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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匯言堂2

　記者 林欣頻、洪羽潔／文山報導
　台北市政府於今年 4月開始推動
老屋健檢計畫，針對屋齡超過 30
年的房子，讓屋主能夠檢視自家居
住安全，初步評估費用 8000元可
申請全額補助，詳細評估後可申請
最高 30萬的補助。針對評估結果
進行結構補強、修繕也能申請部分
補助，目前採主動申請制，成效仍
有待觀察。

　9月份市府在網路上公布更新版
土壤液化資訊，文山區多處被增列
為紅色危險區，包括順興里、忠順
里、樟樹里、樟林里等，皆有部分
區域位於警戒範圍內；對此樟樹里
里長陳再炯回應，在任期間沒有接
過任何政府機關來函知會，也不曾
收過任何關於土壤液化檢測的資訊
及數據，認為直接劃定危險區域是
相當不負責任的作法。
　北市約有 7萬多棟老屋，根據台
北市建築工程管理處統計資料，目
前約有 300多棟通過初評申請，五

棟因為資料不齊全等因素被退件，
而申請後續詳細評估及修繕的案件
數為零。文山區有諸多屋齡超過

30年的老房，居民普遍認為自宅
仍堪用，且抱持著多一事不如省一
事的心態。對此，陳再炯認為，居
民擔心檢查出問題後引發一連串的
麻煩，導致申請意願不高。
　樟林里里民蔡賢生表示，自宅的
屋齡約 35年，願意做房屋建檢，
由於目前的申請條件是以棟為單
位，並要徵求住戶過半同意。他
說，政府應該要加強宣導並居中協
調，必要時刻也能以強制的方式處
理。然而也有居民持反對意見，試
院里闕姓里民說：「我不會想要做
房屋健檢。畢竟很多家庭還是有年
長者居住，健檢之後可能需要搬
家、裝修，對於年長者來說比較不
方便。」
　政策推行至今，申請件數遠低於
老屋數量。台北市議員阮昭雄表
示，政策宣導及規畫上不完備，民

阮昭雄：老屋健檢配套差
缺乏經費 規畫不善 民眾參與意願低 政策宣導有待改進   

眾健檢的意願就低。議員與民眾盼
有全面性的規畫，但目前缺乏足夠

的經費和完善的配套措施，只能先
以階段性的健檢，優先處理土壤液

化高危險區的老屋及 27條救災道
路，將有限的經費發揮最大效益。

▲下崙路 33 巷附近多為屋齡超過 30 年的老房。                                攝影／洪羽潔

　記者 汪昱伶、邱于庭／文山報導
　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處的資料，
文山區中低收入戶 600多戶，身
心障礙戶有 1萬多戶，占了整個
大台北市中低收入戶和身心障礙
等的一半，在此情況下，財團法
人興毅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於文山區安康社區成立忠信食物
銀行，募資愛心生活物資，提供
給有需求且有中低收入戶證明的
民眾。
　忠信食物銀行副秘書長盧忠恕
表示，文山區相較於台北其他地
區，弱勢族群較多，有 600多戶
中低收入戶，物資需求較大；而
且台灣人太過浪費食物，成立忠
信食物銀行的宗旨就是不浪費有
效的資源，適時提供給有需求的
弱勢中低收入戶；至於物資來源
則是由基金會對外勸募食品製造

商，或是民間捐贈，由外界提供
即將到期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交予食物銀行中低收入戶消化，
並學習中正區忠勤里里長方荷生
的做法：點數換取物資。
　忠信食物銀行店長陸昱如表示
食物銀行每周二、四都會大量採
購生活必需品；於每周一、三、
五對外開放。讓前來的民眾用點
數領取物資，每人一天限領一次，
目的在於阻止民眾轉賣物資。
　除了依賴外界捐贈，興毅基金
會每個月也會花費大約 12萬元採
購物資，避免在捐贈少、生活必
需品也相對減少的情況下，民眾
無法領取生活必需品，造成供不
應求；例如，月底中颱梅姬侵台，
造成物資減少，忠信食物銀行就
必須等待基金會的採購，以幫助
接下來有需求的中低收入戶。

忠信食物銀行 與弱勢共享
▲食物銀行有各種物資供民眾選用。             攝影／邱于庭

　記者 李柏翰、林欣慧／台北報導
　景美溪橋建橋至今已超過 30年，卻始終沒有
無障礙空間和牽引道，橋上的人行道也僅設置
在台北市的景美河堤出入口，連接新店區的南
側則無任何無障礙斜坡道，造成民眾極大不便。
　信義里里長林木己表示，交通局交工科葉科
長同意將原本雙向的環境道路改為由北向南的
單行道。此舉除了省去兩車交錯的麻煩，也有
足夠的空間設置牽引道，此計畫將由新北市養
護工程處的橋隧科推動。
　新北市養工處橋隧科科長黃茗宏表示，景美
溪橋屬於較早期建造的橋梁，當時尚未考慮到
自行車或是身障人士的需求，僅設置供行人使
用的樓梯。林木己建議，為打造更完善的無障
礙空間，初步考量將會改建上游側的樓梯。新
規畫的牽引道將坐落於寶慶街，但寶慶街屬於

水利用地，施工必須取得相關單位的同意，目
前仍等待協商。除此之外，寶慶街本身的道路
寬度不寬，且在另一側已有劃設車格，若要改
建，需取消現有車格。此部分尚須取得交通局、
里長和當地民眾的共識，才能著手下一步規畫。
現階段將待顧問公司於 10月底提出完整評估報
告後，再次進行現場會勘。
　對於景美溪橋樓梯有望改建，信義里居民陳
小姐表示，平常帶小孩出來玩，因為怕小孩子
爬樓梯時會很不方便，多半是騎摩托車過景美
溪橋，很少走樓梯，如果能新建斜坡道，以後
就不需要騎車才能過橋。
　雖然目前改建計畫仍屬於初步規畫階段，但
若景美溪橋樓梯順利完成改建，預計現況將有
所改善。不僅會提升民眾使用率，同時也使附
近的無障礙動線更加完備。

景美溪橋將建無障礙斜坡道

　記者張剛瑋、胡皓宸／文山報導
　隨著健康環保觀念興起，有機農作物成為人們
飲食生活的新寵，而作為茶產業重地的貓空，有
機茶的種植也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像前幾個月發生的茶飲料農藥殘留事件，如
果都種有機茶的話，就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啊！」
貓空茶展中心導覽員張東志說。傳統茶葉殘留在
茶葉上的農藥容易危害飲用者健康，並且一旦被
相關機構查驗出農藥超標，不僅茶農會遭到罰款，
產業的信譽也會受到影響。
　「用有機方式種出來的茶葉，健康環保，沒有
農藥殘留，能夠使茶園保持土壤的活力，防止土
地貧瘠，而且有機茶在口感上還比普通茶葉多出

一種蜜香。」貓空種植有機茶第一人張福欽說明，
即使茶葉檢驗出沒有農藥殘留，也不能就稱為有
機茶，想要在茶葉上貼上「有機茶」的標籤，必
須經過專業機構的嚴格檢驗，至少要經過三年轉
型期和認證期。
　有機茶的種植方式非常特殊，因為不能使用農
藥，很多工作都要茶農親力親為，因此有機茶葉
需要的人力和物力成本高昂，加上驗證程序嚴格
三年轉型期太長，即使有機茶在茶葉烘焙比賽中
屢獲佳績，還是面臨無法大面積種植和無人傳承
的困難。張福欽表示，有機茶是一個良心產業，
凡事都要盡心盡力，但即使門檻很高，仍有年輕
一代想要嘗試，是很好的情況。

▲景美溪橋樓梯陡峭，缺乏無障礙空間。                    攝影／林欣慧

貓空有機茶葉「聞得到蜜香」 

▲想轉型為有機茶至少需要經過三年的認證期。                               攝影／胡皓宸



　記者韋可琦、祝敏婷／新店報導

　新北市義勇消防總隊新店救護分

隊於今年 9月成立，目前共有 28
位成員加入這個「高門檻」的志工

團隊，協助消防局強化到院前的緊

急醫療救護服務。

　成為一名救護義消，必須接受總

時數 40小時的密集訓練，領取初
級救護技術員（EMT-1）證照，才
能在救護車上執勤。

　義消救護大隊副總幹事施曉玲指

出，這些義消多為剛踏入社會的年

輕人，家庭和工作壓力沒那麼大；

或是一些退休人士，願意加入救護

義消分隊，貢獻心力。

　新店區人口密度高，每個月救護

量平均高達 600多件，因此消防

局第四大隊新店分隊的勤務相當繁

重。因應這項需求，新店義消救

護分隊在 9月正式由新北市市長
朱立倫授旗成立。新店義消救護分

隊分隊長黃詩鈞和副分隊長林淑娟

也分別捐贈一台心肺復甦機給新店

分隊，藉以強化 CPR品質，搶救
更多生命。消防局第四大隊新店分

隊隊員柯郅任解釋，一般情況下，

從現場到醫院需要十分鐘左右的時

間，一台自動心肺復甦機的電量可

以支撐 30分鐘，足夠應付緊急狀
況，此外，機器操作簡易，單人操

作即可開始幫患者做心肺復甦術。

因此，救護人員就能抓緊時間依患

者狀況做其他措施。

　施曉玲表示，新店救護義消分隊

成立後，希望能夠協助分擔警消工

作上的負擔，同時，未來將陸續在

安康、安和成立救護義消分隊，提

供新店地區的居民更完善的緊急救

護服務。

▲救護義消實際操作自動心肺復

甦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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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牆面美化 主題彩繪好吸睛
　記者蔡芃敏、林昱萱／新店報導

　牆面彩繪源自於一種古老的壁畫藝

術，藉由不同的繪畫風格為單調無奇的

牆壁添注新生命。而忠誠里近來增添

了一股活潑的新氣象，運用的便是牆

面彩繪的方式，讓原先陰暗的牆面通

過以動物為主題的立體彩繪煥然一新，

成為捷運七張站的新美學地標。

　忠誠里內原先僅有一面彩繪牆面，

透過新北市議員陳儀君向水利局爭取，

並和忠誠里里長許浩榛商討後，將「汙

水設施回饋經費」運用到忠誠里內進

行牆面美化。許浩榛表示，希望透過

生動的彩繪，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

不過，「回饋經費」的使用有其規範，

例如只能用於有汙水孔蓋的地方、牆

面本身或附近盡量不要有違建等。由

於彩繪多是畫在私有牆面上，繪畫前

涉及切結書簽署及民眾擔心自身權益

受到損害等問題，經過協調與溝通後，

許浩榛得到里民的同意，忠誠里內的

牆面美化也順利完成。

　有了忠誠里的成功先例，陳儀君表

示，未來計畫在大同里及寶安里進行牆

面美化。在「參與式預算」討論會時，

曾有民眾提及，大同里內住了許多客

家人，希望能結合當地特色，於巷弄

牆面上彩繪客家圖騰，抑或具有客家

代表性的花布色彩，讓大家都能有一

種來到客家巷的感覺。彩繪牆面除了

社區美化外，也有意與捷運周邊美食

做結合，期盼遊客在尋找美食的同時，

能走入巷弄感受其氛圍及社區美學。

　陳儀君表示，未來有關牆面美化地

點的選擇，將會先以捷運周邊的社區

為主，原因在於結合便利的交通，更

能帶起人潮。不過，未來在其他里執

行時可能面臨許多難題，例如「汙水

設施回饋經費」需使用在有接汙水管

線的範圍內、居民不一定願意釋出私

人牆面美化等，皆需要克服這些困難，

才能讓更多里及社區進行美化措施。

動物當主角 忠誠里展現巷弄新氣象

老建國市場抗超市小鮮肉
　記者林冠宇、王懿萱／新店報導

　隨著時代的演變，民眾前往超市

消費已經成為新的趨勢。面對這樣

的衝擊，傳統市場除了利用食材新

鮮的優勢外，營運上也力求更新，

競爭力的提升需要民間與政府共同

努力。

　建國市場是該地區主要的傳統市

場。然而近十幾年來，大型超市越

來越多，販售的商品也包羅萬象，

消費者在衡量距離、時段、停車

位、有無冷氣等因素後，往往選擇

前往超市消費。傳統市場的人情

味、可議價性的吸引力降低，潛移

默化中，民眾的消費習慣改變，加

上年輕族群前往傳統市場消費的比

例偏低，世代傳承下，傳統市場的

人潮及生意都不如以往。

　針對傳統市場競爭力下降的問

題，水果攤販陳氏夫婦表示，年

輕人普遍嚮往在有停車空間及冷氣

的地方消費，且對於傳統市場的刻

板印象往往是其環境與食材較為髒

亂。他們建議年輕族群放下歧見，

嘗試到市場採買選購，親自體驗超

市與市場食材新鮮度上的差異，傳

統市場的食材可以做到當日採收與

宰殺，這點是超市無法取代的。　

　傳統市場受地段及地理位置因素

的影響，容易產生交通混亂及環境

衛生欠佳的問題，對此，建國里里

長蘇高雪嬌表示，原市場用地實行

過格局規畫，但近年來流動攤販越

來越多，雖然增加了商品的多樣

性，卻也壓縮了許多人行道和馬路

空間，攤販的營業空間目前由攤商

自治會管理，市政府給予協助與輔

導，蘇高雪嬌認為從現況來看，保

障行人、用路人路權的目標尚未落

實，整體成效不如預期。

　街道上未經申請的流動攤販，是

造成地方交通混亂的主要原因之

一。對此，蘇高雪嬌表示，市場的

問題不該視而不見，現況尚有進步

的空間，期盼市政府能更積極的介

入和領導，提出更新方向，維護市

容的同時也提高居民交通上的生活

品質。

志工投入溼地保育 維護生態之美  

環保志工隊 讓百忍里亮起來 
　記者陳沛婍、劉建佑／新店

報導

　百忍里一群熱心的社區居民

和里長陳建利共同組成社區環

保志工隊，帶領居民打掃自身

的社區環境，維持社區居民的

生活品質和衛生條件。

　近幾年來環保意識抬頭，相

關的議題開始受到熱烈討論。

陳建利表示，當初建立環保志

工隊的目的，就是要達到「常

態性維持里內環境」。

　他指出，颱風天過後，社區

環境會變得很凌亂阻礙民眾出

行，而環保志工隊的成員可以

透過手機通訊軟體，互相通知，

盡快恢復社區整潔。

　百忍里的環保志工隊除了維

護社區整潔外，還有其他重要

工作，例如，社區公園的綠化、

環保課程的學習、蚊蟲清理和

住家環境清潔。百忍里社區內

有一座安華公園，環保志工隊

會定期進行公園環境綠化的工

作；草皮矮樹的栽植，除了能

減少社區沙塵外，也能達到綠

化的效果。此外，環保志工隊

的工作項目也有去除社區部分

老舊公寓屋頂生長的雜草以及

樹枝。夏季是蚊蟲孳生的季節，

環保志工隊會定期在公園消毒，

以減少蚊蟲病毒的散播。

　記者林韋宏、蔡家愷／新店報導

　新店溪秀朗橋與福和橋間的一塊近四公

頃的溼地，長久以來都沒有獲得政府太多

的關注與資源，不過透過溼地保育團隊十

幾年來的用心經營，該溼地已成為新店溪

生態保育重要的基地。

　溼地保育龔姓志工說，水利局於 15年
前提供該地，連接了家庭廢水處理廠所排

出，經由人工溪流與緩衝池多層過濾的淨

水，經過十幾年的經營，成了現今的福和

溼地教育園區，吸引不少中小學生前來參

觀與交流。近兩年由於強颱的侵襲，園地

屢遭重創而減少溼地教育的開班，影響了

學生環境教育學習與志工培訓的次數，但

所幸過往的保育工作為整個生態札下深厚

的基礎，溼地回復能力旺盛，不過一年的

時間綠意又再次盎然。

　龔姓志工在福和溼地服務已超過十年，

他表示，這塊園區目前由永和社區大學生

態保育社所認養，平時進行保育工作的資

源與器具也是由各個志工自費與永和社大

提供，志工們保持原始狀態，把人為設施

限制在最小範圍內，留給溼地生態自由繁

衍的空間。長年下來，區內土壤肥沃，各

科植物皆蓬勃生長，更是帶動了生物的多

樣性。

　永和社區大學行政專員劉順汶表示，當

初志工團隊以實踐高灘地生態化為目標，

而如今成功達到生態多樣化，以此為基

礎，再朝著持續保育生態環境、管理外來

種的入侵範圍、監測生態環境，及教育人

民等四個面向邁進。劉順汶指出，與社區

連結舉辦教學活動、志工培訓不僅是為了

教導民眾生態環境的知識，他計畫未來能

跟進新店溪治水方面等地方環境問題，讓

民眾意識到環境開發的影響力與大地保育

的重要性。環境教育還是由下而上從社區

開始做起，一旦有了正確的保育意識，這

片孕育萬物的土地，才得以永續經營。

義消救護分隊 強化 CPR 能力

▲忠誠里貓咪主題壁畫。         攝影／蔡芃敏

▲傳統市場食材新鮮，多當日採收及宰殺。　 攝影／林冠宇

▲志工撿拾漂流木裝飾溼地園區。   攝影／蔡家愷

攝影／祝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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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祈安／台北報導
　台北市的大安區、中正區、信義區，
對民眾來說一直都是買房的黃金地段，
因為交通方便，生活機能好，一般都會
被認為是保值地區。
　但是根據《住展》雜誌統計今年 Q2
台北市新案房價，近一年時間各個行政
區皆走跌，蛋黃區的「房市神話」被打
破，反觀新北市的林口稍漲 0.29%，抗
跌成功。
　然而蛋黃區也有例外，由於近年實施

12 年國教，很多家長希望讓小孩有更
好的學習資源，使明星私校招生熱烈，
周邊的房價也連帶受惠。永慶房屋北投
捷運直營店經理潘麒安認為，以北投區
來說，有些家長希望小孩就讀薇閣中
學，平日住北投區，假日再回原住家，
所以在這裡置產，需求量因而增加。
　根據實價揭露資訊統計，位於大安區
延平中學附近的住宅，大樓今年有小
漲 3.3%，在北投區的薇閣中學也微漲

1.7%，由此可知，優良學區是家長心目
中的加分要素，房價表現相對抗跌。
　好房網副總編輯梁正認為房地產是經
濟的火車頭，因為它影響的層面大，
對台灣經濟當然會有影響。潘麒安表
示從 Q2 到 Q3 的成交價大概跌了

14%，基本上市場是陸續的緩跌。

近年的租屋房客增加，可能都在觀望

Q3、Q4 房市的價格，期望可以用較低
的價格入手，而物件的釋出量卻沒有因
為這樣而下降，呈現持平的狀況。
　談到青年買房，潘麒安表示：「年輕
人要入門，我會建議如果能夠買到蛋黃
區的邊陲就盡量去買，盡量不要買到蛋
白區。」若像板橋、新店等發展較好的
蛋白區也可以考慮，而三重、蘆洲、五
股等供給量大於需求量的地區，基本上
房價是跌幅化，漲得不高。

明星私校撐房價 青年買房要慎選
學生租屋買屋 小撇步報你知

　記者陳祈安、程沛茜／台北報導
　台北外地學子多，若是學校抽不到宿舍
就必須在外租屋，但台北除了房價高，租
金也是高居不下，讓不少人紛紛喊：「太
貴了！」
　就讀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生物
科技系的學生陳亭豫、黃福昌住在新北市
永和區，每天騎車通勤，沒有就近選擇學
校所在的大安區，是考慮到想與同學同住
且一人一房，加上其他條件才慢慢移到永
和。已經換過兩間房子的他們可以說經驗
豐 富， 首要條件為租金外，最看重

生活機能。陳亭豫笑稱：
「也不能太偏僻，總不
能發生什麼事沒人知道
吧！」此外黃福昌提到
房東也是關鍵，他們
會問前房客對於房東

的評價。加上學生
住的房子屋齡
都 是 2、30
年起跳，看
房時會特
別注意屋
況，有沒
有壁癌、
漏水等情
況，為了
找到心目
中 的 房

子，他們做許多考量。
　好房網副總編輯梁正認為，以剛畢業的
大學生到三十歲上班族，能考量的東西不
多，租房子考量的不在於新舊問題，而是
考慮到自身便利性。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
廣告學系學生趙如意表示，房子已經住第
三年了，整體來說一個月 7500 元相對便
宜，加上租屋位置位於木柵路上，交通便
利、生活機能也很好，附近有警察局跟幼
稚園，環境相對單純安全。除了租金預算
外，趙如意最重視房間通風度以及採光是
否良好。加上文山區學區眾多，入夜安靜
正好符合她對居住品質的要求。
　談到未來是否想買房，陳亭豫表示會先
租房，屋況好的話就一直住下去，給自己
約五年的時間，等薪水有明顯的改善，或
是可調用資金提高才會考慮。而黃福昌認
為剛出社會「手頭上的現金也沒有很多」，
尤其台北買房太貴，也會先選擇租屋，而
租金大概落在薪水的三分之一。租屋處優
先考慮工作地點附近，減少交通方面開銷，
黃福昌表示交通時間是很大的因素，希望
「通勤時間少一點，個人自由活動的時間
多一點。」租房成本較單純，買房則要注
意貸款利息、房屋稅、地價稅等等。永慶
房屋北投捷運直營店經理潘麒安建議，未
來若要買房，要注重房子的保值，而「地
點」是最重要的關鍵。沿著捷運買比較容
易保值，生活機能也方便，未來若要轉賣
也比較容易。

雙北房市大不同 抗跌區域在哪裡

新
南
向
政
策
大
解
密

　記者謝佩珈／台北報導

　新南向政策以長期深耕、多元開
展、雙向互惠為核心理念，透過人
才交流，促進新南向國家與台灣間
的互相認識，將東協當成內需市場
的延伸。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東南
亞各國 2016至 2018 年平均 GDP
預期成長率普遍上升，人民消費需
求浮現，市場潛力不容小覷。因
此蔡英文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不再像舊南向政策著重於東南亞
國家較低廉的人力及水電成本，透
過發展服務業，拓展東南亞及南亞
國家的內需市場。國立政治大學國
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復國教
授也說：「近年東南亞基本工資上
漲，如果產業界現在到東南亞還是
要去找廉價勞工，一定很快就完蛋
了！」
　配合新南向政策，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放寬銀行海外授信總額，
除了可推動台資銀行朝區域銀行
發展，也有助於台資銀行深化東南
亞金融市場。中華經濟研究院馬毓
駿博士表示，就算是台塑到馬來西
亞，也會因為沒有信用而借不到
錢。如果將金融業拓點甚至是併購
他們的通路，可以參考台灣的信用
狀況，這樣的話就能成為製造業、

服務業過去投資的後盾。
　中華經濟研究院經濟展望中心
陳馨蕙博士認為，台灣金融業服務
做得非常周到，而且可以把銀行基
金、保險、債券都整合起來，這些
都在國際上具有很好的競爭力。因
此金融業可說是布局新南向國家
市場的利器之一。
　強調「以人為本」的新南向政
策，教育部規劃於 106 年度爭取
編列 10 億元，透過擴編獎學金、
推廣海外實習及提供就業輔導資
源等策略，來落實新南向人才的培
育，希望東南亞及南亞學生來台進
修的人數，能夠每年增加 20%，
並於 2019 年達到將近 6 萬人。
　政府也積極推動外籍學生來台
就讀，藉由更多的外籍人士來台，
除了讓台灣被看見，也能更了解
他們的文化及對台灣產品的偏好，
馬毓駿博士舉例，許多外籍移工來
台工作，需要匯錢回家，但常是

500、1000 的少量金額，匯的成
本非常高，因此有人想到藉著收比
其他業者更低的手續費，來幫他們
解決問題。
　這就是商機，所以商機是創造出
來的，不用害怕競爭。將東協當成
內需市場的延伸，雙向交流也就是
互相拓展商機。

　記者許珮姿／台北報導
　自新政府上任後，總統蔡英文
不斷推動「新南向政策」。事實
上從前總統李登輝時代，就不斷
推行「南向政策」，希望能夠與
東協國家建立更深的關係，為台
灣開闢更多海外市場。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
心教授劉復國表示，過去歷屆總
統所提出的南向政策多是著重在
經貿產業，涉及的國家約有東南
亞 10 國，主要目的是為了協助
台商在東南亞的發展。
　不過，蔡英文所提出的新南向
政策，最大的不同是觸及的國家
變多，此政策除了東南亞國家
外，更延伸至南亞及紐澳，並採
全面性的交流，不再只有經貿產
業，更增加了科技、文化、農業
及教育等多方面的合作。此外，
蔡英文政府更成立「新南向政策
辦公室」，將指導層級提升到總
統階層，並在 8 月公布新南向政
策綱領。
　然而，政府大肆宣傳新南向政
策，民間團體及相關研究者對此
計畫卻不樂觀。自新政府上任，
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一直十分緊
張，因此，蔡英文政府希望透由
南向政策，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
賴。對此劉復國表示，想要進行
南向政策，需先處理兩岸關係。
　大部分新南向政策的國家，與
中國的關係都是相當好的，而在

與台灣合作前，東協國家仍會把
兩岸關係列入考量。劉復國特別
點出，兩岸的關係是需要相輔相
成的，然而新南向政策綱領第九
點「兩岸善意互動與合作」，並
未提出相關行動，因此沒有政治
共識，要進行新南向政策是不太
容易的。
　近日，外交部部長李大維也提
出，會將菲律賓、越南、印尼、
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作為重點
國家，首要投入資源。台灣東南
亞國家協會研究中心陳馨蕙博士
表示，未來台灣有機會投資馬來
西亞的農業。
　不過劉復國也指出新南向政策
仍有許多的困難，需要台灣配合
及協調。近期台塑鋼鐵在越南河
靜工廠排放廢水，造成漁民的反
抗，如何與當地居民溝通、落實
環保意識以及克服文化差異等，
都是新南向政策需要去思考的。
　無論新南向政策會往哪個方向
執行，劉復國說台灣都需要在國
際上創造產業的生存空間，建議
產業以上中下游匯流成一個聯盟
體進軍投資國家。不過他再次
強調，新南向政策除了政治上的
問題需要克服，經濟上面，中國
與東協已簽訂貿易合約並施行多
年，貿易關係相當密切，如何讓
東南亞以及南亞國家「棄中選
台」，未來新政府該規畫更完備
的政策。

製造服務齊頭進 新政創造商機方案不全待考驗 執行可行性低

▲未來 GDP 成長與人均 GDP 圖。
資料來源／ WorldBank　製表／謝佩珈

　永慶房屋北投捷運直營店經理潘
麒安建議青年看房時要留意格局與採
光，以及生活機能。攝影／程沛茜 　陳亭豫表示未來以租房為優先考量。攝影／陳祈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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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an build an accessible environment together

New choice of  transportation mode 
for disables

Break the Stereotype of  
Disabled

    Ede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 伊 甸 基 金 會 ）held “ Touching 
Life”（無障礙生活空間）from Sept. 
23-25 at Songshan Cultural Park, the 
third year the foundation sponsored 
the exhibition for people to get to 
know the life of disabled people.First, 
people can sit in the wheelchair with a 
simulated  scene on the slides, to see 
and to feel the way of disabled people 
walking on the street. Second, there 
are some pictures displayed on the 

wall to show the disabled can do their 
jobs as well as normal people. After 
all, people may experience going over 
the slope via obstacles and try to pick 
things up with wheelchairs.
    “All of us need an accessible 
environment. Think about it, a mom 
with a stroller or a person who 
accidentally hurts his/her feet — 
they will be stuck in the U-shaped 
railings before entering the park. 
How difficult will it be for them to 

get on the bus without any help?” 
said  Wang Wan-Mei（ 王 婉 眉 ）, 
the PR（Public Relations）of Eden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Wang’s 
remarks raised people’s awareness 
that the disabled are facing this kind 
of problems all the time in their 
lives. Furthermore, disabled people 
also have the fundamental rights of 
a citizen, they should enjoy the same 
privilege of moving freely in the 
same places like normal people. 

Touching Life : 
Touching whose life?

By Chang Chih-yu （張芷瑜）

By By Wen Zih-suan（溫子萱）

By Chuang Yu-ting（莊喻婷）, Lan Ting（藍婷）

▲We sometimes can see the whole slopes which was obstructed by barriers. Photo / Hsieh Pei-yu（謝珮瑜）

▲A person is experiencing a devious path with wheelchair. 
Photo / Chang Chih-yu （張芷瑜）

    “There are many attractions in 
Taiwan. In view of the transportation, 
disabled people are hardly to visit 
those places," said a Polio patient
（小兒麻痺患者）, Yen Dai-Yu
（顏黛玉）, who goes everywhere 
by using crutch. She has tried to 
call responsible agencies to ask for 
improvement, but she didn’t receive 
a good answers from them so far.
    N o w ,  t h e  M i n i s t r y  o f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交通部） offers people advanced 
in age or with disabilities a new 
t r a n s p o r t a t i o n  s e r v i c e  c a l l e d 
A c c e s s i b l e  Ta x i s  s e r v i c e  i n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Taxi（ 台

灣 大 車 隊 ）.  Miss Lee explained 
that the Accessible Taxi drivers must 
have a taxi license and complete a 
training program, which includes 
helping passengers get on/off the car 
and helping them use the wheelchair. 
There is a problem.  Such taxis were 

limited (currently only 155) and 
they only serve disabled people. For 
two reasons that people can’t book 
the taxi at short notice: One, when 
few Accessible Taxis are nearby; 
two, you have to make a reservation 
online a few days ahead, again, 
because of the limited number of 
the taxis.

▲Through the exhibition people could realize disabled people’s life.
Photo /  Chang Chih-yu（張芷瑜）

    “In Taiwan, people usually treat 
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with sympathy and protection rather 
than treating them equally,” said Lin 
Jun-fu（林俊福）, the director of 
Taiwan Disability-Free Association
（ 台 灣 無 障 礙 協 會 ）. When 
it comes to the disabled, people 
usually think of poverty, pity, 
vulnerable, which is a stereotype. 
“We should not watch closely their 
physical defects, but rather should 
know them by their own personality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said 
Hong Ya-xin（ 洪 雅 欣 ）, a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  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people tend 
to be shy, passive while interacting 

with others because they are 
afraid of being unpopular or 
unacceptable that limits their 
social circle. 

    Media often have deviations of 
the disabled. For example, some 
performers imitate the physically 
chal lenged people to achieve 
entertainment; a character with 
disability usually plays a humble 
and petty role in drama, which 
shows no respect for them. People 
may be imperceptibly influenced 
by the media .  Besides ,  many 
employers think that the physically 
challenged are lack of ability and 
refuse to hire them.“ If employers 
are willing to provide short working 
hours jobs, the disabled could 
perform as well as normal people. 
All they need is a chance to show 
their abilities!” said Hong Ya-xin. 
To eliminate the misunderstanding, 
education about the disable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With correct 
conceptions, people can know the 
disabled in an appropriate way. Let 
us build a disabled friendl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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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       民眾兩難
業者盼改善續航力 優化都市環境

　記者許哲瑗、黃彥迪／台北報導

　電動機車以環保無油、輕便節能

為特點，但與一般機車相較起來，

電動機車業者普遍認為，電動機車

續航力不夠、充電方式與充電站的

設置不夠完善，因此僅適用於短程

運輸，仍無法廣泛被大眾所接受。

　若比較兩者間最大的差異，電動

車業者陳小姐認為，電動機車以電

池取代石油作為動力，減少溫室氣

體的產生，無疑是環保方面的重要

改革，且大部分電動機車不需要繳

納牌照稅與燃料稅，充電的費用也

為低廉。

　除此之外，電動機車的消耗品多

為輪胎、電池為主，而一般機車零

件繁雜，維修頻率、次數與電動機

車相比來的較高。

　以消費客群來說，現階段選購電

動機車做為交通工具的民眾，以上

班族、婦女及年長者居多，而且多

用於短程運輸；相較之下，年輕人

追求速度，對較慢的電動機車接受

度也較低。機車行業者黃小姐指

出，充電站的設置不夠普遍是現今

電動機車尚未普及的原因之一，電

動機車不像普通機車隨時能找到加

油站，導致騎乘距離僅限短程，無

法廣為大眾使用。電動機車的續航

力以及電池的規格不一，也是消費

者經常遇到的問題，面對環保意識

的抬頭，越來越多人選擇電動機

車，這些問題勢必要得到完善的解

決方式。

　曾使用過電動機車的民眾羅先

生：「電動機車剛推出時，它主打

科技、環保兩項特點，加上電動機

車價格都有學生優惠，於是我便選

擇了電動機車作為初入手的首選；

然而，我後來發現電動機車一次

行駛的里程數並不如預期的長，

騎乘的里程費用也過高，因此後來

我還是換回了一般機車做為代步工

具。」他認為，電動機車起步的速

度很快，煞車後可以滑行的距離也

較長，整體來講，車身非常輕盈，

而且可以減少一般機車所產生的噪

音與廢氣，對市區環境有相當大的

改善。但針對電動機車的價格與充

電方式這兩方面，仍然有極大的改

進空間。

筆閣推動鋼筆復興
　記者翁于婕、潘姿穎／台北報導

　近年來，書寫逐漸轉變成一

種休閒活動，在愛好者推動下

也吹起一股練字風潮，然而，

鋼筆文化並不是一夕之間竄

起，而是經由多年的累積形成

現在的規模。鋼筆的復興與網

路的興起有很大的關聯，使不

同年齡層的人接觸到與鋼筆有

關的訊息，讓逐漸式微的鋼筆

文化從傳統變成潮流。

　成本低、入門簡單，凡是書

寫工具都可拿來練字，不過愛

好者們卻總對鋼筆的魅力情有

獨鍾，比起印刷體字端正卻生

硬，手寫字更凸顯了不同書寫

者的力度；一般圓珠筆靠下壓

的力道出墨，而鋼筆出墨不必

出力，書寫上多了幾分柔軟，

也更能表現出每一筆畫，甚至

是墨水色澤的變化。

　鋼筆愛好者社團「筆閣」創

辦人李台營表示：「鋼筆字是

生動的、是賞心悅目的。」每

個人下筆的力道、執筆的角度

與方式都不相同，寫出來的每

一個字因此獨一無二，這也是

鋼筆字吸引人的地方。他也提

到，寫字是一種情緒的發洩，

練字可以讓人靜心、提升穩定

性，對於容易緊張、急躁或情

緒不佳的人，會是很好的心靈

調劑。

　在開始練字前，首先就是要

選擇一支適合自己的筆，並不

是比較昂貴的筆就比較好，一

支順手的筆能讓書寫變得更舒

適自在。知名筆具專賣店員藍

靖棠表示，不同的筆在長度、

重量及重心的位置都有差別，

選擇鋼筆前，最好要先實際試

寫過，才能選出最適合自己的

鋼筆。

　至於如何寫出一手好字，藍

靖棠和李台營都強調，練字沒

有捷徑，除了正確的坐姿和握

筆，關鍵就是臨摹字帖和多

寫，李台營說：「就是從模仿

開始，多寫、多練，熟練了再

寫出自己的風格。」

　在鋼筆復興與練字的風潮

下，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接觸鋼

筆、投入鋼筆文化的傳承與

推廣，「筆閣」等鋼筆練字社

團也不時舉辦相關競賽供各界

民眾參加，不只是為了提倡鋼

筆，更多的是在打字逐漸取代

書寫的世代下，鼓勵民眾提起

筆來書寫，希望能讓更多人體

會練字與書寫的魅力。

菊月瘋媽祖      鼓陣嘻哈好熱鬧
　記者莊立誠、張珈瑜／台北報導

　「三月瘋媽祖」是許多台灣人熟

悉的節慶，農曆 3月正是媽祖誕
辰，中南部各大宮廟也會舉辦一系

列的慶祝活動，但唯獨北台灣卻是

農曆 9月舉辦，其實背後的考量
是十分周全的。

　媽祖是台灣重要的民間信仰，

由於中南部地區早期以務農為主，

所以在每年農曆 3月，正好也是
播種、耕作的季節，宮廟都會舉辦

遶境等祈福活動，驅趕冬天所留下

來的瘟疫，迎接一年全新的開始。

至於北台灣宮廟為何會訂於即將入

冬的時節遶境，本次活動的主辦單

位－－三芝區小基隆福成宮主委葉

藤吉表示，由於上半年全台媽祖廟

皆忙於媽祖誕辰遶境，而下半年道

教的宗教活動較少，民間的穢氣需

要洗潔，於是在民國 93年適逢台
北建城 120周年，在多座宮廟達
成共識下，舉辦了第一屆北台灣媽

祖文化祭。

　媽祖文化祭不僅與其他縣市宮廟

合作，呈現傳統的鼓陣、扮仙，還

有許多結合現代科技，所產生的嘻

哈開路鼓、電音式花車等，在舊禮

俗與新思維的衝擊下，使遶境增添

了不少亮點。在陣頭隊伍中有一群

國中生，不畏烈日賣力地擊鼓。隊

中就讀國二的吳巧玲表示，自己其

實是基督徒，但國小時開始隨著台

灣獅頭旺民俗技藝發展協會學習打

鼓，常會在傳統道教慶典上演出，

雖然與自己的信仰有所衝突，但她

仍會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

　然而，媽祖普遍可再細分為大

媽、二媽、三媽、金面媽、黑面媽

等，許多人不明白其中的差別，葉

藤吉表示，其實媽祖就只有一位，

就是林默娘，但隨著社會士農工商

發達，人民對於很多事都需要祈求

媽祖保庇，因此媽祖負責的事務越

來越多、越廣，所以各宮廟便想到

多刻幾尊神像以供信徒朝拜，便能

解決這樣的問題，演變至今有許多

不同的媽祖，所職掌的範疇也不太

一樣。

▲電動機車續航力不足，尚未被大部分民眾所接受。　　攝影／黃彥迪

集結資源 拓華語市場 

　記者高子涵、莊詠豪／台北報導

　今年 9月成立的「全球華語文專
案辦公室」，為教育部推動「教育

產業輸出八年計畫」的一環，致力

於整合國內華語文教育資源、對外

建立海外媒合平台，以「學華語到

台灣，送華語到世界」作為目標，

打造台灣華語文教育口碑品牌。

　淡江大學華語文中心主任周湘華

形容「海外華語市場雖然看起來很

大，但就像天上的鳥，這麼多在

飛，單靠自己的力量卻一隻都打不

到。」各地華語文資源太過分散，

若不集結各方之力，很難拓展海外

市場，隨著華語文越來越受到重

視，政府擬訂各項政策，包括建立

專案辦公室進行資源的統整、提供

各校語文中心申請補助方案，為開

拓華語文市場做準備。

　台灣擁有豐富的中華文化及完整

的漢字系統，活潑的教學方式更適

合西方學生，開放的社會風氣及文

化多元，成為外國學生學習華語文

環境的首選，若要將華語文推廣出

去，高品質的華語老師缺一不可。

　國立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系孫同

學表示：「政府若希望建立高品質

的華語教學品牌，就更應該提供擁

有華語文教學專業的老師更多保

障。」許多華語教師雖擁有華語教

學專業，卻沒有特別專精外語，在

外派的過程中遭受限制；反之派駐

國外負責教授華語的外語系學生，

也並非人人都受過專業華語文教育

訓練，是否具備教學能力令人存

疑。孫同學表示，政府應該加強兩

者專業上的交流，彌補雙方不足；

此外更應該提高海外工作門檻以保

障教學品質，才能從根本建立起專

業形象。

　台灣早已累積許多具有海外交流

經驗以及對華語教育充滿熱忱的教

育工作者。以成立華語文辦公室作

為第一步，期盼政府在努力建立海

外品牌前，能夠一步一腳印從細節

落實，解決各方資源參差問題及基

層教育工作者的困境。

▲淡江華語文中心主任周湘華表示，期待透過政府力量共同為華語文推

廣努力。	 	 	 	 	 					攝影／莊詠豪

▲改良式的開路車搭載了重低音喇

叭及豐富的裝飾。		攝影／莊立誠

綠能環保 充電不便



 　記者李冠勳、汪薪／新店報導

　新店景美溪旁的防汛道路原為

雙向道路，政府將民權路的延伸路

段打通後，為了疏導車流，便將該

路段改為單行道。民眾長期行駛該

路的習慣加上改道標示不清，導致

車禍風險提高。

　新店區中興路至寶元路段原為

不貫穿的道路，民眾通行相當不

便。為了改善交通堵塞和縮短民眾

通行至捷運站的時間，新北市政府

修改交通動線，將此瓶頸路段打

通，並於今年 5 月舉行通車典禮。

此路段打通後，為了疏導車流量讓

通行更加順暢，交通局便將寶慶街

沿線至景美溪防汛道路從雙向道

改為單行道。

　雖然入口處與出口處分別設有

單行道標誌和禁止通行標誌，但因

用路人長期駕駛習慣、路口標誌不

清及用路人貪圖方便等因素，造成

許多駕駛人進入單行道逆向行駛，

或行駛至交岔口才臨時轉向，導致

車禍發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

三岔口變得十分危險。

　民眾林先生表示，此路段改變

後，一到上、下班車流量大時，交

岔路口不僅混亂且非常危險，如果

將右側單行道與左側雙向道互換，

讓司機、使用者，駕駛此路段時能

更符合司機原先駕駛習慣，也能減

少危險狀況發生。民眾陳小姐也認

為，景美溪防汛道路改為單行道的

同時，應清楚標示交通標誌，才不

會導致用路人的誤解。

　新北市議員劉哲彰接獲當地居

民陳情後，到此路段會勘，並要求

相關單位改進。劉哲彰指出，寶元

路本來只有一個方向，現在變成從

復興路走橋下右轉以後變單行道，

改道後很多民眾不知情，導致逆向

行駛。而號誌標竿目前因牽扯私人

土地而尚未完成，仍在溝通中，溝

通完成後會盡速設置交通號誌，讓

民眾在此路段能夠安全的行駛。

　新北市交通局交通管制工程科

專員謝政宏指出，防汛道路在近期

已設號誌桿，沿線也布了兩組禁

止進路線與三組直行箭頭告示牌。

對於民眾違規逆向行駛，謝政宏表

示，考量到此路段剛變更，因此暫

時先不開罰。同時謝政宏也指出，

未來可能將單行道的路邊停車格

取消，在堤防處新建人行道，讓民

眾能更加安全的行走。相關單位需

要改善此路段標誌的問題，讓用路

人能安全的行駛，用路人也要多留

意路段的標線與號誌，才能將對於

自身的危險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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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亂亂走 都是路標惹的禍
厲耿桂芳 :老泉里標示不明確 應及時更新

攝影／周君燕

雙向成單向 便民?擾民?

    記者周君燕、鄭詠心／文山報導

　經台北市議員厲耿桂芳質詢老

泉里路標門牌混亂，台北市政府民

政局已更新並增設路標；門牌號碼

則因涉及居民身分文件、變更戶籍

地址等程序費時，暫待規畫完成再

重新編碼。

　位於政大後山的老泉里，因少有

開發，保留原始景觀及農業栽作。

近年更有綠竹筍節、杏花林、單車

道、登山步道等觀光景點，具備觀

光發展潛力。但厲耿桂芳指出，該

區道路分支多且曲折延伸，道路指

示牌卻僅有老泉街、老泉街 26 巷

及 45 巷三條主要道路，設置過於

簡單，不易辨識，令外來遊客不知

身在何處。當地居民高小姐提到，

有時會有遊客因路牌標示不清而

到處詢問，且各巷道指示混亂，門

牌上巷弄標示不全且有數字跳號

現象。

　對於道路指示牌混亂一事，民政

局承辦人吳志強回應，經議員質詢

市府後，已陸續增設 21 面道路指

示牌，提升用路人尋路之便利性，

目前路牌均已更新及增設完畢。針

對門牌問題，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承辦人黃聖育表示，為改善門牌混

亂問題並尊重當地人意願，曾辦理

該街路門牌整編之意見調查，結

果反對比例較多，探究其原因為，

門牌整編涉及當地居民權益甚鉅，

諸如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資料改

註換發、建物權狀資料異動、金融

保險、水電瓦斯單據、行駕照之換

發等等，皆造成當地居民辦 理困

擾，且居民已習慣舊有的門牌號

碼。

　厲耿桂芳議員服務處曾泉惠主

任補充說明，老泉里位於山區，氣

候潮濕易造成門牌及道路指示牌

生鏽，辨識不易，經民政局協助改

善，道路指示不清之問題已解決。

老泉里里長高進來表示，門牌問題

須待市府對該區重新規畫後，再配

合政策重編號碼，否則現在修改門

牌，往後可能需再次修正，浪費里

民時間，且更換門牌號碼一事耗

時，更牽涉相關文件的換發，勞民

傷財。

　路標不清造成路人尋路不易，厲

耿桂芳表示可能影響當地觀光產

業發展。經改善後，當遊客抵達觀

光景點遊玩時更為便利。門牌標示

混亂則得等待市府對該區重新規

畫後，再一併整合編排。

  ▲老泉里路牌門牌老舊、生鏽且標示不清。   攝影／周君燕▲

▲至今年 8 月 1 日改為單向道後，仍有民眾逆向行駛。攝影／李冠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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