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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勤三莊混居制
世代鴻溝引爭議
徐弘庭：須以妥善照顧榮民前提規畫
記者周君燕、鄭詠心／文山報導
鑒於青年租屋及妥善運用閒置
空房，台北市政府擬將原為安置單
身榮民的忠勤三莊改為混居模式。
而台北市議員徐弘庭表示，生活作
息不同的兩族群不宜混居。
台北市政府無償將忠勤三莊借
給國防部當作榮民單身宿舍，合約
已於去年到期，而軍方並未續借。
如今市府考量青年租屋，希望運用
閒置空房採「混居」方式，讓青年

以便宜租金入住。
國防部 6 月時曾貼出公告要求
不符單身資格榮民搬遷。對此，徐
弘庭直言，忠勤三莊使用初衷為照
顧榮民，如今不論榮民是否符合資
格，應維持初衷繼續照顧榮民及眷
屬。忠勤三莊附近居民張長興表
示，忠勤三莊為提供退伍後榮民能
安居樂業的場所。榮民們長時間居
住此地已習慣周遭環境，而附近的
景美運動公園也提供榮民良好的

▲攤位退縮至紅磚道。

休憩與運動場所。希望政府除了考
量青年租屋需求，也有完善的榮民
安置規畫。
因房間狹小僅三到四坪，榮民將
其他空房作為倉庫及餐廳使用。目
前共有 36 人占用 93 間房，平均
一個人使用三到四間房，空屋閒置
問題嚴重。忠勤三莊自治會長鄧豐
潤從民國 61 年居住至今，長達 40
多年，習慣當地居住環境，並表示
若被迫搬遷，不知該何去何從。

攝影／林昱萱

建國攤商 還路於民
記者林昱萱、蔡芃敏／新店報導
已經有數十年歷史的建國市場，在攤商
自治會成立後，現在有了全新的面貌。改
善了以往為人詬病的諸多問題。
建國路市場過去由於攤商眾多，攤販商
品擺放位置逼近馬路，所以時常發生占據
車道而與民爭道的危險情況，也常有民眾
投訴攤商占據街道，導致交通堵塞、噪音
汙染及環境衛生髒亂等問題。但建國市場
於民國 104 年開始，由新北市經濟發展局
及市場處輔導後，成立管理委員會。起先
有攤商因租金問題而不願配合，經由議員
金中玉居中協調後，與攤販建立共識。建
國市場也於今年 9 月取得合法營業資格，
並於 10 月初正式揭牌。建國市場同時也是
「新北市集和攤商管理辦法」實施後，第
一個取得營業核准的攤區。對此，金中玉
表示，過去服務處和警局時常會接到上百
通的投訴電話，但現在幾乎沒有再接獲民
眾抱怨。
針對攤區的改變，攤商自治會成員張仁
社長／黃惠英

指導老師／鍾祖豪

杰也提到，如果沒有成立自治會，路邊擺
攤一定會被警察開單，自治會成立後，等
於和政府合法租時間，在承租時間內攤商
也不會再被開單、不會再有躲警察的窘境
了。對於改變後的建國市場，民眾及攤商
則抱有不同看法和意見。其中，經營水果
攤的自治會成員陳先生表示，自治會成立
後，最大的改善就是市場變得整齊，附近
居民對於攤販的接受度也提高。民眾古小
姐也說，和過去相比，現今街道確實變得
較為乾淨，交通安全方面也比以往好很多。
而民眾王先生則認為，平日集合攤區沒有
太大問題，不過假日前往市場採買的民眾
較多，周末攤區範圍內的交通安全情況並
未有顯著改善。
建國市場的改變，直接影響當地商家和
居民。攤區能在承租時間內合法營業且「還
路於民」，民眾也因此擁有一個較為安全
及衛生的購買環境。但要如何改善假日車
流與人潮增多的情況，也是現今建國市場
所面臨的難題。

總編輯／李瑞瑾

副總編輯／林珊珊、林庭羽

忠勤三莊為自成一格的封閉式
區域，未考量當地地理位置、交通
系統及外、內部環境而貿然讓青年
居住，是否適合青年一事存疑，且
二個族群生活習慣的不同容易造
成摩擦，如老年族群與青年族群晚
上睡眠時間及早上起床時間不同，
恐互相干擾。
台北市政府財政局非公用財產
管理科科長林昆華說明，市府期盼
能改善空房閒置問題，以最有效率

▲不少家長帶著小朋友來逛夜市。

方式使用空間。忠勤三莊一事目前
還處在協商的階段，還要等待軍方
提出妥當且完善的空間規畫方案，
經財政局同意，才能進行後續政策
的執行。
長時間居住在忠勤三莊的榮民
都已經習慣忠勤三莊的環境，而且
搬遷將對年邁的榮民造成身心衝
擊。徐弘庭期盼能在照顧榮民為前
提下繼續提供居所。國防部則希望
土地續約且表示不迫遷榮民。

攝影／潘姿穎

橋下星光 人潮眾多
記者翁于婕、潘姿穎／新北報導
三重重新橋下的星光夜市自 6 月初開幕，
鮮明的特色吸引民眾，迄今逢假日平均每
日來客數都能達到 2000 多人。
星光夜市因為受重新橋下橋體遮蔽的關
係，讓它不論晴雨都能營業。星光夜市攤
商老闆楊博宇笑著說：「像現在剛好就是
下雨的天氣，這裡其實不太會受天氣影響，
只要你願意來逛。」
星光夜市攤商眾多，開幕初期攤商數曾
高達 200 多家，激烈競爭下淘汰了部分重
複性較高的攤位，至今仍有 130 餘家，更
有不少別具特色的攤位，像是貨櫃型式的
連鎖漢堡店及便利商店，讓民眾在逛夜市
時能有許多選擇。家裡經營娛樂性質攤位，
目前就讀高中的豪豪（化名）也提到，星
光夜市具備各種攤位，有吃有玩，旁邊又
是都會公園，加上夜市周邊就有高達 36 個
寶可夢補給站，除逛街、運動之外，也有
不少民眾會特地來這裡抓寶。
除此之外，這裡的交通也十分便利。相

較於大部分夜市常有停車問題，星光夜市
旁設有寬敞的汽、機車停車場，低廉的停
車費用讓來逛夜市的民眾不必擔心交通工
具無處停放。家住新莊的民眾李先生表示，
星光夜市停車方便，又可以不受天氣影響
地逛街；三重居民林先生則指出，夜市位
在河堤外，距離住宅區不會太近，不至於
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品質，也是一大優勢。
值得一提的是，星光夜市在規畫上，除
了二側低牆可以讓民眾坐下休憩，並且設
有洗手台及無障礙廁所之外，夜市內也有
不少垃圾桶，還有專人負責清理環境。林
先生認為，夜市內垃圾桶很多，將減少遊
客隨手亂丟垃圾的機會，整體環境明顯比
其他夜市還來得乾淨許多。星光夜市管理
部經理葉智勇對此表示，星光夜市雇用了
大量的清潔人員，希望給遊客一個更乾淨
的環境。不過因為夜市偏向狹長型結構，
人多時感覺會擠在一起。林先生也建議，
停車場入口及夜市內的動線及排隊方式可
能需要再作改善。
編輯／程于晏、劉頤

2 文山匯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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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貓計畫 打造文山綠地標
貓空 貓纜 貓熊整合難 王閔生：開發不平均 無法感受市府用心
記者林韶君、劉哲源／文山報導
台北市政府提出「貓空纜車未來
營運策略」，同時，台北市政府都
市發展局將推動「三貓產業發展計
畫」，為文山區觀光再添光彩。
「三貓產業發展計畫」就是指統
整貓空、貓纜以及貓熊三項產業，
使之結合，並推行動物園的觀光，
同時，文山區議員王閔生也提出了
三貓計畫的不足，也準備在下次的
議會質詢中直接向台北市市長柯
文哲提出想法。
文山區區長秘書黃進能說，目前
三貓計畫以貓空業者為最大的障

礙，許多在貓空主要商店街的建築
皆為違建，在安全考量上，已成為
一大疑慮，若要結合貓纜和貓空，
違建必須盡快解決，計畫才有進行
的空間。
王閔生則表示，文山三貓計畫於
去年提出，可是至今都還沒有具體
的行為，且在根本上有開發的問
題，因為貓空和貓纜都是屬於指南
山裡的指南里，但其實指南山還有
一個老泉里，若三貓計畫依照原本
的構思進行，將會造成開發不平均
的問題。王閔生也指出，三貓計畫
實施不但一延再延，目前新提出的

文山發展計畫感覺也只是拼拼湊
湊，無法感受到市府的用心，而他
將在下一次議會對柯文哲再次提
出訴求，希望能盡快讓三貓計畫拍
板定案。
在這次由都發局所提出的三貓
計畫中，希望讓到文山區旅遊的民
眾能先至貓空喝茶，再搭乘纜車欣
賞沿途風景，夜晚則可以到動物園
對面的河岸露營，打造全天的綠旅
行計畫。對此，當地民眾陳永茂表
示，希望能結合當地文化特色，營
造出專屬文山區的綠地標，帶起生
態之旅的風氣。

▲貓空是市府提出的三貓計畫中最為關鍵的角色。

攝影／林韶君

里長請願 18 年 興業荒地終於變綠了

▲興業里里長洪長榮解說綠化過程。

攝影／林欣頻

記者洪羽潔、林欣頻／文山報導
興業里里長洪長榮自民國 87 年
上 任 來 致 力 於 推 動 28 綠 地 的 美
化，卻因經費問題屢遭駁回。日前
他偕同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再次提
案，終獲支持。
28 號綠地位於仙跡岩麥田支線
登山口，因長年無人管理，造成環
境髒亂，甚至為登革熱好發地點，
居民抗議聲不斷。興業里里民許聰
成說：「以前這裡很髒亂，蚊蟲很
多。」洪長榮盼透過綠美化來改
善，曾找時任台北市市長馬英九求
助，但被以無經費徵收為由拒絕；
前任台北市市長郝龍斌上任後，洪
長榮再次提案，得到的回應卻是談
到錢就不用談了。
儘管公部門無力執行，洪長榮仍
不放棄，待議員簡舒培上任後，請

景美溪岸先防洪後美化
記者李柏翰、林欣慧／文山報導
針對景美溪對岸新店段，附近居
民希望可以增設美化工程。對此，
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副局長曾鈞敏
表示，目前仍然無法進行相關規
畫，必須先從防洪工程開始做起。
曾鈞敏表明，對於民眾在左岸增
設腳踏車道的建議，恐怕難以實
行。由於左側距離河川主流較近，
腹地並沒有足夠的空間來設置腳
踏車道，且河川時常衝擊左岸的防
洪牆，基於安全考量，左岸防洪牆
是需要持續維護。若設置腳踏車
道，則有可能會影響到通洪能力，

要在左岸設置腳踏車道，短期內恐
怕無法實行。
目前規畫將在 12 月初於景美溪
左岸及世新大學附近河堤，進行丁
壩工程的修整與增設。曾鈞敏表
示，會暫時封閉景美溪右岸的出入
口。由於前陣子颱風接連侵襲，導
致丁壩不斷被沖刷，使得周圍的防
洪設施變得更加薄弱，希望能夠盡
速修整丁壩防洪設施，導正水流方
向，減少左岸面臨侵蝕的危機，讓
附近居民能夠更加安心。
針對美化工程的設施，曾鈞敏則
表示仍有規畫空間，在進行河堤保

▲河川局將對景美溪河岸進行修繕及美化工程。
召集人／王信硯

編輯／傅大容、薛宇彤

護工程時，也會同時進行防洪牆的
美化工作，提升防洪牆面視覺上的
觀感。河川局曾經考慮過在牆面進
行馬賽克拼貼，但因造價、維護費
用高昂而放棄。目前第十河川局考
慮透過舉辦防洪繪畫比賽，向優勝
者取得圖畫的版權，並複製在防洪
牆面上。
河川局表示將會針對景美溪左
岸、世新大學附近河堤，進行修整
及增設保護工程，並持續對河堤美
化進行規畫。而民眾設置腳踏車道
的建議，河川局評估過後，在安全
為第一優先的前提下，難以實現。

攝影／林欣慧

求議員幫助。起初，簡舒培認為政
府雖無經費得以徵收，但身為地主
的日勝生董事長林榮顯未盡到管
理與維護的責任，環保局理應對地
主開罰，希望透過此方式督促地主
改善。
簡舒培與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及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
工程管理處溝通後，提出以認養的
辦法來解決環境髒亂的問題，不僅
能給居民舒適的生活環境，也不需
花費 40 多億徵收土地。該想法被
柯文哲接納，並令公園處執行此
案，公園處與地主協調後，林榮顯
也釋出善意，允許北市認養土地，
進而綠化社區。
長期致力於社區綠美化的洪長
榮，認養了社區內的防火巷、畸零
地進行美化，也於 28 號綠地施工

期間，積極監督並提出想法，最終
此項工程僅花費市府 100 萬左右
即達到綠美化的成效，解決了市府
經費不足的問題。
興業里日前舉辦 28 號綠地美化
竣工暨登山活動，盼里民共同見證
美化成果，前來的里民都對綠化後
的社區讚譽有加，21 鄰鄰長葉和
成說：「以前很髒亂，經過規畫再
整理，美化以後看起來比較漂亮、
舒服。」
北市若有地主無暇管理的公園
預定地，可以透過溝通協調後由政
府代為管理，28 號綠地便是一個
成功案例。簡舒培表示，在寸土寸
金的台北市，要讓市民有舒適的生
活環境，市府與公園處應翻轉舊有
教條，並非徵收後才能夠進行綠地
美化。

興隆公宅 衝擊周邊交通
記者汪昱伶、邱于庭／文山報導
台北市議員徐弘庭表示，文
山區規畫許多公共住宅，使得
原先惡劣的交通，在未來公共
住宅落成後，可能更嚴重，耗
費大筆資金都無法補救。
文山區房地產價格相對便宜，
加上現有房屋老舊，台北市政
府預計在此推動 2 萬戶公共住
宅；但是人口飽和的文山區，
交通已不便，未來若人潮湧入，
問題將更嚴重；徐弘庭表示他
並不反對蓋公宅，可是對交通
問題，市府卻沒有做事前規畫，
一直到里長和議員反對才草草
制定配套措施。
租金低廉的安康社區在市府
制定入住資格下，居民享有優
先入住興隆公宅的資格，徐弘
庭指出若安康社區居民搬入興
隆公宅，原本所負擔的低廉租
金將上漲約一到二倍；社區內
約有 50 戶居民無法負擔，只能
留下來繼續居住在安康社區內，
他批評台北市政府，花費 1300
多億，卻訂立這麼嚴苛的租賃
條件，那些錢，是否有照顧到

這些真正需要的民眾。
待文山區公宅落成後，人口
增加，將使未來交通更不順暢，
明義里長仇世屏表示他和部分
文山區里長都希望市府可以早
日通過捷運南環線，雖民國 97
年已經說要建蓋，但至今仍未
動工，期望政府盡快通過南環
線，而非只是一直規畫捷運南
環線。
仇世屏在興隆公宅議題上，
與徐弘庭有不同的意見，在分
配上，有七成的房屋給一般戶，
另外三成則是全給安康社區弱
勢戶，但並非所有的弱勢族群
都能立即入住，而是依照市府
調查的弱勢戶之收入，由無工
作能力的住戶先搬入公宅。至
於其他尚未搬入公宅的安康住
戶，可以在公宅陸續完工後，
優先搬入其他公宅。
仇世屏認為，弱勢族群需要
公共住宅，政府應當介入輔導，
然後依照有無工作能力，分別
給予幫助，提供有工作能力者
職業訓練，而給予無工作能力
者志工身分，協助里區。

3 新店連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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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甘苦談 : 救人是使命
新店分隊凝聚力強 蕭獻議：我們不是超人 望民眾少苛責多鼓勵
記者韋可琦、祝敏婷／新店報導
他 們 不 是 英 雄， 也 不 是 超
人。「 Our Family Helping Your
Family」， 是 一 名 從 事 消 防 工 作
14 年的「資深學長」魏旭昇對這
份行業的詮釋。
即使在人聲寂靜的夜晚，新店二
輛救護車依舊在車道上奔馳。對於
消防員「勤二休一」的輪班制度，
消防局新店分隊隊員魏旭昇說，
「我們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彼此的
感情就跟家人一樣。」一個月休假
約 13 天，看似很多，然而，面對
超長的工時，消防員有許多難言之
隱，尤其是家人需要他們時，卻不
能陪在家人身邊。魏旭昇坦言，消
防員的家人比消防員還偉大。

對消防局新店分隊隊員李延達
而言，消防員是一份收入穩定又能
捨己救人的工作。李延達談起他過
去的工作，他表示自己大概只堅持
了二年左右，但卻在消防員這行堅
持了八年。他指出，消防員的工作
不時需要學習新的戰術、新的救災
模式、新的器材設備，以便提升消
防員的技術，為更多人服務。
每當有重大災難發生時，民眾首
先想起的就是消防員。消防局新店
分隊分隊長張汝輝認為，救人是使
命，不是為了成為英雄。消防員除
了救災救護以外，還要做一些捕蜂
抓蛇、抓貓狗等非本業勤務，許多
消防人員也曾因此受傷。
消防局新店分隊小隊長蕭獻議

▼司機協助坐輪椅的乘客上車，圖為示意圖。

也表示，消防員盡力為民眾服務，
但是，在人力吃緊的情況下，反而
會影響救災救護的勤務運作。
消防員每日的後勤工作也不容
忽視，晨間車輛保養、設備檢查、
水源查察等，都是為了在緊急狀況
能夠隨時準備，以確保執勤安全。
每一通 119 背後，都代表著消
防弟兄日復一日的訓練。醫院、學
校、社區，也不難看見消防員穿著
紅色制服的身影。蕭獻議表示，台
灣社會對消防員要求特別高，消防
員被塑造成英雄。
消防員竭力保護民眾生命財產，
也不免伴隨著精神壓力。蕭獻議坦
言，「我們不是超人」，希望民眾 ▲消防員架設繩索並且搭配 SKED（捲筒式擔架），開始進行人命救助
攝影／韋可琦
訓練。
給予消防員的鼓勵多於苛責。
攝影／李冠勳

公共托老中心 注入銀髮活力

小黃化身無障礙變形金剛
記者李冠勳、汪薪／新店報導
目前新北地區共有六處醫療院所
配備了無障礙計程車停車位，耕莘
醫院就是其中之一。
耕莘醫院志工章月美指出，傳統
計程車與無障礙計程車差異性較
大，由於傳統計程車需要行動不便
者跨越計程車爬上爬下，不僅不便
也很危險，相較之下，無障礙計程
車可以直接以輪椅上下車，無疑對
病人有更實質上的幫助。
多一份貼心，社會就多一點溫
暖，許多車行引進無障礙計程車，
目的就是方便乘坐輪椅的身障人
士。上下車時，他們的輪椅不再需
要搬上搬下，也更有安全保障。
據健保局調查顯示，65 歲以上
的老人，平均每年到醫院看病的次

數將近 27 次，這代表每個老人平
均每個月都會到醫院二次以上，許
多老人因行動不便需要乘坐輪椅，
然而對身心障礙或行動不便的朋友
而言，傳統計程車可能較無安全與
便利性。
傳統計程車司機在服務行動不便
的輪椅使用者時，司機必須下車將
乘客抱進車內。在抱的過程中，許
多司機擔心乘客會因為擠壓而受
傷，所以謹慎的同時也將動作放慢
放小，上下車的時間也因此拉長許
多。無障礙計程車司機張立明指出
相較於傳統計程車，無障礙計程車
整體車型較大，車內設置了輪椅使
用者的專用上下車機器，司機只要
將後車廂打開，再將輪椅使用者推
至車廂後指定的平台，按下開關按

鈕即可升降至車內，不只給了民眾
更安全的乘車環境，更帶給司機許
多方便。
無障礙計程車司機張立明說明，
三年前因應政府政策，將原本的傳
統計程車換成無障礙計程車。駕駛
無障礙計程車後，開車收入相較之
前有明顯增加，但因為此種車款在
購入時成本較高，所以無障礙計程
車司機除了以服務身障人士為優先
以外，還會配合多人出遊或機場接
送的叫車服務。
因為此款車輛數量有限，再加上
雙北範圍太大，張立明也呼籲乘客
在叫車時，可以提前打去車行預
定，以避免叫不到車的風險，期許
往後政府及車行能讓此車款更加普
及來服務有此需求的民眾。

記者李奕寰、劉羽恒／新店報導
隨著高齡化社會的到來，老人福利越來越被重視，除了政府推
動政策外，許多民間的社福團體也努力協助，而碧潭公共托老中
心，正是新北第一個政府和民間合作的例子。
新店區近十年人口老化程度提高，因此老年福利服務及醫療照
顧更顯重要。新店區公所除了提供老人補助津貼、愛心卡外，也
提供長期照顧服務。碧潭公共托老中心－－日間照護中心暨銀髮
俱樂部，是新北市第一個公辦民營的日間照護中心主要提供輕中
度失能或失智老人日間照顧服務，服務人數可達 24 人，而銀髮俱
樂部也會設計活動給銀髮族群參與，為他們的生命再次注入活力。
碧潭公共托老中心社工師陳冠妤表示，日間照護中心成立的目
的，是提供失智老人一個白天可以被照顧的照顧場所，當失智老
人的家人外出工作時，將失智老人送至日間照護中心照顧，晚上
再由家人帶回家庭照顧。中心的長者大多都有自理能力，失智症
狀較不嚴重。托老所病患家屬張先生則表示，當他決定託日間照
顧中心照護家中長輩後，除了長輩老年失智的症狀逐漸減緩，也
讓他更能專注於事業上，無後顧之憂。
針對目前新北市的老人福利概況，已達當初新北市在推動老人
福利時設立十家照顧中心的標準，但面對為數眾多的老年人口，
仍是供不應求。除了政府的配套措施之外，家屬也需要清楚了解
長者身心狀況。當老人有初步失智或失能症狀，就必須立即治療
或請託照顧中心協助照護，才不至於在晚年情況更嚴重時，付出
更多的社會資源及人力成本。

▲一名志工正在與銀髮族互動。

攝影／劉羽恒

公園藝術裝置 凝聚社區文化意識

▲新店區隨處可見結合環境的藝術，充滿特色的告示牌也是藝術團隊的
攝影／林韋宏
巧思。

記者林韋宏、蔡家愷／新店報導
由新店區公所主辦的「公共藝術
季 新店逍遙．游」於 10 月初開
跑，新店區內各個角落經藝術團隊
的巧思下結合生態地形，形成不只
美觀更成為環境改善一大助力的
藝術景觀。
新店區公所主任秘書陳麗卿表
示，台北縣政府時期於新店區打造
的各式公共建設，未依照法規增加
公共藝術裝置，直到今年才編列了

相關經費在適當的地點打造二個
永久性藝術裝置與多個臨時性作
品。其中一個永久性藝術裝置位於
三民公園，由褚瑞基所設計，他考
量附近居民對公園高度的使用需
求，符合公共建設的定義，並利用
當中的生態環境做出與之相融合
的「屋頂上的風」，將舊式的屋瓦
連接地景草皮，將上一代人的記憶
融合在公園現有的環境中。
藝術執行團隊禾磊藝術策展人

吳慧貞表示，公共藝術不僅侷限於
美觀，也要能凝聚起當地文化的共
有意識，此次嘗試在新店各社區公
園的生態環境置入藝術，更希望能
成為社區營造的一大動力。吳慧貞
說道，二個設置永久性藝術裝置的
公園（三民公園、大豐公園）附近
的巷弄代表著當時圍繞在瑠公圳
附近居住的農村社會文化，藉由藝
術的融入使水文歷史的浮現，令其
裝置更顯意義。

召集人／牛雨晗

編輯／廖燕婷、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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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成就趙小蘭
歸功父母
記者莊詠豪、高子涵／台北報導
八歲就到國外求學，從學生到成為
美國勞工部長，趙小蘭 ( 見左圖，
攝 影 ／ 高 子 涵。) 勉 勵 青 年 學
子，即使西方文化是相對強
勢的，但千萬別忘了自己
的優勢和屬於東方的文化
和語言。

對於想
出國留學的
學生，趙小蘭日
前接受本報採訪建議，
世界變得很快，必須做的就是
每天吸取新知去拓展視野。在資
訊發達的現代，不同生活圈的牽動
性很強的，多吸收各種領域的知識，
對自身很有幫助。而她也強調，其
中最重要的是，不要遺忘自己原本

訪再興勉學子不忘本
的語言和文化，在全球化的世
界裡，不只是去向別人學習，
反之，別人也會對你的母語、文化風
情產生好奇。除了積極學習新知，也別忘了
大方地分享自己的家鄉文化，有自信地和外國
人交流。
趙小蘭在喬治 ‧ 沃克 ‧ 布希總統任內擔
任勞工部長，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閣
員，更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唯一連任二屆、任
滿八年的勞工部長。這些成就，趙小蘭全部歸
功於她的父親趙錫成。
在學時期，趙小蘭八歲時移民美國，父親給
了她很深的啟發，她表示，儘管他們到美國的
第一年生活很艱辛，但她的父母依然很重視家
庭和教育，她的父親無論是從餐廳端盤子，到
成為遠洋輪船長，趙小蘭看到的都是他對工作
及人生負責任的態度。無論處境好壞，她的父
母總是相當積極樂觀，而他們總是堅持讓她和
妹妹們受到最好的教育，如果沒有父母的愛和
支持，她們也無法在今日有一番成就。

談到回母校的印象，趙小蘭回憶，之前以艾
森豪獎得主身分來到再興學校，當時的校長朱
秀榮便展示出趙小蘭在小學部一年級的成績
單，趙小蘭笑稱，還好當時我的表現並沒有很
差。「每次我回到台灣，我總會安排時間探訪
再興。」趙小蘭也提到，每當她回到這個校園，
看見許多師生，以及具有潛力的青年學子，使
她感受到莘莘學子的活力，而歷歷在目的校園
回憶也令她回味無窮。

▲趙小蘭回母校鼓勵學生。

攝影／高子涵

每天餵兔吃紅蘿蔔 你犯了嗎？
記者吳冠輝、黃俊翔／台北報導
說到養寵物，許多人都會想到小
狗小貓。事實上，在台灣養兔子的
人數也不少，但是兔子的習性與貓
狗不同，多數新手飼主會因為錯誤
的飼養方式對兔子造成傷害。
大部分卡通中，兔子角色總是吃
著紅蘿蔔，但在現實生活中並不適

合。獸醫顧裕傑表示，若飼主長期
以紅蘿蔔為主食餵食會造成兔子
營養不良，甚至會導致維生素中
毒。正確的主食應該選擇牧草以及
兔子飼料，牧草中的纖維質除了可
以促進腸胃蠕動，也可以幫助兔子
磨牙。
飼養兔子五年的曹舒晴表示，剛

開始飼養兔子時沒有用籠子，而是
讓牠在家裡到處跑，也因此咬壞了
家中許多電器的電線，之後才以籠
子飼養。顧裕傑表示，兔子的腳掌
不像狗跟貓一樣有肉墊，建議在籠
子底部鋪木板或是塑膠防滑墊，這
樣可以預防兔子的腳掌長期下來
被鐵籠割傷。

許多人會把飼養貓犬的習慣套
用在兔子身上，然而，許多錯誤的
飼養方式導致兔子的死亡率比貓
狗都來得高。
顧裕傑表示，若發覺家中兔子不
吃飼料、排水便，很可能就是生病
了，建議立刻到獸醫院檢查，以免
症狀更加嚴重。

▲兔子是常見寵物。攝影／黃俊翔

「吃藜麥 防衰老」 翻譯軟體升級 編譯受衝擊
記者李玟逸、李祐萱／台北報導
近年來，健康意識盛行，營養師
邱淑娟表示，藜麥不但含有高蛋白
質，也有豐富的礦物質含量，能夠
預防許多疾病，改善身體機能，也
因此成為一項新興健康食品，被譽
為「穀物之母」。
邱淑娟指出，藜麥中錳、鐵、
鋅、鈣等礦物質營養含量高，膳食
纖維比一般白米飯多了約十倍，對
於血糖的影響會比一般的白米飯
來得更輕微，也因為不含麩質的關
係，是麥製品最好的替代品。
她也提醒，藜麥的鉀含量較高，
對於腎臟功能不佳的人不適合攝
取過多。另外，食用藜麥也可以改
善體內的酸鹼平衡，緩解血管壓
力，減少心臟病的發生機率。
民眾劉淑媛表示，平常在家就有
吃藜麥的習慣，也因為藜麥比起其
他穀物，並沒有其他特殊的味道和
口感，家人比較能夠接受。而藜麥
有紅、白、黑三種顏色，紅藜麥的
色澤較為鮮豔，適合用在沙拉或是
需要粒粒分明的菜餚中，其纖維質
也是三者之中最高的；白藜麥是三
者之中最常見的，其口感鬆脆，有
著淡淡青草香；黑藜麥的味道則比
白藜麥來的甜，較有嚼勁。
召集人／陳明憲

另外，藜麥含有類黃酮，因此比
一般的穀物有更多抗氧化能力。但
藜麥與一般米相比，熱量較高，建
議在攝取時注意分量，適時減少其
他主食。
而藜麥烹調的方式也十分簡單，
只需稍加清洗之後，以藜麥比水一
比二放入電鍋和米一起煮即可。另
外也可以以藜麥比水一比一煮熟
後，拌入沙拉裡，就是一道營養滿
分的佳餚。
藜麥的種植歷史已經超過 7000
年，可稱為糧食之母，是人類完美
的全營養食品，除了有豐富的蛋
白質以外，不含膽固醇以及低鈉、
豐富的纖維含量也是近年來受到
矚目的原因。民眾可以適量調配食
用，學會吃的聰明又安心，才能在
繁忙的生活中，同時也能維持身體
的健康。

▲不同藜麥功效也不同。攝影／李玟逸

編輯／劉瑋婷、鄭巧婷

記者陳冠宏、葉修宏／台北報導
翻譯軟體效能提升，為民眾帶來更便利的生活，
然而，這是否也為編譯人才帶來衝擊？
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助理教授歐冠宇指出，由於
具備外文能力的人數越來越多，造成編譯工作的
惡性削價競爭情況十分嚴重，若是未來智能翻譯
能夠更為精確，將可能造成對編譯人才專業能力
的要求提升，使得編譯者需要具備更高深的語言
編輯能力。他也表示，儘管機器學習的應用愈來
愈普遍，但仍然無法百分之百取代人的價值，讓
機器學會自主地學習，是幫助人們可以把精力更
專注於重要的內容上，而不是取代人的價值。
Google 針對旗下翻譯系統進行大幅改版，正式
啟用全新的 Google 神經機器翻譯系統，取代原
有的系統。除了全面改版外，Google 翻譯也針
對軟體進行功能升級，其中包括中文的即時鏡頭
翻譯與全新的一鍵翻譯功能，全面提升圖像與文
字的翻譯品質與體驗效能，而離線翻譯正式登陸
iOS 系統後，幫助更多用戶無論身處何地，都能
跨越語言隔閡。
從傳統的翻譯機、線上網路翻譯系統，到現在
幾乎人手一支手機就能夠使用 APP 進行即時翻
譯。歐冠宇指出，自動口譯與圖片翻譯的功能為
社會生活帶來了方便性，但也有可能造成科技依
賴，使得人們學習外文的意願降低，反而不利於
對其他民族、文化的認識。科技確實可以對人際
關係的短期互動產生幫助，但要建立長期的互動

並了解他國的文化精神，仍須仰賴長期人際間的
直接交流。
而針對翻譯系統自動學習模式會不會造成機器
取代編譯的情況，世新大學英文學系學生郭育辰
認為，機器翻譯很難取代人的創意，並且不太可
能隨時跟上流行的語彙資訊，因此，專業編譯仍
有其獨特價值。東吳大學英文學系學生王維則表
示，目前應該不用太過擔心，畢竟機器還沒有辦
法在字面上表達原文所要表達的完整意義與風
格，然而，外文專業的學生仍應該要更加積極地
培養自己的實力，以應付未來挑戰。

▲ Google 中文即時鏡頭翻譯功能。攝影／葉修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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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電影看攏嘸 在台沒市場 ?
專業名詞難理解 深入淺出最重要

▲近年歐美、華語圈財經相關電影在台北票房。 製表／程沛茜、貝薈涵

「華爾街之狼」奪冠
劇情包裝成功是賣點
記者程沛茜 / 台北報導
許多人光是看到一部電影與財
經議題沾上邊，就先入為主認為看
不懂。但事實上，近年來金融相關
電影票房不再慘兮兮，例如 2014
年上映的「華爾街之狼」票房約有
2.1 億新台幣。
影評人無影無蹤指出，電影的種
類中並沒有區分出「財經類」或是
「金融類」，但還是要與錢、交易
有關，舉凡股票、商業交易、華爾
街等。另一方面，若以劇情分析商
業性電影，通常會提到階級差異。
以「金錢怪獸」來說，講的是貧富
差距的批判。
無影無蹤表示：「我們為什麼要
去看一個大家都很有錢的電影？」
拍金融相關題材的電影，通常除了
極為富有的角色之外，會有相對被
剝削的人物；或是發大財後會有什

麼樣的下場？就像「華爾街之狼」
主角大起大落的人生。
拍攝財經相關電影比其他類型
的電影難度多出一截，其一劇本專
業度須達一定水準，其二如何讓
電影劇情平易近人也是重要課題。
無影無蹤認為，主題是財經的電影
少，大部分都是用來包裝。「例如
講人性，用金融包裝；講愛情，用
錢包裝。」
近年來，歐美與華語圈的財經相
關電影產量差距大，對此無影無蹤
表示「跟市場有關」。美國市場
大，什麼議題都會有人寫劇本。而
華語地區市場小，除了劇本難寫之
外，培養寫金融劇本的編劇也不輕
鬆。「華語市場在二十年、三十年
之後也許會看到更多金融相關的
電影，但現階段來說我覺得還是很
難，大家接受度還沒有這麼大。」

記者謝佩珈／台北報導
歐美及華語圈在金融題材電影
的產量上差距非常大，且此類型電
影在歐美的票房也相對高。根據網
路問卷調查發現，有 62% 的台灣
民眾沒有看過金融相關電影。
針對此現況，世新大學廣播電視
電影學系電視組學生陳智綺認為，
亞洲人和歐美人的理財觀念不同，
再加上歐美牽扯到很多歷史、社會
和政治等因素，他們曾經歷過經濟
大空荒、雷曼兄弟破產，相對於亞
洲，人民對金融的敏感度較高。但
影評人無影無蹤則認為：「這是巧
合！」，觀察這些賣座的金融題材
電影，其實電影內容並不是把金融
當作主題，講的還是人性貪婪的後
果，金融只是一個包裝，並不是因
為金融題材電影特別吸引人。
經由第一海外金融 APP 投票，
歐美人士最喜歡的金融題材電影
為「顛倒乾坤」，而台灣民眾票選
最好看的金融相關電影，第一名卻
是「華爾街之狼」，其次為「大賣
空」，問卷中甚至沒有人提到「顛
倒乾坤」，由此可見歐美人士和亞

洲人士的電影
取向大不相同。
調查結果顯
示， 民 眾 心 目
中戲劇性較足、
認為最專業的
金融相關電影，
皆 是「 華 爾 街
之 狼 」 奪 冠，
不少民眾表示：
「其實只有看
過 那 部 啦！」
製圖／謝佩珈
這 部 片 在 台 灣 ▲針對台灣人網路問卷調查結果。
的評價及能見度高，無影無蹤認為 奪下冠軍，接著為「玩命關頭 7」
電影找來大咖影星、預告片拍得很 的 8.19 億新台幣和「復仇者聯盟
吸引人、故事張力很大都是這部片 2：奧創紀元」的 5.65 億新台幣，
引人注目且帶來高票房的原因。陳 以英雄片和動作片奪下前三。無影
智綺也提到：「不管甚麼電影，演 無蹤認為，台灣觀眾普遍喜歡在下
員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賣點。」 班後去看個電影，放鬆心情，「可
有 67% 民眾認為，電影中金融相 能現實生活中是一個魯蛇，進到電
關名詞的出現，會影響到劇情的理 影院看到很多英雄，就像是被拯救
解，因此在金融題材電影中，最重 了。」而國片「我的少女時代」、
要的是，能深入淺出的讓觀眾理解 「大囍臨門」也創造出不少票房，
陳智綺表示華人很注重人文情感
金融專有名詞。
2015 年台灣票房排房前十名， 這方面，所以很多和家庭有關的題
以「侏羅紀世界」8.27 億新台幣 材，觀眾也較能引起共鳴。

電影金融名詞
是否影響劇情理解

調查樣本 148 人
本報財經小組網路調查
製圖／謝佩珈

電子商務瞄準 她 經濟
虛實整合 讓女性消費者購物更方便
記者陳祈安／台北報導
電子商務在市場上運作許久，而
電子商務市場的蓬勃發展，也造就
網購的商機。
2015 年尼爾森公司對台灣消費
者的網購行為進行調查，顯示 12
至 65 歲的消費者累計人數達 586
萬 人， 而 從 2014 年 的 6300 元 增
至 7200 元，增幅達 14%。在眾多
消費人口當中，「她」經濟是一股
不可忽視的力量。根據統計，女性
網 購 次 數 較 多， 加 上 勞 動 人 口 增
加，25 歲到 49 歲的女性上班族成
為消費主力群。今年 6 月，波士頓
顧問集團發表《全球財富報告》，
女性控制全球私有財產佔 30%，將
近 40 兆美元，這也代表女性商機
的崛起。

網購女裝 OB 嚴選行銷業務營運
長張祐誠表示，網路媒介的誕生，
剛好改善購物的不便利性，而公司
要做的就是推出女性願意消費的商
品，以及如何讓消費者看到產品，
商品、行銷兩者兼具。
為 了 配 合 消 費 者 的 使 用 習 慣，
OB 嚴選在近幾年建立 APP 和官方
LINE，利用網路實現整個電子化的
商務買賣過程。
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2015 年統計指出，近六成
的消費者使用手機購物，而女性比
男性更愛用智慧型手機上網購物，
MIC 也指出，多數網購者習慣用行
動網頁購物，其次是購物 APP。除
了網路上多樣的商品訊息，關鍵字
搜尋與完善的物流配送系統，也是

在市場中勝出的關鍵，民眾童昱馨
認為，若看到「顯瘦」、「增高」
等 關 鍵 字， 就 會 在 網 站 多 停 留，
並留意商品。民眾范瑀棠說常常在
OB 嚴選購物的原因，除了尺寸充
足以外，出貨速度快也是其中一個
關鍵因素。
2015 年 OB 嚴選在東區開了實體
店面，張祐誠表示設立門市就是為
了方便民眾試穿，並不是靠店面賺
營業額，而是讓許多不敢網購的消
費者，在實體店面試穿衣服適合的
尺寸，日後有更多消費行為時，願
意直接在網站上購買。透過虛實整
合，使顧客對網路品牌增添信任，
也能讓不敢網購的消費者因為實體
店面，有機會認識品牌，達到擴增
客群的效果。

台灣民眾消費習慣

▲資料來源／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製表／陳祈安

▲民眾范瑀棠分享網購的經驗。
攝影／許珮姿

製圖／吳宜庭

科技網路發達 創造線上商機
記者許珮姿／台北報導
隨著網路購物成為趨勢，拍賣網站迅速崛起，女性的商機
湧現。在電子商務市場，服飾業者相互廝殺，但網路起家的
「OB 嚴選」開出一條屬於自己的路。
許多人說「購物是女人的天性」，而電子商務的出現，促
使愛購物的女性更便利地選購商品。從前網路不發達，購買
物品都必須到特定店家，而現在電腦上用滑鼠點選商品，就
可完成消費，使許多商家有興起的機會。
網購女裝 OB 嚴選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2004 年在 Yahoo
拍賣起家，透由網購的便利性，並運用網路打響品牌知名度，
現在成為服飾產業的領頭羊之一。OB 嚴選行銷業務營運長張
祐誠表示，其實人們的消費行為並沒有改變，只是運用不同
的媒介購物而已，電子商務的出現除去很多通勤、購物的不
便利性，也省下租借店面的費用。過去女性需要特地到店面，
而現在有了網路平台，他們可以無時無刻消費。張祐誠也強
調，電子商務的核心還是「善用女性愛購物的習慣，找到一
個現在適合她的平台或媒介購物，等待產生交易。」
近年 OB 嚴選開設實體店面，讓消費者試穿衣服，建立與
品牌之間的信任。張祐誠說，開設實體店面最重要的目標，
還是希望人們回到網路上消費，當與品牌有信任關係後，就
更有信心在網路購物。然而，電子商務雖然省去店租預算，
不過還是需要克服一些技術性的困難。張祐誠提及，像是一
些網路負載量、寬頻等相關問題，都是網路經營商需要去解
決的。
張祐誠也分享，從前他是在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富
邦 momo) 女裝銷售線工作，幫供應商銷售時，他能夠做到
一千萬，但供應商在網路平台卻可以做到八千萬。他表示最
大的不同是 momo 有通路可以幫供應商行銷，但網路平台卻
可以打響品牌，效果遠比通路大很多，這也是他選擇到以網
路起家的 OB 嚴選的原因。
民眾范瑀棠第一次的網購經驗就是買 OB 嚴選的衣服，她
認為 OB 嚴選不但尺寸齊全，設計也很多元，即使身材比較
豐腴的女生，也可以穿得美美的。此外，范瑀棠描述她在網
路看到好看的衣服，就會傳到群組與朋友們分享、團購，藉
由網路與大眾分享消息，電子商務成功地刺激消費能力，成
為新一代的消費方式。
召集人／黎萱

編輯／貝薈涵、吳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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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ing Three
Special Caf'es to You
between cats and human. In this cafe, cats
are main characters.
To raise the protection awareness, every
corner in The Hope has promoted some
quotes or pictures of education concepts. Du
shared a story with us: there was a customer
who has taken care of street cats for over
ten years in Hong Kong, then immigrated to
Canada. She never stops showing concerns
for the stray animals. When she first came
to the Hope, a cat jumped on to her legs,
surprising her. Through this story, we can
learn that everyone has different ways to get
along with animals–the cat not only trusted
her but also touched her.
Most of kitties were saved in the shelter.
The Hope wants to provide a clean and

comfortable place for people who wants to
adopt street cats. It has
already helped over
100 cats to find a sweet
home in this year, but
there are still a few
kitties waiting for their
new masters. Before
deciding to adopt, people
have to fill out the form,
which include intimate
knowledge of keeping a cat.
After all, it is a responsibility
in your life. In the Hope, every
cup of coffee, every thoughtful
movements are likely to be a hope
for each and every cat to have a new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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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en Zih-Syuan（溫子萱）
Many volunteers want to help stray
animals but are unable to accept the
environment that animal shelters provide.
That’s why the half-way coffee shops have
gradually shown up. The Hope（ 讀 貓 園 貓 咪 中 途 咖 啡 ）is a place where you can
have a cup of coffee and understand the cats
—downstairs is a cat hotel.
“Running an animal half-way house（動
物 中 途 之 家 ）is far harder than we have
imagined,” shopkeeper Du, Sheng-Yuan
（ 杜 聖 元 ）said. Although in the initial
period, the shop didn’t get a high popularity,
but that didn’t change their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animals. Their meal were not
exquisite enough to solve the stray animals
issue. The real point is the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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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ffee Shop Complete the Stray Cat’s Life

Photo / Lan Ting（藍婷）

Photo / Wen Zih-Syuan（溫子萱）

Keep the Original Flavor of
Coffee and Architecture
By Lan Ting ( 藍婷 )

Triangle Garden Cafe（角公園）
is a hospitable coffee shop. There
are few seats and no restriction on
the guest’s meal time. Its purpose is
to let customers get away from their
daily routine.
Jhou, Shou-Cang（周守倉）, the
owner of Triangle Garden Cafe, used
to be a psychological counselor. He
likes to chat with people, “I hope that
I can, through the cafe, bring people
closer. I'm not only the boss, but also
a friend of my guests,” Jhou said.
Jhou and his wife, Lai, Jing-Yi（賴
靜怡）both love coffee so much that

▲Jhou, Shou-cang ( 周守倉 ) and Lai, Jing-yi ( 賴靜怡 ), the owners they dreamed of having their own
of Triangle Garden Cafe.
Photo / Lan Ting（藍婷） coffee shop and finally they made

it come true. Triangle Garden Cafe
is located in an old building. They
attach importance to local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nd they studied this
area before opening the cafe. This
couple named their shop “Triangle
Garden Cafe” was because parks
are where we go to relax ourselves.
They wanted to make customers
feel relaxed as they are in a park, a
comfortable and familiar place.
Many guests feel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afe was similar to their
hometown, where they would
recall their childhood. In fact, there
have been some warm stories. For
example, one of the customers lived

in this building about 50 years
ago. He told the owner about his
childhood in the house and pleaded
the owner to let him take a look at the
attic which is not open to customers.
There are so many memories
between him and his father.
Fate created a lot of things in the
cafe. Jhou and Lai keep the original,
kind spirit to treat their consumers.
They make Triangle Garden Cafe a
place full of warmth and charm. As
a customer, Miss Cheng, said, "It's
a quiet place that will
make
people want to spend
the whole afternoon."

Wash the Clothes and Freshen Up Your Mind

By Chuang, Yu-Ting（莊喻婷）
Have you ever felt that it is really
boring and time-wasting while
waiting for your clothes to get
cleaned at a self-service laundry?
“Wash Coffee” may subvert your
thought!
The coffee shop “Cross-9000Kilometers-to-Hand-It-to-You”（ 穿
越 九 千 公 里 交 給 你 ）combines
a laundromat with a café which
enables their customers to kill time
when doing self-service laundry. The
name of the coffee shop has a special
meaning: the owner learned how to
make desserts in Paris which is about
9800 kilometers away from Taiwan,

and he crossed the distance to bring
his baking skills back to Taiwan to
share delicious desserts with his
customers.
In a hustle and bustle city like
Taipei, people are busy living their
lives even when they get off work.
Doing housework may seem to be
annoying, but now there is a new
way to do it. “I came up with the
idea to combine a laundromat with
a café while I was doing the laundry
at a self-service laundry and felt so
bored and hungry then,” said Tang,
Yue-Ruei（湯岳叡）, the owner of
Cross-9000-Kilometers-to-Hand-

It-to-You. The coffee shop not only
provides customers a place to enjoy
a cup of coffee and some desserts
but also makes them feel not bored
anymore when doing the laundr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e
owner wants to create a place for his
customers to sneak out of the busy
life for a while.
Next time, when you are tired of
doing the laundry at an uninteresting
laundromat, bring your dirty clothes
to Cross-9000-Kilometers-to-HandIt-to-You to get them cleaned and let
Tang, Yue-Ruei make you a cup of
coffee!

▲A customer is doing the laundry at the coffee shop.
Photo / Chuang, Yu-Ting（莊喻婷）

Advisor ／ Chang Sheng-Chao（張聲肇）Executive Editor ／ Chang Chih-Yu （張芷瑜）Graphic Designers ／ Li Man-Hua （李曼華）＆ Hou Tsai-Hong （侯彩紅）
Reporters ／ Wen Zih-Syuan（溫子萱）＆ Lan Ting（藍婷）＆ Hsieh Pei-Yu（謝珮瑜）＆ Chuang Yu-Ting（莊喻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