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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周君燕、鄭詠心／文山報導

　鑒於民眾反應公共住宅容積率

過高對當地交通造成嚴重衝擊，

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針對文山

區三處公共住宅進行檢討，並

宣布將公宅容積率從原規定的

337.5~450%調降為 225%，興建
戶數也從原本954戶降為439戶。
然而修訂法案能否改善公宅對交

通及環境造成的衝擊，議員表示

無法改善根本問題。

　過去三場公宅公聽會中，民眾

反應大量居民湧入會對交通及環

境造成衝擊，臺北市政府對此表

示會一併將人民訴求納入整體規

劃設計。居民高嘉慶表示，不清

楚月初宣布容積率及戶數下修一

事。他認為即使下修，馬路出入

口仍會因入住人口而堵塞。

　台北市議員徐弘庭認為，應先

解決交通問題，再興建公共住宅。

文山區是否能承受公宅政策必須

列為第一考量。徐弘庭更指出，

興建公宅耗費龐大資金，不如選

擇改善交通系統，解決台北高房

價問題。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直

言，下修容積率無法解決交通問

題，將公宅位置選在該區交通最

繁忙的兩條主要道路上，可能造

成更嚴重的交通阻塞，這是市府

規劃時選擇的地點不恰當所致。

　試院里里長廖欽銅表示，對下

修法案一事，知情的居民人數不

多。目前尖峰時刻的交通問題嚴

重，即使下修，大量人口湧入仍

會造成出入路口交通打結。廖欽

銅說，比起公宅，當地更需要公

園綠地及停車場，以提供居民休

憩空間並紓解停車位不足問題，

並期盼市府能將公有地上方改為

公園、地下空間設為停車場。

　居民蔡銀宗則認為，下修容積

率會改善先前居民反應的交通、

治安與環境問題。蔡銀宗也提及，

先前公聽會時，都發局表示將規

劃公宅地下空間為停車場，並結

合多項社福設施供居民使用，但

光是公宅住戶就已將停車位使用

完，周遭居民根本無法使用。他

擔心入住公宅居民又幾乎為通勤

族群，勢必造成聯外道路出入口

交通打結。

　民眾表示，期盼政府先改善當

地交通問題，再執行公共住宅政

策，並且也期望公有地能作為公

園及停車場使用。但議員指出公

宅對交通及環境影響仍無法透過

修訂法案解決，北市府將會持續

與居民溝通，解決文山區三處公

宅的爭議問題。

 　記者李奕寰、劉羽恒／新北報導

　中央新村北側為新北「五星計
畫」中最後一星，目前已完成區

段性徵收，預計在民國 105年 11
月底完成整地工程，其中部分土

地將作為社會住宅提供市民租用。

城鄉發展局住宅發展科股長盧育

晟表示，目前已規畫一千多戶社會

住宅，未來將以「只租不賣」的方

式提供民眾申請入住，然而相關的

申請條件及配套措施目前仍在商

討研議中。

　永和區的青年住宅是新北市第

一個社會住宅，由老舊警察宿舍改

建並以 BOT的方式興建及承租，
戶數較少，而央北開發案的社會住

宅興建則為公辦都市更新，政府與

民營企業較貼近夥伴關係，且政府

擁有政策主導及支配權。

　談及央北開發案的區域規畫，城

鄉局發展科工程師呂國勝說明，目

前已規畫 1070戶作為社會住宅，
房型分為一房、兩房及三房，比

例約為 700戶、200戶及 100戶。
除此之外，央北開發案的社會住

宅交通方便，鄰近新北三環三線，

未來還有環狀線十四張站及安坑線

K9站。新北市是台灣外來人口最
多的縣市，為建立對青年及弱勢族

群友善的居住環境，區域內也規畫

了托育中心、身心障礙者作業所及

宿舍。

　綜觀新北市的社宅概況，社會

住宅推動聯盟研究員徐志維表示，

央北案目前只略見雛形，配套措施

及方案都還只是一個概念，有可能

再做修改，從已開放招租的中和區

秀峰段、三重大同南段、三重大安

段三處社會住宅的經驗來看，上述

社會住宅的租金是根據周圍房屋

市價及申請人身分做計算，但是每

個人能負擔的金額不同，社宅盟希

望租金的計算方式應根據承租人

可支配所得的一定比例作為租金，

才是符合居住正義的理想狀態。

　徐志維表示，台灣的社會住宅政

策，仍處於初始階段，政府可能會

因為成本問題而影響營運的決策

方向，但是希望政府能莫忘推動社

會住宅的本意，妥善照顧民眾及弱

勢族群的居住權益，達到真實的居

住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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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的興隆二區公宅全貌。                    攝影／鄭詠心

憂交通堵塞　公宅容積率下修

央北開發推千戶社宅

▲中央新村北側鄰近新北三環三線。   　　　　　 攝影 /劉羽恒

　記者蔡曉松、易俐廷／

台北報導

　2016 台北藝術節於 9
月 9日正式開跑，臺灣客
家文化音樂劇「我是東西

南北香蕉人」成為焦點。

該劇由「黑眼睛跨劇團」

推出，並由金曲獎「最佳

客語歌手」黃連煜主演，

詮釋清末改革派的客家詩

人黃遵憲穿越時空來到台

灣，劇中以客家曲調唱出

詩句，也穿插黃連煜本人

的經典客語歌曲，情節歡

樂逗趣。

　黃遵憲是清末知識份

子，同時兼具詩人、外交

官、政治家、教育家的身

分，在晚清時期力圖變法

革新。「我是東西南北香

蕉人」以歷史真實人物作

為主角，描述他陰錯陽差

被傳送到現代臺灣，以

滿腔抱負觀察台灣民主進

程，對比古今，反映出穿

越劇特有的趣味。

　在 9月 18日的演後座
談會，導演鴻鴻與主演黃

連煜到現場與觀眾互動對

答，大談創作理念。鴻鴻

表示，劇中特地讓主角黃

遵憲與社運人士碰面，接

觸同志、反核、環保等社

會議題，正是希望藉由百

年前的改革鬥士做為歷史

座標，反思台灣現今的社

會發展。

　身兼主演與音樂設計的

黃連煜則分享創作背後的

甘苦談，他為本劇改寫黃

遵憲詩詞，費盡苦心。黃

遵憲為客家詩人，以「我

手為我口」的主張，開創

白話詩之先河，但其詩詞

係由國語寫作完成，黃連

煜為了以客語重新翻唱，

特地考究拼音重新演繹，

別具文化價值。除了客語

之外，他還將歌曲融合英

文歌詞和法式元素，黃連

煜說，這就象徵著客家人

的精神，尊重且包容多元

文化。

　提及劇中使用虛構「香

蕉國」做為台灣國號的特

別意涵，鴻鴻表示，臺灣

素來有「香蕉王國」的美

名，希望用簡單直觀的水

果符號，做為台灣的精神

代表。而針對劇中以古喻

今的「革新」精神，鴻鴻

則認為，百年前的黃遵憲

並不知道民主是否真能落

實，但仍然奮力推動變法，

比照今日，台灣社會仍然

有許多懸而未解的難題，

也希望以此精神為希望的

象徵，鼓勵社會向前發展。

議員轟住戶減少無法解決交通問題

減少
515 戶

記者周君燕／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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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匯流新世代 產官學界急整合

　記者林欣頻、洪羽潔／文山報導
　國內近年接連發生學童在校園內生命遭受侵害的
案件，一再點出校園安全的重要性及急迫性。對此，
台北市政府下令要各小學紛紛趕工架設電子圍籬。
多數學校已搭建第一批電子圍籬，其餘則於九月底
完工。目前政大附設實驗小學因經費申請由中央機
關決定，不屬台北市教育局管轄，故尚未設置電子
圍籬。李慶元呼籲：「台北市教育局應該要有個突
破性的做法！」政大實小多數學童仍是台北市的子
弟，就算北市教育局不能全額補助，也應該按照比
例人數給予部分補助。
　「可以偵測到壞人進來！」實踐國小五年級的蔡
姓同學知道學校電子圍籬的功用後興奮地說。在震
驚全國的北投文化國小割喉案後，台北市政府全面
下令小學加裝電子圍籬。國小圍牆低矮且具開放性，
有些甚至是綠叢，成人只需跨一步便可進入校園。
而校內警衛通常只有一人，卻需負責巡視校園、管
制出入人員等業務。為彌補警衛人力不足的問題，

政府設立電子圍籬，架設監視攝影機，並配合紅外
線偵測系統，舉凡警戒範圍內偵查到不正常活動，
校方監控系統就會通報相關影像。同時，為避免民
眾誤觸警鈴，學校將另行對孩童及家長宣導。
　台北市議員李慶元、簡舒培樂見校園設置電子圍
籬，但對其成效仍存疑慮。李慶元質疑，若有心人
士先觸發一處警示，再趁警衛離開崗位時潛入校園
內，學童安全仍缺乏保障；簡舒培站在一名母親的
立場，她認為要確保學童安全，單靠警衛一人之力
並不夠，應先擴大校園防護安全網絡。她建議校方
和社區巡守隊及警方合作，不僅保障學童在校安全，
也能將安全網擴張至學生上、下學的路線。
　在文山區已有 19 間市立小學、三間私立小學搭建
電子圍籬，少部分屬於第二梯次，預計九月底完工。
然而，電子圍籬是否真能有效維護校園安全仍有待
觀察。對此，李慶元認為台灣應從根本做起，效仿
歐美舉辦校內、外講習，透過教育讓孩子及家長保
有警覺性。 ▲景美國小外牆為低矮草叢，目前也已加設電子圍籬。   攝影／林欣頻

長照2.0 上路 慈安：影響甚大
　記者邱于庭、汪昱伶／文山報導
　今年總統大選後局勢改變，由國
民黨所推行的「長期照顧保險法」
為保險制，民進黨提出的長照 2.0
則採稅收制，預算來源分別來自遺
贈稅、房地合一稅與公務預算等三
方面國家稅收。兩大政黨的長照政
策截然不同，造成多家私人中小型
長照機構維生困難，也再度引發各
界對長照議題的關注。
　依據新法規定，未來新立案的住
宿型機構，須以法人（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屬性立案，排除個人立
案的資格，可能變相造成中小型長
照機構的私人財產公有化；同法
第 62 條則規定，必須從每床十平
方公尺改為 16 平方公尺，總床數

49 床必須縮減為 37 床，機構照顧
成本大幅提升，增加費用將影響家
屬負擔，影響營運。以上兩大條例
將會是影響機構存亡與否的最大主
因。隨著民國 106 年長照法六月三
日實施，機構及家屬各會面臨不同
面向的問題。 
　台北市社區銀髮族長期照顧發展

協會理事長吳第明說，對於長照

2.0 版本，政府雖標明每日可申請

三小時的照顧補助，統計數據雖好
看，但真正有意願申請人少，使用
率極低，政府卻仍不斷投入預算，
對此深感遺憾。吳第明更指出，長
照 2.0 版本雖強調諮詢功能，在據
點間提供諮詢人員（督導、主管）
等服務，但其實現存長照機構最缺
乏的是第一線的照顧服務人員與護
理人員。財團法人機構的補助款
多，容納低收入戶的名額又少，補
助資源分配不均自然讓許多中小型
長照機構感到不滿。
　台北市私立慈安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主任蔡淑芬表示，前任總統馬英
九政府的長照法與現任總統蔡英文
的長照 2.0 版本主要以第 22 及第

62 條規範，才是影響機構最大的
主因。法律實施後，家屬就會面臨
照護費用增加的壓力。她認為，評
鑑制度雖有維持之必要，但過於繁
瑣的細項應交由各機構自行評估衡
量，讓機構間產生市場區隔，各自
發展出不同特色。

腸病毒 71 型毒性強 易引發重症 

校園不安全 北市急 設電子圍籬

▲台北市私立慈安老人長期照顧中心主任蔡淑芬。       攝影／汪昱伶

　記者柯欣妤、羅紹齊／文山報導
　詐騙案件層出不窮，學生族群
常利用網路購物，網路的便利性，
加上通訊軟體盛行，使得網購詐
騙案件中，以學生占大宗。電話
詐騙也是常見的手法之一，警方
呼籲接到詐騙電話或訊息，第一
時間切勿慌亂，應撥打 165 反詐
騙專線，或 110 尋求警方協助釐
清真相。
　文山區復興派出所警員賴珮瑜
表示，接獲的詐騙案件，依年齡層
可分為年輕族群，及五十歲以上
的老年族群。青少年使用網路頻
率較高，在網路購物、拍賣網站
上受騙的機率較高；而年長者則
多以高知識分子為主，容易落入
歹徒假冒政府機關來電的陷阱中。

　網路購物的風險在於個資容易
洩漏。歹徒慣用詐騙手法有：一、
藉機冒充成客服人員，來電告知
買方，購物時選項勾選錯誤，需
要操作 ATM 修改設定。二、利用
通訊軟體，假扮成民眾友人，委
託接收驗證碼，或購買點數，使
民眾成為小額付款詐騙的受害者。
三、鎖定老年族群中的高知識分
子，假冒政府機關、醫療院所或
健保署，以未繳交水電費、個資遭
到冒用等等為由，製造民眾恐慌，
進而要求匯款處理。
　儘管詐騙手法花樣多，復興派
出所副所長李彥逸表示，透過小
細節仍舊能分辨真偽，接到要求
匯款的相關來電，可藉由來電顯
示中的區域碼，判定是否為詐騙

電話。若於國碼前出現「＋」號，
就應警覺。針對網路購物及 ATM
轉帳，他說，ATM 並沒有解除分
期付款的功能，若接到要求更改
相關設定，必為詐騙電話。
　為防止民眾成為詐騙案件的受
害者，警政署成立 165 反詐騙專
線，由警方提供免費諮詢服務，受
理民眾詢問、報案及檢舉。復興
派出所也派出警員前往世新大學，
與轄區內的里民宣導，希望藉此
預防詐騙案發生。
　科技帶來的便利性，使得詐騙
手法多變。然而，民眾購物及接
聽電話時，若能注意細節，避免
洩漏個資，謹慎應對、仔細查證，
就能遠離歹徒的陷阱，保護自己
免於遭受詐騙的危機。

▲萬芳醫院小兒科王聖儒醫師表示，其實一般肥皂就有殺菌之作用。                   攝影／許祐祥

　記者張剛瑋、胡皓宸／文山報導
　世新大學日前舉辦由雲端暨互
聯網發起的「全媒體與萬物聯網
高峰論壇 」，邀請產官學界共同
商討台灣因應數位匯流時代的方
式，以及如何贏得先機。前行政
院長張善政向政府喊話，台灣需
要一個華文影音平台，讓年輕人
的作品可以展演全球。
　張善政以「我們需要一個華文
影音平台」為題，強調設置一個
台灣專屬影音平台的迫切性。他
說，因為作品放在國外影音平台
的能見度低，又不受重視，而且
數據全掌握在外商手上，也無法
根據使用者習慣從事大數據分

析。擁有自己的影音平台，可以
提高台灣青年拍攝的微電影等影
音作品的能見度，有助於激盪出
更多創意的火花，也許將來金馬
獎的導演就從這裡發跡。
　世新大學副校長陳清河說明，
全媒體整合過去的傳統媒體，將
產品放在新的平台上供大眾檢
閱，如手機、平板、電腦等。為
因應這種趨勢，世新大學籌備新
建全媒體大樓，包含 AR、VR、

MR 的虛擬攝影棚，以及數媒系

motion capture 的動畫捕捉；除
了設備上的更新，教學的方法及
內容也要改變，希望在全媒體的
時代，世新大學也能不落人後。

網購詐騙受害 學生占大宗

　記者楊安安、許祐祥／台北報導
　每年腸病毒有兩個高峰期，一
為四到六月，另一時期則是九到十
月的開學及中秋節前後；而針對腸
病毒所研發的「71 型疫苗」在國
衛院已進入第二階段的人體試驗。
　萬芳醫院小兒科醫師王聖儒表
示，在中國大陸已有完成第三階段
人體試驗的案例，而開發完成的自
費 71 型疫苗，主要施打對象為六
個月至六歲的兒童。此外，國內的

71 型疫苗研發完成後是否會進行
全面性施打，王醫師認為還要進行

相關的效益分析研究，才能判斷是
否要進行全民施打或者針對特定
族群進行施打。他也提到近期開始
實施公費的流感疫苗和 71 型疫苗
皆由死菌製成，能使免疫系統產生
抵抗力。因此可同時進行施打，倘
若分開接種，兩者需間隔一個月。
　王聖儒提到，抗菌洗手乳三氯沙
的成分能破壞腸病毒的蛋白質，但
事實上一般肥皂就具有殺菌功效，
反而是常用的乾洗手及酒精無法
有效抗菌；另外，腸病毒在漂白
水、紫外線以及攝氏 60 度以上的

高溫環境無法存活，他建議民眾可
將棉被、衣物拿至陽光下曝曬，以
及使用稀釋後的漂白水消毒環境。
　腸病毒造成重症的因素，與年
齡、腸病毒之毒性以及居住環境有
所關聯，且若家中已有感染患者，
其他家人病情的嚴重程度也有所
影響。
　王聖儒指出，有腦性麻痺、右肢
偏癱等狀況的人，免疫力較低且
營養攝取較不足夠，因此相較於
一般孩童，是屬於高風險的感染
族群。



　記者劉建佑、陳沛婍／新店報導

　社區是民眾最熟悉的生活圈，也是台灣
部分特色文化的發源地，而社區的營造、
參與程度和意識凝聚對於社區居民而言彌
足重要。具有泰雅族文化的烏來區，在受
到蘇迪勒颱風的重創後，當地的交通、觀
光及自然景觀，都遭受到嚴重的破壞，這
一年中社區居民互相幫助，重建家園，目
前，烏來老街漸漸地回到正軌，逐步恢復
過往的繁榮。
　現在的烏來老街整體上已經改善很多，
但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烏來里里長周至
剛說明，災害來臨時透過社區的廣播系統
和網路，號召社區居民和志工們一起搶救
連外道路，為了能快速改善烏來困境，部
分熱心的民營工程車也前來協助，同時，

里民間互相幫忙，提供避難處、匯集物
資，並共同整治、清理老街土石淤泥的問
題，才逐漸恢復老街舊有的樣貌。然而，
目前烏來的問題並不限於交通和觀光，而
是整體環境重整與規畫，因此里長呼籲里
民們必須要更加團結，增加對社區的共
識，彼此守望相助。
　颱風重創以來，烏來地區多處交通要道
的地基被河水強力沖刷，侵蝕嚴重，導致
往後一旦遭遇大雨便有大量的淤泥和落石
泥濘，水土保持不佳，讓民眾卻步於烏來
地區旅遊，造成觀光業的停滯，致使居民
生活經濟上的壓力較大。店家表示，希望
能加速整治的腳步，期盼旅客可以再到烏
來地區遊玩，帶動當地的觀光產業，維持
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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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我爭取 參與式預算來了
公民意識覺醒 新店參與式預算 廣邀民眾討論提案

　記者林昱萱、蔡芃敏／新店報導 

　由於民國 105 年新店區達觀里的「參與
式預算」成功推動，議員陳儀君今年將「參
與式預算」的範圍擴大至整個新店區，並從
建議款中撥出了 500 萬元，目的是讓更多
民眾了解什麼是「參與式預算」，並實際參
與到提案及投票中，希望藉此反映社區問
題，進而提升公民素質並且凝聚社區意識與
向心力。
　「參與式預算」的觀念在世界上已風行多
時，不過在民國 103 年九合一選舉後，台
灣「參與式預算」的概念與雛形才開始萌
芽。隨著公民意識的覺醒，「參與式預算」
逐步地被實際運用到鄰里之間。簡單來說，
「參與式預算」的核心概念是一種交由人民
提案、投票，以決定一部份公共預算支出的
方式。作為推廣「參與式預算」重鎮之一的
新店區，民眾的預算提案內容大多和「公眾
性」議題有關，如推廣客家文化課程、新店
美化等。但由於「參與式預算」的提案內容
較不設限，可能有圖利少數人的疑慮。對
此，陳儀君表示，「參與式預算」的提案需
通過公開投票，經由公部門執行才會立案，
且有一定的程序，以防止圖利個人或特定廠

商等弊端出現。
　「參與式預算」最重要的精神就是讓市民
關心社區、提出問題、解決問題，而非只有
在大選時才關心政治。陳儀君表示，藉由
「參與式預算」，將市民的提案具體化為企
畫案，透過提案、投票來教育市民，並非出
一張嘴就能解決問題。在推動「參與式預
算」的過程中，市民對於公共事務十分冷
漠，對「參與式預算」認知較淺，也很少人
關心周遭發生的事物，只有在影響自身權益
時，才會驚覺、抗爭，但常常為時已晚。因
此，如何讓「參與式預算」更加廣為人知且
讓民眾願意主動提案，是現今需思考的主要
問題。對此，達觀里里長黃振宇表示，會結
合相關的機關單位與公部門以擴大宣傳，例
如在垃圾車上綁宣傳布條、捷運站內的跑馬
燈放送等等。
  為了讓市民更加了解什麼是「參與式預
算」，陳儀君至十二月底前將舉辦多場說明
會、討論會，屆時將與民眾解釋做法、規則，
並邀請民眾提出意見和想法，將其轉化為提
案。而「參與式預算」提案收件截止日則是
在十二月底，提案人不限資格，只要是運用
在新店區的預算提案皆可以提交。

整治小碧潭 69 里連署陳情盼重視
　記者蔡家愷、林韋宏／新店報導

　碧潭風景區一直是新店區重要的觀光景點，同時也是附近居民
進行休閒活動的熱門地點，但由於無法獲得完整的規畫與整治，
數年來在河防與環境等方面問題重重。新店區各里里長連署向新
北市政府陳情，期盼能改善該區的休閒環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質，
但目前尚未得到滿意的答覆。
　新北市立委羅明才的助理劉時郡表示，上游長年淤積導致流水
量減少，使得新店溪水域深度逐年降低，河域深度不足除了影響
周遭生態，也讓民眾進行水上活動時產生了不便。為提高新店溪
整體水域深度，新北市政府曾在 2011 年計畫在秀朗橋下游處興建
「秀朗堰」，但因該工程被認為會嚴重影響河域生態的自然性，
遭到了環保團體抗議，最後只好採取「技術性擱置」。
　近年來碧潭環境逐漸改善，水鳥開始在附近棲息，劉時郡表示，
經評估設堰開發休憩園區與生態保育是可以並行的。新店區里長
聯誼會會長鄭富濃表示，碧潭風景區原本可以成為提供民眾休閒
遊憩、帶動地方繁榮的觀光景點，卻因為缺乏完善整治，問題重
重。放眼望去，河床垃圾滿地、雜草叢生，甚至民眾反應部分地
方行走困難，對此，鄭富濃批評道，一個先進國家的觀光景點不
該給人這樣的觀感！

　雖然步道旁的邊坡有種植花草進行美化，但另一邊髒亂的景象
卻十分可惜，因此鄭富濃發起新店區 69 里的連署陳情，希望地方
政府能重視碧潭風景區的水岸環境與生態景觀，進行完善的整治
規畫，但至今仍未得到滿意的答覆。

災後重建 看見社區真善美

除舊布「新」 低地板公車進駐新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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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韋可琦、祝敏婷／新店報導

　近年來，警察開槍時機和執勤安全
常引發爭議。在危急時刻，用槍技術
和瞬間判斷能力都是對員警的一大考
驗。有鑑於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於

8 月 25 日舉行「情境模擬應變射擊訓
練場」啟用揭牌典禮，新店分局各區
員警也將在 10 月中旬後開始受訓。
　五螢幕的「情境模擬訓練場」，擁
有 180°、300°的環繞視野，可模擬

700 多種執勤狀況，互動式的反應射
擊，不僅提高員警的學習成效，還能
訓練突發狀況的應變能力。射擊訓練
場總教官林天明表示，新店分局的員
警將於 10 月 17 日至 10 月 28 日到訓
練場受訓。
　新店分局轄區遼闊，包含新店、烏
來、深坑、石碇、坪林等五區。除新
店區位於平地外，其餘各區多為山地。
就地理位置上來說，林天明指出，員
警執勤地點不時變更，不可能一直留
守某地，因此他認為，全方位的訓練
方式才能加強員警的反應能力，應付
各種狀況。
　這種嶄新的務實教育訓練，除了降
低風險，也保證了訓練時的擬真度，
新店分局江陵派出所所長洪獻政表
示，歹徒隨時會移動、會反抗。相較
以往的打靶訓練，情境模擬設備結合
了科技運用，員警能模擬應付瞬息萬
變的狀況。

▲新店溪河岸雜亂不堪、亟待重新整治。    　　　攝影／蔡家愷

▲情境模擬應變射擊訓練場於 8 月底啟用揭牌
典禮。 　　　　　　　　　　 攝影╱韋可琦

▲烏來老街整治後街道乾淨，店家維持營運。

　記者汪薪、李冠勳／新店報導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來臨，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不再
只有通勤族，老年人口搭乘比例逐年攀升，再加上雙
北市政府全面推動路線公車低地板化政策，低地板公
車在雙北市已獲得了相當不錯的成效。其中，新店客
運陸續將傳統式公車汰換，引進新式低地板公車，讓
民眾搭乘時更加安全與便捷。
　新店客運 160 多輛公車中，16 輛為低地板公車，
今年 9 月，業者在新北市政府補助下，引進 40 輛低
地板公車陸續上路服務民眾。新店客運服務範圍甚
廣，包含雙北以及烏來、深坑等山區，其路線行經慈
濟、耕莘醫院等醫療機構，低地板公車的引進對需要
無障礙設施的民眾更是一大利多。
　民眾李先生表示，低地板公車在雙北的普及更加方

便了長者及行動不便者，而相較於傳統公車，低地板
公車的空間較為寬敞舒適，到站時司機會將公車向下
傾斜，方便民眾上下車。
　世新大學張姓學生則認為，通勤族較不願在交通尖
峰時段搭乘低地板公車，因為搭乘的路途遠、時間
長，車上的座位也較少，乘客基本上都得站著，因此
他期望客運公司可以在交通尖峰時段減少低地板公車
班次，增加座位較多的傳統式公車。
　針對民眾疑問，新北市交通局運輸管理科科長蘇先
知解釋，雖然傳統式的公車座位較多、看似載客量較
大，但事實上低地板公車的最大載客數多於傳統式公
車。低地板公車引進多年，蘇先知也期許將來低地板
公車可以更加普及化，以因應台灣高齡化社會的來
臨，跟上世界的趨勢。

▲民眾參與「五峰國中參與式預算說明會」。                          攝影／林昱萱

▲新店客運響應政府政策，引進低底盤公車。　　　　　攝影／李冠勳

攝影／陳沛婍



　記者程沛茜、陳祈安／台北報導
　社會資訊大爆炸，數據 (Big Data) 崛起。用 3V 來解
釋大數據，分別是 Volume( 容量 )、Velocity( 速度 ) 和

Variety( 多樣性 )，這正好呼應了大數據中的「大」代表著
資訊數量多、價值高的涵義。不同於傳統數字，大數據資
料來自四面八方：手機透過社群網站按讚、更新影片、文
字以及聲音。
　大數據演算從數據庫 (Databases) 分類資料，至資料
倉儲 (Data warehouse) 到相關任務資料 (task-relevant 
data)，經過資料探勘及評估模式 (Pattern Evaluation)，
最後得出知識 (Knowledge)。
　台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謝邦昌指出：「蒐集
資料、分析資料還有因果關係，大數據在這一方面的關鍵
在於專業知識。」並舉例皮膚科醫師分析腦癌用藥，發現
服用安眠藥的民眾，罹患腦癌的機率近 98%，後來神經科
醫師發現有誤，應是罹患腦癌或腦病變的患者睡不好，故
服用安眠藥。其中的因果弄錯，導致結果方向錯誤。但謝
邦昌表示專業知識變成人工智慧，就是告訴電腦之間的關

係，並在不斷嘗試錯誤的過程中，找到一個
最適合的模式。
　大數據無孔不入，可以準確算出人們的消
費行為，再延伸到精準行銷、醫療等等，但
相對的「個人資料保護法」跟大數據間的界
線，又該如何拿捏？謝邦昌謝邦昌提到上個
月特斯拉 ( 指配備自動駕駛系統的電動車 )
車禍：「結果還是駕駛的責任，但實際上是
不是這個模型沒有判斷好？這是道德、倫
理、法律在這方面還趕不上技術的進步，也
是大數據跟人工智慧的盲點。」
　他強調技術會隨時進步，我們要克服
的是道德、倫理以及法律。以手機遊戲

Pokemon Go 為例，此遊戲原意是希望玩家
能走出戶外，卻因為過度抓寶，導致許多意
外發生。這些都涉及到倫理道德和法律之間
的衝突，未來看相關人士如何訂定相關措施
來加以防範。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上任後，不斷壓低日圓匯率，以利
出口。但在全球市場不穩定的大環境下，加上英國脫歐，
使得日圓狂升，安倍的貨幣寬鬆政策再次受到挑戰。
　英國脫歐之後，全球經濟劇烈動盪，在這一波的浪潮下，
日本也受到衝擊。原本長期實施低利率，並以低匯率來穩
定出口，因為英國脫歐，各國爭相購買日圓來避險，造成
日圓狂漲。日本一直被國際稱為「避險天堂」，當市場在
不穩定的狀態下，市場的資金會做移轉。此時，日本就成
為標的，大量資金會灌進日本。
　安倍晉三自上任以來實施貨幣寬鬆政策，一直將日圓貶
值來增加出口，以刺激日本經濟。在安倍的政策下，日圓
最低時曾跌至兌新台幣 1:0.25。但其他國家並不樂見日圓
貶值，若過度貶值就更具競爭力，因為成本會較低，當日
圓跌破兌美金 1:100 大關後，其他亞洲國家也會跟進貶值，
而且日幣若貶值到某一程度時，美國也會出手干預。
　在日本政府實施負利率、寬鬆政策或購買公債下，日本
的經濟也逐漸穩定。不過在六月底英國脫歐後，許多投資
者為避險，開始買進大量日圓，讓匯率瞬間飆升。從脫歐
前日圓兌美金為 106:1，脫歐後馬上升至 102:1，在七月中
旬更升至最高點 100:1。即使日本央行再怎麼實施貨幣寬
鬆政策，也無法使匯率回到之前的狀態，經濟政策的效果
有限。
　資深外匯人士朱先生分析，其實日圓的迅速升值，並不
能只歸咎在脫歐。從金融風暴後，全球經濟體質脆弱、市
場不穩定，再加上歐洲實施負利率，多數投資家都不願意
把錢存在銀行，而日本剛好是個相當自由的市場，對於投
資者幾乎沒有限制。因此，日圓不斷被買進投資，升值也
是預料中的事情。
　除了國際市場上的變動外，朱先生表示，日本國人的消
費力也是匯率波動的關鍵。日本屬於人口老化國家，代表
國家有四分之ㄧ老年人口，而多數年長者的消費力低，國
家整體的消費力也會因此調降，內需市場無法帶動經濟。
在旅遊業方面，資深導遊周先生也認為日圓近期不會有大
幅的變動，約在兌台幣 0.32 元，遊日民眾的消費力也會大
大減低。日圓不斷升值，日本央行也在九月 21、22 號召
開貨幣政策會議，解決現在匯率的問題。朱先生表示，維
持負利率應對日圓不會有太改變，再次代表日本的貨幣政
策已達極限。

　記者程沛茜／台北報導
　將大數據使用在教育上，學生學習狀況、分數等資訊放
在資料庫裡，進行一連串分析，從而得出如何調整學習方
法，或提供選擇，教育大數據因而得名。台北醫學大學大
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長蔣以仁表示：「當然，民間是接
受的(指教育大數據)，那就要看教育當局、政府開放程度，
願不願意接受一些不同的想法。」此外現已有許多電子化
教材，蔣以仁提到不管怎麼改變，這都是教育的一種，需
要受教育相關法規限制，即使是電子化教材也需審核，因
此「一個人的學校」在台灣落實還有難度。
教育大數據先從「高等教育」開始，不只因為受高等教育
學生心理較成熟可以適應教材轉換，蔣以仁還指出：「因
為高等教育管比較少，中小學就管比較嚴。我認為，像大
學生就可以有一門選修在家裡上，那教育部會讓中、小學
生在家上課嗎？」
　由於大數據提供的是成功的可能性，讓人不免擔憂，可
能造成學生因為害怕失敗，而放棄自己熱愛的事物。對此
蔣以仁表示，「個人化」的推薦的確會有這個問題。蔣以
仁提到大數據並不全然知道你要的是什麼，會保留一些模
糊空間、灰色地帶，不時丟一些沒有偏好的東西試探，能
讓大數據分析更好的朝向個人化發展。
　台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謝邦昌，提及大數據
可以客製化，區隔出不一樣的資訊，並不會因為資料量龐
大而忽略了每個學生的獨特性跟學習需求。另一方面則結
合網路科技，使偏鄉學校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學資源及醫療
服務，來彌補城鄉差距。關於教育大數據未來的走向，謝
邦昌表示教師的身分可能轉換為諮詢顧問。

　對於老師身分的轉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國文
組三年級現任職補習班國文老師的張敏捷，則持不同看法。
「如果沒有老師的搭配及引導，就好像鋼鐵人，裡面沒有
湯尼史塔克 (Tony Stark) 操作。」至於是否會因為大數據
日趨成熟，而更難找到老師職缺，張敏捷笑稱早已是普遍
的問題了，現在今的教育體制對於新老師本來就不友善，
然而所有人都需要老師，因此老師不會消失。張敏捷認為
大數據尚未成熟，且充滿不確定性，教育型態還是應以老
師為主，「就像電影裡主角雖然造就了紀錄，但仍未能帶
領隊伍拿下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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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大數據面紗 考驗倫理與法律

一個人的學校 教育面臨挑戰

教育大數據 顛覆教學模式

　記者陳祈安／台北報導
　大數據分析為人們帶來新的思維，顛覆很多領域的理解
與運作模式。這不僅是技術的進步，大量資訊裡所蘊含的
內容，提供人們理解過去、分析現在、預測未來。
　以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劃 PISA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教育數據研究來說，
透過數據的結果，顯示學生的教育水平，進而成為教育改
革的指標之一。今年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宣布

2018 年 PISA 加考「國際素養」，從多元觀點來分析全球
文化議題的判斷能力。台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
謝邦昌表示現今社會國際素養很重要，台生應多了解不同
國家的文化，對未來也有幫助。
　假設將大數據應用在教育上，我們可以記錄學生的學習
歷程，從上課抄筆記到考試，皆可轉成資料。除了能利用
在課後個別輔導外，也能觀測到學生在學習上更多相關元
素。在 PISA 排名裡，台灣學生成績雖不差，但城鄉差距

大。而台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所長蔣以仁
表示，城鄉差距的問題不是只依靠大數據就能解決，它最
多能呈現城鄉差距的產生原因，但要真正解決還須依靠政
策實施，從大數據發現線索，訂定好的策略去執行，才是
解決藥方。
　台師大教育學院院長許添明曾在今年五月教育記者會表
示，根據 OECD 研究指出，若在弱勢學生身上投資資源，
不僅能降低犯罪率，如果台生在 2030 年具備基本學力，國
民生產毛額 (GNP) 可增加八成，足足多了 8520 億美元。
蔣以仁說，假設十二年國教加考「類 PISA 題型」，也許
坊間會出現補習班，那 GDP 自然會成長，至於因為 PISA
分數的提高而帶動經濟一事，需要更長的時間去觀察同批
學生，才能知道成效。
　蔣以仁認為使用大數據會牽扯個人授權的問題，而台灣
的個資法規範還算嚴格，但仍有潛在的漏洞和空間，應仔
細規範大數據可使用的限度，加強個人資料防護措施。

小百科：PISA 是由 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每
三年大規模舉行的一項測驗。 評量目的為檢驗 15

歲青少年是否具備參與未來社會所需的基礎知識，和處
理事情的能力，是全球教改的重要指標。

日圓漲不停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顯示，台灣投資在教
育部分比 OECD 平均少。                 製表／陳祈安

▲謝邦昌解釋電腦人工智慧的發展。      攝影 ／陳祈安

安倍政策 失效
　記者許珮姿、謝佩珈／台北報導

▲日圓兌新台幣近三個月匯率走勢圖。     製作／謝佩珈

▲製表／程沛茜

▲台北醫學大學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所長蔣以仁介紹
大數據。                               攝影／程沛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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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August, the world famous 
mobile game “Pokémon GO” has arrived 
in Taiwan. This application has been 
downloaded for more than 500 million 
times in the world. Why could it beat other 
mobile games in such a short time?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this game and how 
did it attract the players?

    “Pokémon GO,” which was based 
on the comic cartoon -Pokémon, was 
released by Nintendo Co.（ 任 天 堂 ）. 
It encourages the player to become a 
master of Pokémon. To be clear, it is just 
like a Treasure Hunt but the Pokémon’s 
characters will be the “treasure”.
    With AR （Augmented Reality） 
techniques,  people can see familiar street 
view while playing the game, and the 
Pokémon will surprisingly appear around 
the streets. 

▲Pokémon GO players gathered in Beitou, Taipei.     Photo / Chuang Yu-Ting（莊喻婷）

▲With Augmented Reality techniques, Pokémon GO melds virtual world with 
real one.                                                        Photo / Chuang Yu-Ting （莊喻婷）

AR is a live direct or indirect view of a physical, 
real-world environment whose elements are 
augmented (or supplemented) by computer-
generated sensory input such as sound, video, 
graphics or GPS data.

A
ug

mented Reality

    Common sense would dictate that only 
teens or people in their 20’s and 30’s 
would be interested in mobile games. The 
current phenomenon shows, however, that 
Pokémon has appealed to people of a wide 
range of ages, from kindergarten children 
to 70-somethings.
    “Pokémon was already popular when 
I was little. This mobile game recalls my 
childhood, ” said Lee Xian-Tai（李先泰）, 
who is 28 years old. Because Pokémon 
went viral in Taiwan, it became a hot topic 
among people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All my friends play the game so I want 

to be a part of them,’’ said Chen Ci-Wun
（ 陳 啟 文 ）,  37. However, as to the 
people who are not a part of “Pokémon 
generation.” Mr. Chen pointed out that this 
game can motivate people to go outdoors.
    One of the interviewees, Lin Shuang  
（ 林 雙 ）, confessed that she plays 
Pokémon GO all the time everyday to 
collect every creature, except for sleeping 
and working.Many players spent so much 
time on the game, since then, focusing 
on their smartphones while wandering 
around the streets that they are described 
as walking like “zombies’’. ▲ Traffic congestion may happen when a motorcyclist is distracted by Pokémon GO. 

Photo / Chuang Yu-Ting（莊喻婷）

Have you kept up with the Pokémon GO vogue?

Following 
the Pokémon GO “ZOMBIES”  
Following 
the Pokémon GO “ZOMBIES”  

What are the players thinking?

The side effects of  
Pokémon GO
    In addition to influencing the players, 
Pokémon Go also brings the businessmen 
some new marketing ideas. “We provide 
discounts for power banks for the players,’’ 
said Ms. Liu, a clerk of the electronic shop. 
She indicated that the profits of this month 
were up 20% growth, compared to the 
revenue from the last month.
    While Pokémon GO not only brings 
commercial  opportunit ies,  i t  can be a 
nightmare for road traffic. When many 
people assemble in one place, it may easily 
cause traffic problems. Beitou Park is a good 
example. “The players might illegally park 
their cars in the surroundings during the 
game, some people didn’t even flame out 
their vehicles,’’ said Yu Cheng-Han （ 余 承

翰）, the director of Beitou District, GUANG 
MING （光明） police station. Therefore, 
Police officers are try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with tougher traffic 
controls and cracking down 
on those offender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Pokémon GO? 
     In fact, there are some mobile game 
companies trying to create their best product 
to attract players in Taiwan. People might 
be curious about why those mobile game 
companies can’t learn the experience of 
Pokémon GO. The V.P. of the Auer Media 
Entertainment Corp., Wei Yu-Guang（魏郁

桄）said, “Technical level can be reached 
easily. However, Pokémon GO provides 
the best IP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the 
players which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to us.’’
    Thanks to the media coverage, Pokémon 
GO didn’t need any advertisements but it’s 
still our favorite topic in Taiwan recently. 
Media buzzing has got people to know it and 
to be tempted by it.
    Some reports have pointed out that the 
insanity of Pokémon GO will gradually 
subside after a few months. “There are some 
non-gamers before Pokémon GO who usually 
don’t play the mobile game will be tired of the 

game soon,” Wei said. If Pokémon 
GO wants to be a permanent 

game, Wei suggests that 
it should be attend to 

its target players and 
b e c o m e  a  m o r e 
challenging game.



景女  得頭籌再創佳績
　記者莊詠豪、高子涵／台北報導

　「預備，下！左、右、左、右！」，在體育館內不

斷響起的，是景美女中拔河隊隊員每天練習的口訣，

剛從瑞典凱旋歸來的拔河隊員們毫無鬆懈，繼續為

2017 世界運動會選拔做準備。

　2016 世界盃拔河錦標賽為室外賽，在瑞典舉辦。

北歐天氣較濕涼，場地為濕滑的泥土，讓隊員們花不

少時間適應環境。目前就讀三年級擔任隊長的鄭懷云

說，室外賽的規則比較特別，雙腳要站一前一後、左

手在前、右手在後，手心朝下，連鞋底也多了一排像

溜冰鞋的鋼片。

　談到與師範大學的學姊們磨合，鄭懷云表示，平常

學姊都會和學妹們練習，加上學姊們都是從景美女中

畢業，默契上的培養不成問題。從小學六年級開始接

觸拔河的鄭懷云，國中畢業就從南投北上加入景女拔

河隊。她說：「喜歡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的感覺，比

一個人得到成功更感到開心。」教練郭昇也指出，隊

員都是從外縣市來的孩子，有的甚至遠從花蓮而來。

除了擔任教練，也身兼父親的角色，曾經有選手半夜

氣喘發作，郭昇教練立刻趕到醫院照顧選手，直到她

呼吸穩定。「她們來到臺北，我就要像她們的父母一

樣照顧她們。」郭昇教練不光帶隊，也帶心，是隊上

安定的基石。

　放學鐘聲響起，學生散去的校園裡，拔河隊則在操

場跑步、做操熱身，準備晚上的訓練課程。選手們穿

上毛巾材質的防護衣，進行拉拔河器、對拉等等訓練

菜單。練習的態度相當嚴謹，即使滿身大汗仍穿著厚

重的防護衣，雙手也早已長滿了繭，抹上石灰粉仍繼

續進行下一項訓練，因為緊接著有新的挑戰到來，沒

有時間沉溺在過去的喜悅。郭昇教練期許選手們延續

以往的佳績，訓練要做得扎實，比賽才能有所發揮，

把握每場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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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文化大不同 祭孔禮俗多元化
　記者莊立誠、張珈瑜／台北報導

　一年一度的祭孔典禮於 9 月 28 日舉行，全台大大小小

約 30 幾座孔廟都會共襄盛舉。大台北地區的祭孔則屬位

於圓山大龍峒的孔廟最為有名，在歷經千年的文化傳承

及流失後，各地也發展出不同的儀式。

　在建築方面，台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的解說志工宋雲

城表示，光是台灣登記在案約 40 座的孔廟裡，就有許多

不一樣的風格；早期興建的孔廟多以閩南式風格為主，

國民政府遷台後所建造的孔廟則以北方建築居多，宋雲

城指出，閩南式建築較於北方的更為精緻，北方的建築

多樸素、宏偉。台北市孔廟則是早期由民間發起建蓋，

為全球 2000 多間孔廟中唯一的一座民間出資興建的孔

廟，因此在牆面的裝飾多了許多以交趾陶製作成的蔥、

蒜、苗等農作物及民間故事，這也象徵著此座孔廟興於

民間的百工百業。

　孔廟裡祭祀著孔子及其他先賢先儒，很多民眾可能會

納悶，為什麼廟門上沒有門神？宋雲城表示，因為孔廟

並非一般神廟，人死去後所變成的門神在位階上無法搭

配孔子的偉大，則便以道教中 36 天罡、72 地煞所構成

108 個星神來守衛孔子，這就是櫺星門上 108 個門釘的

由來。然而，由於社會上民主風氣盛行，導致孔廟興建

上並無硬性標準，演變至今，所有孔廟廟門上的門釘數

皆不盡相同。 

　相較於古代，現代的祭孔儀式裡簡化了許多繁雜的禮

俗，如古代儀式結束後，會有一頭牛供大家拔取牠的毛，

也就是所謂的「智慧毛」，以增加考運，但在現代的衛

生及人道考量下，早期改成分送毛筆，後又在成本的考

量下多改成分送鉛筆。

　台灣孔廟現今多以祭拜神主牌為主，中國及韓國等地

則仍保有祭拜神像的風俗。此外，由於台灣對儒學保存

很重視，每年都吸引到大批的中國學者來台考察、交流，

使得儒學在其發源地能夠發揚光大。

▲拔河隊密集訓練為下場比賽努力。                  攝影／高子涵

　記者鄒鎮鴻、林梓晴／台北報導

　「西門町」除了便利於逛街採購

外，更經常是人們派對慶生時的第一

選項，更被喻為大台北時尚指標、周

末打卡聖地。西門町集合了各種多元

文化，國內、外的遊客也因著這個小

小的商業精華區慕名而來，可是不少

遊客表示，第一次到西門町因為路線

不熟悉而迷路，那麼你認識西門町

嗎？讓我們來一趟小旅行，探索西門

町各區街道的迷人之處。

　從西門的六號出口出發，一路上時

尚商店、化妝品店、潮流鞋店百花齊

放，從六號出口沿著漢中街走進來的

區域屬於整個西門町的一級戰區，除

了有知名連鎖速食店和連鎖炸雞店的

設點以外，還有定期播放另類藝術電

影的電影院也在附近。接著繼續往西

門町的中心地帶前進，碩大的電視牆

撥放著檔期的電影預告片，知名的阿

宗麵線、運動用品店和日本平價服飾

品牌則是這個區域最主要地標！而交

叉路口的廣場更經常舉辦各種活動的

宣傳或是快閃，如學生社團為拉贊助

所展現的表演才藝等。

　位於西門町電影街街尾的台北市電

影主題公園，會定期撥放懷舊電影，

平時則是滑板族及街頭舞者的練習場

所，假日也經常舉辦音樂派對，吸引

許多同好來此結識交流。近幾年來附

近陸續新增許多家國外街頭品牌，讓

原本隱藏在街尾的電影公園也越來越

熱鬧。

　電影街，顧名思義這條街上最主要

是電影院組成的，許多強檔片上映時

這裡總是塞得水洩不通！在電影院對

面則是開了幾家專賣美國街頭單品的

商店，因次也稱為美國街。

　幾十年來，西門町滿足每一個世代

的年輕人逛街購物、休閒娛樂的需

求。隨著時代的邁進、潮流的變化，

即使有些店家漸漸沒落消失，於此同

時新的品牌卻也不斷進駐遞補，是西

門町一直都吸引著人們的主因。

▲西門町電影公園，有著讓人沉靜的氣氛。                攝影／林梓晴

▲台北市孔廟為國定三級古蹟，每年的 9 月 28 日孔子

誕辰都會舉行祭孔大典。               攝影／莊立誠

iPhone7 效能再升級
掀起民眾搶購風潮
　記者陳冠宏、葉修宏／台北報導

　iPhone7 於 9 月 16 日在台上市，這也是台灣

第一次被列入首發國家，為了趕上蘋果新機熱潮，

當日有不少民眾排隊購機。iPhone7 Plus 搭載雙

鏡頭，提供更方便的變焦功能。取消了 3.5mm
耳機孔，使機身變得更輕薄，且配合各式行動、

藍牙裝置，成為未來趨勢。

　蘋果新推出顏色「曜石黑」，在預購中掀起一

波搶購風潮。但由於首發曜石黑數量有限，全臺

都呈現缺貨狀態，只能等待下一波供貨或購買其

他顏色。民眾李榮圃表示，原先想購買曜石黑，

但是沒有現貨，故選擇玫瑰金替代。

　新推出的 iPhone7，分為 4.7 吋和 5.5 吋 Plus
兩種版本。其中 Plus 手機搭載雙鏡頭，具 2 倍光

學變焦和最大 10 倍數位變焦功能，方便手機快

速對焦。前鏡頭也從 500 萬像素提升至 700 萬像

素，自拍清晰度提升。

　7 Plus 升級為雙鏡頭外，這次 iPhone7 系列，

機身也做了更改。新機取消了 3.5mm 耳機孔，

改附上轉接器，EarPods 轉接 lighting 連接埠，

使手機變得更輕薄，賦予使用者新的體驗感受。

通訊行銷售員戴辰澔指出，手機取消耳機孔的設

計未來可能會有更多廠商延用，因為現在手機愈

做愈輕，行動、藍牙裝置也愈來愈盛行，是未來

的趨勢。

　除了新色、鏡頭和耳機孔等外在的改變，

iPhone7 的內部硬體也有所升級。新推出的 A10
晶片搭配 M10 協同處理器，提供更卓越的效能，

還有手機防水防塵的設計，避免用戶再出現因手

機意外落水而故障的窘況。

　崴力通訊店長林傳捷提及，這次 iPhone7 銷售

量依然滿樂觀的，他建議，民眾可以考慮自己的

門號合約或手機折舊，以舊機換新機的方式，避

免太大金錢支出。目前除了熱門的曜石黑全面缺

貨，其餘顏色皆有相對穩定的供貨，有意更換新

機的民眾，可以考量自身需求，到各大通訊行或

電信公司詢問購買。　　

正向迎接挑戰 即使奪金仍不懈怠

窺探西門 熱鬧商圈大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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