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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單車竊盜 切勿停暗巷
文山二分局查獲大批失竊單車 提醒民眾登記辨識碼或烙碼

▲ 53 部自行車竊贓，部分車體遭分解。

攝影／布子如

記者布子如、王巧文／文山報導
自行車失竊，是每個自行車騎士
最頭痛的問題。日前文山二分局破
獲一宗自行車失竊案，警方呼籲民
眾善用自行車防竊貼碼及烙碼等免
費服務，以減低自行車失竊率。
文山區民眾自行車使用率高，據
文山二分局統計，平均每一個月就
有二至三起單車失竊案。文山二分
局於上月底查獲 53 部疑似遭竊的
單車，易姓嫌犯下手目標多為知名
品牌的高檔車，竊嫌作案使用油壓
剪剪開自行車鎖鍊，並改裝部分車
體。警方偵查發現竊車地點橫跨新
北、台北市，最遠已達淡水，行竊
範圍廣泛，易嫌目前已依竊盜及贓
物罪嫌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依
法偵辦。

標線型人行道 汽車強停
記者劉蕙瑀、李芮昕／文山報導
台北市文山區興隆路一段至
興順街 80 巷之路段現已劃設標
線型人行道，對於民眾來說，
此路段劃設人行道可以保障行
人安全，卻造成附近居民面臨
停車位減少的窘境。
起初，此路段未劃設停車格，
僅以禁止臨時停車線（紅線）
繪製於路段兩旁，附近居民為
求方便，常會在此臨停或停車，
造成行人行經此路段有安全上
的疑慮。民眾向興豐里里長余
鴻儒、台北市議員李慶鋒反應
後，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為
評估本市文山區興順街（興隆
路一段至興順街 80 巷）之路段
劃設標線型人行道可行性，便
委託文山區公所辦理民意調查，
蒐集附近居民的意見，然後做
出決策。
歷經三年、三個台北市議員
及二次會勘，余鴻儒說：「我
是里長，是大家長，必須把手
心、手背的意見，都陳述給主
管機關。」依照民意調查結果，
多數民眾希望能夠劃設人行道。

依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標準第七條規定：「道路寬度
十二公尺以上者，應留設人行
道空間。但設有騎樓者，得視
實 際 需 要 留 設。」 換 言 之， 路
寬 12 公尺以上，除非有騎樓，
否則應設置實體行道。此路段路
幅寬為 10 公尺之雙向道路，一
般來說，12 公尺以上道路直接
設置實體人行道，12 公尺以下
巷弄就用標線搭配紅黃線來保
障行人安全。台北市政府推動

巷弄標線型人行道，卻成為汽、
機車的臨停空間，不但侵犯行
人路權，也造成會車困難。
對於此路段劃設標線型人行
道，民眾覺得相對安全，但部
分居民認為取消停車位不恰當。
現今，因居民看到在標線型人行
道臨停的車輛，會向市政服務
專線或警察機關檢舉，車輛在
此臨停或停車的狀況已經改善
很多，也真正落實行人的權益，
還給人車一個安全的行經距離。

▲ 經 居 民 檢 舉， 車 輛 臨 停 狀 況 有 所 改 善。

攝 影 ／李芮昕

遭竊車輛只有少量曾經登記車身
辨碼或烙碼，因此認領率低，至今
僅有 15 位車主將車領回，民眾認
領率不到三分之一，文山二分局景
美派出所所長江順志召開記者會時
特別呼籲，如最近有失竊自行車之
民眾可逕向景美派出所指認或洽
詢。此外，為減少自行車失竊率、
增加尋獲率，民眾平時除應將自行
車上鎖外，警方亦有提供免費自行
車防竊服務，歡迎民眾踴躍至派出
所申辦。緝拿本次竊嫌的警員朱森
華提醒民眾 :「不要把愛車停放在
暗巷裡，應停靠在明亮且有監視器
的地方。」
為減少自行車失竊率，警政署為
市民提供二種防竊服務：一、辨碼
服務，民眾可於網上登記或在各警

察機關登記自行車身辨識碼，單車
遭竊尋獲後，即可藉此車身號碼辨
識車主，方便認領車輛。二、自行
車烙碼服務，以反光貼紙貼在車身
處，並登記車主個人資料，供自行
車失竊或遺失時得以追查，幫助尋
回愛車及認領車輛。日後即使貼紙
脫落，也能通過螢光手電筒，使隱
形編碼現形，防止竊賊銷贓。
大部分民眾因為嫌麻煩，導致防
竊服務使用率低。民眾倪瑞陽表
示，車子較老舊沒有做防竊登記，
但未來會考慮；民眾曹德偉表示，
曾因為有註冊車身號碼，尋回三年
前掉失的愛車。
在自行車失竊率日漸升高的日
子，民眾可善用防竊辨碼、烙碼服
務，以免愛車一去不復返。

高齡糖尿病患 慎防跌倒
記者權貞穎、謝明晏／文山報導
「文山區的糖尿病患者為長者居
多。」任職萬芳醫院一般內科的廖
社工說。根據衛福部健保署統計，
台灣目前第一、二型糖尿病確診
人數高達 138 萬人，相比十年前，
大幅增加 54%。隨著人口老化和
生活型態、飲食方式的改變，導致
高齡糖尿病患的數字不降反升。
正常人在咀嚼澱粉類食物時，
會將其轉化、分解為葡萄糖，提
供身體所需的能量，而由胰臟製
造的胰島素幫助葡萄糖進入細胞。
但若人體內機制無法正常使用、製
造胰島素，以致葡萄糖進入細胞受
阻，血液中的血糖濃度不斷升高，
部分過高的血糖排入尿中，就易形
成糖尿病；國內外研究顯示，隨年
齡增長，空腹血糖、餐後血糖都有
上升趨勢，這種高血糖傾向，及全
身代謝率的降低，亦或本身家族史
的緣故，皆使老人成為糖尿病高危
險群。
目前任職景興老人長期照顧中
心的陽護理師說：「曾遇過長輩因
磨擦導致破皮，又不肯配合臥床休
養，且不採納飲食控制，面臨傷口
化膿，最後傷口感染，引發敗血症
往生。還有，長輩待在家時，未
按照醫師的醫囑與衛教師的衛教，

飲食、傷口雙重照護不佳而截肢的
案例；更有高齡病患血糖控制不理
想，導致腎臟衰竭，得洗腎渡過下
半輩子。」
這些案例經常出現在高齡糖尿
病患者之中，因為身體老化，造
成行動不便，只要一跌倒受傷，
傷口就不易癒合。若未細心照料
糖尿病患者的傷口，或血糖控制
不當，都有可能加速血管堵塞的
情況發生，將損害身體各個部位，
可能導致中風、心臟病、腎臟病、
視網膜病變、足部壞死等併發症。
陽護理師建議，病患發現傷口時，
須立即就醫，經門診治療後，持續
追蹤病情。
廖社工表示，門診醫師透過長
期和患者的互動，能掌握患者的
就醫狀況，若日後有相同病理的
衛教活動，可直接告知病人訊息。
陽護理師表示，照護中心內除了
原罹患糖尿病的長者，也有失智，
或帕金森氏症等病況發生，導致長
者腦部萎縮，相對地，他們的認知
能力也會跟著改變。如果家屬對病
症認識不夠，心理上會無法接受，
而導致彼此產生磨擦。她呼籲，
家屬若多投入心力認識這項疾病，
重新認識老年患者病況，將使雙方
產生正面效果。

Youbike 保險不足 徐弘庭：應比照汽機車辦理
記者謝孟儒、徐沛姍／文山報導
Youbike 強制意外險進入評估階
段，受險範圍由租賃站外二公尺往
外擴張。市議員徐弘庭期盼，自行
車安全規範需與汽機車同等。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黃秘書表示，保險
判定標準須謹慎研擬。
文 山 區 為 文 教 區 域， 騎 乘
Youbike 上下學已成為現在學生常
見的交通方式，但北市府卻未提供
安全措施及相關保障，使文山區的
騎乘者成為馬路虎口的待宰羔羊。
Youbike 微笑單車遍布雙北，租
賃站及自行車道等設備完善，為民
眾日常重要交通工具之一，其相關
召集人／王信硯

法規卻遲遲未跟進。其中，原訂公
共自行車強制意外險的保險範圍，
僅於租賃站外二公尺內有效，騎士
一旦騎出範圍外，就不受保險保
障。徐弘庭表示短短二公尺範圍，
無法提供騎士用路安全的保障。他
說：「如果只看全國騎自行車受傷
的案例，比例當然低，但公共自行
車在雙北的密度比外縣市高太多，
以雙北為基礎看這些數字，就可見
保險的重要性了。」民眾廖宏瑋
說，天天騎腳踏車上下學，對於保
險僅在租賃站前後二公尺覺得安
全性不足，若能擴大範圍最好。
金管會產險組秘書黃小姐表示，

編輯／傅大容、薛宇彤

目前已經有微笑單車的保險款項，
只是政府及捷安特公司尚未擔下
要保人，且這項保險的訂定也需
要多方面的審查及考量，包括判
定傷害的標準及賠償額度等，皆
須政府單位及產險專家一同來研
擬，因此保險並非全無擴大範圍
的項目，而是正在進行研討。
金管會及產險公會，目前正
針對公共自行車強制意外險的
相關規定與保險細項，進行規
範擬定及相關測評，預定今年
年底能提出完整的保險款項，也
會 協 商 Youbike 承 包 商 捷 安 特 公
▲徐弘庭提到，短短二公尺，無法提供安全保障。
司及政府一同辦理此項保險。

攝影／謝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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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暖小太陽 讓孩子放學不孤單
新希望基金會課後陪讀班 提供弱勢家庭溫馨學習環境

▲黃淑如 ( 右一 ) 集合孩子們吃飯。

攝影／郝一鳴

記者沈鈺琪、郝一鳴／新店報導
新希望基金會於民國 94 年啟動了「小太陽
課後陪讀班計畫」，由教會工作人員擔任課輔
與生活品格老師，為弱勢家庭的孩子們提供一
個穩定溫馨的課後學習環境。
近年來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日益加劇，弱勢
家庭紛紛面臨著「錢難賺、家長愁、孩子苦」
的生活難題，更有許多孩童因為缺少陪伴監督
而放棄學業，誤入歧途。新希望基金會社工吳
竣皓表示，小太陽計畫的誕生是因為新希望基
金會董事長張茂松發現，社會上弱勢家庭的學
童們需要一個穩定的學習環境，卻因家庭經濟
困難無法參加校外輔導班，因此在各個地區創
辦固定的服務據點為弱勢學童提供課業輔導。
除無償提供課後輔導和營養午晚餐外，各個
據點還會根據當地的文化及風土人情設計課餘
活動，為弱勢孩童提供生命教育與親子教育，
讓這些需要幫助的弱勢孩童，感受課後輔導的

溫暖與陪伴。
新北市喜樂關懷協會總幹事黃淑如說，在提
供課業輔導的同時，陪讀班還免費開辦了才藝
課程、親子課程等多種多元課程，工作人員們
還會通過談心等方式關心孩子們的心理健康，
讓弱勢孩童們能夠身心健康地成長。
喜樂課輔據點每學期還會舉辦多次親子活
動，如食譜分享會、團體心理輔導等，讓孩子
與家長能通過活動建立更加親密的家庭關係。
此外，還有一對一的家庭約會，工作人員通過
家庭約會了解每個家庭的困難與需要，幫助弱
勢家庭進行更多的溝通交流，緩解弱勢家庭的
親子矛盾。
為期十年的小太陽課後陪讀班計畫，給予孩
童們親情的溫暖，教導孩子們學會感恩，營造
家的溫馨氛圍。黃淑如表示，希望未來能有更
多的志工加入幫助弱勢家庭學童課後陪讀輔導
的計畫，讓弱勢孩童們能得到更好的幫助。

環保老尖兵 落實新店溪保育
記者曾勻之、蔡郁萱／新店報導
崇光河巡隊致力於新店溪水源地
保育，並落實環境教育，受新北市
環保局肯定，盼借地方市民之力共
同守護河川。
崇光河巡隊於民國 101 年正式
成立，轄區從碧潭沿新店流域深至
烏來福山，為新店溪流域唯一的水
環境巡守隊，也是新北市巡守範圍
最大的，其隊員大多來自崇光社區
大學，他們定期至各轄區進行淨
灘、水質檢測及生態勘查，透過他
們長期耕耘，新店水域得到良好的
護育，也因為優異表現獲得行政院
環保署的肯定，在民國 104 年獲
頒特優獎。
崇光巡守隊成員大多數為軍、
公、教退休人員，平日在學校學習

水質檢測及生態護育的課程，透過
專業的訓練提升志工素養，也培養
對生態付出的責任感。志工陳元瑛
說，自己算是環保老尖兵，一方面
親近大自然，一方面也愛護地球及
自己居住的環境。他指出，很多年
輕人看到志工們在做的事也會因為
有趣而自願加入。帶隊老師鄭心如
指出，巡守隊最困難的點在於交
通，因為轄區廣大，只能採用包車
共乘的方式到達，經費來源只能運
用得獎獎金及社區大學補助。
台北市民主要用水由南勢溪供
應，但因為上游的烏來山區多雨導
致水質混濁，因此影響 500 萬戶
人家。崇光大學主任秘書吳治香進
一步說明，因為體認到水源護育的
重要性，崇光大學相繼開立相關課

程，進而成立水環境巡守隊來守護
這片流域。而民國 106 年板新水
廠落成後，用水人口將擴增至 650
萬家戶，所以更應該加強環境教
育，讓民眾共同維護良好的水質。
環保局水質保護科科長陳美玲表
示，河巡隊如同環保局的另一隻眼
睛，如果在地河川有發生汙染狀
況，他們可以在第一時間進行通
報，環保局再到現場做及時的處
理。他們不僅在環境教育上表現優
異，自主性及行動力都很強。
陳美玲也期盼志工可以透過這個
機會教育當地民眾及遊客，讓他們
知道生態保育的概念，以及如何做
環境及水質的維護，這樣不僅可以
對環境教育有更深遠的扎根，也能
將河川保育的觀念推廣得更遠。

媽媽吃對月子餐 均衡營養是王道
記者高凡淳、許毓珊／新店報導
「坐月子」是女性在生產完後，調養身體的重要過
程，在過去多吃多補的觀念裡，麻油雞、生化湯等是
不可或缺的，但營養師建議，只要產婦均衡飲食，也
能補足消耗的體力。
根據欣元商仲統計，全台月子中心在民國 98 年只
有 29 家，截至民國 104 年已經增加至 201 家，其中
新北市就占了 37 家，僅次於台北市，位居第二。在
現今晚婚、少子化的情況下，產婦對於新生兒以及身
體調理特別注重，因此產後的調養與服務更加被她們
所重視。其中在月子餐的選擇上，佛教慈濟醫療財團
法人台北慈濟醫院營養師張亞琳表示，產後二個星期
內不能馬上進補，此階段重點在於傷口的癒合，應避

▲張亞琳表示，在挑選月子餐時，注意營養的攝取，
可達到吃得飽又減重的效果。
攝影／許毓珊

免太油以及有藥性的飲食，多攝取富含蛋白質的食
物、多食用含有鋅元素的堅果類、多從當季水果中吸
收維他命 C，都能達到傷口癒合最佳的效果。工作三
年多，專門服務新店區產婦月子調理的月嫂陳香君提
到，不同於過去傳統的月子餐，她會針對不同體質、
產後復原情況不同的產婦，來設計適合她們的食譜以
調理身體。
但在坐月子期間，大多媽媽都會擔心身體體態的改
變，張亞琳表示，坐月子的目的在於哺乳，產婦所吃
的東西，都會被寶寶所吸收，因此只要是攝取寶寶該
有的營養，透過母乳傳給寶寶，產婦本身的體重是不
會有太大的變化。而目前正在坐月子的產婦陳小姐分
享自身經驗，她提到，自己不會將月子餐全部吃完，
而是吃到有飽足感即可，她認為，會造成產婦體重增
加的原因，在於攝取食物的份量過多，少吃澱粉類、
醣類，多食用像是豆製品的蛋白質食物，讓營養透過
乳汁傳給寶寶，就不太會有肥胖的問題。
而在月子餐的挑選上，張亞琳特別提醒產婦，要多
思考是為了寶寶吃，即使想要吃點甜食，也應選擇像
是芝麻糊、紅豆湯這種高鐵高鈣的點心。她也強調，
只要在飲食上選對食物，補足該有的營養，並搭配運
動，不僅吃得飽，對於想減重的產婦，過程也會更
加順利。面對生產後調理身體的重要階段，陳香君表
示，重點在於做對月子，而不是做完月子，她提到，
產婦若能在月子期間調養好身體，許多在生產前的疾
病，都有可能根除。

▲志工將沙灘上的人為垃圾清除。

攝影╱蔡郁萱

簡易救援課程 助提升防溺觀念
記者戴若涵、劉品彣／新店報導
新北市議員劉哲彰與中華民國水意外災害防治學會合作開辦「簡
易救援助理指導員訓練班」，推廣全民防溺教育，並栽培新店地區
第一批簡易救援助理種子指導員。
劉哲彰認為，若是民眾能具備基本防溺觀念，不僅可保護自身安
全，也可幫助他人減低事故發生的機率。他也指出大部分溺水事故
發生於溪間，由於溪水清澈見底，易使民眾降低戒心，但水下容易
暗藏漩渦，若是民眾掉以輕心或是不知該如何因應此情況，危險性
便會相對提高許多。
中華民國水意外災害防治學會理事長陳三平說明，學會主力向民
眾推廣防溺觀念以及提供簡易的訓練。若是在戲水時發生溺水意
外，可利用手邊的器材進行救援，例如民眾可將衣服脫下，相互連
接作為繩索，拋擲給溺水者進行救援。另外，簡易救援訓練班結業
後的指導員，可深入校園、社區進行水域安全的宣導。

▲訓練班學員互助練習。

攝影／劉品彣
召集人／牛雨晗

編輯／廖燕婷、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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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 4.0 台轉型新契機

記者林捷倫、王怡文／台北報導
「工業 4.0」近年在台灣受到熱烈討論。9 月初，台北
更舉辦自動化工業大展，吸引超過 7 萬 5 千位專業人士
參與。隨著台灣物聯網的興起及通訊技術的成熟，生產智
能化將成為製造業轉型的契機。
「工業 4.0」的概念最早出現於 2011 年的德國漢諾瓦
工業博覽會，並成為其政府提升國內傳統製造業的轉型計
畫。透過大數據分析、雲端整合及物聯網技術，供應端到
使用端將會全面智能化、數位化及電子化，落實「從需求
出發，智慧製造」的核心價值。儘管如此，「工業 4.0」
並不僅是指生產自動化，而是整個價值鏈，從原料供應到
客戶接收使用的即時管理及整合，意即從客戶終端反推設
計製造、研發及銷售的過程。
研究機構 BI Intelligence 報告指出，2014 年全球智慧
連網裝置安裝數約為 70 億台，2018 年預估將增加至 180
億台。而工業技術研究院報告更指出，2015 年全球製造
領域內的物聯網市場規模約 529 億美元，預估將在 2020

年成長至 1332 億美元，年複合成長率約 20.3%。
不僅如此，對於業者來說，「工業 4.0」並不只是提升
生產力的工具，更能節省無謂的資金、電力及人力損耗。
東元集團東訊公司專案經理吳毓麟表示，只要透過各項感
測器及制動器，再下載特定手機 APP，就能監控工廠設
備運轉狀況，即時做處理，便可省下巡視及維修的人員，
優化生產效率。此外，公司提供的變壓器、斷路器、幫浦
及電容器等智能工廠優化方案，也預期能在 2017 年為公
司帶來 6000 萬的收益。
目前台灣「工業 4.0」發展領域大致可分為「軟硬體系
統整合」、「工具機零組件」，「機器人」、「軟體」、
「控制器」及「系統整合」，另建有兩間智能工廠。政府
方面，行政院也在 2015 年推出「生產力 4.0 計畫」，鎖
定電子資訊、運輸、機械、食品、紡織、物流與零售、農
業等七項行業，且多次舉辦論壇及組團到德國參訪。
東元智慧雲端 4.0 產品經銷商永嘉控制科技公司總經理
林永昇認為，政府可再給予設備開發商更多補助配套激

勵，並成立相關專責單位，協助業界落實產學合作，將既
有國內成熟的「工業 4.0」技術推廣，使企業收到可靠的
實質效益。

▲2016 下半年東元計畫開跑「工業 4.0」，布局智慧馬達。
攝影／林捷倫

物聯網 改變你我未來生活
記者李謙慧、陳家柔／採訪報導
「物聯網」堪稱史上首見的智慧基礎建
設革命，這次革命將每台機器、每位企業
家、每位居民和每輛車，都連結到
一個自由通訊網路、

能源網路和物流網路組成的智慧網路，而
且這三項網路都內嵌在單一作業系統。
台灣科技大學教學中心主任羅乃維表
示，物聯網是一個可以應用的環境，為
將來的人類社會建立一個更方便的基
礎。當物聯網布建好後，每個人可能使
用的資源或物品，它都有能力把附近
列印？為 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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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家柔、李謙慧／台北報導
《時代》周刊將 3D 列印產業列為「美國十大增
長最快的工業」。全球市場諮詢機構 CONTEXT
發布報告稱，全球 3D 列印印表機市場銷售總額，
將從 2015 年的 41 億美元增長至 2020 年的 184
億美元。
三緯國際立體列印大中華區業務處行銷經理勞
永傑表示，3D 列印著重的是在客製化，以一層層
堆疊上去，即為做加法為主的一種列印，目前跟
異業合作的機會較多，在牙技方面如製作齒模、
簡易可拆式牙套；珠寶如拋光、教育模型如七巧
板，以及協助代工廠在最快速的時間內產生原型，
大幅減低開模成本設計打樣的製作時間。
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助理教授陳俊廷表
示，目前材質與色彩的調配，都是 3D 列印比較薄
弱的部分，耗材的價位較高，而如何取得、研發
列印材料，以及相關配套技術的革新，都是很大
的關鍵；另外，列印過程中，粉塵對人體造成的
傷害，印製出來的產品，丟棄之後是否會造成環

測器將各式各樣的人類發明連結到物聯網
上，但到 2013 年，這個數字已經激增到
超過 35 億個，更驚人的是，估計到 2030
年，連接到物聯網的感測器將有 100 兆
個。其他感應裝置，如空氣感測技術、軟
體日誌、無限射頻識別讀取器和感測器網
路等，都將協助蒐集各式各樣主題的巨量
資料。這套智慧基礎產業建設，將進一步
提供連續的巨量資料，讓每個連接到這個
網路的企業，都能接收到相關資料，接著
再用先進的分析方法，來處理這些巨量資
料，進而創造預設性演算法及自動系統，
來改善自身的熱力效率，提高生產價值。
而就目前運用上，羅乃維教授說明，物
聯網用在工業上，就是我們熟悉的「工業
4.0」，所有機具能及時回報作業狀況，

工業

環境

生活

並做最即時的處理；運用在環境上，就可
成為災害防制系統，在山下河川放置感應
器監控水位，並分析歷年資料，於適當時
機發布警告資訊禁止登山、溯溪等活動；
在生活層面，則成了智慧契約，以後的洗
衣機會自己衡量，什麼時候洗衣精快沒
了，並發簡訊提醒你補貨，甚至在未來還
可以主動幫你網購，很多事都不需親自動
手；在產業部分，面對台灣積體電路製造
公司董事長張忠謀曾說 :「物聯網將會是
下一個 big thing」，羅乃維教授認為，布
建物聯網需要大量晶片及感測器，而這就
與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息息相關，所有
東西都會需要晶片，背後驚人的需求量可
想而知，這對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而言
是塊極大的商機 。

3D 列印翻轉世界

拚突破創未來

境污染，政府相對法規的制定也很重要。
然而發展至今數十年，若只是靠製造端不斷的
這項強調客製化的技術，隨著科技的發達，相
開發新產品，但消費者不買單，再好的科技技術
關 產 品 也 不 斷 地 推 陳 出 新。 目 前， 三 緯 國 際 立
都會有沉入海底的窘況。時代在轉變，傳統產業
體列印開發出市面上唯一一台的「食物列印
要學習如何融會貫通；而每一個人要達成供需平
機」，想吃什麼就印什麼；軍事裝備方面，
衡的狀態，需不斷地透過 3D 列印試圖翻轉社會，
甚至人人都可以印出一把手槍；再生技業
進而打造出未來更加無受限的世界。
也是眾所期待，可以讓細胞自動再生，或
是複製出相同、且不與身體產生排斥的器
官，進而協助人們重獲新生。在其他面向，
如工廠不再只是單單協助開模，而是要
直接印出該項產品，使它能夠達到使用
的功能。
現階段 3D 列印的發展已逐漸成熟，但
要突破當前的多種限制，卻還是有一段
路要走，大家所預測的，3D 列印會是
第三次的工業革命嗎？將家庭與工
廠再度合一，使每個人都擁有機器，
擁有生產的能力；市場上的供需會自動達
到平衡，階級差距問題得到改善。
▲ 三緯國際新推出的 3D 列印機。攝影／李謙慧
召集人／徐慈慧

編輯／貝薈涵、吳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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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ping-

Embrace Nature

Photo / Tsou, Fang-Ting （鄒芳婷）

By Jasmine Casey Lee （李可心）
Since lots of people are seeking
ways to balance their hectic, stressful
everyday lives, camping has now
become a popular recreation in recent
years. Camping allows people to get
into the “wild”, and parents now love
to take children on a camping trip.
According to Benjamin Song （宋
子然） , who has over 10 years of

camping experience and is devoting
his life to the camping-related
industry, “Now is the best time to go
camping!”
Unlike in the past, people
now tend to go camping at the
commercial campgrounds. But
before those campgrounds sprung
up, people used to camp out at open

country.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went camping, I was pretty shocked,
because there were no tents, only
a sleeping bag on the ground. That
night I could barely sleep; I felt so
insecure, worried that there would be
vipers or insects around me anytime.
Yet, it was a special experience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said Benjamin.
Compared to a commercial
campground, camping in the wild
could be much tougher and more
tiresome. On the other hand, wild
camping offers a chance for people
to be truly close to nature and get to
know Mother Nature.
Moreover, Benjamin gave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go on a open-

country camping an advice: “It
is important to learn knot-tying
skills, since all the camping kits are
consumables, when it is broken or
maybe you just forget to bring it,
knot-tying skills can save you from
disasters.” He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most common sleeping bag is enough
to keep you warm in Taiwan.
Whichever type of camping trip
you may prefer going, the benefits of
camping are multifarious, with each
person getting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experience.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why not start planning your first or
next camping trip, and unwinding
▲Enjoy the cool breeze, and explore. Photo / Liu, Chia-Wen（劉佳雯）
yourself in the real nature's cradle?

Camping- Right Knowledge Required
By Tsou, Fang-Ting ( 鄒芳婷 )
Most people think that camping
is a great leisure activity to get
close to nature and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family
members. Children running
across artificial grassland,
setting a campfire
anywhere for a sense of
being in the wilderness may
harm environment inadvertently.
Huang, Teng-Kuan （黃騰寬）

and Lai, Sz-Fang （賴思方）, a couple who
runs a non-profit campsite in Jianshi（尖石）,
Hsinchu （ 新 竹 ）said they want to build
an area where people can learn how to live
with nature peacefully and make friends with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Ecology guide ( 生態導覽 ) and DIY are
popular on the campsite, children can use
stamps designed by artists to create their own
cultural features.
Environment wise, some campsite owners

would cater to the customers and change
the environment. To build metal roof, it’s
necessary to destroy hillsides and bulldoze
trees. The platform made of wood ( 木棧板 )
is a common facility in campsites, however,
some conscienceless owners provide platform
that have been treated with preservatives.
“Experiencing a little bit inconvenience is
a part of camping,” said Huang, Teng-Kuan.
Respect the nature, and hand over safe and
beautiful enviroment to our next generation.

Camping- Worldwide
Exercise Brings
Camping- Read Beforehand
People Together
▲Camp in the wild, escape from the hubbub of the city.
Photo / Tsou, Fang-Ting （鄒芳婷）

By Hu, Fan ( 胡凡 )

In recent years, camping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popular. If you want
to go camping, what should you do?
Maybe you will search on the Internet
to find strategies written by experienced
campers. But these might be statements
of a school. Below is our talk with
Xiao-tie ( 小鐵 ) , who operates a
campsite for 10 years. He may
tell us something new.
“First of all, you must
contact the campsite
staff before you go
to the campsite”.
X i a o tie said.
S e c o n d l y,
make sure to

bring things needed, generally people
just need to prepare basic equipment
since campsites nowadays have
complete facilities. Most campsites
are located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
weather might vary; bringing equipment
according to the weather is important.
Last but not least, Xiao-tie think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we should
remember is to protect environment.
So he opens up an ecological zone to
protect the animals in his campsite. And
every customer can join the ecological
navigation to learn how to protect them.
These are three most important
suggestions from Xiao-tie. After reading
this article, do you want to go camping
now? Let’s go camping!
▲Xiao-tie（小鐵）shared the camping experience with us. Photo / Hu, Fan（胡凡）

By Chen, Pin-Hua（陳品樺）
In the recent days, people started to
embrace nature more often. Camping
is believed to broaden our horizon, and
due to the huge popularity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that the government
and resident shouldn’t ignore.
Kuo, Big Man （ 郭 冠 雄 ）, the
president of Formosa Camping
and Caravanning Club （FCCC）
promotes the advantages of camping
that can improve family relationship
.Kuo said, “By hos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Asia Pacific Rally,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Camping
ET de Caravanning（F.I.C.C.） Rally,
virtually expands everyone’s horizon
in FCCC.”
There are over 30 country members

in F.I.C.C., with 64 clubs worldwide.
Kuo pointed out that FCCC will
be hosting an international event
im 2017. While fulfilling the goal
o f NGO d i p l o m a c y, FC C C a l so
introduced traditions and culture of
Taiwan to foreign campers. It not only
benefits the vendors nearby, but also
shows the true color of Taiwan.
The world is large yet tiny at the
same time. Today, we have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to explore the
world. Shed your shyness and give
yourself a chance to know the world
by camping- it will eventually occur to
you that our planet is a gorgeous one
and all of us should be grateful and be
proud of it.

Advisor ／ Chang Sheng-Chao （張聲肇）Executive Editor ／ Liu Chia-Wen ( 劉佳雯 ) Graphic Designers ／ Li Man-Hua（李曼華）／ Hou Tsai-Hong（侯彩紅）
Reporters ／ Jasmine Casey Lee（李可心）＆ Zou Fang-Ting（鄒芳婷）＆ Chen Pin-Hua（陳品樺）＆ Hu Fan（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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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食業者推精緻餐點 營養師：全素者需多攝取蛋白質
記者徐子雯、林郁婷／台北報導
以往素食常常給民眾「單調」、
「口味清淡」等印象，但素食餐廳
也逐漸轉型，研發出色、香、味俱
全的精緻餐點，讓越來越多人對素
食有了新的看法。
素食者在現今社會中正逐漸地
增加，食素的原因有很多種，除了
宗教與健康因素，近年來也因為環
保意識抬頭，讓素食成為飲食的新
趨向。民眾李軍表示，素食精緻化
提升了大家對素食的需求，可以減
輕吃肉的負擔，同時又可以享受美
味，是很好的選擇。
國際素食聯盟於 1908 年成立，
出於健康因素，越來越多人加入素

食的行列。
根據聯合國的報告顯示，對於全
球暖化這個生態危機來說，甲烷的
有害性比二氧化碳高二倍，而牲畜
是產生甲烷的主要因素，因此很多
素食者呼籲社會改變膳食結構才
可以讓地球永續生存。
素食者分為全素、蛋奶素、奶
素、蛋素和五辛素這五種。營養師
邱惠真表示，牛奶和蛋可以攝取到
足夠的鈣與蛋白質，相對地全素食
者較容易出現營養素不足的狀況，
人體當中所需的維生素 B12 和鐵，
多數來自於動物性食品，除了需要
多攝取豆類與穀類食品之外，糙米
也可以增加蛋白質的利用率。

各國的素食文化因為信仰及習
俗不同而有所差異，例如，中國素
食的起源有追求長壽、修煉成仙和
祭祀時對鬼神的敬畏，而不食葷食
這二種說法；西方則是源自古印度
的宗教與哲學傳統。
隨著時代的變遷，素食不僅僅限
於宗教與健康這二個方面，環境、
生態等因素也讓很多民眾改變膳
食習慣。民眾謝是安表示，動物也
是有生命的，看到牠們被殺很不忍
心，所以決定吃素。
然而，無論是基於養身，抑或是
環保意識，葷食與素食者，在飲食
上都需要均衡搭配，以攝取人體足
夠的營養。

▲素食文化興起，民眾改變飲食習慣。

攝影／林郁婷

機車好貴 通勤族吃不消

▲機車已成為通勤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攝影／程怡靜

推智慧城市 台北祭出三招
記者邱曉昱、黃俐禎／台北報導
智慧城市熱潮席捲全球，桃
園率先落實智慧城市在無線充
電的應用，而台北目前也持續
推動智慧城市的相關計畫。
近年來，全球都市的人口密
度持續增加，對交通、安全、
汙染及醫療的問題帶來許多挑
戰，而智慧城市以物聯網作為
基礎，不僅帶動產業創新及創
造經濟價值，還能促進文化與
歷史結合，幫助生態環境永續
發展。
世新大學電算中心主任邱孟
佑表示，智慧城市有三大範疇：
智慧建築、智慧交通與智慧電
能，此三大領域都需要複雜綿
密感測器、通訊網路與後端處
理伺服器，因此建議先有服務
模式，透過物聯網技術來實現
智慧城市。
然而，智慧城市要能夠發展，
基礎建設相當重要，例如網路
環境、雲端資訊服務系統要到
位，政府是否有將公共財資訊

召集人／陳明憲

以開放資料的方式呈現供私部
門界接，並且明確的推動政策
與專責組織。
對此，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助理教授胡碩誠則指出，每
個城市針對不同的基礎建設，
所需的預算也不同，而在預算
有限的情況下，將影響不同城
市智慧化的發展程度。
雖然台北市的智慧城市計畫
才剛推行，但目前已出現實際
的應用案例，舉例來說，北市
目前已有 300 台「空氣盒子」，
主要能藉由「空氣盒子」感應
器監控空氣品質、PM2.5 數據，
追蹤污染源，可將台北市的空
氣污染狀況即時回報，並以公
開的形式發布。
智慧城市是全球持續發展的
趨勢，除了要有專責單位推動
與監督，並能夠取之於民回饋
於民，還要有良好的商務模式
挹注運作經費，最後，透過政
府、企業與市民攜手維持運作，
智慧城市才得以永續經營。

編輯／劉瑋婷、鄭巧婷

記者程怡靜、黎海陽／台北報導
台灣機車售價漲個不停，今年市
面上 125c.c. 車款價格已上漲至 8
萬元，引起眾人熱議。若明年機車
第 6 期排放標準實施，機車價格
又再往上調升，屆時民眾恐怕更加
難以負擔。
針對機車價格狂飆，台灣經濟
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
表示，因為環保法規越來越嚴格，
尤其是在環保排汙方面，政府對引
擎排氣標準提高，為了達到環保的
訴求，機車廠商只好抬高機車的售
價，再加上近年來國際鋼材和原物
料價格調漲以及電動機車日趨普
及，未來機車售價要能持續保持在

4 萬元至 6 萬元的光景可能再也回
不去了。
對於機車售價直線飆升，民眾高
詣昕質疑，廠商哄抬售價，從中牟
利，才會導致機車價格水漲船高。
以 125c.c. 機車為例，機車本身並
沒有新發展和新特色，只有些許外
觀上的改變，另一位民眾王彥傑則
表示，台灣機車廠商只有幾家，他
們或許早已協商好市面上機車的
定價，而政府也不會插手管制廠商
的運作模式，因此機車價格才會越
來越「機車」。
孫明德也提到，國人對機車的需
求依舊很高，再貴也還是會硬著頭
皮買，因此對機車廠商和銷售商來

說只是越賺越多，但他預測，在機
車售價持續增長的情況下，未來民
眾會不買機車，轉而使用大眾運輸
工具，相比台灣中南部地區大眾運
輸建設未趨完善，台北地區有捷運
和公車可作為取代機車的第二選
項，未來北部民眾騎乘機車人數可
能會逐漸減少。
詢及機車漲價對台灣整體經濟
環境的影響，孫明德則表示，民眾
縱使不騎機車也還是可以有其他
的選擇，例如，轉為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或其他運輸設備，最後也只是
機車普及率下跌，其他運輸設備使
用率上升，一增一減，對國家經濟
構成的影響並不大。

主打懷舊 四四南村拚觀光
記者姚祖庭、周奕函／台北報導
四四南村座落於信義商圈，相較周圍林立的高樓大
廈顯得格外突兀，其以懷舊風格與眷村形象吸引大批
觀光人潮，成為現今熱門的打卡景點。
四四南村於日據時代興建，提供當時陸軍遷往台北
市的日軍庫房－－聯勤四十四兵工廠之地暫作停留，
隨著人口增加又興建了四四東村與四四西村。三村落
成後成為兵工廠的員工，及家屬下半輩子的落腳處。
由於經濟發展、土地改革、居民遷出、計畫區開發
等，使得原有的三村僅剩下四四南村。在其改建過程
中，居民並不全然支持其保留原本的風貌，也有部分
居民希望四四南村成為都市計畫區，以致土地變得更
有價值。而在文化局、信義國小、四四南村里長及文
史工作者的努力之下，保留了這一塊珍貴的土地，讓
後人知道在繁忙的都市中，曾經也有過這樣的一塊眷
村，也是全台灣的第一個眷村。
關於推廣四四南村的部分，四四南村館長劉逸中也
提到，由於四四南村為公家機關，行銷預算較為不
足，因此採委外的方式讓餐廳入駐，再配合假日市集
帶動觀光，結合捷運的開通及世貿大樓的活動，以穩
定四四南村的來客量，推廣「懷舊風」與「文創藝
術」，成為現今最熱門的觀光景點之一。
假日市集擺攤的店家謝子加也提到，自己是透過網
路得知四四南村在招商，她會選擇在四四南村擺攤是

因為四四南村環境很舒服，偶爾會放輕快的音樂。而
這邊的消費族群從青年人到年長一輩皆有，大多是家
庭出遊、朋友相約等，再加上餐廳進駐，吸引更多前
來觀光的遊客。
前來朝聖的民眾楊瑄表示，社群網站上有許多朋友
來這裡打卡，眷村的照片也很吸引人，自己本身也很
喜歡文創小物，加上建築風格比較懷舊，雖然占地不
大，但有逃離都市塵囂的感覺，個人非常喜歡。

▲四四南村固定於假日舉辦市集。

攝影╱周奕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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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柵路車多
居民大怨嘆
尖峰時間壅塞難通行 居民里長憂救災問題多
記者郭育伶、陳心亭／文山報導
每到上下班時間，文山區多處道
路幾乎堵得水洩不通，不只行車速
度緩慢，若遇上消防車、救護車等
必須讓路的情況，都必須要花上許
多時間。
鄰近木柵河濱公園的和興路段，
隨景美溪形成 U 字型，屬於住宅
區，約有 400 多戶居民，而能夠連
接至木柵路一段的出入口卻只有四
處，馬路最寬雖有 8 米，但兩旁皆
停放車輛；而最窄的彎道僅 5 米，
這使得要轉彎的車輛出入困難。台
北市木柵路一段為文山區重要幹
道，往東連接木柵、深坑，以西通
往中永和，沿路更有世新大學、考
試院、永建國小、中山國小、國家
發展研究院圖書館等，一直都是令
人頭痛的塞車路段。距離最近的台
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文山中隊
景美分隊到達和興路內部勢必須經
過木柵路，在沒有阻擾的情況下最
快 5 至 7 分鐘，如果正逢尖峰時段
有可能延遲救災釀成悲劇。
也有民眾反應因為道路狹窄，所
以會擔心自身住家環境的消防安全
問題。試院里里長廖欽銅痛批：「政

府不先解決令人困擾的塞車及道路
問題，還想在試院里加蓋公宅，難
道連最基本的消防安全問題要直接
忽略嗎？」交通局表示，曾想調整
十字路口處的紅綠燈秒數。但廖欽
銅表示，最有效的方法應是要興建
捷運站，他已多次在公聽會以及開
會時提過此訴求，市府都未做出正
面回應。居民林姓學生則表示，因
木柵路塞車通勤時間會稍長，但不
會堵到和興路，而且從小到大也已
經習以為常。
木柵路車流量大，地狹人稠，台
北市政府交通局說拓寬道路不可
行，因此廖欽銅只能將希望放在興
建捷運上。目前捷運環狀線第二階
段南環段的規畫為：由台北市木柵
動物園起，經新光路、政治大學（四
維道）、永安街 22 巷、木柵路、
穿越景美溪經南側新北市新店區遠
東工業區、新店民權路，預定在鄰
近的木柵路二段與興隆路四段設
站。要經公聽會、說明會與意願調
查等取得地方共識，不過仍然尚未
定案。未來期望解決木柵路上下班
尖峰時刻擁擠的車潮，以及國家考
試時，大批考生湧入的窘境。

新店華城路 開始拓寬
記者潘宥汝、曾慶豪／新店報導
為改善新店華城地區對外交
通， 新 北 市 政 府 工 務 局 特 辦 理
「新店區華城路拓寬工程」於今
年 9 月 23 日開工，預計將於民
國 106 年 9 月 上 旬 完 工， 該 工
程總經費約 1 億 3500 萬元。
華城路位於新店山區，是眾多
大型社區居民與學生對外的唯一
道路，但上下山卻只有單線道，
因此上下班的尖峰時間以及上下
課時間的接送潮都會造成交通回
堵的情形。華城路道路狹窄，且
上山沿路少有號誌系統，行人若

想穿越馬路實為危險困難。當地
居民陳先生表示，此處交通堵塞
狀況已經持續多年，只要是上下
班時間都是噩夢，且多次向主管
機關反應都未見成效，而現在終
於要進行道路拓寬，非常期待完
工後道路暢通。
華城里里長花秋賢表示，華城
里有多達十幾個大型社區，人口
密度高，而某些道路僅七公尺寬
且為單一車道，現在進行拓寬，
待完工後雙向均有兩車道，應該
可以順利排解交通回堵的問題。
經民代向中央、市府爭取預算

後， 動 工 拓 寬 華 城 路 預 計 完 工
後，居民交通尖鋒時段可節省五
到十分鐘車程。
養護工程處表示，整個拓寬工
程長度約 735 公尺，拓寬後寬度
約 20 公尺，工程設計順應自然
地形，採擋土排樁、懸臂式擋土
牆等方式防護邊坡，同時改善工
程周邊排水問題，完工後雙向各
畫設二車道，將提升下城里、頂
城里、太平里、華城里、塗潭里、
直潭里、美城里等七里的用路環
境。拓寬工程預計將於 106 年 9
月上旬完工。

優人神鼓 鼓動人心
記者戴唯琪、沈奕萱／台北報導
民國 87 年，優人神鼓創辦人及藝術總監
劉若瑀，成立該團體 ( 見上圖，攝影／沈
奕萱。)，至今已 18 年，以鼓作為基本，
結合了武術、舞蹈、戲劇等的表演團體，實
踐「道藝合一」的精神。近年來，優人神
鼓也不停息的培養專業人才，除成立青年優
人、景文高中表演藝術班外，最為特別是自
民國 98 年開始的「彰監鼓藝傳承計劃」。
對於彰監鼓藝計畫，劉若瑀表示，一開始
只是去做文化的交流，然而，當時的彰化縣
文化局局長建議優人神鼓到彰化監獄教授打
社長／黃惠英

指導老師／鍾祖豪

鼓，劉若瑀一方面覺得鼓可以鼓舞人心，另
一方面也想傳承傳統技藝，便接受了這個提
議，成立「彰監鼓舞打擊樂團」，在這七年
間，帶領著收容人以靜坐來靜心，並學習擊
鼓的技藝，在今年更舉辦了《77 個擁抱》
的巡迴，由劉若瑀率領優人神鼓及彰監鼓舞
打擊樂團透過雲腳方式 ( 雲腳：優人用腳親
炙大地，以「走一天路，打一場鼓」的「雲
腳」方式淬煉自我 )，以步行方式傳遞愛，
不僅深入西台灣的 11 個矯正單位，也在七
個縣市中舉辦演出，展現收容人士經過訓練
後的成果。

總編輯／李瑞瑾

副總編輯／林珊珊、林庭羽

「鼓是一種不算細緻的樂器，剛好可以和
他們身體的力量結合。」劉若瑀說起收容人
接觸鼓的模樣，表示他們的學習態度都很良
好，也從中學習到如何團結合作，一起學習
如何打鼓。收容人阿華（化名）表示，一開
始會有一種無力感，但在經過一次一次的練
習以後，成就感會漸漸滋長。提到自己最大
的改變，阿華表示，自己的脾氣變好很多，
比從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脾氣。
「原諒」與「接受」是劉若瑀一直傳達的
訊息，也是《77 個擁抱》暗藏的意涵，聖
經裡提到要原諒一個人七十個七次，劉若瑀

認為七十個七次其實是無限次的意思，帶著
這些現在或曾經在監獄中的孩子是困難的，
他們可能還是會不小心走向回頭路，價值觀
的不同也會產生衝突，但是原諒他們所犯的
過錯，不放棄任何一個人，他們就有下一次
的機會去改變自己，劉若瑀希望能傳遞擁抱
和愛的精神，希望每一個孩子都能被引領至
對的道路。
經過七年耕耘，已有三位更生人成為優人
神鼓團員、二位擔任技術人員，這樣的改變
不是非常快，但是對於每一位彰監鼓舞打擊
樂團的成員來說，這是他們人生的轉捩點。
編輯／程于晏、劉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