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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魏莉穎、李振均 /新店報導

　北宜路二段銀河社區於民國 99
年成立「銀河生態保育協會」，

協會近期成功復育當地梯田。

　銀河社區地理位置封閉，且無

建造任何工廠，協會理事長林立

岡說，他十餘年前退休搬到銀河

社區居住，有感於當地的好山好

水，擁有清澈的水質，且未遭工

業破壞的自然環境，是作為生態

保育的良好場域，六年前遂與志

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銀河生態

保育協會」，積極推動社區生態

環境保育活動，並參與農委會「農

村再生社區」計畫，近期更成功

復育百年梯田。

　銀河社區地勢陡峭，早期居民

開闢梯田，種植經濟作物，但隨

著農村人口老化，年輕人不願意

務農，如今大部分農地皆已閒置，

甚至堆滿了廢棄物，居民使用化

學除草劑，破壞了田間生態。為

恢復自然生態原貌，「銀河生態

保育協會」藉由多次的會議與居

民達成共識，透過「培耕課程」

使民眾了解生態保育的重要性，

進而共同搭建水梯田，種植荷花、

荸薺、金針花等。這些植物除了

兼具美觀及蓄水涵養的功能外，

還能調節氣溫。林立岡開心地

說，水梯田建成後，蝌蚪、青蛙、

蜻蜓甚至蛇都漸漸的回歸自然生

態，這也就代表生態食物鏈日趨

恢復。

　銀河社區過去大量種植稻米、

筊白筍及茶葉，農業收入為其主

要經濟來源。然而社區老年化和

青壯年人口外移的問題導致農作

無法量產，小農經濟收入也變得

不穩定。銀河生態保育協會規劃

社區轉型，以生態旅遊促進經濟

發展，目前已完成銀河越嶺登山

步道與銀河路的銜接步道工程，

使得貓空觀光景區的遊客可順道

至銀河社區遊玩。

　除此之外，協會也在學生暑假

期間，舉辦生態體驗活動吸引遊

客，透過採茶及生態導覽的方式，

推廣環境保育理念。林立岡表示，

明年度協會將繼續擴建水梯田，

並在周圍增設農夫市集，藉此吸

引觀光客，使農民能夠有直接的

經濟收入。同時，未來社區規畫

開設獨立書店及觀光民宿，結合

當地著名景點銀河洞，推動系列

登山活動，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增強青年返鄉意願。

　針對社區生態旅遊的發展，林

立岡說，目前遇到的阻撓仍是政

府法規的定義限制。《土地法》

規定農地農用，若以狹義範圍定

義，農地只能用於耕種；但在廣

義解釋中，生態旅遊與農業相結

合，仍屬於農業活動的一部分。

他期盼政府能放寬法規限制，以

利於社區轉型。社區居民謝光男

則認為，雖然協會非常積極投入

生態保育，但是仍然缺乏專家及

經驗人士的參與，他建議，協會

能夠擬定明確的長遠計畫，並且

確實執行，在經濟發展為主，生

態保育為輔的轉型中，銀河社區

的轉型以及規畫仍是有待居民共

同參與。

爬上銀河學習生態保育

　記者黃俐禎、邱曉昱／

台北報導

　民國 97 年，網路上流傳

一款名為「彩虹橋木馬」

的惡意程式，此程式原為

保安部門監控城市角落的

軟體，而後卻成了偷窺者

的利器。隨著時代的演進，

惡意程式的等級不斷提

升，功能性的不同也使程

式的隱密性更高，多數民

眾對此防不勝防。

　九月初，惡意程式透過

臉書散布影片，當使用者

點選影片後，就會被要求

安裝 Chrome 瀏覽器的擴

充程式，一旦安裝該擴充

程式，惡意程式就能成功

冒用使用者的臉書身分，

到其臉書好友頁面再繼續

散布影片的連結。中央大

學資工系教授許富皓表

示，資安界通常將此詐騙

手法稱為「社交工程」，

專門假冒其他軟體或隱藏

在其他軟體內，引誘使用

者下載並安裝該軟體，而

導致機密資訊遭盜用、竊

取、毀損或外流。

　文山一分局警務員張嘉

仁指出，針對駭客入侵的

部分，首先要了解駭客入

侵電腦主要目的：可能是

為了獲得成就感以及社會

大眾的目光，也可能是為

了獲得不正當的財務以及

機密資料等。面對惡意程

式，民眾要如何得知電腦

是否被駭客入侵？許富皓

說，過去能透過幾個細節

察覺，例如，硬碟不斷讀

取、系統變慢、記憶體不

足、CPU 占 用 率 變 高、

還有突如其來的網路連線

等。但隨著高階電腦不斷

推陳出新，網際網路的頻

寬更大，幾乎無法再從網

速意識到自己的電腦遭到

入侵。他說，不同時期的

惡意程式，所帶來的威脅

程度也都不同。

　專精各種資安漏洞的資

安研究員曾智平也提到，

目前有不少現成且免費的

專業檢測工具，能預防惡

意程式的攻擊，但若無資

安的相關知識背景，也無

法操作；對於缺乏資安背

景及手動分析惡意程式能

力的民眾而言，掃毒軟體

是相當重要的工具。同時

也呼籲民眾，舊版的軟體

時常會有資安的漏洞，軟

體的定期更新能夠降低被

惡意程式攻擊的機會。 

　針對散播惡意程式的駭

客，張嘉仁表示，惡意入

侵電腦刑法上已構成犯

罪，製造木馬病毒或程式

進行犯罪，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併科 20
萬元以下罰金，且此類罪

責為非告訴乃論罪；若造

成他人電腦個資檔案變更

或刪除，會觸犯「刑法第

四十二條個人資料保護

法」，可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併科新台幣

100 萬元以下罰金。最後，

曾智平以及許富皓共同呼

籲民眾，平時要做好防範

措施。

駭客猖獗 

　記者邵永輝、楊智伃／文山報導

　時值初秋，颱風卻相繼攪局，造成中秋過後菜價普遍上

漲。颱風過境，中南部等地農業重鎮生產的蔬果多被摧殘殆

盡，造成市場供需失衡、菜價不斷上升。農委會農糧署也在

事後發布新聞稿，表示將視情況調配蔬菜供應，以穩定現今

市場需求，進而抑制菜價的持續波動。

　位於景美夜市內的景美傳統市場也同樣遭受此次颱風的影

響，菜價相比過去確實有顯著的調漲。菜商林先生表示受颱

風影響，除了菜價上漲三成，民眾也因為省荷包而減低購買

數量，因此生意近期都不見起色。而消費者則表示菜價上漲

確實是預料之中，但會以購買肉類等產品做為替代方案，減

少對於蔬果的需求量。

　農委會農糧署發布新聞稿指出，災後蔬果市場交易量整體

價格上漲 65%，原因則歸咎於颱風過境後的山區道路尚未

通行，導致供應量減少，使上漲比例增加。對於相關因應措

施，農糧署在新聞稿上指出將啟動「蔬菜平價供應措施」用

以調動蔬果的供應鏈，也特別針對量販店進行大量生鮮蔬菜

的供給，提供消費者更加便利的選購機制，因此相較於傳統

市場，量販店的價格波動幅度較小，價錢也比一般傳統菜市

場來得便宜。

　針對颱風過後蔬菜的漲幅趨勢，尤其是以台灣人最喜愛的

高麗菜的價格成長幅度最為明顯。有菜商指出，現在一顆高

麗菜價格一路飆升至 200 元以上。除此之外，根據台北農

產運銷公司統計，葉菜類在颱風來臨前後，每把平均貴 5 至

10 元不等。

　隨著農業災區道路的疏通，以及農民的復耕，預估再三至

四周時間，蔬菜的供給將會恢復正常，相對菜價也會逐步降

低，同時也讓消費者與菜商雙方暫時獲得生計上的喘息。

颱風造成農損 菜價大漲價

▲新店山區的銀河社區推動復育梯田，希望能恢復當地自然生態樣貌。                         
                                                 攝影／李振均

▼市場菜商面臨颱風後所造成的市場波動，愛莫能助。                                 

停止人口外流 生態觀光製造就業機會

攝影 ／邵永輝

小心入侵



 記者王巧文、布子如／文山報導
 台北市市長柯文哲上任後，推動警政改
革，計畫將文山第一、二分局合併，但
地方里長、議員因治安疑慮共同發起反
合併連署，提案在民意反彈下暫緩，如
今推出修正方案重啟溝通，盼與居民達
成共識。
 文山區是以文教、住宅為主的行政區，
申報事件多以竊盜、詐騙為主，治安狀
況相對穩定。然而，居民不滿政府以撙
節經費為由，計畫將兩分局歸併，也憂
慮此案實施後文山分局落址二分局現
址、裁撤警力，將對木柵區域（第一分
局轄區）治安造成負面影響，引發居民
強烈反彈。
 歷經一年多後再度提案，忠順里里長曾
寧旖表示：「文一、文二分開治理的情
況已經好幾十年，現在文一、文二的治
安很穩定，居民當然希望不要變動。」
她也說明，實際上民眾跟分局的互動少，
對民眾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但這（治

安）議題跟老百姓比較有關係，應該辦
一些公共說明會」，盼直接與居民說明
討論，而非限於與里長對話。
 針對居民的疑慮，文山二分局局長楊哲
昌說：「一般民眾遇到問題都是在派出
所處理。」整合案中分局雖合併，但派
出所照舊，原第一分局也將設立單一窗
口，需於分局申辦案件的地方居民透過
窗口受理即可。他亦表示：「文山區是
比較單純的地區。」相較市區分局多有
殺人、聚眾遊行、抗爭、夜店暴力等重
大案件，「文山業務量很少，不需要兩
個分局浪費警力。」未來若內勤業務合
併承辦，多餘警力將投入外勤，補足派
出所的警力，並加強轄區內交通疏導及
治安巡邏。
  前文山兩分局整合案仍處在溝通修改
的階段，楊哲昌表示，目前利用各種機
會，透過里民活動、民防講習時多加宣
導，往後將會舉行說明會、座談會等活
動，與居民多加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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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堵交通疏洪擾民難兩全
福興興隆路段逢雨必淹 各里防洪措施需備妥

 記者謝孟儒、徐沛姍／文山報導
 自台北市市長柯文哲宣布開闢「福興路排水分
流工程」以來，交通、噪音問題導致民怨四起，
紛紛要求提高施工效率。興旺里里長蘇瓏議表
示，防洪為福興路必要措施，台北市議員厲耿
桂芳則表示柯文哲需更縝密的評估。
 蘇瓏議表示，由於興隆路二段地底涵管直徑僅
三公尺寬，一旦降雨，興隆路二段、辛亥路與
興隆路三段三方洪水全部灌入地底涵管，水流
疏通不及導致無法順利排水，溢出的洪水便往
低處的福興路淤積，導致福興路成為該區每次
淹水最嚴重的路段。蘇瓏議說明，從興隆路三
段流入二段的洪水，就像寶特瓶內的大水瞬間

衝過瓶頸，一定會溢出路面，當水湧出路面，
自然就流向位處低窪的福興路，長年造成當地
居民的困擾。
 而現在進行中的排水分流工程以潛盾技術為
主，在福興路底至興隆路一段的地底多埋入一
支涵管，如此一來，從興隆路流入的水，便會
隨著地底涵管導入興隆路一段的地下水道。
 但這項排水分流工程的地點正好位於擁擠狹小
的文山區，又是人口較稠密的區域。於住宅區
施工，影響甚鉅，必定引發民怨。厲耿桂芳表
示，在擁擠的住宅區內實施工程民眾當然會不
滿，但如果居民能配合，讓工程盡早完工，對
所有人是都好事一樁。▲防洪工程已進入貫通階段。                    攝影／徐沛姍

文山分局合併案重啟
治安有疑慮民眾反彈

為拚觀光設停車格
民眾安全竟無保障

▲地面繪製大客車專用格 ，影響候車者的視線。               攝影／李芮昕

颱風過境重創文山區
災後求援管道報你知
 記者羅明輝、林聖捷／文
山報導
 梅姬颱風重創台灣，兩日
挾帶的強烈風雨在各地均帶
來嚴重災害，文山區也同樣
滿目瘡痍，傷亡及財產損失
情況頻傳。
 不少民眾反應，部分地區
淹水導致行走困難，路燈停
電數日造成深夜行經看不清
道路，暗藏危險，甚至有民
宅鐵皮屋頂整片遭颱風掀
落，砸在其他住家房子上，
及整棵大樹被連根拔起，倒
塌在附近停駛的汽車上方，
種種景況險象環生，不少民
眾在這次災害中受到重大損
失，卻不知應透過何種管道

求助；對此，台北市政府社
會局委託各地區公所社會課
實行「馬上關懷急難救助」
政策，盼能就近為需要幫助
的家庭提供救助金，助其早
日回歸正常生活。
 急難救助政策主要是協助

3 個月內，負擔家庭主要生
計責任者因死亡、失蹤、罹
患重傷病、失業或因其他原
因無法工作，導致家庭生活
陷於困境者，提供補助、救
助或保險給付，使其維持基
本生活水準。
 針對這次風災造成的一系
列損害，文山區社會課發言
人陳先生表示，住家淹水深
度達到 50 公分才能申請補

助，而路燈及住家停電屬於
所有鄰近住戶的公共問題，
非單一家庭遭遇的個案，
因此不在此政策的保障範
圍內，應向其他相關單位反
應，請他們統一修繕。至於
屋頂及天花板等財產，受到
颱風侵害而受損時，社會課
在接獲民眾申請後，將會派
遣訪視小組至申請者家中調
查，若評估的確是因為天災
造成住處損害，會再由災害
救助承辦人進一步審核是否
達到無法居住的標準，若評
估不符合資格，但民眾生活
確實受到影響，就會轉交社
會課處理，做出後續的補助
或支援。

動物安全不得馬虎
 記者孔祥智、范家瑢／文山區報導
 近日馬勒卡、梅姬颱風接連襲台，面對強
風暴雨，台北市立動物園已備有許多防止
大風大雨的措施。此外，除了對動物居住
環境做好防災工作之外，工作人員也會將
動物移至室內的保育空間安置，確保動物
們安全度過颱風天。
 台北市立動物園動物組技士周易蕾表示，
颱風對動物園的影響主要是在風和雨，而
雨的部分因為有溝渠可以排水，所以影響
不大，除非是瞬間的大到讓溝渠無法負荷，
不然不會產生太大的問題。反觀風的問題
是較嚴重的，過去曾有颱風造成溫帶區的
土石崩塌，導致園區道路封斷，動物園修
復近一個月才完成，所以園內現在針對幾
個土石鬆動比較嚴重的地區，都有持續做
一些水土保持的工作。
 對於颱風前的準備，周易蕾指出除了關好
門窗之外，所有的動物都配有一個室內的
保育空間，提供牠們一個比較好的環境遮
風避雨。周易蕾強調，原則上颱風期間動
物都會在這個室內的空間活動，但部分如
非洲大草原區的動物可能不太願意進來，

因此也會視情況開放動物自由進出。
 而動物園許多展場都配有水池，周易蕾表
示，水池的功能不能提供給動物使用，還
有滯洪、沉砂池等功能，所以在颱風前，
園方會刻意降低水位的高度，下大雨時，
水可以先暫時存積在那，避免造成其他展
場或是其他區域大規模的傷害。
 此外，動物園還會定期修剪展場的樹木。
樹木大多位於展場中央，上方會加裝頂網。
當颱風來襲時，樹木搖晃拉扯頂網，可能
導致頂網的洞愈來愈大，讓動物很容易有
竄逃的行為。
 最後是食物方面，周易蕾提到颱風當天的
食物是很難進入到動物園內的，所以動物
園會在颱風前一天聯絡廠商，把所有的物
資提早到位，放在儲存的倉庫，維持一個
基本的存貨量，讓動物園裡的動物能衣食
無憂。
 颱風天、暴雨天，人們積極的防災應災，
卻很少會關注到動物們的安全。狂風驟雨
時，人們在保護自己的同時，也可以對動
物們提供更多的關心和保護，一起平安度
過每一次惡劣的天氣。

 記者劉蕙瑀、李芮昕／台
北報導
 位於木柵路五段 43 巷附近
的萬福橋公車站，由於候車
亭前的路面繪製大客車停放
區，導致候車民眾難以看見
公車，不僅遮蔽等車民眾的
視線，也會造成路幅縮小，
引發人車雙方安全上的疑
慮。
 此路段鄰近台北市立木柵
動物園和貓空纜車，大客車
停車需求高，再加上前往台
北 101、東區的觀光遊覽巴
士也常常臨停在這，因此對
當地路況造成一定程度的影
響。對於市政府繪製大客車
停放區，民眾汪清香表示，
有時候公車來了都沒看到，

要走出去看才有辦法看的到
公車。
 接獲民眾的陳情後，台北
市議員李慶元於交通會勘上
建議，台北市政府可以將靠
近公車候車站的大客車停車
位，改繪為小汽車的停車
格，並取消五個大客車的
停車位，請市政府交通局再
評估。對於現在市政府推動
觀光，大客車在都會地區難
以找到停車位的問題，李慶
元表示：「若有需求的話，
會在整個木柵路五段的沿線
再去做單邊停車位的考量，
這樣的話才能兩全其美。另
外，大客車的需求也必須做
一併的監督。」對於未來若
能取消大客車停車格，民眾

李良珍表示，這樣才不會擋
住等公車時的視線，相對較
方便。
 李慶元助理在會勘後表
示，本案考量民眾搭乘客運
等車安全的問題，木柵路五
段 43 巷右側五個大客車車
格編號 32 至 36 號改繪汽
車停車格，將會在三周內完
成。此次會勘後若能擬定完
整改善計畫，未來在萬福橋
公車站候車的民眾，不但可
以清楚看見公車，也能讓往
返萬福橋的行車更加順暢。    
 藉由民眾的陳情、市議員
的交通會勘及市政府的規畫
執行，才能一同改善地方缺
失，喚回一個揮手見車停的
新視野。

▲若整合案通過，整併後的文山分局將設立於文山二分局現址。     攝影／布子如



　記者曾勻之、蔡郁萱／新店報導

　有「綠癌」之稱的小花蔓澤蘭生

殖力驚人，只要植物一被其攀附，

就會因覆蓋而枯萎死亡。近來新北

市新店山區也深受其害，長春里

路旁的花圃，近萬

棵 四 季

桂遭其攀附枯萎。長春里里長李傳

傑 ( 見左圖，攝影 /蔡郁萱 )在里

內無法負擔的情況之下，不得不尋

求新北市政府的幫助，目前農業局

已經派員前去了解，之後會再協助

清理。

　長春里新坡一街上的綠地旁，為

了讓里民出入時感受自然的氣

息，李傳傑於民國 100 年請

僱工於此種植萬棵四季桂。如

今，一片心血卻受到「綠癌」的

侵害，李傳傑感到相當的無奈及

痛心。

　所謂「綠癌」，指的就是有

「植物殺手」之稱的強

勢外來物種——小

花蔓澤蘭，只要在土壤、空氣濕度

高且陽光充足的條件下，小花蔓澤

蘭一天之內最多可以生長十幾公

分，尤其到了夏天，梅雨季節及颱

風過後都是小花蔓澤蘭大量繁殖

的時機。而其又被稱為「綠癌」的

原因在於，它會恣意生長攀附在植

物上面，藉由攔截光線，使其他植

物無法受到光照而枯萎死亡。

　李傳傑表示，面對小花蔓澤蘭的

猖獗，現行的處理方法僅剩「人工

拔除」，因為其蔓莖除了每個節都

能長出新芽外，在節及節之間亦能

長出新根，所以拔起根部後最好的

清除方法便是裝袋並進行焚燒。但

如今小花蔓澤蘭已經蔓延整座山

頭，在志工人數有限，里內經費又

不足的情況下，李傳傑只能轉向區

公所及新北市政府求助，希望各部

門都能負起責任並協助清除，然而

卻一直得不到回音。

　針對路樹維護問題，新店區公所

經建課陳專員表示，現階段沒有

動員志工到山區進行維護的計畫，

一旦接到小花蔓澤蘭的通報案件，

通常會移交給新北市農業局做較

專業的後續處理。新北市農業局林

務科負責人陳小姐說明，接到申報

後，會依據申報地點是否屬於易擴

散的封閉地區來判斷案件的處理

順序，也表示已派員至長春里實地

勘查，之後會再做進一步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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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癌入侵 長春里生態危機

人力不足 安養中心大危機
　記者高凡淳、許毓珊／新店報導

　新北市為高齡化地區，此區人

口約 397 萬人，其中 65 歲以上

老年人口約 24 萬人，佔人口總數

6.1%。今年 7 月，新北市一間安

養中心發生火警，因照顧服務員人

數不足，未能及時疏散老人而釀成

死傷。此間安養中心，每位病人月

收費三萬起跳，高昂的費用卻沒有

足夠的看謢人員，反映了現今安養

中心人力配置不足的問題。

　安養機構裡幾乎都是失智和無法

自理的長者，工作環境沉悶加上升

遷機制有限，許多剛畢業的護理人

員看不到未來的發展性，不願在此

就業，機構裡的工作人員多是二次

就業，人力資源嚴重短缺。天主教

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長期護

理部護理長方玉燕說，照護員社經

形象普遍觀感不佳，得不到正面認

可，因此流動率高，若此現象不加

改善，人力缺口將一直存在。

　人口結構高齡化是全球趨勢，若

安養中心人力不足的情況未改善，

照護員照顧品質差，會造成給錯

藥、洗澡燙傷，甚至監測不良而引

發感染等問題。安養機構病患家屬

梁小姐指出，安養機構的照服員以

及護理師等人力配置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們需隨時觀看老人狀況，包

括洗漱、餵食、量血壓等，因此人

力狀況會是選擇安養中心時的重要

因素。

　新北市議員陳科名議員服務處代

表鄭岱倫表示，政府或民間安養機

構能依照護理人員人數來增減收容

人數，這是解決安養機構超收或人

力不足問題的彈性方式，避免一位

照顧服務員必須同時照顧許多長輩

的情況發生。明年 6 月，衛生福利

部「長期照顧服務法」上路，雖然

老人相關福利政策得到改善，但長

照是未來趨勢，如果政府的財源不

足，沒有足夠的預算，長照方面的

福利措施也很難有好成果。 

　記者曾慶豪、潘宥汝／新店報導

　安坑輕軌環境差異分析報告大會

於今年 7 月底舉行，大會討論並決

議通過了安坑輕軌環境評估審查。

新北市政府捷運局承諾，「轉彎段

車速必須低於每小時 40 公里，且

需設置 2 公尺高以上的雙弧型隔

音牆，加裝浮動式道床防震設施彌

補沿線住戶的居家噪音。」會議中

捷運局亦保證，計畫道路闢建完成

後，始進行輕軌建設工程。

　會議上，新北市政府捷運局向居

民承諾會建設安全設施，但仍有民

間組成的自救會質疑，主管機關檢

送環評審議的資料造假，抗議施工

會降低居民居住品質。自救會成

員指出，隔音牆無法擋低頻震動，

居民的權益如日照權、視野、隱私

權等會被損害，施工期間的噪音、

震動也會造成房屋受損。此外，自

救會會長潘玟璇也質疑，橋墩移到

水利地，恐怕會影響新店溪防洪功

能，變更後的捷運橋墩，更貼近秀

朗橋環狀線，對防洪的威脅可能更

加嚴重。

　充滿安全疑慮的同時，也有不少

民眾期待輕軌的建成。據景文科技

大學學生黃善軒反映，安坑地區交

通不便，對外對內只有公車運輸系

統，住在台北市區沒有汽機車的學

生上學要花大約兩小時的通勤時

間，輕軌建成後，學生族群可以縮

短通勤時間，居民生活更便利，還

能促進當地觀光。

　政府規劃的 K8 站為較具爭議的

一站，自救會指出：「輕軌設施

會造成新中河、超越中和社區和

永安街 94 巷居民的生活品質急遽

惡化。」同時，他們也質疑，主

辦機關檢送環評審議的資料造假，

因此捷運路線才經過前述路段。對

此爭議，議員劉哲彰表示，日前接

到安坑居民的陳情，對於自救會的

說法予以尊重，並解釋路線之所以

無法依民眾意願走河邊，是因為整

個永和市系統無法做高架的關係。

同時，捷運局也舉辦多場次的說明

會，說明行經路線及水利處的防洪

系統是否受損，期許未來能與民眾

達成共識。

　記者沈鈺琪、郝一鳴／新店報導

　為幫助弱勢婦女重返職場，解決

就業難題，新北市就業服務中心於

上月 22 日在中信商務會館舉辦了

本年度第六次婦女就業職前準備班

的活動。活動主題訂為「創業不是

夢，快樂女頭家」，為有創業想法

的女性提供建議與幫助。

　據資料顯示，民國 104 年 FEI 
（女性創業指數）台灣排名第 26
名，而台灣女性各項指標皆顯示具

備創業能力，但卻受限於不自信的

心態以及缺乏表現舞臺，而無法一

展長才。針對此現象，講師邱淑芸

表示，台灣女性要承受照顧家庭的

壓力，在創業時往往面臨時間不充

裕、收入不足、支出過高，無法專

心投入生意場的難題。且「男生闖

事業、女生求穩定工作」的觀念長

期深植在台灣大部分女性心中，導

致了女性大多缺乏自信，不敢站上

創業舞臺。

　針對當今台灣女性在創業遇到的

難題，邱淑芸建議，婦女在創業前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家庭和社會的支

持，同時通過參與類似的培訓課程

開拓視野，廣結人脈，從而增加創

業信心，為踏上生意場做好準備。

　創業想法在當今女性中已有蔓

延。民眾吳桂枝認為，未來台灣年

輕人將越來越缺乏就職機會，從子

女未來發展考慮，創業是一條不錯

的道路。

輕軌建設問題多 居民看法不一

瘋創業 弱勢婦女一起來

小花蔓澤蘭濫長 四季桂生存阻礙

花招百出
健身房大 PK

▲第六期就業職前準備班全體合影。                  攝影／沈鈺琪

▲安養機構工作環境沉悶、人力流

動率高。          攝影／許毓珊

▲輕軌 K8 站的未來建成示意圖。

    圖片來源／新北市捷運工程局

　記者何懷恩、潘幸暉／新店

報導

　近年全民運動風氣逐漸提

升，也帶動了健身產業的發

展，新店地區健身房就多達十

間以上，其競爭程度可見一

斑。如何建立場館特色與提升

專業度去吸引人潮，成為健身

房能否生存的關鍵。

　新店區健身房林立，各家健

身房紛紛祭出不同風格的搭配

來吸引客群。有專門為女性打

造的健身環境，或是融合瑜

伽、空中懸吊，甚至是格鬥武

術等方式來滿足會員的需求。

健身房同時也會銷售一對一的

私人教練課與團體研習課，這

些都是健身房不可或缺的收益

來源。

　很多民眾都認為在健身房運

動有一定的風險，但健身教練

Gabe 解釋，很多國外研究指

出，重訓的運動風險比起其他

競技型運動相對安全，在健身

房運動，運動強度是可控的，

而其他運動則不然，例如籃

球，強度有很大因素取決於對

手的強弱程度。

　世新大學副教授邱宗志認

為，運動效果因人而異，畢竟

每個人對運動都有不一致的感

受度。對於學生族群，他則鼓

勵能夠多從事戶外運動，健康

又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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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結合擴增實境 引爆無限商機

ARVR 技術應用 遊戲旅遊最大宗
　記者王怡文、陳家柔／台北報導
　科技業的改革風潮正影響我們的生活，除了 AR 技術開
始越來越廣泛地應用於遊戲界，VR 技術在教育、旅遊及
醫療上也有潛在市場，但就如同 iPhone 未出現前的智慧型
手機市場，目前 ARVR 技術的消費性市場並不明顯。究竟

ARVR 的潛能在哪裡 ?
　根據美國 Digi Capital 的預估，遊戲在 2020 年全球 VR
總產值的逾四成。從「精靈寶可夢 Go」的驚人下載量也可
看出，遊戲是 3D 虛擬產業最具賣點的項目。
　除了遊戲，AR 及 VR 還能應用於多個領域。醫療上，
已有 VR 手術模擬器，如 Neuro Touch 及 VR 復健等用
於醫療外科的項目。娛樂方面，也出現第一部 VR 電影
「Invasion」；另外時尚、新聞、軍演及建築等領域也在
發展 ARVR 技術。
　針對台灣 ARVR 產業的現況，接力棒遊戲工作室執行長
李與誠表示，目前台灣多以硬體廠商為主，研發 ARVR 軟
體應用的不多，少數幾間新創公司也重點發展遊戲、教育
及旅遊等領域。
　李與誠還認為，AR 技術適合用於短期行銷，展覽、電
影或產品簡介只要用行動裝置一照就能看到介紹的體驗，
是吸引客群的好方法；VR 技術則可用來播放影片，360 度
現場直播活動甚至運動賽事。
　然而目前台灣許多企業還在觀望，沒有大筆投入資金發
展。喜杰思互動科技合夥人李易鴻說，ARVR 最大的挑戰

在於現階段尚未有明顯可見的市場，因此業者投入的風險
也高。目前除了直接拓展資金來源、提升台灣團隊的國際
能見度及市場敏銳度來接軌國際創投之外，也可由政府間
接擔任踢球手，用國家型計畫來吸附風險以創造旗艦級的
成功案例，未來才有可能有國際商談的籌碼。
　儘管 ARVR 技術的長遠影響仍是未知，然而台灣能否搭
上這股席捲國際的浪潮，成功帶起軟體業的發展，除了政
府支持，民眾對科技議題的關注也是不可少的。

　記者林捷倫／台北報導
　國家發展委員會近期發布了 8 月景氣對策燈號，不景氣
可望好轉；市場降低了對 iPhone7 的銷售預估，可能對台
灣相關供應商造成影響；德意志銀行陷入財務危機，近期
裁員 1 萬人，並傳出與美國司法部將以 54 億美元和解。
　國發會於 9 月 29 日公布最新的景氣對策燈號，延續 7
月景氣轉好的情況，8 月的景氣燈號再加 2 碼來到了 25，
維持了兩個月的綠燈，主因為工業生產指數及製造業銷售
量指數，由藍綠燈轉綠燈所致。
　各項指標方面，整體經濟情況呈現良好情勢，工業產出
和企業投資金額都有持續的上升，第四季可望有緩步的景
氣回溫。
　投資消息方面，iPhone7 銷售第一個月雖優於市場預期，
但根據德國市調公司 GFK（捷孚凱）分析，歐洲和亞洲市
場的銷售量可能會比 iPhone 6s 還要低，消息一出蘋果北
美股價受挫，以下跌 1.7% 作收。
　根據 DIGITIMES 的消息，蘋果 2017 年第一季 iPhone 
7 晶片訂單可能會較前一季大跌約 20%。2018 年第一季

iPhone 的電路板訂單，預計在 3500 萬到 3700 萬，Q3 預
計是 5000 萬，Q4 預計則是 4500 萬。
　日前德國最大投資銀行德意志銀行，因於 2005 至 2007
年德意志銀行改組以來的歷史低點，下跌 6% 的 11.48 美
元做收，對市場投下震撼彈。於 7 月時，德銀負債已經高
達 1.58 兆歐元，其淨資產僅剩餘 600 萬歐元；然而，德
國政府及歐盟對其援助，皆保持保留態度，市場擔憂其可

能爆發更嚴重的財務危機。
　在 10 月 1 日，根據法新社的報導，德意志銀行與美國
司法部，欲將降為 54 億美元進行和解，消息一出德意志
銀行在美股的股價大漲 14%，收在 13.09 美元。

　Morgen Creek 資本管理公司的執行長暨訊息主管 Mark 
Yusko向美國CNBC表示，雷曼兄弟與德銀無法相提並論，
德銀並未持有過多高危險的衍生性商品，而且 2008 年時，
美國銀行的財務槓桿比率過高，他認為德國並沒有遇到此
種情況。

出口回溫 Q4 景氣可望好轉
iPhone7 市場預期下修 德意志銀行爆財務危機

▲國際需求量增加，工業生產指數及製造業銷售量指數上
升。                                   製圖／林捷倫

▲ VR 技術除應用於遊戲娛樂之外，醫療、教育及社群體
驗等領域也是頗有潛力的投資方向。 製圖／王怡文

　

　記者王怡文、陳家柔／台北報導

　隨著《精靈寶可夢 Go》遊戲的爆紅，AR 擴增實境的應
用再次受到注目，所謂的「AR 擴增實境」最簡單的解釋，
就是在真實的場域當中加上各種不同的虛擬資訊。根據

Digi Capital 的調查，VR ／ AR 相關發展的產值，預計會

在 2020 年前達到 1500 億美元。
　比起 VR，AR 所需要的設備不需要花費太多的資金， 

Jackdaw 科技分析師道森說，Pokemon GO 的成功對 AR 
來說是重要時刻，因為它不需要 VR 遊戲所需的額外昂貴
裝備，代表 AR 技術能超越 VR 成為主流；連向來沉穩內
斂的蘋果執行長庫克，都在 7 月 26 日的法說會上，興奮談
起《精靈寶可夢 Go》，說這款手機遊戲的成功，顯示「AR
可以很了不起」。
　目前，AR 目前最常與遊戲做結合，在台灣，最早發展
混合實境的遊戲設計團隊，接力棒遊戲創意工作室（Gelly 
Bomb Games），採用 B2B 的方式，替有意願行銷自身產
品或店家的客戶，量身打造專屬應用程式，透過更有趣的
方式來行銷。
　而《昨日的艾莉若》就是他們設計的一款另類實境遊戲，
將 AR 技術導入真人實境遊戲中，打破以往密室逃脫的形
式，遊戲設置在特約合作的咖啡廳當中，透過「吃美食玩
遊戲的方式」讓合作的特約店家，一個月的營業額最多可
以成長 50%，此款遊戲更讓接力棒遊戲創意工作室在美國
好萊塢舉辦的 Vision VR ／ AR Summit Awards 中，獲得
最佳 AR 體驗獎的台灣團隊。
　接力棒遊戲創意工作室（Gelly Bomb Games）執行長李
與誠表示，虛擬與現實的結合，是遊戲未來發展方向最大
趨勢，讓玩家有一整套的體驗。

　說到目前 AR 產業在台灣發展的優勢，喜杰思互動科技
（CJS interactive）合夥人李易鴻表示，第一，投入時間
在亞洲諸國當中屬前面者，有累積不少開發經驗，也有相
關的行銷案例實績；第二，台灣的軟體人才平均水平高，
同時起薪較其他同等水平的市場低，對企業來說財務容錯
率較高。
　而未來，AR 將隨著 Google Tango 等環境感測設備的普
及而從標記式應用（mark-based）及定位跨入非標記式應
用（markless），這將是最重要的發展路徑，AR 可以接觸
到的領域也會更廣，不再侷限在遊戲當中，使用範圍可以
甚至會擴大到廣告、網際網路、視頻直播、商務溝通、社
交媒體等領域。

��知識補給站▲李與誠表示 VR 虛擬實境因使用的硬體不同，驅動硬體也
跟著變動。                                    

　記者李謙慧／台北報導
　在這 2016 虛擬實境元年，隨著 Google、Sony、三星、

Facebook（Oculus）、微軟、宏達電 HTC 等大廠領頭，
不僅熱炒了 VR 主題，更引爆全球 VR 大商機。

　VR 市場群雄並起，台灣晶圓龍頭台積電也佔有關鍵地
位，包括生產硬體設備的宏達電，IC 設計的原相、聯發
科、驊訊，光學元件的揚明光、亞光，電子零組件的尚立
等，下半年來個股股價已陸續表態。近日宏達電大力宣傳

VIVE，替明年可能爆發的虛擬實境市場營造樂觀氛圍，
促使電子概念股行情再起。
　資深台積電相關人員卜浩軒指出，其實台積電也早在虛
擬實境中，扮演中上游供應鏈的角色，擁有高端技術，製
造相關晶片供下游廠商使用，並表示對虛擬實境未來前景
看好。而今年虛擬實境市場也百花齊放，三星的 Gear VR
和 Google 的 Card Board 的 VR 產品，不僅結合手機就可
使用，在價格上更是親民，售價僅新台幣數百元至 3500
元，鎖定入門市場；而宏達電 HTC Vive、Sony PS4 VR 
和臉書 Oculus Rift 等，是結合電腦或遊戲主機，主打高
階 VR 體驗的業者，售價自然水漲船高，從 399 美元到

799 美元不等。
　根據知名網路部落格「網路溫度計」表示，遊戲、旅遊、
運動等生活娛樂方面，在網路上呼聲最大。針對此現象，
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戴文凱說明，虛擬實境可以
分為兩個層次，一為「模擬」，二則為「模擬娛樂」。模
擬就如軍事模擬飛行器，其實早已存在，只是我們較少接
觸；娛樂方面，則可分為電視、電影跟旅行，並認為虛擬
實境可以帶動台灣娛樂相關產業的發展，其中最大的賣點
就是「身歷其境」，假設跟電影、電視作結合，科技將打
破疆域上的限制，使民眾走入故事情境中並與之互動，而
非再擔任傳統的旁觀者角色，這個趨勢將會是下一個虛擬
實境的引爆點。

VR國際群雄爭霸
台灣積極卡位

▲國際大廠紛紛角逐虛擬實境這塊大餅。
              資料來源／ Hinet 新聞網、製圖／吳宜庭

▲台灣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戴文凱教授解說虛擬實境。 
　　　　　　　　　　　　　　　　

攝影／陳家柔

攝影／李謙慧

Google Tango 為一款運行 Android 系統和開

發者套件的 5 吋螢幕手機；重點是透過多種感

應器結合的 3D 感應器架構，將能透過手機偵

測並呈現出實體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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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sonal Change , Health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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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Healthy this Autumn

▲Ginseng, Fruit of Barbary 
Wolfberry, Creeping Liriope, 
Patient is treated by San-Fu-Tie.                                                                                                         
Photo / Zou Fang-Ting ( 鄒芳婷 )

By Zou Fang-Ting( 鄒芳婷 )

    Autumn is already her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using 
sunscreen. Many people think during 
autumn and winter, we do not have 
to use sunscreen as frequently as we 
do during the summer, because the 
sun is not as scorch as in summer. 
Dr. Hsueh Wen-chi ( 薛 文 琦 ), a 
dermatologist with over ten years of 
experience, indicates that this is a 
wrong concept; people need to use 
sunscreen in any season, because 
the harmful ultraviolet rays are 
ubiquitou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above from happening, we have to 
put on sunscreen everyday even if 

we are in-door. 
    Sun Protection Factor (SPF) 
measures sunscreen protection from 
UVB rays; it is a very important 
indicator when choosing a sunscreen. 
Dr. Hsueh said, “People should 
choose sunscreen that fit their needs.”
    If you stay inside all day, you 
can put on sunscreen with less 
SPF.  However,  i f  you have to 
work outdoor, you should choose a 
sunscreen with an SPF no lower than 
30. Using sunscreen once a day is not 
enough;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we should put on sunscreen once 
every two hours. But if you stay 
outside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or perspire heavily, you must put on 
sunscreen more frequently to prevent 
skin from getting damaged. 
    Skin problems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to further understand or solve 
the problems, we have to find out our 
skin type first. 
    We normally have dry skin, 
normal skin and oily skin. The most 
common problem for dry skin is 
desquamation, and people who have 
oily skin may face breakouts due 
to their sebaceous glands secreting 
quickly. 
    Last but not least, for normal skin, 
it is believed to be the healthiest 
one, with full elasticity and no skin 
discoloration.
     After understanding which type of 
skin we have, the next step is to learn 
the correct way to moisturize our 
face in autumn. Dr. Hsueh said, “In 
autumn, people who have dry skin 
may have dry patches. To prevent 
that from occurring, we could put on 
moisturizer whenever we feel like 
our face is drying.”      
    In conclusion, the right sunscreen 
and the protect ion of  clothing 
followed by an obtainable skin care 
routine are recommended during 
seasonal change. If these are done, 
healthy and glowing skin won’t be 
far away from you. 

By Hu Fan ( 胡凡 ), Chen Ping-Hua ( 陳品樺 )

▲Dr. Lin examining a patient.　
Photo / Jasmine Casey Lee ( 李可心 )

Ways to Maintain Healthy 
this Autumn
By Jasmine Casey Lee （李可心）

1.　While coughing, try to avoid fruit, which is rich in fruit acid.
2.　When having a runny nose, try to avoid high-histamine fruit, which 
may take longer to recover. 
3.　Most signs and symptoms usually are not exclusive to only one 
disease; therefore, do not rely on Internet for health advice.
4.　Describing your symptoms to doctors elaborately. 

▲ Dr. Xue being interviewed.          Photo / Chen Ping-Hua (陳品樺)

    Days are getting shorter, weather 
is getting cooler, and our nature is 
t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heat 
of summer to the cooler, windier 
days of autumn. In Eastern medical 
tradition, autumn is regarded as a 
period to pull our energy inward to 
prepare for winter. 
    According to Dr. Lin Wei-
Huang（ 林 偉 鴻 ）, a registered 
clinical otolaryngologist with over 
20 years of experience, coughing 
is the most common symptom in 
autumn. Some of the patients may 
even suffer more than a month. 
    “ M a n y  p e o p l e  c o n s i d e r 
symptoms such as coughing, 
sneezing and running noses as 
recurrent  seasonal  a l lergies , 
therefore often do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m. But little do they 
know that they actually missed a 
chance to get rid of those ‘annual 
devils.'  
    “Most of the allergic cases were 
all about keeping warm. In the 
real allergic cases, patients' nasal 
mucous membrane will turn white, 
and their snivel will be transparent. 
In addition, the best way to prevent 
sickness is to understand your own 
body; therefore it is best to take the 
blood testing for allergies. In this 

way one would quickly discover 
what exactly is allergic to oneself 
and to stay away from it, ” said Dr. 
Lin.
   Moreover, with the intensity 
of rain increased, infection of 
enterovirus grows fast in autumn, 
especially for rotavirus. Hence, 
Dr. Lin suggested people to keep 
distant from high humidity area, 
and maintain the indoor humidity 
between 60~70%, which is the 
most ideal humidity for humans.
    Dr. Lin also advised people not 
to eat white toast when infected 
with  enterovirus .  Therefore , 
steamed bread will be a better 
substitute for white toast.  

    As for vitamins, humans absorb 
majority of vitamin D from the 
sun. As the days get shorter during 
autumn people spend more time 
indoors, the natural way to gain 
vitamin D often is not easy. So 
don't forget to take time for walks 
on sunny days to accumulate 
vitamin D in the body.

    Below, Dr. Lin provided a few 
extra suggestions and tips as to 
how to better nurture and take care 
of yourself during autumn.

　

Take Care of  Your Body Using TCM during Autumn

    During autumn, as far a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concerned, the 
dry weather might cause 
changes in the function of 
organs. For example, patchy 
s k i n ,  p a r c h i n g  m o u t h  a n d 
allergy are all signs that show how 
different organs work. Therefore, 
peopl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physical well being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The typical and the most common 
disease is allergic rhinitis （ 過

敏 性 鼻 炎 ）. The early signs of 
allergic rhinitis include runny nose 
and sneezing.  The trigger to it is 
when waking up, our warm bodies 
suddenly are exposed to cold air. 
Later,  clogged nose causes the 
dryness of the eyes and dizziness. 
Moreover,  when the condit ion 
gets worse, sore throat, phlegm 
and snot can upset the stomach. 
However,  neither sniffl ing nor 
blowing nose frequently will cure 
the disease, which, if continued, 
can raise the possibly of getting 
an otitis media（ 中 耳 炎 ）.  

    Doctor Hung Chi-chao
（ 洪 啟 超 ）, who 
major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aid, 
“The symptom of the illness 
mostly occurs in the nose 
area; however, the treatment 

focuses on lungs, spleen-
stomach（ 脾 胃 ）, and 
kidneys.” As mentioned 

above ,  d ry  eye  i s  one  o f  t he 
symptoms, so it seems that targeting 
the eyes will cure the disease, b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yes, lungs 
and bronchus is the key to a radical 
cure. When patients sniff, snot can 
easily be sucked back to the stomach, 
leading to dyspepsia（消化不良）.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treatment 
is connected to the spleen-stomach. 
    Dr. Hung said, “The principle 
of the internal treatment includes 
supplement the lungs and kidneys, 
boost qi（ 氣 ）, fortify the phlegm
（健脾化痰） and root-securing（補

腎固本）.” In addition, there is an 
external method of treatment called 
San Fu Tie（ 三 伏 貼 ）; it uses 
topical drugs on the transport points
（穴位） on the back by permeating 

and  ach i ev ing  t o  s upp l emen t 
y a n g  q i ,  t o  d e f e a t  c o l d  e v i l . 
    During autumn, if you want to 
enrich and moisturize your lungs 
and bronchus,  taking creeping 
liriope（ 麥 門 冬 ） and  Barbary 
Wolfberry, a fruit, may help a lot. 
White ginseng( 人參 ), can boost qi 
(energy). 
    Last but not least, people should 
keep a regular schedule of life and 
get enough sleep. Also, drinking 
warm water and answering the 
calling of nature are a good way to 
keep ourselves in good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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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均消費北市奪冠
　記者程怡靜、黎海陽／台北報導

　國內經濟低迷，薪資十年如一日，但物

價卻水漲船高，民眾的生活開銷也隨之增

長。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

全國共有 8 個縣市每人每月平均支出超過

2 萬元，位居榜首的台北市的民眾每月平

均消費就高達 2 萬 7000 元，新竹市以 2 
萬 4000 元居次，宜蘭縣以 2 萬 1000 元

排名第三。

　目前從事廣告行銷行業的民眾劉蘋表

示，台北地區生活負擔重，房租貴、伙食

費高，光是房租和飲食就佔了一個月薪資

的 60%。她說，伙食方面或許還可以省，

但房租和貸款就省不了。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今年上半年實

質經常性薪資為 3 萬 7436 元，比起去年

同期減少了 0.1%，而以消費者物價來看，

截至今年 8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則微幅上

揚了 0.57%。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主任陳世能指出，台

北地區的收入比起其他地區來得高，相對

來說，台北民眾生活開銷大一點也不意

外。而物價是由許多因素堆砌而成的，特

別是供需雙方，由此可推斷，物價下調可

能性不大。

　針對物價走揚而薪水變薄的現象，陳世

能認為，薪資漲幅趨緩，不只是單一地區

所面對的問題，而是和台灣整體經濟有

關，國家經濟成長幅度受限，薪水漲幅

也相對受影響。以目前國內經濟情勢來分

析，儘管台灣景氣降溫，今年我國經濟成

長率、固定投資實質成長率和商品及服務

輸出動能皆優於去年，顯示國內經濟確實

出現好轉跡象。

　對於景氣回溫的有效方案，陳世能指

出，政府的決策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若能實施一些積極正面的政策，要使台灣

經濟再次活絡起來也不無可能。但就目前

全球形勢而言，亞洲地區國家的經濟局勢

一直位於風口浪尖，台灣景氣表現若要有

明顯突破，恐怕必須等到民國 106 年。

　記者姚祖庭、周奕函／台北報導　

　520 政權交接後，陸客來台數量不斷縮減，相較於

過去盛況顯得大不如前。 

　旅遊業者在上月初動員萬人走上凱達格蘭大道，向

政府抗議陸客來台量減少，導致業者難以維持生計，

要求政府 12 項訴求。

　專接陸客生意的創世紀國際旅行社在 8 月底因無法

繼續生存而傳出倒閉消息。這樣的壓力也迫使旅遊業

者，號召萬人走上凱道，抗議政府忽視陸客量縮減問

題，並提出 12 項訴求，包括減免陸客來台簽證費、

補助旅遊業拓展旅遊活動相關經費、減免旅遊相關產

業的營所稅、營業稅及取締非法遊覽車、旅館等。

　對此觀光局回應，根據來台遊客統計月報顯示，

今年 8 月陸客有 24 萬 8500 人次來台觀光，相較去

年同期減少 32.41%，但日、韓旅客大幅成長，8 月

來台日客量為 18 萬 7000 人次，較去年同期增加 
30.32%，而韓客來台量為 7、8 萬人次，較去年同期

大幅成長 43.64%。因此觀光局表示他國遊客來台成

長幅度應可彌補陸客量減少的問題。

　台灣中國旅行社經理詹美珠表示，比率與人數總量

是不可相提並論的，因陸客量與他國遊客量在總數上

就不同，兩者的比例問題當然無法成立。

　台灣觀光指標 101 大樓內部零售業員工劉碧祝提

到，陸客量是明顯減少很多，但他國遊客量的增加並

無明顯察覺。陸客的消費模式主要是以購買量取勝，

消費力較高。然而她也指出，其實不應太過仰賴陸

客，還是需要擴展來台觀光的國家，以提高觀光發展

與潛能。

　針對旅遊業者的訴求，觀光局以四大方針作為回

應，其為「開拓多元市場客源，增加成熟市場來客數、

重遊率和扎根歐美市場」、「擴大國內旅遊設施，針

對受衝擊縣市加強推動國內旅遊」、「穩固中客，落

實產業自律、強化安全措施和爭取自由行中客」、「協

助中客產業紓困及轉型」。 
　業務組組長賴炳榮表示，對於觀光局所提出的四大

方針是想先有個大方向，而內部明確措施需顧慮到各

業者及民眾，必須討論出一個對大家都有利的方案，

所以這部分目前暫時無法回應。

物價下調不可能 景氣回溫等明年

　記者王怡方、蕭宇程／台北報導

　現今養寵物的人越來越多，在這個提倡動物權益及防禦疾病的時

代下，許多主人卻忽略了毛小孩的口腔健康問題。根據英國威豪寵

物營養研究中心調查顯示，超過八成三歲以上成犬均有牙周問題。

　毛小孩的牙齒健康與否，主人平日只要多觀察就能及早發現。家

裡有三隻愛犬的民眾林聖捷說，自己平日不太會去觀察毛小孩的牙

齒，除了給牠們潔牙骨之外，從來沒有帶狗狗們去給獸醫洗牙。台

大附設動物醫院牙科醫師劉貞怡指出，當狗狗開始用前肢抓牙齒，

那就是一大警訊，可能有細菌附著在牙床上，導致牙齒不舒服，如

果開始出現異味、唾液黏稠且分泌過多，那就是罹患牙周病的前兆。

關於牙周病的其他併發症狀，劉貞怡表示，根據統計研究顯示，六

到八成罹患心臟疾病、腎臟病的狗狗都有牙周病，但是目前還沒有

證據可以證明這是有直接關聯性的。

　劉貞怡建議，每半年都要去醫院洗牙，檢查牙齒狀況。平日可食

用潔牙產品或潔牙水幫助口腔清潔。其實毛小孩與人類一樣，口腔

保健都需要從平日做起，每日清潔牙齒的工作可不能懈怠，以免細

菌滋生。

物價飆漲

薪資凍漲

▲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結果顯示，食物類在七大消

費者物價基本分類中漲幅最明顯。  攝影／程怡靜

▲ 101 大樓內部零售業員工劉碧祝表示，陸客的消費

力較高。                          攝影／姚祖庭

昔政治犯看守所 今人權文化園區

陸客縮減 拓展他國為首要目標 狗狗也會牙周病 清潔不可少

　記者戴唯琪、沈奕萱／台北報導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早期是軍法處看守所，曾關押許多白色恐怖時期的

政治犯，近年來，園區致力於還原看守所、軍事法庭的建築，並持續地

舉辦白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看守所復原展。

　這個園區不僅見證台灣邁向民主的所經歷的歷史痕跡，也是教育民眾

重視人權的好場域，長年擔任志工的吳家善（見左圖，攝影／戴唯琪）

便是看著這個園區從軍法學校變成看守所、再變成一個人權文化園區的
見證人之一。

　在白色恐怖時期，景美人權文化園區是一個對政治犯進行羈押、起

訴、監禁的場所，這些政治犯被稱為「受難者」。政府將這些受難者關

在當時的仁愛樓看守所中，仁愛樓是目前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主要修復的

場所，也是復原展中最不能錯過的景點，導覽員洪麗君表示，仁愛樓的

名字的由來，是政府希望以博愛之仁的心態，去教化那些一時走偏的政

治犯，因此才以此命名。

　這個看守所復原展主要分為兩個區域，一個是以當時保存的照片以及

文件來介紹歷史的展覽，另一個是仁愛樓看守所的建築復原。民眾在觀

看過照片文件後，能夠更瞭解相關史實，也能親臨現場，感受到當時的

氛圍，其中有多個展廳，都提到了關於外役的相關故事。外役是指那些

被判刑後，表現良好並留在看守所中工作的受難者。 

　在醫務室擔任外役醫生的陳中統為了讓國際知道台灣有政治犯，在幫

受難者看診時，會悄悄另外抄寫一份病例表，將資料傳出去，使名單傳

至國際，引發許多國際團體積極營救台灣的政治犯，並向台灣政府施

壓，要求公開審判政治犯，造成後來的美麗島事件開放記者席。

　目前仁愛樓的復原進行了一部分，未來將會陸續的開放參觀，除了白

色恐怖時期政治犯看守所復原展，園區也會定期舉辦特定主題的展覽，

如今年七月的白色恐怖時期受難的醫師展。洪麗君表示，未來還會邀請

當時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和民眾進行對談，讓民眾能更深入的了解台

灣民主進步的過程。

▲狗狗平日喜歡到處聞東西，容易使細菌附著在毛髮上，甚至跑進

口腔裡。                                 攝影／王怡方

▲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位置較為偏僻，但憑著碩大的招牌便能迅速找到它
的蹤影。                                          攝影／戴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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