文化，達到互惠交流，這也是

馬友友的舉辦初心。

　最後重頭戲「粉彩活動」，與會

者不分男女老幼，都將色料灑向他

人，共同沈浸在歡愉的氛圍中，連

帶著一句問候語「Happy Holi」為
彼此在春天的開始，許下最真心的

祝福。王姓民眾表示，明年一定會

再次參與好麗色彩節，並肯定好麗

色彩節舉辦的初衷。

　「一定會繼續辦下去！」馬友友

期許印度好麗色彩節，能夠在台灣

發揚光大，也藉此讓大家認識友善

多元的台灣，在台灣傳承印度之

美，就像是一道佳餚，美味而印象

深刻。 ▲揮灑七彩色料，與會民眾不分國籍，為彼此留下祝福。攝影／邵永輝

光影重疊 記錄人性森生不息 齊逛手創學森林保育
　記者黃晴、陳韋蓉／台北報導

　位於華山文創園區的手創展

《Wooderful Life》以融合英文
「美好的」Wonderful與「木材」
Wood二字的方式，雙關呈現對台
灣林業與現代木工藝的追求，還

有策展團隊嚮往的美好生活提案。

　台灣先天的地理優勢與山巒起

伏，擁有大片珍貴的林業資源，

諸多有特殊香氣和色澤極為稀有

的林種，比方原生的紅檜、扁柏、

台灣杉、肖楠等等。隨著民國 79
年，台灣在「重視造林、減少伐

木」的政策下，木材的需求轉以

國外進口的方式滿足，自給率只

有 1%。但近年國際環保意識高
漲，對於大型物件的運送有了限

制，於是台灣需要原木料的製造

業開始面臨捉襟見肘的窘況。

　策展團隊－知音文創希望能透

過推廣森林保育與本土林木知識

的方式，喚醒大家對台灣林業的

認識，在民眾了解木材是如何產

製的同時，給予他們「只要有好

好保育，在有限度的使用下，林業

資源也可以生生不息」的觀念，並

慢慢擴增台灣的林木自給率，讓商

業與環保達到平衡。

　參觀民眾在這裡不但能實際觸

摸、嗅聞 11種不同木材，體會木
料獨有的溫潤手感，重溫傳統木工

師傅的榫卯手藝、各式童玩，還有

在現代自動化生產下精巧細膩的

工藝品。一窺木頭於人，在每個時

代不同的風華樣貌。

　「互動就是我們最希望能在這個

場域裡創造出來的氛圍。」手創展

組長周文武認為，原木是很容易讓

人感到放鬆的，所以木造手創展除

了推廣環保和伐木知識外，一部分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暫緩步調、放鬆

自己、與他人交流。

▲展區內放置了大量珠子狀的原木，讓民眾一親芳澤。  攝影／陳韋蓉

質變記憶 賦予舊漁具嶄新生命
 記者林冠宇、王懿萱／台北報導

　半個世紀以前，航海、測風、觀星

等技術是傳統漁業必備的本領，魚網、

魚鉤、魚餌也都是討海人賴以為生的工具，

但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傳統技術成為課本裡的教

材，而漁具則漸漸沉澱成回憶。家族背景與傳統漁業

密不可分的陳瑞錦，運用廢棄的傳統漁業器具進行創作

（底圖，攝影／林冠宇），拼湊出蘊有獨特回憶的藝術，同時

也邀請大家一同走進《質變的記憶鍊》。

　《質變的記憶鍊》是陳瑞錦的創作個展，在今年 2月於淡水海關碼
頭 C棟開展。出生於傳統漁業家庭，除了對家中的謀生器具有獨特的情
感外，父親與叔叔相繼在從事捕魚過程中意外去世，這對她來說是個衝

擊也是個記憶啟蒙。陳瑞錦表示，親人去世後，原本女孩子碰不得的謀

生器具轉而廢棄在陰暗的角落，這對她來說是個突如其來的打擊，在她

的眼中，這些器具都蘊涵著一種傳統、都代表著一段故事。

　陳瑞錦認為現代人的生活步調太過迅速，來不及消化生活中的瑣碎，因

此她利用漁具承載自身回憶，而回憶與回憶間的共鳴是作品與民眾溝通的

橋梁，也是整個展覽的核心。

　參展的陳姓民眾表示自己也在淡水長大，在觀看展覽的過程中，不禁回

憶起二、三十年間淡水的變化。而民眾內心對回憶的感觸，就是《質變

的記憶鍊》展覽的宗旨，陳瑞錦在現場舉辦《交換記憶計畫》，準

備 1000張她行走各地的記錄照片，參展的民眾可以寫出或畫
出自己的回憶，交換自己喜歡的照片。「用我的影像記

憶，交換你的文字回憶」，不僅是視覺上的享受，

也可以細細品嚐出屬於回憶的味道。

　記者廖芳鈺、陳心宇／台北報導

　一張簡單的照片，沒有斑斕

的色彩，沒有悅目的容顏，只

有光影、色塊與線條構成的幾

何構圖美感。簡單的黑白意境

中融入超現實、抽象抒情等元

素，表達現實和個人內在精神

之間難以言喻的情感，這就是

張國耀的作品。民國 106年 3
月，以《人非人》為主題，於

「Telling Arts疊藝術」，舉辦
了他在台灣的首次攝影個展。

　張國耀的攝影作品幾乎離不

開他的成長背景和生活環境，

本次展出的作品，有許多在馬

來西亞拍攝，故鄉的山水和風

情是他的創作源泉，而他在台

生活十多年來看見的晨曦日暮，

提供了無數的靈感。

　張國耀很喜歡台灣，台灣教

會他運用鏡頭和光影刻畫美好

瞬間。他將所學回饋在這，多

塑造一些正面能量。

　大多數黑白照片給人安靜、

孤寂的印象，也許是因為張國

耀來自單親家庭，成長過程含

許多的寂寞。在嚴謹的構圖背

後，或多或少能看見一絲孤獨。

　疊藝術負責人林得玲表示，

張國耀的作品讓她第一眼非常

驚豔，照片中表現出來的情緒

和他異地求學、工作的生活經

歷密不可分，像張國耀這樣在

台灣長期發展的馬來西亞年輕

藝術家，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

平台讓他們發光發熱。

　在張國耀年輕的外表下，有

超乎年齡的成熟靈魂，他說，

黑白攝影是拍給自己的日記，

彩色攝影則是給世界的禮物。

張國耀用影像來表達自己對世

界的看法，用黑白鋪陳色彩、

用鏡頭丈量真善美。他的照片

充滿神秘感，耐人尋味，在沉

靜無聲、純粹簡約中透出人世

孤寂的無奈凄美。　



By Hsu Yu-shan（許毓珊）

   Liu Chia-yu （劉家瑜）

 After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MRT was commercially launched on 
March 2nd, the ticket price was 50% 
off until April 2nd. People now have 
a new way to travel to the Taoyuan 
Airport, but what about the currently 
existing mass transportation? Take 
buses for example, their business 
has decreased since the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MRT is offering 
a 50% discount currently. And how 

about Taxies?
    Lai Cheng-hsiang ( 賴 正 祥 ), a 
marketing director who works in 
Taiwan Taxi ( 台 灣 大 車 隊 ) said, 
“It did not cause us enormous losses 
when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MRT began trial run on Feb. 2nd, 
2017. With fewer backpackers, there 
are still many business travelers and 
family members traveling together 
who choose to take taxis because of 
convenience and safety.”
    Lai said, taxis  provide many kinds 

of service including charter service 
( 包 車 服 務 ), the appointment of 
sending off and picking up  ( 寵 物

專 車 ), and accompanied medical 
visit ( 陪同就醫 ). With diversified 
services, sending passengers to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is only 
part of their business.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that 
people go to the airport: to take 
planes, to work, and other reasons. 
“All business is about supply and 
demand,” said Lee Chun-te (李俊德 ) 

, general manager of the Business 
Department of Taoyuan Airport. 
“Taiwan is not like Hong Kong. For 
small families, taxies are still a more 
convenient and flexible way to go.”
    The advantage of taxi is “spot-to-
spot service.” Many businessmen 
and backpackers do not like the “fixed 
stops” of the MRT. Taxis can run on 
different routes based on every single 
tourist’s needs. Chartered service is 
even cheaper than the  Airport MRT 
ticket fare. Lee believes that they 
can get the customers back if they 
provide better service. People who 
take the taxis will keep doing so; 
buses will be influenced more. “But 
in the long term, I am not worried 

that International Airport MRT will 
take taxis’ market share,” said Lee.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they 
offered, after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MRT’s official opening, the 
number of taxi tours from March 2nd 
to 10th only decreased by 1%.“As 
the market of airport transportation 
is already saturated, sometimes we 
need to ask other taxi drivers to help 
out during peak hours. We sometimes 
need to call the taxis outside the 
airport to help carry passengers.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MRT 
is not harmful for our taxi drivers － 
it just helps ease the traffic jam on 
Ground Access Road, but we are still 
observing,” said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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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yuan Metro 
Causes  Huge 
Impact on Bus

▲Passengers are carrying their suitcases to pass the ticket machine.                            Photo／ Chan Meng-hin（陳明憲）

Taoyuan Airport MRT’s Weekend 
Ridership Reaches 60,000

By  Chan Meng-hin（陳明憲), Chen Ching-wen（陳靖文）

By Lam Tsz-ching ( 林梓晴 ) 
     Chuang Li-cheng ( 莊立誠 )

Many People St i l l  Use Taxis 
though Taoyuan Metro is Running

 ▲Taxi service in the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Photo／ Liu Chia-yu （劉家瑜）

    Taoyuan Metro Corporation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Taoyuan Airport MRT 
（Metro Rapid Transit）service on March 
2nd. According to the data provided 
by Hank Lee（ 李 漢 民 ）, officer of 
Operations Division Department of  
Taoyuan Metro Corporation, the weekday 
and weekend riderships have reached 
50,000 and 60,000 respectively, and the 
numbers are still increasing. The peak 
hours are 9-12 a.m. and 2-5 p.m. For the 
first month, Taoyuan Metro Corporation 
offers a 50% discount on the ticket price, 
which is NT$80 for a single journey from 
Taipei main station（A1）to Taoyuan 
Airport Terminal 1 and 2 （A12 and 
A13）. Will customers leave when it stops 
the discount offer after April 2nd ？

    Lee said the strengths of Taoyuan 
Airport MRT are fast, convenient and 
reasonable price. Compared with other 
competitors, Taoyuan Airport MRT is 
free from traffic congestion, which makes 
it more competitive. Passenger Lee said 
that he used to take public transport to the 
airport, and after his first experience of  
taking a Taoyuan Airport MRT train, he 
will ride again as it is so convenient and 

time-saving. Another passenger Chang 
complained the route signs from the airport 
to the metro station is so vague that he can 
hardly find the way. Despite of the poor 
route signs, he thinks the price is cheap, 
even at full price.
    Lee responded that Taoyuan Metro 
Corporation has already worked on this 
problem by setting up more signs at 
different spots. Concerning the safety 
problem, Lee said,“ The company values 
and prioritizes passengers’ safety.” At 
the time being, as there is no warning 
alarms for closing doors, the company has 
arranged more guards to blow whistle to 
remind passengers. “Except for the doors 
alarms, the company has performed pretty 
well on safety measures,” said Hank Lee. 
He also brought up people’s complaints 
like,“ Taoyuan Airport MRT is not passing 
through Taoyuan City center.” This is also 
what the Taoyuan Metro Corporation is 
working on right now.
    The Taoyuan Airport MRT offers a 
couple of trains: Commuter Trains and 
Express Trains. The latter offers only 
4 stops and is especially provided for 
passengers who want to get to the airport 

directly. The time interval for each train is 
7 minutes and the two types of trains will 
come alternately. Other than that, Taoyuan 
Metro Corporation cooperates with airline 
companies to provide in-town check-in 
service, even for those who are not taking 
the Taoyuan Airport MRT, by setting up 
check-in counter at Taipei Main Station. 
For the time being, four airlines are 
offering such a check-in service, including 
China Airlines, Mandarin Airline, EVA Air 
and UNI Air.
    Meanwhile, Lee said the company is 
launching discounts for commuters and 
groups on different basis, such as monthly 
ticket for 30% and seasonal ticket for 
40% off the price, which passengers can 
use after the first month. The company 
also publishes 5000 sets of souvenir 
ticket, which is designed by Easycard 
Corporation, to mark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line.
    For now, passengers highly appreciate 
the convenience provided by Taoyuan 
Metro Corporation. What measures does 
Taoyuan Metro Corporation take to be 
more competitive and keep its customers 
will be a crucial question.

    Since Taoyuan Metro has launched commercial 
service on March 2nd, it has created a huge impact on 
us after the Taoyuan Metro was opened,” said Wang 
Rong-guang ( 王榮光 ), an associate in CitiAir Bus ( 大
有巴士 ), estimating that his company’s bus traffic has 
tumbled 40-50% as people choose to take new Metro 
instead of taking bus to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Taoyuan Metro offers a fare discount from March 
2nd to April 1st, now costing NT$80 from Taipei Main 
Station to Airport Terminal in 30-odd minutes. After 
stopping the 50% discount, the fare returns to NT$160. 
Wang discloses that they are staying on the sidelines 
because of the uncertainty over the consequence of 
canceling the discount. “There are no gains to have a 
price war with Metro at this moment. No one can survive 
a price war.”
　　Wang said, the advantage of taking bus is that the 
station is just near your home, not only reducing the time 
to get to Taipei Main Station first, but also costing less 
in ticket price. Buses cover a bigger area and passengers 
can depart directly without wasting time for transfer at 
Taipei Main Station.
    “From now on, I hope that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market of getting to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could 
be expanded, with the Metro coming in,” Wang said. 
There are several ways of reaching airport. “Taoyuan 
Metro may absorb the passengers who take taxis or drive 
their own cars to the airport. Therefore, the whol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would get bigger.”
   Taoyuan Metro announces that the average daily traffic 
has been 66,000 since Metro was opened on March 2nd. 
“Taoyuan Metro is more user-friendly to foreign tourists 
and there are clear instructions,” Wang( 王榮光 ) added. 
“Like students, business men or tourists are still their 
target customers.” Chang Chia-chen ( 張嘉真 ), living in 
Taishan( 泰山 ), said she would take Metro if she goes to 
the airport since the bus station is far from her home and 
is too inconvenient.
    Another passenger, Lu Juain-fu ( 盧建甫 ), a student 
who lives in Linkou( 林 口 ), has taken Metro twice 
last month and he thought it’s too expensive for him. 
Normally he would go to Taipei main station by bus 
unless he gets limited time as it takes the same time 
traveling by bus or by Metro commuter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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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川普於 1 月 23 日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PP），投下對其他成員國的震撼彈，然而台灣仍持續爭取參與機會，TPP 未來將由誰來主導，抑或是台灣加入的必

要性，都是目前各方討論的重要議題，世新大學「國際專題」任課教授王健壯表示，應把握任何參加多邊貿易協定的機會。

　過去，TPP 被視為美國抗衡中國所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重要貿易協定，藉以強化對亞太影響力，根據經濟部國貿局數據，TPP 佔全球生整總值約為

38%，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更將其視為經濟策略的一環，藉由「零關稅」的協定規範，以高度自由貿易帶動整體經濟。王健壯說，美國退出後，日本經濟面臨巨大挑戰，無法推斷 

TPP 將來是否由其主導。

　針對台灣能否加入 TPP 仍是

未知數，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彭懷恩指出，在美宣布退出後，

TPP 名存實亡，而其餘成員國

可能另尋協定方法。此外，台灣

與中國的關係仍是簽署各貿易

協定的阻礙。中國經濟快速崛

起，並積極發展「一帶一路」、

「亞投行」，加深了其在國際間

的重要性。同時，中國也致力於

推動 RCEP 等跨國性多邊區域

貿易組織，然而台灣因受到政治

問題牽制，上述組織皆無法加

入。出口貿易為台灣經濟成長的

主要動能，若無法成為區域性貿

易組織的一員，將嚴重影響對外

經貿發展，在國際經濟上恐遭邊

緣化。

 台灣對外貿易總額每年平均約為 5 千億美元，出口產品以電子零

組件為最大宗，如台積電、大立光、鴻海等精密零件代工廠，佔每

年出口貿易總值逾三成。

 王健壯指出，TPP 強調各成員國需撤除關稅壁壘，且全面開放服

務業與金融市場，以及投資保障利益，有利於小國貿易發展。但相

對來說，目前台灣仍有 20項農產品實施關稅配額或特別防衛措施，

加入 TPP 後，必須取消這些產品的關稅及非關稅措施。而國外農

產品進口量增加，勢必將對台灣農業產值及糧食自給率有所影響。

 考量當前的國際局勢，王健壯

表示，台灣仍應積極爭取加入各

多邊貿易組織。由於受政治主權

因素及國際法地位影響，台灣與

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
機會有限，已多次遭中國阻擾，

因此進行雙邊貿易協議極為困

難。再者，雖然簽署雙邊及多邊

貿易協定曠日費時，但一經談判

完成，便等同於一次與多國建

立雙邊貿易關係。以 TPP為例，

台灣若加入，一旦簽署完成，即

可與 12 個國家進行雙邊貿易，

並能有共同規範約束牽制，一如

台灣已加入的 WTO。對此彭懷

恩則認為以台灣目前國際地位

而言，想要加入 TPP，可說是

癡人說夢。

　我國簽署 FTA 僅有巴拿馬、

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

多、宏都拉斯中美洲五國。另外

與日本、中國、紐西蘭、新加

坡，分別有簽署不同之貿易協

定，如新加坡的 ASTEP( 臺星

經濟夥伴協定 )。而目前政府推

動中的協定包括歐盟 ECA（經

濟合作協議）、TPP、RCEP，
以及與美國的 TIFA 協商。

　鑒於許多外國農產品輸入台

灣遭高度課稅甚至禁止，在台灣

的競爭力有限。每逢面臨天災

時，市場因無法以進口農產品緩

解市場需求，導致國內農產品價

格飆漲。進口農產品在台競爭力

也難以突破窘境。回顧過去台灣

與他國的貿易談判，由於政府農

業政策多施行保護主義，且台灣

民意也偏向自我保護，導致在貿

易協定談判時，並未提出互利、

高度自由貿易條件，導致貿易受

阻礙。

　國際貿易協定宗旨即是創造

互惠、平等，並擁有共同規範的

貿易關係、平台。台灣若欲加強

自身國際經濟競爭力，除了致力

參與國際貿易組織外，更須改善

法令制度，展現誠意，提供他國

良好的貿易條件，如特惠關稅等

優惠待遇。

　伴隨全球貿易自由化，台灣成

為精密電子零件代工龍頭，如鴻

海、廣達等皆屬代工大廠。然而

川普鼓吹「美國優先」保護主

義，呼籲像蘋果等製造業回流，

企圖在美國境內創造更多就業

機會，恐導致台灣失去替美國代

工機會。王健壯建議，政府必須

調整和改造整體結構，如改善長

期代工問題，並扶植創新產業，

以自創品牌躍上國際舞台。

政治牽動貿易 我國恐臨經濟邊緣化

農產關稅棘手 台灣加入 TPP 是否必要？

鑒於國際地位 台應致力多邊貿易

外國農產難打入 貿易談判作繭自縛 

記者魏莉穎、李可心、蔡芃敏、胡皓宸、翁悅心／台北報導

▲與台簽處貿易協定之國家總覽。（資料來源：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製圖／翁悅心

▲ TPP、RCEP 對照表。 製圖／曾勻之

美退     台灣何去何從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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