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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羅紹齊、柯欣妤／文山報導

　經歷 921大地震後，文山區以
景華公園作為該行政區大型避難

場所。然而，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文

山中隊長陳俊豪表示，一個行政區

只有一個防災公園稍嫌不足。

　陳俊豪表示，一旦災害發生，政

府就會立刻投入資源應變，包括

災民登記、乾糧發放、臨時收容等

都是防災公園的基本功能，他也坦

言，災難不能只靠消防局，各局處

都要發揮功用統合救災，且一個行

政區只有一個防災公園有點不足。

　北市府於今年 2月提出「台北
市防災公園精進計畫」，明確定義

各種避難場所，例如景華防災公園

屬於 1公頃以上，列入短期收容

場所，能夠提供災民收容、醫療運

輸中繼站。一般公園與防災公園都

屬於災害避難場域，但是差異在於

防災公園具有「維生功能」，可以

提供災民短期維持生活所需以及

安全維護管理。

　陳俊豪介紹，日本東京的臨海防

災公園在興建時就已經規劃防災

功能，台灣卻是在 921大地震之
後才將已興建的公園劃設為防災

公園，台灣應該提升防災意識。

　忠順里距離景華公園有一段距

離，發生災害時根本不可能立刻疏

散至景華公園，忠順里長曾寧旖表

示，該里若發生災害就會立刻自組

災害應變小組，不過景華公園有大

量政府資源，一般能提供大量的物

資以及場地，若發生重大災害，社

區無法提供相對應避難，就會協助

里民前往景華公園。

　不過曾寧旖也說，台北市除了預

定的防災公園，也會利用學校作為

臨時避難場所，例如較近的萬興國

小就是優先開設學校之一。文山區

地形多山，翻開台北市疏散避難地

圖，僅有景華防災公園，搭配景興

國中小與萬興國小作為防災優先

開設學校，讓人擔憂若未來發生重

大災害政府資源分配上恐會不均。

　未來若政府加設防災避難場所，

應考量鄰里與避難場所的距離以

及便利性，讓民眾面臨災害逃生時

更加順暢，而非因為距離讓民眾增

加逃生困難。

　記者蔡家愷、林韋宏／新店報導

　新北市農業局所輔導成立的碧

潭農夫市集至今已進入第四個年

頭，近期攤販數量卻疑似因設置

地點欠佳而呈現逐漸下滑的趨勢，

業者雖感無奈但也只能拼命苦撐。

　農夫市集於每周日在東岸碧潭

橋下設置，吸引許多自由農業業者

前來擺攤，碧潭河岸風光與不時傳

來抒情的音樂，也成了附近居民閒

暇時的好去處。每個攤位各有特

色，以自家栽種的有機農產品居

多，其中有機菜農老闆娘高淑美表

示，她在種植過程中皆使用自製的

液態肥，讓農作物有充分的營養。

　即使農產品皆為全程天然自製，

市集上各攤位的平均價格卻遠比

市面上的蔬果低上許多，「烏來谷

繞農場」業者林小姐說，自家的蔬

果價位親民且固定，不會受到外在

因素或主流市場的波動影響，自己

耕作的目的本來就不是為了營利，

而是為了自己的身體健康著想，並

且希望將這一份養生健康的理念

帶給消費者。

　這般凝聚小農各種理想的市集，

擺攤數量卻在近期出現明顯的下

滑。「輝要無毒菜園」業者邱小姐

提到，當初新北市政府成立農夫市

集，幫助地方小農與有機農業的消

費族群，原本是番美意，但因為地

點設置在碧潭河岸，對大多數在附

近走動的觀光客而言，天然農業商

品的購買引誘性不大，加上附近

也有農業局官方設置的攤販分散

客群，營業額長期不見起色，久

而久之自然有業者不堪成本負荷，

就此退出農夫市集。

　近年有機食品市場崛起，新北市

政府跟進成立了農夫市集，也成功

在當地引起一股風潮，但如何長期

經營，並讓各苦心耕耘的小農們有

更適得其所的發展，或許還有更多

待進步的地方。

　記者莊詠豪、高子涵／新北報導

　星期六的早晨，上林國小的小朋友聚集在校園，認

真聆聽講師帶來的青鱂魚保育課程，並走出教室到在

生態池邊，觀察真正的青鱂魚卵到底是什麼樣子（見

上圖，攝影／高子涵）。

　新北市教育局為推動生態教育，於雙溪上林國小、

三峽大同國小等十間學校試辦青鱂魚復育活動及講

座。講師謝其城說明，先以新北市學校作為試辦對

象，希望透過演講以及實際觀摩生物復育，引起學生

對於環境保育的興趣，倘若成效顯著，未來會繼續向

外推廣。參與活動的學生家長游宜蓮表示，由於是隔

代教養，身為奶奶需負起教育孫子的責任，但每當孫

子問到生物名稱時，她卻無法回答確切的品種名稱，

透過這樣的宣導教育，獲得正確的生態知識，未來在

教育孩子時不怕因常識不足而無法教導正確觀念。

　上林國小位於雙溪區，遠離大都市的環境，儼然是

個森林小學，校園內不但有百香果園、水生生態池，

到了春夏之際甚至有螢火蟲出現，這都是由校長乃瑞

春親手打造的教育環境。農家出身的乃瑞春，就任校

長之後持續推動生態教育，希望學生能更親近大自

然。他親自引進魚苗在生態池中復育，甚至遠從宜蘭

帶回蓴菜培養，為的就是讓學生能親眼看見這些動植

物。教務組長黃志傑表示，不只是小朋友，許多老師

也因為受到校長的影響，從對植物只有略知一二，到

現在都能正確教導學生如何保育這些生命。談到教學

成效是否理想，乃瑞春自信的表示，他將校內的所有

植物貼上名稱標籤，並分配給每位學生照顧，讓學生

與植物朝夕相處，時間久了自然熟悉，一個學期至少

能對五種植物有所理解。

　參與課程的學生林浚睿拿著親自完成的青鱂魚書

籤，並說道：「今天學到很多魚類的知識，我會更愛

護小動物。」而希望學生能從大自然中學到什麼，乃

瑞春表示，一點一滴地灌輸環保的概念及意識；先讓

學生懂得愛護身邊的生物，再擴大到整個環境。

▲景華公園面積雖不大，但是是文山區重要的防災公園。攝影／羅紹齊

▲攤販向顧客介紹他們種植的芥菜。      攝影／林韋宏

碧潭市集攤商數量下滑

走出教室 打造  

防災公園略顯不足
文山消防中隊長：災難來時不能只靠消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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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令進補 亂吃恐反致上火
　記者楊安安、許祐祥／文山報導

　立冬時節，許多人習慣吃薑母鴨

或羊肉爐進補。對此，萬芳醫院傳

統醫學科住院醫師何孟杰提醒，民

眾應先確認自身體質是否適合進

補，以免補身不成反傷身。

　何孟杰指出，現在很多人在冬季

時吃薑母鴨或者羊肉爐。前者能驅

胃寒，後者可溫補腎陽。但是民眾

需要注意自身體質是否適合。適合

滋補的第一種是「陽虛」的人，陽

虛指的是手腳容易冰冷；第二種為

「氣虛」，比較容易感到疲勞、體

力不佳的人；第三種是「血虛」的

人也適合吃的，在湯裡面可以加一

點當歸就有補血的作用。

　陳姓民眾提到，在此季節交替之

時，時常有皮膚過度乾燥、解便不

順等症狀。何孟杰表示，其實許多

民眾體質並不適合吃羊肉爐、薑母

鴨、藥燉排骨等料理來補身體。第

一是身體正處於發炎狀態的人，例

如：有喉嚨痛、嚴重冒痘、便秘、

痔瘡等症狀的患者；第二是有自體

免疫方面疾病的患者，例如患有乾

燥症、紅斑性狼瘡或風濕免疫方面

疾病的人不適合食用辛溫的料理，

可能會導致身體上火、燥熱。

　現今很多店家烹飪薑母鴨的時

候，為讓酒味更香，會選擇最後才

加米酒，容易導致米酒過量。何孟

杰提醒，如果是採用外帶的方式，

建議到家再煮過一次；如果還是怕

藥性太熱，可以再加一些白菜、菇

類，減輕一些辛溫的效果，這樣較

不易過度滋補。

公宅亂 洪水來了怎麼辦
　記者周君燕、鄭詠心／文山報導

　經里長、議員及居民抗議興昌

里滯洪池公宅共構一事，台北市

政府決議暫緩公宅規畫並以「上

方不施作建物」狀況興建滯洪池。

　為解決文山區下游淹水問題，

北市府欲在辛亥路憲兵營區停車

場興建滯洪池以儲備颱風之降雨，

預計民國 106年完工。後來則計
畫在上方空地建 700戶的公宅，
在未與居民達成共識下執行公宅

共構一事遭強烈反彈。

　台北市議員王欣儀指出，原經

議會審議通過的「文山區憲兵營

區停車場滯洪池興建工程」，為

民國 104至 106年的連續性預算，
總工程費 5億 8990萬元。北市為
配合公宅政策而變更工程範圍，

以致工程經費需追加為 8億 1990

萬元，且延至 108年才能完工。
　今年 5月市府決議暫緩此案後，
又於 8月因水利處通過公宅共構
案，追加 2.3億預算，提請市議會
審議。王欣儀於議會中點出，水

利處原本單純防洪功能的滯洪池

工程，現政府為因應公宅而變更

設計，間接造成居民安全疑慮。

　颱風侵襲時，文山區下游飽受

淹水之苦，興昌里里長吳融昊表

示，居民迫切需要滯洪池防洪工

程的完工。市府 10月底提出將從
改善交通、下修公宅戶數及容積

率，並參照公宅物業管理方法調

整。經里長及議員申訴，台北市

都市發展局局長林洲民於 11月初
回應，已暫緩公宅規畫，水利處

也將以「上方不考慮施作建物」

狀況下興建滯洪池。

　吳融昊指出，滯洪池上方興建

公宅共構，將造成許多負面影響。

如滯洪池排水工程一旦運作，耗

時的過程加上產生的噪音及氣味，

勢必影響公宅居住品質。

　水利處檢討後以滯洪池上方不

考慮施作建物及確保結構安全前

提下，將梁、柱斷面縮小，將原

地下避難空間改作滯洪功能使用，

並且於原用地東側擴建，總滯洪

量可維持 4萬 6000立方公尺，總
工程經費維持原審定的 5億 8990
萬元。

　目前此案將函請台北市議會修

正原案並重新審議。台北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表示將持續進行溝通。

王欣儀期盼政府在追加最少預算、

延宕最短的情況下，盡速完成滯

洪池。

▲薑母鴨為許多民眾進補時的選擇。                  攝影／楊安安

醫師建議：依個人體質調整飲食 薑母鴨 羊肉爐 不是吃了就補

▲菜價高漲，對民眾影響大。                  攝影／林欣頻

菜價連漲二月 議員轟 
　記者洪羽潔、林欣頻／文山報導

　菜價已居高不下近二個月，台

北市政府日前才喊抓菜蟲，台北

市議員李慶元批慢半拍，並質疑

北市府及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

因應策略。

　颱風前夕農民搶收，應是供貨

量最足夠的時候，但莫蘭蒂颱風

登陸隔天小白菜就從一公斤 20
元漲到 68元，韭菜也從 57.2元
漲到 200元，連室內種植，理
當不受影響的豆芽菜都從一公斤

10元飆漲到 38.6元。小吃攤販
胡氏水說，韭菜實在太貴，只好

停售韭菜水餃。

　關於政府有無介入試圖抑制

物價，木新市場菜販周奕修說：

「現在很難了，因為現在果菜公

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不是運銷公

司，現在是公股民營化他們也要

從中獲利的。」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平均一天

蔬果銷售量約為 2200公噸，但

統計 9月 5日到 10月 25日以
來進口蔬果量只有 528.656公
噸。李慶元說：「二個月來的蔬

果進口數量，竟然連一天四分之

一的批發量都不到。」質疑其用

進口蔬果平抑蔬果菜價的功能。

　李慶元說：「台北農產運銷公

司官股占 40%以上，占地 7.6
公頃的第一、第二果菜市場都是

根據農產品交易法向北市府租

的，占盡便宜，但卻不負任何平

抑物價的功能。」他認為政府失

職，沒有在颱風期間提出對策，

變相幫助菜蟲滋長，從政府到地

方可說是「菜蟲一條龍」。

　李慶元建議，中央應建立政務

委員等級的對策小組專門負責

天災期間的蔬果菜價，才能避免

菜蟲滋長及解決今年這種極度

異常的狀況；且政府在颱風豪雨

季前就要備妥足量的冷凍及冷

藏蔬果，即時與鄰近國家進口蔬

果，才能平抑物價。
▲滯洪池施工現況。                                                                攝影／周君燕

　記者林韶君、劉哲源 ／文山報導

　明興里辦公室日前和民間公司合作，喊

出口號「OPEN GREEN綠計畫」，請來專
業生態建築講師進行評估，將打破里內生

態館圍籬，直接和民眾接觸。

　「OPEN GREEN綠計畫」以「環境改
善」、「打開」和「綠」為主要概念，也

希望里民可以打開心胸以及多接觸大自然，

消除人與人之間的隔閡，讓自然的理念深

植在整個社區。

　明興里里長鄢健民表示，希望藉由這個

計畫讓里民之間更接近，也能讓民眾不要

一直待在水泥叢林裡面。拆除生態館的圍

籬之後，能讓這個建築更加融入明興里，

大家就不會只是在外面看，能更清楚的知

道生態館辦的一切活動及展示。

　中國科技大學建築系講師孫啟榕說，

「OPEN GREEN綠計畫」希望能藉由社區
自發性的提案，讓社區的使用者對於居住環

境能有更多元、更活潑的想像。而明興里的

改善計畫則是希望可以把圍牆拿掉，增加

綠化的空間，讓室內和室外的通透性更高，

進一步促進里民和當地環境的連結性。

　明興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理事伍光祖指出，

在生態規畫上來說，其實就是以維持原樣

為核心概念，因為生態是非常敏感的，不

管是移入東西或是移出都可能會對生態造

成影響，因此他非常贊成打破圍牆的想法。

　此計畫在鄢健民的推動之下已經有雛形，

預計在明年完工，將賦予明興里生態館新

面貌，使之成為里民聚集和走進自然的最

好去處。

打破生態館圍牆 歡迎里民走進來文山關愛之家 需要你我伸援手
　記者邱于庭、汪昱伶／文山報導

　位於再興社區的「關愛之家」文山婦幼

中途之家目前物資充足，但急需金錢與人

力上的幫助。

　「關愛之家」以婦女及孩童照護為主。

愛滋病病友、長期擔任「關愛之家」愛滋

病講師的韓國強說，許多社區抗爭，並非

擔憂與愛滋感染者同住於社區，而是怕他

們影響周圍房價。

　韓國強表示，「關愛之家」並沒有特別

限制受助者資格，「關愛之家」歡迎有需

要前來求助者。許多外籍婦女無法獲得健

保保障，甚至許多被遺棄的孩童，無法登

報戶籍，更無法納保，「關愛之家」只能

自掏腰包負擔醫療支出。

　韓國強說，「關愛之家」常人力不足。

對此他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民眾對愛滋病

不夠了解，所衍生出來的錯誤認知。

　「關愛之家」行政專員陳妤婷表示，資

金方面還是以民眾的小額捐助為主。過去

曾參訪「關愛之家」的民眾，常於參訪後

附上孩童照片與「關愛之家」所需物資，

藉由網路力量讓更多有心民眾得以幫助

「關愛之家」。陳妤婷也向民眾呼籲，請

避免再度轉傳舊文章，以免孩童曝光。

　參與「關愛之家」服務學習的淡江大學

學生林旻潔說到，家人很支持她前來幫忙，

並不會擔憂她服務愛滋感染者，或與他們

同相處。

　韓國強期望，有心前來關心的朋友們能

先做足功課，了解愛滋病毒的傳染途徑及

基本知識，避免傷害感染者的自尊與感受。



　記者韋可琦、祝敏婷／新店報導

　摸遍無數屍體，受盡無數的責

罵，新店義消救生分隊分隊長謝福

助一句：「每個人都不做，沒有

人情味，這個社會就很不溫暖。」

表達自己對這份志願工作的熱血

與執著。

　新店義消救生分隊創立至今邁

向第 28個年頭，作為創團元老之
一的謝福助憶起 30年前自己與一
群游泳愛好者在新店碧潭常碰見

溺水事件，因此決定組織一支與水

有關的隊伍，他也自謙，「我們是

傻傻的戰士，純粹是一批閒閒老人

無事幹了，組織一個團隊。」

　靠著他們多年的努力，民國 78
年台灣第一支救生分隊正式被內

政部納編。

　新店義消救生分隊隊員來自各

行業，他們無法像警消人員第一時

間趕往現場，因此常需面對死者家

屬的不諒解與責怪，甚至曾經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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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不適 醫師：需避「寒」
預防勝於治療 少冰冷、油膩食物 讓腸胃舒服點

　記者梁恩祺、圖佳／新店報導

　秋冬季節，氣候變得涼快，但也是皮膚或

呼吸道症狀等容易發作的季節，困擾不少

過敏體質的民眾，中醫師提醒民眾，要避免

「寒」性食物，預防勝於治療。

　耕莘醫院中醫科醫師廖敏宏表示，秋冬易

風寒、風熱、風邪入侵，與體質的好壞有很

大關係，患者易出現氣喘、皮膚發癢乾裂、

咳嗽等症狀；風邪入侵易造成乾燥，容易傷

肺，因此秋冬是呼吸道疾病易發作的時節，

皮膚過敏或氣喘的人症狀會變嚴重。中醫注

重腸胃調理，針對乾燥的秋冬，過敏體質可

透過調理腸胃等改善。廖敏宏也提醒，少吃

冰冷、烤炸油膩的食物，過量食用容易造成

腸胃不適。

　民眾丁怡萍表示，自己是過敏體質患者，

所以季節轉換時都會感到不舒服，常常在睡

覺時都會鼻子過敏發作，導致黑眼圈很深等

問題，使用中藥調理後，鼻子過敏的症狀也

能改善。

　平時體質偏燥、晚睡、不注重飲食的人，

都比較容易產生秋燥症狀，在中醫角度，要

特別護養肺臟，調理體質。廖敏宏提醒，患

者需多穿衣服保暖，注意作息時間。

金中玉：開放訓練長照志工
　記者蔡芃敏、林昱萱／新店報導

　「長照十年計畫 2.0」於本月開
始試辦，議員金中玉提出，應從民

間培養照護人力。

　新北市政府官方網站統計，今

年新店區老年人口比例高達總人

口數的 14.7%，達到「高齡社會」
的標準。「長照 2.0」於本月開始
試辦，但經費與人力方面，皆是政

策推動上所面臨的難題。尤其「長

照 2.0」的內容強調「社區化」，
在社區分級設立長照據點，並依規

模分為長照「旗艦店、專賣店、柑

仔店」，因此「照護人力資源」成

了政策成敗的關鍵。對此，議員金

中玉表示，相較民間，政府缺少人

力資源，因此應該開放民間訓練，

由民間社團授課、讓學員考取相關

證照。

　針對「長照 2.0」，衛服部官員
曾於本月初提出，會爭取調派替代

役作為長照的補充人力，金中玉則

認為，應該透過「志工」的方式

招募，讓真正想要投入的人進入長

照領域，很多人退休後想要成為志

工，年齡相近更能知道長者的需

求。而從事照護員工作的林小姐也

提到，照護人力的短缺，是由於照

護員現今社會地位較低，且民眾大

多對照護員工作內容有所誤解，及

在專業上認知不清。因此，林小姐

期盼在政策推動的同時，政府單位

也能夠宣導民眾，只有讓社會大眾

更加清楚其工作內容，才能讓更多

有志者願意投入這個工作。

　「長照 2.0」剛起步，但民眾謝
小姐提出，社會大眾對於複雜的法

條不熟悉，導致有不清楚政策內容

的老人以為「長照 2.0」是由政府
發放津貼，因此希望政府跟市議員

能多加宣導並舉辦說明會，讓民眾

更具體的了解什麼是「長照2.0」。

　記者李冠勳、汪薪／新店報導

　新店大坪林圖書館前於近期

增設了新的 YouBike租借站，
服務民眾。　

　民眾陳小姐表示，新增設

的 YouBike 捷 運 大 坪 林 1 號
出口站對住在民權中正交岔口

的民眾比較方便，就不需要再

多繞半圈的距離至寶安街租借

自行車，也減少了不少通勤時

間。機車族陳先生表示，增設

YouBike租借站後，為了放置

自行車，機車的停車格將全數

移除，對於機車族來說會造成

停車的困難，期望可以有對於

機車族的配套措施。

　民眾好奇租借站何時會啟動，

大同里里長俞賢明表示，電力

供應的管線還沒牽好，還無法

供電來啟動自行車的租借服務，

俞賢明曾向捷運局詢問過此狀

況，捷運局也承諾此管線工程

會在年底前完工，並於民國

106年 1月 1日讓租借站運作。

義消救生隊 「我們是傻傻的戰士」 大坪林增設 YouBike站
▲照護人力資源為政策成敗關鍵之一。 攝影／林昱萱

▲救生隊員示範如何配合拋繩袋救援溺水者。

家屬想要毆打他們。

　救生是高危險性的工作，人們

無法控制海裡與天氣的情況。謝

福助說，休閒潛水與打撈大不相

同，因此見習人員需出勤多年以

累計經驗才能參與打撈，而身為

幹部也需觀察隊員是否可勝任此

工作並且指導無經驗者。

　義消救生隊員張奕鴻也表示，

救生工作最恐怖的是一旦潛入海

底就伸手不見五指，無論方向、

深度或殘壓都無法預知。他也指

出，進行救援工作時，首先必須

確保自己的安危，即使救援成功，

一旦受傷也視同失敗，因此每位

同仁都需確保執勤時的狀態良好，

只要身心狀態不佳者都不被允許

參與救援，否則會危及性命。

　新店義消救生分隊除水域救援

外，偶爾也進行山域救援，因此

每月都會進行不同專業訓練，如

繩索繩結訓練、潛水訓練、救生

技能訓練、潛搜及船艇訓練等。

面對傳承問題，王源結表示，救

生隊目前出現年齡層斷層問題，

許多年輕人因工作因素無法救援。

謝福助期盼新血能加入分隊。攝影／祝敏婷

崇光社大鼓勵銀髮族學習
　記者劉建佑、陳沛婍／新店報導

　「社區共融，樂齡學習」，位於

新店區的崇光社區大學，廣納社會

專業人士，不僅教導居民多元文化

與技藝，也舉辦講座，發展在地人

文薈萃，提升公民素養。

　崇光社區校長吳治香表示，許多

年長者在退休後，失去了生活重

心，希望藉由參與終身教育學習的

課程，鼓勵年長者從課堂中與人交

流，讓他們身心靈有所寄託。

　為了滿足不同年齡族群的需求，

崇光社大發展出多元化的課程內

容，民眾能選擇與自身能力、體力

和興趣較符合的課程。學員李瑞慶

表示，因為這樣的學習，使得她的

生活變得比以往充實，也學習到不

同領域的技藝。

　吳治香呼籲政府積極幫助社區

大學營運，打造一個年長者友善且

具意義的學習生活空間，重新找到

人生不同定位。

▼把藥泥搓成適當大小再敷在穴位上，達到最佳治療效果。攝影／圖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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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山日曬豆 飄草莓香
　記者李玟逸、李祐萱／台北報導

　許多人會購買咖啡作為一天的

開始，又香又醒腦的味道能使工作

效率加倍。然而，大家對咖啡豆又

了解多少呢？

　專業咖啡師劉昱駿表示，在種類

繁多的咖啡豆中，最常見的咖啡

豆有二種：阿拉比卡與羅布斯塔。

阿拉比卡的種植歷史最為悠久，是

最傳統的阿拉伯咖啡品種，其咖啡

生豆的顏色為淡綠至綠色，喝起來

果酸味較為明顯，具有豐富的層次

感，咖啡因含量較低；羅布斯塔的

產量最多，價格便宜，其咖啡生豆

的顏色為褐色，味道較苦也較強

烈，咖啡因含量較高（為阿拉比卡

的二倍左右），攝取過多容易令人

心悸。羅布斯塔的風味較不佳，因

此較少被當作單品咖啡飲用，大部

分還是以混豆和即溶咖啡為主。

　一般來說，製作義式咖啡的配方

通常都會結合三種以上的豆子，用

途是為了平衡整體的口感與層次。

民眾王珮玲表示，平時喜愛喝咖

啡，對於咖啡豆有研究，會選擇咖

啡豆而非咖啡粉，是因為她認為咖

啡豆較能保留咖啡原有的風味，且

咖啡粉在台灣較易受潮、變質而不

容易保存。

　目前也在咖啡廳工作的劉昱駿

也提到，除了大家熟知的拿鐵、美

式以外，其實還有很多味道相當有

特色的咖啡，但一般民眾較不常接

觸，也因此沒有太多機會能夠親身

去品嘗。

　他表示，因為工作的關係，接觸

到阿里山茶山部落的日曬豆，近

年來阿里山的咖啡豆種植技術已

經越來越成熟，不輸給國外的咖

啡豆，但因為土地小，產量不大，

價格也相對較高。日曬豆本身聞起

來有一股濃郁的草莓香，經過淺焙

後，喝起來果酸香氣四溢，微微的

水果甜味很像在喝茶，令人驚豔。

　一顆咖啡豆就能創造許多不同

的風味，豐富的口感使咖啡提升到

不同的層次，下次不妨考慮嘗嘗其

他別具特色的咖啡吧！

專家：上網六小時 你上癮了
　記者陳冠宏、葉修宏／台北報導

　科技時代來臨，智慧型手機普及率

越來越高，但也因為它的用途十分廣

泛，導致現代人過度的依賴，產生了

負面情緒、焦慮等症狀。

　除了日常生活的應用外，智慧型手

機、平板電腦配合各式社交 APP，成
為現代人常用的溝通方式。透過 APP
交辦事情、聯絡感情，漸漸取代了傳

統的面對面溝通模式。民眾謝先生表

示，每日平均使用手機的時間大約八

小時以上，如果沒有帶手機出門就像

沒帶水瓶出門一樣，突然想喝口水卻

沒有水喝，就會很焦慮，心情一直受

影響。

　世新大學日文學系學生張書豪提

及，現在討論報告和同學聯繫事情，

常用 Line、Messenger溝通，如果沒
有手機，很多事情都不能做。

　世新大學諮商中心主任黃小玲指

出，手機使用過量，可能造成心理和

生理成癮。一旦停下來不用手機就會

覺得不自在，感到焦慮或引發一連串

情緒問題。智慧型手機為生活帶來不

少便利，也提供娛樂，但也常讓人無

法自拔，稍不注意就滑了好幾個小時。

　黃小玲直言，每天使用手機上網六

小時以上，便是成癮。使用手機時應

提高「自我的注意力」，進而提升自

制力，隨時注意使用時間，一發現超

時使用就立即停止，避免手機成癮。

　智慧手機的方便、多功能性，使日

常生活變得更豐富多元，帶來許多益

處；但不當的過度使用，也會引發情

緒焦慮、依賴手機等負面問題。

　科技日新月異，如何善用手機幫助

生活，而不被它綁架情緒，已成為現

代人需思考的一個課題。

預期落差大 代購引糾紛
　記者許哲瑗、黃彥迪／台北報導

　代購是近年興起的購物模式，屬於網路購

物的一種。然而，因管理屬於灰色地帶，代

購衍生出許多對於運費、出貨速度、商品資

訊不對稱等消費糾紛。

　代購業者夏浩源起初接觸代購這條路，是

因為自己常常出國，對國外許多商品的流行

趨勢也有所涉略，原先只是趁出國期間，幫

身邊的朋友買一些台灣還沒進口，或是因關

稅較高所以價格偏貴的商品，後來才開始進

行較專業的代購。

　隨著代購產業的普及，買賣雙方產生的糾

紛也逐漸浮出檯面，代購業者江雨蓉認為，

網路代購最容易出現的問題，在於客人拿到

實品後反應與預期中不符，並要求無條件退

貨。另外，業者姚小姐也提出類似的問題：

「有些客人收到商品後，會因為尺寸不合為

由要求退貨。在這樣的狀況下，通常運費我

們都必須自行承擔，累積起來是一筆非常大

的成本。」

　消費者蕭詠文近期請網友代購限量版的潮

牌服飾，賣家原先允諾會在 20天後出貨，
卻拖了一個多月還收不到商品，到最後該賣

家網友才承認其實那件限量版的商品並沒有

存貨，退了錢後這件事也就無疾而終。蕭詠

文表示，雖然賣家最後有向自己道歉，但這

樣沒保障的消費模式，再也不會想嘗試第二

次了。

　消費者保護協會說明，網路購物業者透過

網頁或部落格販售商品，只要是以經銷商品

或提供服務為營業，皆適用《消保法》規定；

而民眾透過一般社群網站，聯絡住在國外的

網友幫忙代買商品，若該網友並不是以提供

代買服務作為營業，則不屬於《消保法》上

的企業經營者。如果發生糾紛，應依據民法

有關代理或委任等規定為處理。

▲專業咖啡師劉昱駿表示，咖啡豆依據烘焙及混和方式的不同，才能

表現出多層次的口感。                              攝影／李祐萱

▲代購多以網路作為交易平台，但也常因圖
片與實體不符而引發糾紛。   攝影／許哲瑗

寵物鮮食料理 水分不能多
　記者吳冠輝、黃俊翔／台

北報導

　寵物鮮食料理是近年來飼

主的新選擇，鮮食料理選用

食用級的肉類、蔬菜、米飯

等食材製作而成，提供寵物

均衡營養，且不必擔心罐頭

食物太鹹對寵物造成負擔。

　有五年製作寵物鮮食料理

經驗的詹子宜表示，選擇雞

胸肉可以提供蛋白質，且沒

有多餘的脂肪；蔬菜、紅蘿

蔔可以提供纖維質等營養

素，這是在吃一般傳統飼料

不容易攝取到的營養。

　另外，米飯不用太多，少

量澱粉就足夠提供狗狗運動

的能量；飯後可以給狗狗一

根骨頭以攝取足夠的鈣質。

　在烹煮上詹子宜建議，肉

一定要煮熟才能殺死生肉中

的沙門氏菌與芽胞桿菌；烹

煮時不需加入太多的水，水

分太多反而造成營養素的流

失，貓犬不像人一樣可以透

過皮膚來調節水分，所以對

水分的需求較低。

　飼主邱立中指出，一般飼

料或是罐頭使用了很多化學

添加物，對寵物的負擔

比較大，而鮮食料

理中有添加蔬

菜，且是以水

煮烹調方式，對

寵物的身體比較

健康，營養也比較

均衡。

　製作寵物鮮食需要

花大量的時間準備食材及烹

調，因此許多飼主主要還是

餵食飼料及狗罐頭。詹子宜

表示，現在市面上有許多廠

商將鮮食製作成調理包的方

式販賣，加熱後就可以給寵

物吃，建議想讓寵物吃得健

康的飼主可以選購。

專業咖啡師劉昱駿力推 :不輸給進口咖啡豆

▲寵物鮮食料理提供營養的

均衡。       攝影／吳冠輝

▲大稻埕附近的永樂市場經過了重新裝修、整合，保留原本老街紅磚建築，傳統的布市
提供許多手作藝品家選購材料的好去處。在門口的廣場於假日也不時會舉辦藝文活動，
為老街注入年輕的活力。　　　　　　　　　　　　　　　　圖／林梓晴、文／鄒鎮鴻

大稻埕樂音飄揚



　記者陳祈安、謝佩珈／台北報導

　自從 Google 研發的 AlphaGo
打敗世界棋王李世乭，帶給全球震

撼性的討論，人工智慧 (AI) 成了
國際不可忽視的議題。未來人工智

慧將衝擊各種領域，提升經濟效益

但也影響到人力市場。

　近年來人工智慧應用非常廣泛，

包含金融管理、無人駕駛汽車、醫

療診斷、電商零售、教育個性化輔

導等，機器人運用越廣，人們也

開始擔心自己的工作會不會被取

代。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9
月失業人數為 46萬 9千人，較上
月減少 1萬 1千人，9月失業率為
3.99%，較上月下降0.09個百分點；
如與 2015年同月比較，則升 0.10
個百分點。對於失業問題，國立台

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于天

立則認為，職業被取代這件事一直

都在發生，但這也創造出許多新興

職業，像是「馬伕」消失後，汽車

製造業就取而代之，與其害怕自己

會被人工智慧所取代，不如增進自

身專業的能力。

　人工智慧與現今熱門話題大數

據、互聯網、物聯網 (IOT) 皆有
密切關係，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

學系特聘教授李蔡彥也認為，資

訊化、智慧化是「不會走回頭路

的」，許多行業都等著被資訊化。

台灣 2016年第二季資訊服務業營
業額達 635億元，其中電腦系統
設計服務業因企業系統整合、雲端

建構服務需求上升，營收年增至

6.2%，現今資訊產業已成為趨勢。
　人工智慧越來越進步，不少專家

都在研究AI取代人類大腦的技術，
但在這方面李蔡彥提到，人類的常

識較難被定義清楚，這也是 AI較
難取代的地方，所以我們在工作

上可以做較高階的判斷，像是「批

判」的能力就很重要。高鳴數學團

隊輔導老師鄭羽辰需與學生交流

互動，她認為這是人工智慧無法取

代的地方。而富邦人壽行銷專員吳

品儀在工作的時候都會聽客戶說

故事，從過去經歷中了解需求，她

說：「這屬於比較感性的那一塊，

如果像人工智慧那種比較制式的

問法，一些需求可能沒有辦法在當

中被挖掘出來。」因此在人際互動

需求較大的工作上，人類被人工智

慧所取代的機會低了許多。人工智

慧來勢洶洶，提升自我專業能力，

就不怕被這波潮流所淹沒。

中華民國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五

召集人／黎萱　編輯／貝薈涵、吳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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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立：與其害怕被人工智慧取代，不如增進自身專業能力

AI夯 各行業鐵飯碗恐不保

　記者程沛茜、許珮姿／台北報導

　海運業景氣低迷已持續一段時間，距離波羅的海乾貨散

裝船綜合運費指數 (BDI) 最高峰 2008年的 1萬多點，已
經過了好幾年。根據往年的經驗，隨著聖誕節 (第四季 )

的到來，相關產品開始運送，將讓死氣沉沉的航運業暫時

回暖。

　金融海嘯後，全世界經濟不景氣，加上石油價格不斷上

漲，今年 BDI更創新低。在市場供過於求的狀態下，世
界大型航運公司也紛紛遇到危機。例如 :韓國規模最大的

海運公司「韓進海運」（Hanjin Shipping），因為內部
財務問題加上市場不景氣，在今年八月底正式宣告破產。

不久後，新加坡馬可波羅海運集團也傳出面臨巨大財政問

題，而日前中國浙江最大海運公司「浙江遠洋」負債超過

80億，同樣以破產收場，壞消息接連爆出，顯示國際海
運業面對前所未有的寒冬。

　世界景氣重挫海運市場，其中重要的一部份：中國的海

運市場事實上也沒有預期的好，加上中國公司開始囤積原

物料，使海運量大幅降低。儘管海運不景氣，知名船務代

理人林先生表示，他們與客戶簽訂長期合約，租賃商船以

收取租金，因此短時間內船務代理商不易受市場波動影

響。不過林先生仍感嘆，因為現在海運生意慘淡，貨物量

跟租借的船隻不成正比，商船只能停靠在港口，卻仍需支

付人事費、管理費等費用，因此許多船運公司縮短合約時

間，或是減少租借船量，甚至有客戶寧可付違約金，也要

解除合約。

　占韓國貨運量 60% 至 70% 的韓進海運在今年八月底破
產後，不僅衝擊韓國進出口貿易，也打亂整個產業供應

鏈。但對於台灣一些大型貨櫃公司卻是一大商機，原本韓

進海運的生意「轉單」到台灣陽明海運（2609）、長榮
海運（2603），更讓這些台灣大型海運公司的訂單數量，
成長了 20％至 30%。林先生表示最近適逢聖誕季，歐美
產品都需要海運來運送，是近期內海運的「春天」，不過

就長期而言，海運市場的發展仍是低迷狀態。

　海運產業的衰落不但使船運公司面臨挑戰，在船員方面

也有許多變化。在知名海運集團船員部門工作的 Claire小
姐表示，在慘淡的生意下，船商希望能夠藉由較少的錢得

到全能的船員，要求日漸嚴苛，不但素質要高，更要有精

通語言的能力。Claire小姐表示，海上的工作比陸上辛苦，

但薪水並沒有比較多，很少人會「棄陸選海」，且最近應

徵船員的人也逐漸減少。因此這波不景氣不只影響大型公

司的營運，從最基層的員工就可看出海運產業的興衰。　

迎接聖誕檔期 海運景氣回暖
市場仍低迷 BDI 創新低

台灣失業人數及失業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製圖／謝佩珈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製圖／謝佩珈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 製圖／謝佩珈

▲機器人為人工智慧最早的發明。                    

資訊服務業營業額及年增率

攝影／陳祈安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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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re still some people who fear legalizing gay marriage 
would cause a lot of problems. Moreover, some of them attack 
the LGBT community with sexual innuendo, accusing them of 
stirring sexual liberation. It will break our society down.
    Fan, Kang-Hao（范綱皓）, a commentator who often posts 
his articles -- mostly about gender identity, labor rights -- on 
news websites, clarifies that LGBT parade is a social movement 
with multi-cultures; no matter what your skin tone, sexual 
orientation（性向）or social class, even antagonists can join 
the parade. “In fact, those who are not in the mainstream of 
society through this action to declare their rights tell people that 
there are a variety of looks of our bodies. We should accept our 

own bodies comfortably,” said Fan.
    In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sai, Ing-Wen（蔡英文）has 
published a statement “In front of love, people are all equal. I 
support gay marriage.” It can be considered a big step forward 
in political support for LGBT rights. “The real battlefield will 
be at Legislative Yuan, our president and Ministry of Justice
（法務部）mentioned they will support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So it depends on how much power that people can provide to 
legislators to do their job,” said Fan.   
    After all, legalizing gay marriage is not the milestone 
for those who care about it. It may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completely protect LGBT rights. “In fact, people are not 

unfriendly to homosexuals but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m well 
and don't know how to get along with them,” said Jennifer Lu
（呂欣潔）, an activist who has been devoting herself to gay 
rights movement for over a decade. Besides administration 
measure, she pointed out that education is the best remedy to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Until now everything is still in the process;“If the whole 
things are not developing as you expect them to be, then don't 
be upset. Being positive, you can consider it as helping our 
descendants fight for their rights. To be honest, civil rights 
we have today were what our forefathers used to fight for us, 
right?” Fan smiled, with calm.

    This year is the fourteenth year of LGBT Pride 
Parade.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parade is “Let's have 
fun and break fake friendliness.” Thousands 
of people joined Taiwan 2016 LGBT Pride, 
the biggest gay pride parade in Asia. Some of 
them wore special costumes and held posters 
to promote homosexual issues and comrade 
marriage. 
    Amber and Cyu, a lesbian couple who attended 
the parade together, shared their experience with 
us. For some reason, they couldn't show their 
sexuality directly in the workplace. Amber said, 
“One of my female colleagues, who had been 
chased by a girl, told me that she didn’t accept 
her because she felt sick about homosexuals.’’ 

Amber had a complicated feeling after she heard 
that. They thought the first step to treat LGBT 
in a friendly manner is to pass the same-sex 
marriage bill.
    According to the data,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had climbed to 80000 this year, a 
record high. Obviously, the parade is bringing 
some effects to society. “The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Nowadays,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public becomes much higher than before,” said 
Yang, Jia-Ying（楊佳穎）, who is a university 
student and joined in the parade this year. The 
parade can be seen as a large-scale activity for 
public to notice the minority in our society. 
Although the parade might be helpful, it still 
takes time to change the whole environment.

By Wen, Zih-Syuan（溫子萱）, Hsieh, Pei-Yu（謝珮瑜）

Love Should Be 
Gender Blind

▲Taiwan 2016 LGBT Pride Parade begin with 
a huge rainbow flag. 

Photo / Hsieh, Pei-Yu（謝珮瑜）

▲1.Legalizing gay marriage shouldn't be an obstruction to public.                Photo / Hsieh, Pei-Yu（謝珮瑜）

2.Jennifer Lu（呂欣潔）is advocating the idea of legalizing gay marriage. Photo / Chuang, Yu-Ting（莊喻婷）

3.Ku, Sin-Ru（古欣茹）, “Hey Artists” project photographer.                    Photo / Lan Ting（藍婷）

4.Fan, Kang-Hao is interviewed in cafe.                                                    Photo / Chang, Chih-Yu（張芷瑜）

“Hey Artists” - Get More Closer with LGBTQ
    Ku Sin-Ru（ 古 欣 茹 ）, an artist and a photographer, 
is lesbian. Ku and Zoe, her partner, have created Ku Yang 
workshop（ 羊 古 工 作 室 ）for the “Hey Artists” project, 
which is a series of videos, in order to let everyone understand 

more about homosexuals. They interview artists in New 
York and Taiwan who are LGBTQ or supporting 

homosexual issu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lso try to make their audience 

understand the cultures from 
other countries.

    Since July 2015, 

Ku has contacted many artists from different fields and 
interviewed five of them. She found 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 New York where the multi-
cultural people are gathering, homosexuals are open to their 
sexuality, as there is a more generous recognition of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In Taiwan, many artists are worried that their 
family members would know their sexuality and be gossiped by 
others. In general, the attitude of Taiwanese artists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In fact, not every reg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open to 
homosexuals. When Ku was young, she 
lived in the south of America. 

Social atmosphere in southern United States is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and discrimination against homosexuals is rife. In 
Taiwan, more discriminatory events or verbal criticism appeared 
in social media. These phenomenons are worthy of attention.
Back to the “Hey Artists” project, “I hope that through this 
project, people can be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LGBTQ and 
get closer to their inner world,” said Ku.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social problems about homosexual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in our environment, the project was believed to be a silent 
power which can influence the public in a soft and positive way!

By Lan Ting ( 藍婷 )

By Chang, Chih-Yu（張芷瑜）, Chuang, Yu-Ting（莊喻婷）

In Front of  Love , 
We Are All 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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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Should Be 
Gender Blind

LGBT
LGBT is an initialism that 
s tands  for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In use since the 1990s, the 
term is an adaptation of the 
initialism LGB, which was 
used to replace the term gay 
in reference to the LGBT 
community beginning in 
t he  mid - to - l a t e  1980 s . 
Activists believed that the 
term gay community did not 
accurately represent all those 
to whom it refe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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