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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三倍工資 不補休 

方案二：雙倍工資 給補休

前兩小時加發 1.33 倍工資，從第

三小時起加發 1.66 倍工資 

不補休勞工不可拒上班，可變工

作日

前兩小時加發 1.33 倍工資，從第

三小時起加發 1.66 倍工資 

不補休勞工不可拒上班，可變工

作日

前兩小時加發 1.33 倍工資，從第

三小時起加發 1.66 倍工資 

不補休勞工不可拒上班，可變工

作日

一例一休
砍假七天勞資衝突 

工時減少為落實　需搭配配套措施

文山新店大不同 產業類型是關鍵

全面實行一例一休 議員有話要說

一例一休引起學生嚴重抗議
圖為民進黨黨部前警方嚴陣以待　　　　　攝影／李芮昕

▲三種周休二日對比圖。           製表／程于晏、劉頤

　記者李芮昕、劉蕙瑀、徐沛姍、謝孟儒、

劉品彣、戴若涵／聯合報導

　「一例一休」政策，與生活息息相關。

影響範圍大到整個台灣，小至我們所居住

的文山、新店，不論是公司高層還是基層

員工都被這個政策牽動著。

　行政院於今年 6 月拍板通過《勞動基準

法》中有關「一例一休」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引發外界爭議。

　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4
年勞工平均年工時比較表顯示，2014 年台

灣勞工平均年工時為 2141 小時，遠超出

OECD 國家平均年工時 1770的小時，也

就是台灣勞工較其他 OECD 國家勞工每年

平均多工作約 46 天。勞動部於 2015 年初

通過勞基法修正案，「法定工時雙週 84 小

時變每週 40 小時」，就此拉開了「一例一

休」的序幕。民進黨承諾 2016 年新政府

上任後，將維持全國一致性，落實週休二

日，但因資方的抗議，以及國民黨部分黨

員的帶頭反對，經協商後，在不恢復七日

國定假日下，每一個雙週減去的四個小時

轉為週休二日，然而勞工團體、未完全接

受二例假日，勞委會因此誕生一個新方法，

即「一例一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陳政亮

表示，「一例一休」的「休」指的是休息

日並不是休假，此休息日是指資方可以要

求勞方來上班，事實上並未達到減少工時

的效果。反而為配合「一例一休」將廢除

原定 19 天國定假日中的七天，此舉造成勞

工團體極大的反彈。陳政亮提到，政府隨

後提出將增加勞工的特別休假，但並未放

入此次「一例一休」的修法內容，僅是口

頭承諾。勞工團體希望政府先全面提出適

合配套「一例一休」衍生的相關政策與法

規，勞資政三方再逐一討論，選擇最恰當

的政策。

　為了達到「一例一休」真正的目的，陳

政亮建議運用限制加班及增加休假二大政

策，有效落實降低年工時的目標。其中，

可以透過修改勞基法的規範，降低加班的

上限時數，例如將原本一個月加班不得超

過 46 小時，修改為不得超過 30 小時；或

可以藉由提高加班費的計算基準，藉此限

制加班，降低工時。也可運用增加國定假

日及員工特別休假來增加休假時間。

　 　 

　

　文山區最主要的產業為服務業和營造

業，新店區最主要的產業卻為高科技產業。

面對產業類型不同，台灣四零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MOXA）員工張益瑞表示，目

前他們完全沒有受到「一例一休」的影響，

他們早在十幾年前就已經實行軍公教的休

假體制，採用週休二日並且擁有 19 天的國

定假日，但如果落實砍除七天國定假日，

對他們反而造成傷害。文山區汪姓餐飲業

人員表示，「一例一休」並不能讓他們有

週休二日，該加班的時候還是要加班，而

且老闆並不想多雇用員工來縮短工時。

　針對這一現象，世新大學經濟學系助理

教授王怡修認為，產業類型不同，所以排

班的方式不同，有些服務業目前還是一週

上六天班周休一日，理論上來講政府修法

應該是對大家都有好處，但是卻有人因此

受到傷害，主要是因為勞工的議價能力太

過薄弱無法維權，且十幾年來放假制度沒

有得到合理規畫，才會造成有些企業主鑽

法律漏洞，沒有真正做到週休二日。服務

行業像是餐飲業，週六、日依舊需要工作，

甚至需要 24 小時服務大家的便利商店，勞

動力需求量更大；而高科技產業達到營業

額即可，因此不需要那麼長的工時，且員

工的福利待遇較好。

　  

　

　李慶元表示，自己支持政府目前的政策，

他認為，調整休假應階段性進行，可以逐

漸讓國內勞工、產業界漸進式的適應，但

做到像歐美國家包含紐西蘭、澳洲勞工，

禁止加班，以目前台灣現況來說，無法做

到。台灣需向較先進國家學習，思考為何

先進國家工時相較台灣短，但國民所得卻

高於台灣，其可支撐整個薪資結構、經濟

成長，這是台灣需要檢討之處。同時，他

也表示，產業界不可再利用勞工加班的方

式，減低人力成本。

　若是政府採「一例一休」政策，雖減少

七天國定假日，但勞工實際上卻可以多休

27 天。但就資方而言，這 20 多天無法增

加產能，若是要勞工加班，也必須給予勞

工加班費。企業主面對台灣近幾年來經濟

低迷，健保制度改變後又需增加人力成本，

若再加上一例一休減少的勞動力，其效益

可能因此大大降低。

　面對產業類型的差異性，李慶元認為，

勞基法中應該針對不同的產業進行不同的

彈性調整。例如：遠洋漁業，由於其產業

的特殊性是不可能做到一例一休要求的規

則，在勞基法中對他們可否修改成結束工

作後補齊每週應給予他們的兩天假。或是

服務業中的餐飲業是否可以順應高峰時段

來進行工時的調整，緩解工時過長問題。



　記者王巧文、布子如／文山報導

　你在警局喝過茶嗎？在木柵路

一段，復興派出所門前樹蔭沁涼，

為了一些煩心的事情前來洽公，

推開玻璃大門，迎來是一句問候：

「你要不要喝杯茶？」

　 泡茶寒暄是台灣社會長久的社

交文化，就連派出所、警察局會客

區總備著齊全的茶具，透過泡茶喝

茶，騰出舒適的空間交流、辦案，

讓公事公辦的警察局在茶香中飄

出人情味。

　無論是民眾洽公、記者詢問新聞

線索、長官查訪，派出所皆會泡茶

接待。為求茶具美觀與衛生考量，

近年來派出所紛紛引進特製茶杯，

文山一分局復興派出所裡就有一

特色茶杯牆，一只只從鶯歌陶藝工

作坊訂製的陶瓷杯羅列在牆架上，

款式一致，但每只茶杯上都刻有

「自己的名字」。派出所內的同仁

各自有一專屬姓名茶杯，還有「分

局長」、「上級長官」、「督察」、

「貴賓」杯組，不同稱謂對應不同

的釉色，顏色繽紛。

　復興派出所副所長李彥逸表示，

民眾來洽公時，「習慣先泡茶，

透過泡茶等待時間，和緩民眾情

緒。」透過泡茶互動，讓雙方溝通

更順利，也讓民眾體會警察的待客

之道。不僅如此，警員閒暇時也會

透過泡茶交流，討論辦案、交換意

見，讓泡茶作為對話的媒介。

　在復興派出所服務十多年的志

工楊依甄說：「喝茶是互相寒暄問

暖。」因為所內警員很親民，民眾

有時間便來聊天泡茶，也會帶茶葉

跟大家分享，她笑著說：「這個茶，

是温馨茶，誰泡都好喝，因為每次

來，警員都會問『阿姐，你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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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羅明輝、林聖捷／文山報導

　長期以來，文山區存在街友安置問題，居民盼政府

介入，解決街友露宿街頭的處境，給予街友合適住

所，並提升文山區生活品質。

　景美河堤至恆光橋下方，及景行公園至景美國中路

段公車站，都是街友野宿的場所。民眾林光遠認為，

部分街友並不會影響他人，但有衛生觀感問題，仍希

望相關單位處裡。對此，文山區公所社會課陳姓課員

表示，民眾通報街友問題後，會聯繫社會福利服務中

心，由社福中心的社工負責。首先要求街友填寫基本

資料，再依不同情形個別輔導。若評估有健康疑慮，

就會由社福中心內的健康中心處理，會轉交台北市政

府社會局社工課承辦街友收容的窗口安置。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工課林姓發言人補充說明，社

會福利中心訪視各區域街友個案後，便會製作清冊，

將其狀況及資料彙整，並交給社工課進行接下來的安

置。林姓發言人說：「若街友不願意離開原本的棲身

之地，我們會判斷其所在區域是否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街友如果沒有意願離開，而造成場地管理單位困

擾的話，僅能與場地管理人員一起盡力去勸導，讓他

們接受我們的收容安置，但是只要沒有達到明顯干擾

的行為並沒有強制力，也未有法律能去驅趕他們。」

　除了安置街友外，台北市政府勞動局也會委派萬華

區服務台專門協助街友做就業輔導，從根本做起，幫

助其早日獲得一技之長及謀生職務。

　根據社會局統計，每年約有三分之一新生的街友產

生；三分之一的街友在各單位的協助下脫遊；也有另

外三分之一是目前沒有改變動靜的、依然野宿在外的

街友，儘管其流動沒有大量減少也沒有暴增，但是每

年街友都是穩定控制、維持在一定的數量。

　記者邵永輝、楊智伃／文山報導

　茶葉為文山區在地產業，尤以

「文山包種茶」、「鐵觀音」最為

人所知，業者將茶葉與西式糕點結

合，成立糕餅店。秉持著回饋家鄉

的心，藉此吸引遊客，也替在地產

業注入全新商機。

　坐落於貓空茶園旁的貓茶町，自

民國 97 年創立以來，便以文山在

地特色產業，結合西式糕點為主要

發展方向，是文山區首家以「茶」

為本的糕餅甜點店。例如將文山在

地茶種「文山包種茶」與「鐵觀

音」結合起司蛋糕、巧克力、冰淇

淋等 ( 見上圖，攝影／邵永輝 )，

使西式糕點不再侷限單一口味。藉

由使用天然無香精原料，創新的產

品研發，製作出來的創意甜點，滿

足消費者的味蕾與保障民眾健康。

　成長於文山區的創辦人高憲鴻

表示，對於家鄉的情感是他創立糕

餅店的最大宗旨，同時也期望能藉

此將家鄉的傳統產業，藉由「西式

糕點」發揚光大。大文山地區觀光

業盛行，看準觀光景點連結附近周

遭的貓空、木柵、深坑等地，因此

便以故鄉――文山區作為品牌核

心地，提供遊客不同的旅遊體驗，

隨著網路崛起，逐漸吸引外國旅客

到訪，體驗純正文山茶業文化。

　為主打在地產業的結合，高憲鴻

與在地農家合作，一同推廣文山區

茶種，同時也將合作茶農的資訊印

製於產品包裝上，藉此推廣給消費

者認識，造就近年鐵觀音在市場上

獲得的高評價與可觀的銷售量。面

對來自各國的旅客慕名到訪，是否

有意進軍國外市場，高憲鴻則說，

期許先打好紮實的根基，再逐步向

外界推廣文山在地傳統產業與西

式糕餅的創意結合。

　針對糕餅店結合文山茶產業，文

山區試院里里長廖欽銅表示，十分

贊同以此方式行銷文山產業，也有

助於文山茶葉的推動。平時喜愛與

親朋好友啜飲在地茶葉的廖欽銅

還說，飲茶有助於身體保健，促進

新陳代謝，更能藉飲茶，使得好友

們相聚一堂。面對未來產業發展，

則展現樂觀態度，相信持續突破，

文山區茶葉藉由突破創新，終將獲

得關注。

　「創新」、「創業」、「創意」

為現代產品邁入市場的重點需求。

文山區域在地物種，將持續以原始

與創新面貌提供消費者多樣化選

擇，打開能見度。

　記者孔祥智、范家瑢／文山報導

　景美里育英街有一塊三角形的

土地，原由北德宮管理，但採廢

物再利用方式改造過後，今已成

為一座生態公園。

　過去位於景美的北德宮經常利

用這塊土地放置廟宇用品，以

及焚燒冥紙。然而北德宮後來搬

遷至深坑，這塊土地也就因此

荒廢。時間久了以後落葉堆積，

又常會有人在此亂丟垃圾，造成

環境汙染。景美里里長林賢錡表

示，過去里辦公室每個月都會固

定派環保志工進行清潔，還是無

法改善。今年 3 月，林賢錡找

到北德宮的管理人，希望能夠得

到許可，重新規劃和整理這塊土

地，廟方表示同意。改造過程從

6 月初開始到 9 月底完成，林賢

錡表示，因為面積小，又是一塊

角地，頭小尾大，所以布置的困

難度較高。

　改造的過程首先是重整土地，

將原來的石頭和水泥塊翻開，把

被垃圾汙染過的土壤全部換新。

但因為水泥塊有樹根盤纏，人力

難以搬動。林賢錡說：「我們用

鐵棍，下面墊石頭，利用槓桿原

理，一塊一塊翹出來。」然後將

水泥塊混合砂石、水泥，築成現

在的圍牆。參與改造過程的志工

陳菀菁表示，負責砂石水泥等比

較粗重的工作一般由男生在做，

而志工中的男生相對較少，所以

會比較辛苦。

　此外，在改造期間還遇到多次

颱風天，常常會擔心樹木被吹

倒。所以在颱風來之前，景美里

就請清潔隊修剪樹枝，以免樹大

招風，同時還用石頭和水泥塊壓

在樹根上，防止樹木倒塌。

　護欄部分是由里辦公室老舊大

門改造的。原來的大門有 2.3 米

高，分上下二個部分，經過多年

日曬雨淋，早已鏽跡斑斑。里民

們把大門拆成一半，上面的部分

繼續作為大門，而下面的部分被

重新油漆，作為小公園的欄杆。

　景美里辦公室每年都會保養廣

播系統，壞掉的喇叭會全部回收

利用。用油漆在喇叭上做彩繪，

把喇叭做成花瓶。林賢錡說：「這

個有一定的難度。」因為喇叭是

不規則的，油漆畫上去會流動，

要把它畫得漂亮並不容易。而景

美里過去已經有這方面的經驗，

很早就將喇叭進行彩繪。林賢錡

說，最初是想在喇叭裡面畫 12
生肖，但難度太大，改畫花草，

如今繪製花草十分得心應手。

來警局泡茶 人情味飄四方

▲復興派出所副所長李彥逸，為民眾沏茶（左圖）。右圖為警員的專屬茶杯。                攝影／布子如

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復興派出所特色茶杯 拉近警民距離

景美荒地變美了

▲荒地改造後，由水泥塊築成的圍牆。　　　　攝影／孔祥智

當茶葉遇上糕點 創新味覺饗宴

街友聚集公園 附近居民好擔憂 

當茶葉遇上糕點 創新味覺饗宴

喝茶？』」情誼深厚，甚至連調離

的警員都會繼續保持聯繫。

　俗話說「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

見」，有別於西方國家法理先於

情，台灣社會中的人情禮節，與法

治同等重要。雖然現代人的泡茶風

氣式微，但台灣歷史悠久的泡茶社

交文化仍深得人心，讓警察在端嚴

辦公的形象外，增添一股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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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牛雨晗　編輯／廖燕婷、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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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銀行 資源回收變黃金
回收金反饋社區 志工不怕苦 :能做就是福

　記者魏莉穎、李振均／新店報導

　新德里參與環保局「再生銀行－黃金里資收站」計

畫，鼓勵民眾資源回收，活動志工鄭意芬笑說：「能

做就是福，回收愛地球啦！」。

　位於中華路一段 48 巷的新德里辦公室，每到月中

及月底的周末，可見民眾前來報繳回收物，並由志工

協助整理。里長黃丙成表示，12 年前社區開始推動

垃圾分類，但礙於場地限制，便將自家前院作為資收

站，民國101年更加入環保局「黃金里資收站」體系，

以回收物累積點數，換取專用垃圾袋、洗衣精、衛生

紙等生活物品，宣導資源回收。

　環保局為促進垃圾減量及增進資源回收，推動「再

生銀行－黃金里資收站」計畫，新北市環保局科員林

俊穎表示，目前設有 303 個黃金資收站，負責垃圾

分類，並依變賣制度，提撥七成回饋社區，運用於里

建設、資收站營運及社區關懷等用途。兌換點數則依

照環保局年度契約平均單價計算，以金屬類為例，每

公斤兌換八點，而一點等同於市價一元，累積 25 點

便可兌換三公升專用垃圾袋一包，希望藉此提昇民眾

之環保意識以及社區凝聚力。

　新德里平均每月回收物多達 18 公噸，每年資源回

收金約 50 萬元，七成提供社區舉辦自強活動，其餘

用於弱勢孩童獎助金及老人共餐等公益活動，黃丙成

說，未來計畫將環保理念深入附近中小學，宣導全民

做環保。

　針對資收站影響拾荒收入的疑慮，黃丙成說，居民

反倒將酒瓶等無法變賣之回收物，報繳資收站，兌換

日常用品。居民王月英表示，自從設有資收站後，巷

弄街道變乾淨。

　累積點數依據資收物重量，但鄭意芬無奈表示，有

些民眾為增加重量，將嬰兒尿布等垃圾包在回收物

內，或將寶特瓶裝水，甚至曾有居民執意要丟棄一般

垃圾，遭志工婉拒後，竟罵髒話、摔東西，雖然有時

候必須面對居民無理的要求，但她仍開心做環保，服

務大眾，她說：「志工們一做就是十幾年，大家感情

都很好，說說笑笑很快樂啦！」

減少甜食冰品 緩解過敏性鼻炎 緝毒汪星人 警隊小幫手  
　記者戴葳、周宛蓁／新北報導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警犬隊透過嚴格訓練盼能達到預防犯罪的目

的，提升台灣警界效率，共同守護家園。

　警犬隊目前都是以申請支援的方式運作，若各區域需要協助，

即可向他們申請警犬及警力，而新店區警犬隊出勤率也較其他地

區高。隊長潘天龍表示，犬隻的優勢在於牠們的嗅覺是人類的 40
倍，亦有極強的辨識能力和記憶力，且可聽到的聲音距離遠比人

類多出了四倍，在破獲毒品及偵爆的先決條件上佔有極大優勢，

也彌補了人力搜索的不足。

　目前警犬隊有 21 隻警犬，以牠們的嗅覺能力作為挑選依據。緝

毒訓練時，則用氣味相似的「類毒品」來幫助牠們熟悉味道，目

前以大麻、古柯鹼、海洛因為主要搜索方向，警犬們都是以安靜

坐下的方式示意領犬員可疑物品的位置，當任務達成時給予適當

獎勵，建立牠們的信心及工作的動力。

　犬隻會依照其個性差異而有不同的訓練方式，警犬隊領犬員陳

彥宏表示，每隻狗在訓練中需要克服的難題大不同，因此在訓練

前必須明確了解牠們的屬性，且長期跟隨在身邊建立信任及默契，

才能降低訓練時的困難度。

　記者高凡淳、許毓珊／新店報導

　近來天氣不穩，溫度變化大，許多人起床時，鼻子

的過敏反應更加嚴重。台北慈濟醫院耳鼻喉科主任黃

同村表示，過敏性鼻炎的門診量自十月份開始增加

一、二成左右。

　黃同村說明，所謂的鼻炎是鼻子一些不舒服的症

狀，像是打噴嚏、鼻塞、流鼻水等，其中因為過敏反

應所造成的鼻炎，就稱之為過敏性鼻炎，可透過抽血

檢驗，找出過敏原。多年被過敏所困擾的病患洪小姐

也說道，自己一到季節交替的時間點，早上起床過敏

的症狀就會更加嚴重，在工作時也會容易影響同事。

　對於過敏性鼻炎產生的原因，黃同村提到，主要分

成二部分，第一是與遺傳有關，他說明，如果父母身

上存在著過敏性的基因，透過遺傳，小孩得到的機率

就會比較高；第二則是環境的因素，黃同村補充說明，

在近年的資料中，台灣小學生及中學生的過敏盛行率

已增加至 20% 到 40%，他表示已經有研究發現，造

成這樣倍數的增加，與環境所造成的汙染、人口擁擠

等影響有關。

　若想要緩解因過敏性鼻炎造成的不適，台北慈濟醫

院中醫部主治醫師吳佩青表示，中醫會依照不同體質

給予不同的藥物治療。而在飲食方面，她提到，因為

甜的食物會讓發炎反應更加嚴重，因此應減少攝取甜

食以及冰冷的食物。黃同村建議，可透過均衡的飲食

和規律的運動、生活作息，讓自己身體的抵抗力變得

更好，減少因過敏所產生的反應。但他也提到，是因

為有過敏原才會產生症狀，因此最好的方式就是避開

過敏原。

　黃同村表示，目前過敏藥都歸為所謂的處方用藥，

他建議若症狀輕微，可至藥局購買相關藥品緩解，但

若需長期用藥者，應到醫院請醫師開立處方箋拿取專

用藥。

將軍嶺隨緣亭 山友休憩好去處
　記者曾勻之、蔡郁萱／新店報導

　將軍嶺位於新店區及土城區交

際處，原是人跡罕至的荒山野嶺，

後因為受到山友熱愛，便集資在此

搭蓋休息區，命名為「隨緣亭」。  

山友們感激前人付出，自動自發地

進行環境的維護工作，官方也盼望

透過官方與山友間的互助，持續維

護優質登山步道。

　安坑里綠野仙坡旁，藏著一條登

山小徑，這就是文筆山系位於新店

造鎮社區的登山口。這條登山步道

是新店及土城的交會點，沿著步道

前進，不出十分鐘即可到達位於土

城的將軍嶺，沿途也與翡翠湖、文

筆山及太極嶺相連，四通八達的山

路，讓此處成為居民平日健身、休

閒的好去處。

　將軍嶺是文筆山系步道的中繼

站，這裡原是人煙稀少的荒山野

嶺，而後因景致優美受到登山者的

熱愛，透過山友們及善心人士的規

畫，開創步道和維持周邊環境的整

潔。民國 89 年，經地主同意暫供

使用後，山友們便集資在一處私有

土地搭蓋鐵皮休息區，並命名為

「隨緣亭」。

　隨緣亭不僅提供水源、衛生間及

桌椅，山友們還在此處設立盪鞦

韆、單槓、鵝卵石步道等設施，並

定期除草及進行步道維護，提供來

往的登山客歇息的舒適空間，假日

也可以看見親子在此處遊憩。

　資深山友林耕民說，隨緣亭就像

是一個隨時為登山客敞開大門的

補給站，此處空氣特別清新，是登

山疲累時泡茶和休息的好去處。

　山友們除了時常親近山林生態，

他們也是重要的環境監督者。土城

區公所經建課課長蔡慶賢說明，因

土城文筆山步道範圍廣大，所以官

方會與山友互相配合，平日山友主

動進行步道及周邊環境的維護，如

果看到生態問題及設施毀損，也能

在第一時間進行通報。官方也盼望

與山友密切合作，共同維護優質的

登山環境，讓更多民眾來此享受大

自然的洗禮。

▲整理好的回收物會被裝箱運上貨車，載至垃圾場回收。

▲山友們集資搭建的鐵皮休息站。

▲警犬緝毒訓練過程。 攝影／戴葳
▲若只是輕微症狀，可至藥局購買相關藥品，若是需

長期服藥者，建議找醫師拿取處方笺。攝影／高凡淳

攝影╱曾勻之

攝影／李振均



　記者王怡方、

蕭宇程／台北報導

　現代人生活忙

碌，沒有多餘的時間可以陪伴寵物，

而貓咪這種獨立性極高的動物，便成

為了許多人的首選。看似溫和的貓

咪，卻有強烈的地域性，一不小心會

引起貓咪互相攻擊。

　家中有二隻貓咪的民眾潘宥汝表

示，一開始的確有攻擊情形發生，詢

問過有相同經驗的朋友後，只能將貓

咪分開在二個房間飼養，才能解決這

個問題。

　對此，締爾動物醫院醫師陳家柔解

釋，貓咪是非常具有地域性的動物，

除了家中飼養的舊貓會攻擊新貓之

外，年紀大的貓也可能會排擠年紀較

小的貓。此時，身為主人就要仔細觀

察貓咪的活動是否和平常有異。輕微

的影響可能是被排擠的貓咪會有

焦慮的情況發生，像是有頻繁舔毛的

症狀；嚴重一點則是貓咪會互相攻擊。

　對於貓咪攻擊的問題，陳家柔表

示，要從貓咪一進到家門開始預防。

主人可以先將二隻貓咪用籠子隔開，

讓貓咪可以在看到彼此的狀況下生

活，藉由循序漸進的方式，讓不同的

貓咪適應彼此。如果貓咪真的無法互

相適應，依然會有攻擊對方的情況，

只能考慮將貓咪分開在不同空間飼

養，甚至是將一隻貓咪送走。

　陳家柔提到，貓咪是很敏感的動

物，有什麼細微的動靜，都會影響到

貓咪本來的生活作息。

　身為良好的主人，飼養貓咪的第一

步，要先了解牠們的生活習性與性

格，給彼此足夠的生活空間，才能讓

貓咪們快樂成長。

召集人／陳明憲　編輯／劉瑋婷、鄭巧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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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楊詠晴、張子怡／台北報導

　台灣外食人口眾多，國內便當市

場商機龐大。然而，卻有營養師指

出，市售便當營養不均，易造成肥

胖及新陳代謝等問題，許多便當店

也因此轉型為健康訴求的盒餐。

　根據國家衛生研究院調查指出，

台灣外食人口比例高達八成，僅有

不到二成的國人一天攝取三份蔬菜

及二份水果，符合衛生福利部公布

的「國民飲食指標」。針對外食族

營養不均的問題，美商亞培公司營

養師葉貞妤表示，市售便當中蔬菜

豆類與肉類的比例失衡，蔬菜所提

供的維生素與纖維素不足，肉類蛋

白質卻過剩，造成營養不均衡。

　標榜健康、養生的便當店，以

「輕調味」的烹調方式保留食物的

自然原味，不僅減少油、鹽、糖使

用的分量，也適量提供人體所需的

澱粉、肉類與蔬菜，將熱量調控在

400 至 800 大卡，不超標衛生署

熱量攝取建議量。基於成本考量，

菜類在市售便當內的比例少，健康

便當增加蔬菜總量售價亦隨之提

高，是一般便當的二到三倍之多。  

　外食族陳小姐表示，若每餐都選

擇較高單價的健康便當，荷包相當

吃不消。健康熱量調控餐 NISORO
共同創辦人莊睎絜說明，健康盒餐

的消費族群主要為體重控制者與外

食族，健康目的強烈的民眾消費意

願較高，外食族會因經濟考量而多

選擇售價一般的便當。

　除了多蔬菜、少肉、少油是吃得

健康的要件，選擇正確的烹調方式

也相當重要。關於女性對於燙青菜

的迷思，葉貞妤認為，深綠色蔬菜

內含有脂溶性維生素，配合炒煮的

方式為佳，無油的汆燙反而減少蔬

菜內的維生素 A 釋放。外食族如何

吃得健康均衡，葉貞妤建議，少吃

加工食品，外食族可從便當自助餐

中夾取五種不同顏色的食物，並分

為三種不同的烹調方式，攝取多樣

蔬菜代替容易誘發高血糖的勾芡食

物和油炸類，選擇多樣化的食物以

達營養平衡。

健康盒餐 讓你輕鬆零負擔
營養師呼籲：少肉、少油、多蔬菜

景優表演班 打擊武術樣樣來
　記者戴唯琪、沈奕萱／台北報導

　景文高中優人表演藝術班突破現有教學體

制，每日傳授不同的訓練課程，從合唱、打

擊、武術、舞蹈到體操，不僅提供學生多元

的藝術課程，同時也激發著他們的潛能。

　台灣有眾多表演藝術班，專門培養演藝人

才。景文高中的表演藝術班和其他藝校大不

相同，優人神鼓重視人材的培育與傳承，因

此和景文高中合作創設景優班，至今邁入第

十屆，結合了音樂、肢體訓練以及靜心的三

力整合，著重在培養願意突破自己、發現自

我潛能的孩子。景優班老師林育誼表示，很

多表演藝術的學習都會專注在舞台的表演

上，但是在景優班，最重要的是與自己溝通，

藝術反而成為了一種媒介，以技術養成作為

基礎，幫助學生們找到自己的價值。

　為了能夠多元的學習，景優班的學生在早

上會先在學校上課，下午再到附近的表演 36
房學習術科，每天都會有不同的訓練課程，

從合唱、樂器、打擊到武術、體操、舞蹈等，

每個人在不同領域中找尋自己的長處，同時

也要兼顧其餘的訓練課程。目前就讀高三

的幸琳茹便是一個蛻變的最佳例子，身為布

農族的她從小開始參加原聲合唱團，加入景

優班以後，第一次嘗試武術，發現原來自己

喜歡這種類型的訓練，對於武術也有不少天

分，景優班讓她看見自己的多種可能性。

　從景優班畢業的學生，有些人選擇了出國

留學；有些人則在藝術大學就讀相關科系；

也有一些學生持續的在優人神鼓中努力。

　無論如何，只要抱著學習的熱忱，不放棄

任何可能，每個人都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一

條路。

　記者周姈姈、蔡秉均／台北報導

　公共政策參與網路平台上 

「是否延遲高中生上課時間」

提案，引起熱烈討論。專家表

示，睡眠不足易降低專注力。

　面對沉重的升學壓力，高中

生花費許多時間於課業上，壓

縮了睡眠時間。造成睡眠不足

的原因很多，有些學生放學後

要繼續參加學校自習或是趕去

補習，下課回家後可能還要繼

續念書衝刺或寫作業，睡眠時

間實在少之又少，導致隔天上

課精神不濟。

　台灣睡眠醫學學會教授蔡宇

哲表示，大部分人都不了解學

生在青春期生理時鐘改變，入

睡時間會往後延。他指出，青

少年每天睡眠時間應超過八小

時，而睡眠不足會造成學生上

課注意力不集中，甚至會造成

情緒管理能力下降。

　至於是否延後上課時間，學

生則有不同看法。景美女中學

生劉世涵表示，早上很早上課

會很想睡覺，特別是冬天會讓

她感到更加疲憊，她認為延後

上課時間能讓學習效率變好。

然而，學生詹景淯則是持反對

意見，她認為，上課時間延後

會影響到補習時間，更晚回家

反而更累。

　教育部也對此表示，延遲上

課時間所帶來的影響非常廣，

需要與各界人士一起討論，將

會在近期召開公聽會，最快會

在今年 12 月初給予回應。但無

論延遲上課與否，提升學生時

間規畫能力，也是提高睡眠時

間重要的環節之一。

深坑人潮不減 就愛這味 
　記者姚祖庭、周奕函／台北報導

　深坑老街以「臭豆腐」飄香聞名

許久。早期交通不方便，旅客前往

不易，在政府拓展大眾運輸工具

後，為深坑帶來更多人潮。

　深坑區區長周晉平提到，為了讓

深坑臭豆腐多元化，他們也協助店

家改良，邀請附近中學同學一同發

想，例如豆腐冰淇淋及豆腐麻糬等

產品的出現，吸引更多的年輕族群

消費，然而，為了將觀光產業發產

得更加健全，交通是一大問題。

　深坑的發展源自於清朝年間，早

期因為離河岸近，取水灌溉方便，

且當時的交通多利用水運運輸，深

坑不僅因此成為許多商旅貨物的

重要集散地，也成為了舊時文山區

的政治中心。

　隨後因公路建設興起，造成人口

外流，深坑位置不再居於優勢。即

後，有在中國銷售豆腐的深坑人回

來發展豆腐產業，但當時交通不便

利，只能依賴水運和人力挑擔到外

地進行宣傳，長期下來，卻意外地

慢慢累積許多忠實顧客，並且吸引

外地遊客前來朝聖，深坑臭豆腐的

名號才逐漸穩固。

　近年來，在鄉里與政府單位的積

極建設下，從古亭至深坑已可透過

大眾交通工具減少 10 到 15 分鐘

的路程，北二高的建設也讓許多欲

往宜蘭的民眾可在深坑改接省道，

經石碇坪林，將深坑當作中途休息

站，品嚐知名美食臭豆腐並且緩解

長途行車的疲倦。

　深坑老街攤商陳先生也說，市區

公車通車與陸客來台後，觀光人次

的確增加不少。

　雖然深坑老街只有短短一條，但

是仍有許多人慕「臭豆腐」之名而

來。其觀光族群也沒有設限，家族

出遊、朋友、單獨吃飯皆可見到。

　學生翟小姐表示，自己是第一次

來到深坑老街，整個老街的復古

感，讓她覺得像是到了另一個時

空。因為自己本身剛上台北念大

學，便跟朋友一起來到深坑品嚐最

有名的臭豆腐。但翟小姐認為整條

老街的店家重複率偏高，希望能有

不同風格的店家進駐，增加多元特

色，更為深坑老街增添一點新意。

▲景優班學生正在上體操課程。攝影／沈奕萱

▲健康輕食以有機蔬果為主，搭配少量的米飯或麵食。攝影／張子怡

喵星人地域性強
   貓奴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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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坑老街以臭豆腐聞名，是觀光

客來朝聖的原因。攝影╱姚祖庭

延後上課時間 能睡飽 ?

▲攝影／王怡方



　記者李謙慧、陳家柔／台北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決定

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

貨幣籃，並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

正式生效；但究竟 IMF 是什麼？

對它又有幾分了解呢？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世

界兩大金融機構之一，常有人說它

是「全世界的中央銀行」，負責的

職責是，監督貨幣匯率及各國貿易

狀況；另外，也在會員國中作協

調，提供金融貸款、技術和資金協

助，確保全球金融制度運作正常，

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副教授陳煒朋表示，IMF 在 2007
與 2008 年的全球金融風暴當中，

擔任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提供給

有需求的國家貸款，幫助很多國家

脫離暴風圈。

　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張

淑華表示，「IMF 穩定國際經濟與

基礎，更促進低度國家發展、固定

全球金融情勢，是世界上極度重要

的一個研究機構，研究全球的金融

跟經濟情勢」。國際貨幣基金的使

命，是為陷入嚴重經濟困境的國家

提供協助；對於嚴重財政赤字的國

家，基金可能提出資金援助，甚至

協助管理國家財政，受援助國需要

進行改革。

　IMF 通過三項主要職能來達致促

進國際金融體系穩定的目的，第一

為監督國際貨幣體系，監測成員國

的經濟和金融政策，在必要時提出

警告；次者則是對於實際或潛在國

際收支有問題的國家，提供有償還

期限及利息貸款；最後一點即提供

給成員國專業的知識與諮詢服務，

例如：貨幣和金融政策、經濟和金

融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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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納 SDR經濟地位 UP

邁向國際化 占比第三大

IMF 助全球金融運作正常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製圖／陳家柔製圖／陳家柔 製圖／陳家柔

吸外資進駐 波動風險大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製圖／李謙慧

中國占世界 GDP比重

（％）

　記者李謙慧、陳家柔／台北報導

　人民幣正式納入特別提款權（SDR），

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開始生效，這是繼美

元、歐元、英鎊和日圓之後，近 30 年來最

新加入的成員貨幣。

　調整之後，人民幣成為 SDR 貨幣籃子的

第三順位占比 10.92%。世新大學財務金融

學系教授張淑華表示，「中國加入 SDR 是

宣示其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經濟地位，甚

至超過其他大國，占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SDR 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創設的

一種儲備資產和記帳單位，台北科技大學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副教授陳煒朋指出，「特

別提款權，不是說有特別提款的貨幣，而

是國與國間，若有貿易順差、逆差的時候，

可以用 SDR 去做貿易上的調節」，它不是

真正的貨幣，不能直接用於貿易或非貿易

支付。

　身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由 1956

年改革開放前的國內生產毛額 (GDP) 突破

1 千億元至 2014 年達到 63 萬 6463 億元，

成為最大的出口貿易國，加入 SDR 是國際

社會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成果的認可，而

其對中國的影響，陳煒朋表示 :「對中國

國內資本市場推向國際化非常有幫助，特

別是股票市場，納入 SDR 是中國極力爭取

的，但由於他們對匯率管控非常嚴格，要

成為全球重要的投資工具，匯率開放是非

常必要的，這可能是中國所要去面對的」。

　在人民幣不是自由兌換貨幣的情況下，

IMF 仍能將人民幣納入 SDR 貨幣籃子，並

且賦予的份額超過英日，也不是相當容易。

而就未來發展趨勢，SDR 會不會成為全世

界認定的國際貿易貨幣，陳煒朋則是認為：

「目前仍以美元為主，SDR 不太容易可以

變成一個可以交易的指數商品，在短時間

而言不太可能，而就國際情勢而言，除了

歐元之外目前也無此種發展。」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製圖／李謙慧

各國貨幣占比

　記者王怡文、林捷倫／台北報導

　自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 10 月

1 日正式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

貨幣籃子後，關於中國區域經濟發展及匯

率走勢，已引起市場諸多揣測，事件背後

的政治意涵，更是大於實質上的經濟影響

力；此外，人民幣 SDR 權重比例，也將影

響其在國際貨幣體系的地位。

　台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理系副教授

陳煒朋表示，IMF 決定人民幣納入 SDR 最

大的意義在於，國際承認中國在全球經濟

的地位不可忽視。雖然人民幣在 SDR 的權

重比例 10.92% 大於英鎊的 8.09% 及日圓

的 8.33%，僅次於美元的 41.73% 及歐元

的 30.93%，但美元目前仍是國際上主要的

流通貨幣，人民幣納入 SDR 並不會對國際

貨幣體系有太大的影響。

　陳煒朋也指出，人民幣納入 SDR 對中國

經濟的開放有著正面的影響，為吸引外資

進駐改善國內經濟，中國政府將可能進一

步放寬其金融市場及海外投資政策，但人

民幣也可能因為跨境流動愈加頻繁，波動

曲線加大，相對應的風險也更大。

　近年來中國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部

分國際資金及國際投資機構陸續進入中國

市場；另外，中國也大舉在開發中國家及

歐美等國發展經濟體併購及投資，加強海

外業務的拓展，市場對外開放程度更不斷

提升；同時，為了增加其國際話語權而制

定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及一帶一路等區

域經濟政策。

　然而，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邱俊

榮表示，中國貿易長期出超，人民幣不易

流到國外市場，不利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

若沒有從根本上改善出超現況，只透過資

本帳及拓展離岸市場等管制措施，就想和

市場力量抗衡，想改善國內經濟並不容易。

此外，邱俊榮也指出，人民幣目前僅小規

模的在亞洲區域流通，如東南亞國家協會

及金磚四國等，未來十年內不會有取代美

元的可能。

　除此之外，中國國內也存在房市泡沫化

及產能過剩等問題，計畫經濟帶來的負面

效應近年來陸續發生。邱俊榮認為，中國

經濟政策的致命處在於人治，和美國以市

場為取向有所不同；然而經濟政策是人制

定出來的，沒有十全十美，不可能完全摒

除所有缺點，也無法全盤受控制，最終仍

是要交由市場定奪。

　關於國內股市，根據專業分析加入 SDR
將使 A 股新一輪反彈，長期下來有助於利

多題材，可能走出一波多頭行情。 

資料來源／國際清算銀行
製表／王怡文

中國實質有效匯率(廣義)

IMF成員國投票權配額比

(％）

其他 180 個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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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 Be a Foreign 
Student? 

Study Tour
Learn Beyond Textbooks

    Studying abroad can be a tough 
decision and preparing is a complex 
process. Knowing the qualifications set 
by the selection committee of a school, 
and digging deeper into the programs 
and environment a school can offer are 
all part of the work students need to do. 
Fortunately, there are agencies available 
to help you make decisions and give you 
some suggestions on applying.
    As a junior, Chen Chun-Jen （ 陳

俊 任 ）, who majors in psychology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s preparing 
to study abroad step by step. He said: 
“Details of preparation might vary. My 
first step is to take a TOEFL and GRE  
.After that, I plan to get to know more 
specifics about the institutes which I am 
interested in.”

    Some people like 
Chen prefer to apply for 
a school by themselves. 
But others prefer to get 
help from the agency. 
From the selection of 
schools  to arranging 
dormitory, agencies can 
do almost everything 
for  you.  So,  lacking 
exper ience and t ime 
won’t  be a  problem; 
consulting an agency 

will be a good choice.
    Lin Ching-Yi（林靜漪）, the manager 
of the OH! Study Education center, said: 
“People who want to study abroad should 
prepare one or two years in advance.” 
The preparation includes improving GPA 
and English proficiency. If your English 
grade can’t meet the requirement set 
by the school, preparatory courses can 
help. Preparatory courses include not 
only English learning but also part of the 
professional courses. Such courses differ 
from school to school. Some courses 
have credits and some do not. Make sure 
to understand these rules before you 
select schools.
    All in all, preparation in advance is 
crucial.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a well- 
thought-of plan before studying a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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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Studying 
Abroad By Tsou Fang-Ting（鄒芳婷）,

Hu Fan（胡凡）

By Jasmine Casey Lee （李可心）

By Chen Pin-Hua（陳品樺）

    Studying abroad might be a 
dream for Taiwanese students. 
However, is the gras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ence? 
Actual ly,  s tudying abroad 
isn't as simple as we think. 
Accordingly, in our in-depth 
coverage, we interviewed two 
students: one has studied in the 
Untied Kingdom since se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other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to Turkey. 
Their life stories might help us 
clarify some myths and make 
better decisions. 
    Racism is believed to be the 
primary challenge for foreign 
students.  Other than being 
made fun of because of our skin 
colour, stereotypes can also be 
harmful. Lilliana Liu（劉語合）

is a student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SE）and 
president of Taiwanese Society, an LSE students’ 
union. Liu said that she wanted to make  other 
Taiwanese students feel England is another place 
they can call home. Having lived in the UK for 
over seven years, she knows what it means to be 
home sick. But for those want to study abroad, she 
recommended “Make sure your English ability is 
good enough.”
    Nevertheless, we were born in Taiwan, and 

naturally have beige skin 
Therefore, we asked Chen 
Yi-Yun（ 陳 奕 云 ）, 
a  s tudent  of  Nat 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國

立政治大學）who had 
been an exchange student 
at Ankara University（安

卡拉大學）in Turkey for 
a year,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for foreign students to 
conquer those difficulties. 
“Be open minded” was 
her answer. Moreover, 
most of the Turks are 
Muslim, so our lifestyl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irs. 
Due to the diversity, Chen 
chose to “Embrace the 
differences.”

Despite the discrepancy with her Turkish school 
mates, Chen bears in  mind not to use her antiquated 
impression to see her new friends.  Showing them 
our respect would not only give u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but also make a lot of friends. Being an 
exchange student could broaden our horizon from 
many perspectives.
    There are two sides to every question. Studying 
abroad might be difficult at first, but if we can open 
up our mind and work harder than others, we could 
gain more than we ever imagine.  

▲Chen Chun-Jen ( 陳俊任 ) is talking about his plan.                      
Photo / Tsou Fang-Ting ( 鄒芳婷 )

▲Standing on the hill covered with snow.
Photo / Lilliana Liu（劉語合） 

▲►Alice is showing her tour ID and textbook. 
Photo / Jasmine Casey Lee（李可心）

Learn Beyond Textbooks

more independent and had a great improvement 
in my social and other living skills,” said Huang.
    Many people, especially Asian students, often 
found themselves unconfident of their English 
skill. Worrying that people may laugh at them, 

    Wi th  the  growing  t rend  of 
globalization, short term study abroad 
known  as “study tour”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students of all ages. Alice Huang 
（黃玟瑄）, who went to London 
for a summer when she was in high 
school,  is here to share her “study 
tour” experience with us.
    “My paren t s  have  a lways 
encouraged me to go abroad to 
broaden my worldview, but they 
were too busy to go with me.” said 
Huang. When she was 16, she was 
very shy and timid. She decided to 
go on a study tour where it would 
be ideal for a first time traveler 
with all details pre-arranged.
    The experience of living and studying 
in a foreign land allowed Alice Huang 
to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self-reliant and 
confident as she learned to manage and live 
comfortably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culture.
    “During the tour, there was no one I could 
count on; therefore I was forced to learn to take 
  care of myself. Yet, after that, I found myself 

they tend to avoid any interaction with other 
foreign students. In the beginning, Huang 
was also like this. However, after seeing her 
roommate, an outgoing Chilean girl, Huang 
realized that those worries were absolutely 
unnecessary. 
    “Frankly speaking, my roommate’s English 
was no better than mine. But she was never 
afraid of talking to foreigners. Because of that, 
language gap was never an issue between her 
and me, and I also learned that when learning a 
language, just speak out loud!”
    By speaking out loud, Alice Huang became 
a participant instead of a listener! Soon she 
broke people’s typical impressions toward 
most Asian students.
    Last but not least, for those who wish to 
go on a “study tour” she would suggest that 
they bring some Taiwanese products such as 
pineapple cakes and post cards as gifts, which 
would quickly diminish the gap between one 
and another. 
    Because of this “study tour” experience, 
Alice has become a brave and independent girl. 
This year Alice Huang went on a two-month 
travel around Europe without parents. 
    As that old saying goes, “There’s no 
education like the lessons of trav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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