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楊智伃、邵永輝／文山報導

　台北市中心也有咖啡園。座落

於文山區興得里山坡地的「景美

咖啡園」，由現任景美區農會理

事長高福勝於十多年前創立。

　「咖啡」對於現今的人們來說

是提振精神的生活必需品，而「喝

咖啡」也成為一股休閒新風潮，

因此隨著咖啡的需求量增大，咖

啡栽種也逐漸盛行。台灣在地咖

啡種植農業，例如雲林古坑咖啡，

多半來自於中南部地區，而適當

的海拔高度，也成為種植良好品

種咖啡豆的必要條件。綜合以上

因素，使得台北市民鮮少知道原

來台北市中心擁有一座咖啡園，

也間接造就了「景美咖啡園」的

獨特性。

　「景美咖啡園」創辦人高福勝，

談起創建咖啡園的起因，是一場

的意外。過去從事建築業的高福

勝，自退休後，因有感於家中的

土地荒廢實為可惜，便開始種植

牛樟、肉桂、水果等作物，使這

片低海拔山坡再度重回大自然的

懷抱。直到多年前至市集購買水

果樹苗時，因賣家的推薦，高福

勝開始於園內種植咖啡樹，所採

用的阿拉比卡品種咖啡豆卻意外

培植成功，由於烘培後成果不錯，

因此開始擴大種植規模，咖啡樹

數量也從原先的個位數，一路成

長到現在的四百棵。

　面對逐漸發展中的咖啡園，高

福勝坦言起初確實曾因技術性問

題而面臨困難，還因此遠赴南部，

向當地咖啡產銷班請益，以改進

技術。為了鞏固咖啡豆質量，高

福勝親自學習咖啡栽質管理，從

採收、發酵、曬乾、去殼，至最

後的烘培，皆不假他人之手，全

程親自參與。咖啡烘培業者康玲

表示，市面上咖啡豆品質參差不

齊，基於烘豆專業，一旦咖啡豆

品質不佳便會影響人體健康，因

此十分讚賞高福勝對於品質把關

的用心。

　由於土地限制，景美咖啡園所

生產的咖啡豆在產量有限情形下，

仍未公開對外販售，不過高福勝

表示未來將透過農會的協助，或

是舉辦活動，逐步行銷景美在地

咖啡，也藉此提升農會形象。高

福勝也期許透過推廣，「景美咖

啡園」在未來成為一間使台北市

民放鬆身心的休閒農場，打響屬

於景美咖啡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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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枯木發芽」，枯木是原住

民語，發芽則指復振，復振為復

甦之意。阿美族語教師林明德認

為，政府應落實推動族語教育，

並和教師同心協力，讓族語重新

發揚光大。

　三峽國小為原住民特色學校，

學校設有多種族語課程，三峽國

小在族語傳承上扮演著極重要的

角色。

　在現今許多原住民已經淡忘自

己的族語，在部落裡會說族語的

只剩下老人。三峽國小阿美族語

教師林明德原在部落學校教書，

但他發現許多部落的孩子都不會

講族語，因此林明德希望能用微

薄的力量為族語盡一分心力，自

民國 91年開始，林明德致力於族
語教育，全心全意為教育付出。

　林明德表示，族語教育工作迫

切，特別是在都會區的小孩已經

沒有學習族語的環境，因此如何

守護族語仍是一大難題。

　族語課程一班約有十位原住民

學生，以小班制上課方式，讓林

明德可以注意每位學生的上課狀

況。林明德教學方式生動活潑，

他不只會在黑板上畫畫，也會用

對談方式與學生互動，學生課堂

參與度高，並能與老師對談如流。

林明德也會帶領學生唱歌，讓學

生在歌曲中明白族語的意義。

　課堂學生陳亭和林翊晟表示，

他們本來不會說族語，但經過扎

實的族語課程後，他們收穫良多。

兩位同學非常喜歡族語也認為學

習族語十分有趣；林明德教學認

真，會有課堂作業，希望學生能

透過練習讓學習更有效率。

新店行政園區 周邊交通堵
民眾怨上下班時間、路程變長 都更處：希望民眾配合

罕見！景美山坡地種出咖啡豆

傳承原住民文化
從學習族語開始

▲創辦人高勝福，仔細呵護咖啡樹，並打造有機環境。                                　攝影／邵永輝

　記者曾慶豪、潘宥汝／新店報導

　新店行政園區日前舉行開工動土典禮，然而周邊民眾及

車輛駕駛仍需忍受施工及道路封閉的不便。

　新店區公所以及行政街附近多個行政機關包括新店戶政

事務所、新店地政事務所等機關，因建築老舊、辦公空間

及停車位不足而進行都更專案。原址改建的「新店行政園

區」為 31層樓的行政中心及多功能運動中心，施工期間暫
時封閉行政街，舊的辦公處也遷移至七張捷運站 1號出口
三樓至五樓為民眾服務。

　行政街附近不單只有行政機關，也有許多居民因平時出

入北新路或中興路，皆需行經行政街，但施工期間道路封

閉，帶給民眾不少困擾。行政街居民李先生表示，原上班

須經過行政街再轉至北新路，現在則需繞道行駛至檳榔路

才可接至北新路，需多花十分鐘的路程，實為不便。

　檳榔路道路狹窄，尖峰時間車流量大，容易造成堵塞，

現在又要分擔行政街的交通流量，堵塞更為嚴重。檳榔路

居民曾先生表示，堵車問題是通勤時間的惡夢，道路狹窄

加上路邊的違規停車，現在車流量又增大，是令人頭痛的

問題，希望行政園區能盡早完工。

　此外，有民眾認為都更可帶來好處。行政街居民李小姐

期待即將建成的新店行政園區，認為不僅有更舒適的洽公

空間，也能在家附近享有嶄新的運動中心，增加運動的意

願，讓自己擁有更健康的生活。針對堵車問題，李小姐表

示這是施工的非常時期，能夠理解。　

　都更處表示，新店行政園區於年底開始動工，工期為三

年半，呼籲民眾配合，改變洽公習慣。針對交通問題，民

眾也只能盡力適應新的通勤路線，等待都更完成。

▲交通堵塞的檳榔路。       攝影／潘宥汝 ▲因施工而封閉的行政街。        攝影／潘宥汝

▼林明德為傳承族語盡心盡力。                   攝影／周姈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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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王巧文、布子如／文山報導

　走進警局時，你可曾注意到在某

一個角落，穿著黃色小背心的身

影，當訪客拜訪時做筆錄登記，在

民眾報案時為他們奉茶？

　這一個個黃色的身影就是為警

員分擔工作的「志工媽媽」、「志

工阿姨」(上圖，攝影／布子如 )，

都是來自婦女會的退休婦女，現在

搖身一變，以家裡的媽媽或住隔壁

的阿姨的角色，在警局施展她們

最擅長的魔法，以最家常的話語，

安撫民眾焦慮的心情，遇到民眾太

激動時，遞上一杯茶，細心聽他們

講，平緩他們心情後，民眾再跟警

察陳述時，便能更詳細、完整的把

事情講清楚。

　擔任志工 12年的李素萍認為做
志工能走出家庭，不用每天重覆煮

飯、掃地枯燥的工作。反之，志工

工作能廣闊她的生活，並為她帶來

成就感。蘇瑞玲則認為能交朋友最

開心，在生活上、感情上、甚至教

育子女方面，可跟大家互相學習。

當了六年志工的吳瑪麗則強調因

為常與警察局接觸，增加了詐騙

手法的認識，所以練就出一雙精明

耳，聽到電話內容，便能分辨是否

來自詐騙集團的陷阱。

　雖然志工媽媽們認為警察志工

沒什麼特別，但文山二分局行政組

組員同時也是台北市文山區的志

工中隊的陳玉鳳卻對文山二分局

的志工隊引以為傲，因為他們是全

國第一支警察志工，早在民國 92
年政府推動警察志工前，景美分局

便在民國 80年便成立自願性志工
隊伍，幫忙關懷獨居老人。自此樹

立起公營機構的志工風氣，為森嚴

冷肅的公家單位注入一絲暖意。

　七年前，蘇瑞玲加入警察志工，

如今，她重新認識警察，了解警局

的運作模式後，發現警察是很親民

的，像一家人一樣。當她們被問到

如果有一天你們不能再當警察志

工時，他們大喊不可能，會一直當

到自己不能動為止，可見他們對這

份工作充滿熱忱的心。

關懷送餐服務 溫暖銀髮族
　記者羅明輝、林聖捷／文山報導

　為了協助行動不便難以外出的

獨居老人，能夠獲取每日所需營

養，文山區萬芳醫院社工室、營養

室與志工團體一同實施一系列的

關懷送餐服務。

　萬芳醫院社工室至自民國 92年
起致力於獨居老人關懷送餐服務，

由社工室每一年訪視及問卷統計

文山區需要提供送餐服務的獨居

長輩，再交由營養室根據每一位長

輩健康狀況改善餐點，烹調出能提

供均衡營養的低油少鹽便當，像是

為咀嚼不便的長輩將餐點煮得較

軟爛，為了有心血管疾病的長輩減

少鈉含量等。

　萬芳醫院社會工作室社工蘇珮

嫻表示，每周一至周五中午之前，

營養師製作出的便當交由萬芳計

程車車隊送至文山區五個定點，

再轉由在各定點等候的志工騎乘

機車分送餐點給長輩們，而社工師

鄭浚瑞則補充「許多獨居長輩平時

都待在家中鮮少出門，透過送餐服

務，他們會主動走出家門等候便

當，作為短暫的運動同時也能改善

他們的心境。」

　文山區的獨居老人高達 500多
位，許多長輩行動不便，需要送餐

志工爬上高樓或山坡直接送至住

所，再加上平日不論風雨日曬都必

須騎車運送 20至 30多份的便當，
年輕一輩往往無法負荷，導致人力

逐漸不足，且志工年齡普遍較大。

　資深送餐志工溫文男提到，進行

送餐服務長達十年以來，只有因為

生病休息過三個月而已，許多獨居

長輩因為十年的送餐服務都產生

了濃厚的感情，每次送餐都會聊上

一陣子，甚至在他住院無法外送期

間，持續透過其他的志工送上關心

慰問，迫切想再次見到他送餐的身

影；而原先不願出門、害怕與人互

動的長輩在他持續送餐「搏感情」

之下也逐漸開朗起來，一看到他便

露出燦爛的笑容主動迎接。此外，

溫文男也向社會局爭取經費，定期

為社區的獨居長輩舉辦大型出遊

餐會，讓長輩外出呼吸新鮮空氣之

餘，也能認識其他的朋友，減少孤

單及寂寞感。

　在接過手中的便當時，許多長輩

都笑著感謝萬芳醫院提供營養又

美味的餐點，讓他們身體越來越健

康，同時也感謝志工們不畏風雨的

辛勞與貼心問候，成為他們生活中

重要的陪伴。

你不孤單 兼顧營養均衡與溫馨陪伴 盼更多人加入志工行列

綠化植栽爬上牆
　記者孔祥智、范家瑢／文山報導

　景美社區發展協會以吊掛盆栽的方式，

在牆壁上種植蔬菜，為台北市增添生命和

綠意。民眾張淑敏表示，綠意菜園美化了

環境，讓空氣更清新。

　景美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劉金蓮說：「在

寸土寸金的台北市，社區沒有綠地空間做

休閒農耕，要找一塊完整的土地作為園圃

非常困難。」在與社區綠化志工討論後，

決定將都市種植「向上發展」。運用社區

民宅閒置且完整的牆面，以吊掛盆栽的方

式進行種植，打造都市中的可食地景，讓

原本單調、斑白的牆面，散發出蓬勃綠意。

　景美綠意菜園採用立體化的概念，由民

眾自發性認養牆面並進行種植。劉金蓮說，

現代都市人很少有機會能接觸農作物的種

植，對於蔬菜的來源以及種植方式都不太

了解。她希望透過這種將都市田園與生活

住宅結合的方式，讓社區民眾有更多機會

接觸、體驗農耕，推動食安教育，也增進

居民之間的交流。民眾林瓇玉表示，現在

菜市場賣的菜可能有很多農藥，自己種會

更好，食得安心。

　志工釋法戒表示，要不使用化學藥品、

不殺生來驅趕害蟲。過去常常會遇到蝸牛

干擾，經不斷試驗，發現將乾燥的蛋殼揉

碎，灑在土壤上，因為碎蛋殼有尖銳的部

分，會讓蝸牛不敢過來。此外，志工們還

發現，要避免在接近黃昏的時候澆水，才

可以減少蝸牛出現的數量。▲景美社區發展協會在牆壁上種植蔬菜。                              攝影／孔祥智

綠 2 站牌遷回原處
　記者郭育伶、陳心亭／文山報導

　捷運萬芳醫院站，是綠 2的停
靠大站，對學生及上班族來說，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原本綠 2公車
站牌一直都位在捷運站出口旁，上

個月卻無預警地移動了站牌位置，

使民眾都感到詫異。

　綠 2所屬的欣欣客運公司在 10
月宣布，為解決站牌過於密集，造

成交通打結問題，將原在捷運站出

口旁的站牌調整到興隆路三段 88
至 102號對面。但後來因許多民
眾反應習慣原本位置，認為站牌遷

移沒有太大的意義，於是再次宣布

將站牌調回原來的位置。

　綠 2路線自辛亥路七段一路向

北至興隆路右轉經過捷運萬芳醫

院站，再一路往南右轉木新路三

段。途中經實踐國中、中國科技大

學、台灣警察專科學校及景美女中

等學校，多為學生通勤之用。目前

就讀大學的黃同學表示，上學都是

搭乘綠 2，但時常過於擁擠。
　景美女中往西過寶橋連接寶橋

路，從吉成工業區經中正路連結遠

東工業區，則是上班族較多的路

段，同時因經過家樂福及耕莘醫

院，購物與就診的人也不在少數。

　欣欣客運企業工會副理事長張

源龍表示：「公車的路線及站牌不

要輕易變更，可以調查需要量後新

闢路線或微調。」

▲接過便當的長輩們都露出燦爛的笑容感謝志工。　　　攝影／林聖捷

▲許多民眾搭乘綠 2 通勤。                          攝影／郭育伶

走出家庭 警局志工為你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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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店連脈動3

　記者魏莉穎、李振均／新店報導

　溪洲部落為都市邊緣的原住民

聚落，保有阿美族傳統文化，長期

推廣文化傳承，阿美族新店區總頭

目萬福全說，希望政府能夠正視各

部落補助款項不足的問題。

　溪洲部落每年舉辦豐年祭活動，

除了凝聚族人向心力，更象徵著阿

美族精神與文化的傳承。部落緊鄰

自行車道，有著發展觀光產業的地

理優勢，萬福全表示，目前豐年祭

主要仍針對部落居民，若要吸引遊

客共同參與豐年祭，必須擴大慶典

規模，但因新北市政府縮減補助經

費，資金不足，希望政府能夠正視

各部落補助款項不足的問題。

　近年，為保護原住民傳統文化，

政府積極開設原住民語課程及檢

定制度，部落集會所也定期舉辦族

語教學，但經漢化後，即使居民多

會阿美族語，主要仍以中文溝通，

鮮少使用族語。此外，溪洲部落為

都市原住民聚落，居民多來自不同

的原鄉部落，也是文化傳承的阻礙

之一。溪洲阿美族文化永續發展協

會理事長鄭正文說，族語受地區影

響，大家講法不同，反而無法溝

通，僅能透過其他課程，促進部落

居民對於阿美族文化的認識。

　針對部落遷移與重建計畫，居民

已著手設計，欲以原住民圖騰及木

頭雕刻，塑造原住民特色村落，帶

動觀光發展。部落集會所也增設傳

統服飾製作課程及串珠活動，藉此

傳承技藝，未來將成立工作室，推

廣原住民文化，發展文創產業。新

北市政府原住民行政局經濟建設

科科長李志偉表示，原民局預想以

原住民文化展演帶動觀光，但目前

主要仍然以協助居民安建、搬遷為

優先。

　溪洲部落約有 200 名居民，但

地處郊區，工作機會少，溪洲阿美

族文化永續發展協會致力於文化

保護與傳承，以傳統文化帶動觀光

效益，增加工作機會。然而，目前

溪洲部落仍為封閉型社區，居民擔

心為拓展人潮，勢必得對外開放，

雖能吸引遊客，帶動當地產業，但

相對也會影響居住品質及安全問

題，如何在經濟發展及居住問題中

取得平衡，仍是問題。

溪洲部落盼文化帶動觀光
阿美族聚居地延續傳承 總頭目：盼政府正視補助款項不足

　記者劉品彣、戴若涵／新店報導

　教官退出校園話題延燒多日，在許多學生眼中，教官早已不是箝制思

想的工具，新店高中教官表示，如果不能為學校服務，打算進修或報考

專業證照。

　立法院於民國 102 年作出附帶決議，要求教官在民國 110 年全面退

出高中職、大專院校校園。教官退出校園後，學校將改聘校安人員維護

校園安全，平均一位教官退休可換二個校安人員。

　新店高中的教官蘇忠祥說，教官在進入校園服務前，必須接受師範體

系的輔導師資相關訓練，擁有一定的輔導能力。新店高中何同學認為，

教官必須留在校園，否則黑幫份子恐會滲入校園。何同學說到，前陣子

有同學在校外欠債，對方到校園討債，幸好教官及時趕到，將校門關上，

保護了學生安危。而新店高中學生李宇揚則認為，教官做的事情和老師

有高度重疊，支持教官退出校園。

　曾任教職的學生家長唐小姐認為不應該純粹關注教官是否退出校園，

更重要的是他們是否有接受相關訓練。

　教官話題將持續延燒，現今校園內的教官，已不再是箝制同學思想的

工具，更不單單只是負責指揮交通、檢查服儀，有許多教官更積極投入

學生輔導工作，為教育奉獻，甚至許多學生都視教官為哥哥姐姐，和教

官們相處十分融洽。

　記者曾勻之、蔡郁萱／新店報導

　你有在冬天見過櫻花開花嗎？

新店陽光運動公園步道兩旁的河

津櫻 ( 見左圖。攝影／蔡郁萱 )，

因受到颱風及秋老虎的影響，成長

順序被打亂，在立冬過後提前開出

櫻花，讓來往的民眾相當訝異。

　正常的櫻花花期約在 2 月到 4
月，而陽光運動公園步道兩旁的河

津櫻卻在 10 月陸續落葉，長出花

苞，現在甚至開成了一片粉紅嬌嫩

的櫻花林，讓來往的民眾大呼不可

思議。

　在地居民方小姐表示，今年是第

一次見到櫻花在這個時節裡開花。

其實不只是新店區，最近全台各地

也陸續有櫻花花期提前的情形發

生。

　園藝專家阮明淑解釋，台灣的櫻

花通常在秋季時落葉，之後便進入

休眠狀態，直到來年春天溫度達到

最佳狀態時便會開花。今年受到颱

風及秋老虎的影響，部分花木的葉

子被颱風吹落後，直接跳過低溫休

眠期，提早落葉，10、11 月均溫

偏高才導致部分花木提早開花。

　至於櫻花早開的現象是否會影

響來年的花期，阮明淑進一步表

示，花期提前屬於外力強迫下的結

果，很有可能造成正常花期下光合

作用產物的不足，連帶影響到來年

花期的開花數量。

暖心警察助失智婦返家 
　記者戴葳、周宛蓁／新店報導

　隨著人口高齡化加劇，社會上年

長者走失的案例也越來越多，前日

新店江陵派出所員警林麟、周禹丞

接獲報案於建國路上，有老婦人獨

自坐在路旁，疑似迷路，警方立刻

前往關切且親自護送返家。

　接獲報案後，警方趕往現場發現

一名 86 歲洪姓老婦人體力不支，

癱坐在路旁，口中念念有詞。林麟

趕緊向前關心狀況，並將老婦帶回

派出所休息，經詢問後發現，婦人

出門購物後卻忘記回家的路，身無

分文且沒有攜帶任何證件，員警判

斷婦人疑似患有失智症，林麟、周

禹丞以購物中心附近為重點，尋線

搜尋，最後終於查到其住處，最後

由員警護送婦人安全返家。

　民眾黃小姐贊同員警處理此事

的方式，她說道，員警的貼心舉動

讓她印象深刻，同時也希望家中有

失智老人的家屬要多加關照以免

發生憾事。

　而警方也呼籲民眾，若家中有罹

患失智症的長者，應盡量避免讓他

們單獨外出。若不得已需要出門，

可向區公所申請老人手環，或在衣

服縫上識別證，降低走失的機率，

也方便警方在第一時間通知家屬，

保障失智患者的安全。

流感高峰期 醫師 :打疫苗增保護力
　記者高凡淳、許毓珊／新店報導

　台灣每年 12 月至隔年 2 月為流感的高峰期，對

於抵抗力較弱的孩童，台北慈濟醫院兒科部主治

醫師吳秉昇建議施打流感疫苗來增加保護力。

　新店區衛生所主任石健男表示，流感與一般感

冒最大的差異為，A、B 型流感嚴重時可能引發併

發症，像是肺炎，若病情惡化可能造成呼吸困難，

甚至導致死亡，而一般感冒僅為咳嗽或流鼻水等

症狀，且持續二至三周就能康復。吳秉昇提到，

若是孩童得到流感，比較容易出現的症狀為發高

燒、畏寒等等，這些症狀孩童比較無法清楚表達，

因此若發現家中孩童容易哭鬧不安、活動力下降、

食慾下降等，就應盡快就醫診斷。

　對於孩童容易得到流感的原因，吳秉昇表示大

多都是因為接觸，他解釋，因為孩童在咳嗽或流

鼻涕時，產生的分泌物都可能帶有病毒，其他小

朋友接觸到飛沫後，經由揉眼睛、鼻子等的行為，

接觸到黏膜，病毒就從這樣的途徑進入，增加得

流感的可能性。吳秉昇也特別說明，不同於成人，

孩童流感的危險性在於併發症較多，因為流感病

毒侵襲性強，容易透過血液循環跑到心臟等各器

官，加上呼吸道遭到破壞，像是中耳炎、鼻竇炎、

肺炎等併發症發生的比例就會增加。

　石健男呼籲，除了吃雞蛋會嚴重過敏，或發燒

中的孩童不可施打流感疫苗外，其餘都應施打。

吳秉昇解釋，因為疫苗通常都要施打二至三個星

期後，體內抗體才會上升，若在這之間得到流感

自然會失效，但仍會有保護的效果。

你沒看錯 !陽光公園櫻花盛開

▲林麟協助婦人回家，獲得民眾大

力讚賞。 攝影／周宛蓁

▲原生部落帶來的石塊，象徵溪洲

部落不忘本的精神。攝影／李振均

高中教官 :退場後進修 

▼教官在校隸屬學務處下，負責管教學生及輔導學生。 攝影／劉品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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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老街

　記者姚祖庭、周奕函／新北報導

　淡水老街為北台灣著名的旅遊勝地，因

交通便利帶來眾多人潮，但老街的人文氛

圍與古都氣息絲毫不減。

　全長約一公里多的淡水老街，觀光發展

十分健全，在民國 86年捷運淡水站開通後
更帶來龐大的人潮。林立的小吃攤與淡水

河畔相互輝映，亦有懷舊雜貨店與遊戲商

店穿插其中，更有新興咖啡館與茶店設立

於此，目的就是看準淡水老街所吸引的旅

遊人潮與商機。

　觀光遊客來到淡水老街多會安排一日遊

的行程，從淡水渡船碼頭搭乘水上巴士前

往八里老街、漁人碼頭等。新北市政府於

民國 104年啟用水上巴士，同時開啟悠遊
卡付費功能，便利性不亞於陸上大眾運輸

工具。

　對於觀光產業已逐漸飽和，淡水老街該

如何有更多元的發展，淡水區區公所秘書

鄧民生指出，淡水老街涉及私產，大規模

的規畫勢必無法達成。目前是將老街後半

段的行政單位遷離，讓其回歸觀光，亦考

慮將老街後半部打造成藝術型都更。步行

道占據淡水老街觀光發展的重要環節，目

前也設有北台灣最大的 YouBike租借站。
未來也計畫仿效法國，在淡水老街或淡水

河畔設有輕軌捷運，雖然目前尚未取得共

識，但若能成功建設，必能成為淡水老街

更進一步的重要契機。

　淡水老街的店家洪小姐表示，淡水距離

市中心較為偏遠，捷運未開通前較為封閉，

捷運開通後的確帶來許多人潮與錢潮。頗

負盛名的淡水老街也是許多外地遊客來台

灣必訪之地，且停車位健全，不會有車位

不足的問題，也有不少中南部學校以畢業

旅行為由，前往觀光。

　記者黎海陽、程怡靜／台北報導

　告別住戶與商家因油煙、嘈雜問題之糾

紛，師大夜市未來將轉型地方文創市集重

新出發，有望能解決現今人潮銳減、商家

收入縮水等困境。

　師大龍泉商圈促進會理事長陳鴻益表

示，現今師大夜市商家數量與六、七年前

達到的巔峰時期相比，從高達約 700家銳
減至現今 400多家左右。當年台北市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將土地分成住宅區

和商業區，逼遷住宅區的商家，是商家遷

離主因。

　陳鴻益透露，師大夜市將會轉型，以地

方文創市集為出發點，注重人文原創，以

在地師大特色為主，並以不同方式呈現原

有的商家，最主要還是維護環境、衛生清

潔、安寧和自律。

　詢及師大夜市近年來的變化，商家蔡先

生表示，現今師大夜市的消費型態已改

變，主要客戶從以前中產階級和消費力高

的客群，變成購買慾不強的學生，商家營

業額也因此下降。遊客林先生則認為，現

在師大夜市人潮減少，小吃店漸漸消失，

商家也零零散散，缺乏特色，沒有夜市的

熱鬧氛圍，感覺像是在逛地下街。

　對於師大夜市住戶與商家的糾紛，陳鴻

益表示，歷經多年，糾紛均已解決，目前

只有幾位住戶仍抱持著強硬的態度，其他

住戶早已與商家達成共識。

　陳鴻益補充，商家和住戶心態各不同，

互相有平衡點，商家站在住戶立場想，以

不影響住戶為原則，但完全不影響是不可

能的。住戶張小姐則坦言，當年住戶反對

主要因素為油煙和嘈雜問題至今依然存

在，只要商家營業時間稍晚，仍會影響附

近住戶的作息。

　記者黃俐禎、邱曉昱／台北報導

　微波是電磁波的一種，網路上

謠傳食品微波加熱後會產生毒素，

抑或是電磁波會使人體產生病變

的相關說法。

　多數民眾相信使用微波爐會對

人體造成傷害，民眾鄭莉蓁表示，

自己平時不太會使用微波爐，因為

大家都說食物吃了會有毒。微波爐

真的這麼可怕嗎？專家則表示，每

天照射的紫外光能量遠大於微波，

既然都不怕陽光照射了，何必擔心

能量較小的微波。

　台大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助

理李泓緯表示，電磁波是電場與磁

場的作用，微波爐的原理就是當食

物置於微波爐時，在微波高頻振盪

的電磁場作用下，食物中的水分

子會隨著電磁場一起旋轉或振動，

藉由摩擦生熱的方式使加熱。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影像暨

放射科學系博士陳昭政說，目前並

沒有任何文獻或科學證據能佐證

微波對人體是否一定有害，但微波

輻射能夠加熱食物，也能夠加熱人

體組織。人體有 70%是水組成，
高強度的微波輻射能燒傷皮膚，

而眼睛的含水量很高，若直視微

波爐，也可能使眼睛的細胞損壞，

導致白內障，所以民眾經常會在微

波爐外看到「請勿直視」的標示。

　雖然科學尚無法證實微波會對

人體造成傷害，但李泓緯認為，

民眾在微波安全上的疑慮可能是

使用的容器，而非微波爐本身。

當高分子材料超過一定溫度時，

就有機會釋出對人體有害的物質，

他建議，民眾若是擔心塑膠容器加

熱會釋出有害物質，可以自備瓷碗

或是玻璃容器，這些材質是可以拿

去加熱的。陳昭政則說，大部分的

容器皆能放入微波爐加熱，唯獨會

反射微波的金屬無法，一來無法有

效的加熱，二來容易對電器本身造

成傷害，甚至可能發生爆炸。

專家：直視微波爐 恐致白內障 

刺蝟警戒心重 飼養要當心
　記者王怡方、蕭宇程／台北報導

　近年來吹起一股飼養刺蝟的風潮，由於牠們

的可愛外表及方便照顧的特性，是許多人飼養

寵物的新選擇 ( 見右上圖，攝影／王怡方 )。

　飼養刺蝟一年半的飼主李歆泙說，自己非常

喜歡刺蝟，飼養前也針對刺蝟的習性、飲食習

慣、以及其他飼主飼養的經驗，上網做了三個

多月功課，最後在臉書社團上認養其他同好刺

蝟交配後所生下的小刺蝟，李歆泙笑著說，刺

蝟對陌生的環境警戒心會很重，毛常常處於直

立的狀態，以至於會刺傷飼主。

　剛果非犬貓動物醫院醫師邱新育表示，刺蝟

是食蟲目的動物，不過如果只攝取蟲類，會有

缺鈣的情況，所以平常可以用刺蝟飼料或是貓

飼料，水煮雞胸肉，以及蘋果當作主食。然而，

不論是蟲或是一般飼料，兩者都要適量攝取，

不能單方面的偏向某種飼料，這樣才能讓刺蝟

健康長大。

　至於刺蝟身上的「刺」，其實是角質化的毛，

而身上的刺也會像其他動物一樣，有掉毛或是

變髒的情形。不過每隻刺蝟的習性不同，是否

要幫刺蝟洗澡就成了飼主需要仔細留意的地

方。邱新育說，洗澡可以買刺蝟用的沐浴沙，

讓刺蝟自己清潔；或是用溫水將刺蝟沖一沖，

再用牙刷或刷皮鞋用的軟毛刷沾些許洗毛精，

將刺蝟全身刷淨，最後再用溫水把刺蝟沖乾

淨，擦乾並吹乾。

　刺蝟是嗅覺非常靈敏的動物，防備心也很

重，要取得刺蝟的信任，須讓牠記住你的味道，

才會降低牠的警戒心。

拚在地文創

拚藝術都更

▲微波爐省時又便利，但多數人仍有微波傷身的疑慮。  攝影／邱曉昱

▼師大夜市人潮不如以往。                                        攝影／程怡靜

師大夜市
▲淡水老街倚靠河畔，船錨為其象徵物。                             攝影╱周奕函

▲飼主李歆泙表示，飼養刺蝟要
有十足的耐心。   攝影／王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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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家柔、李謙慧／綜合報導

　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統計，2015年台積電賺進了 3065.7億元，是台灣
最會賺錢的企業，且連續 14年蟬聯榜首，成為股市精神指標，股價至今
已連 8年上漲。據《天下雜誌》609期報導，張忠謀重新掌舵七年，台積
電股價增長 237%，市值增加 3.3兆台幣，占台股總市值比重近兩成。究
竟台積電有何過人之處，又是怎麼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呢 ?

　垂直分工是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特色，透過精密分工、集中資源、技術專

攻，而擁有世界級的競爭力。半導體的垂直分工由上而下，大略分為：設

計、光罩、製造、封裝與測試四個部份。曾為台積電第一代工程師的王燈

山表示，台灣的半導體產業大多聚集在竹科，無論設備、人力、資源，皆

可互通有無，彼此之間又呈垂直分工模式 (分工流程請見下圖 )，整個竹

科像個大工廠般，每個人各司其職，如 IC設計產業為聯發科、展訊，光罩
為台灣光罩，IC製造為台積電、中芯，而封裝則有日月光、矽品，經濟效
益將發揮到最大。

　「對客戶我們不輕易承諾，一旦做出承諾，必定不計代價，全力以赴；

對同業我們在合法範圍內全力競爭，我們也尊重同業的智慧財產權；對供

應商我們以客觀、清廉、公正的態度進行挑選及合作。」這是台積電的經

營理念，王燈山表示，台積電就像是大家的中央廚房，張忠謀曾說不做自

己的設計，不買其他公司，只做專門晶圓代工，他賣服務賣到無法取代，

客戶對其有依賴及信任，廠商願意把所有東西放你家，而不擔心被竊取。

加上台積電很有誠信，出貨時間能做到正負不差幾小時，這也是台積電最

成功的地方！而香港富華盛控股投資有限公司大陸分公司營運總監賴威宇

表示，做 IC最重要的就是準時，你只要搶先一步出來就是贏了，第一名沒
準時，第二名就是 LOSER，這也是台積電不敗之因。

　王燈山指出，技術才是創新的原點，其實半導體產業曾面臨撞牆期，在

2002年時全球半導體產業轉進 65奈米，卻仍採用傳統 157奈米「乾式」
曝光機，是遲遲無法突破的原因。同年，台積電奈米影像技術研究發展副

總林本堅大膽提出「浸潤式曝光技術」，使半導體製程技術可以一直微縮

至 28奈米、20奈米、16奈米等是個關鍵突破。而如今台積電仍力求突破，
並贏得關鍵勝利三大戰役，第一戰：2009年張忠謀回任執行長，帶領台積
電領先全球半導體市場，靠著 28奈米製程，大大提升產能利用率，並大
舉量產，搶下晶圓代工八成市占，擊敗對手格羅方德；第二戰：台積電持

續創新開發，16奈米拿下蘋果多數訂單，10奈米也持續掌握蘋果、聯發
科等重要客戶，力拚與三星抗衡；第三戰：台積電將與新思科技共同開發

7奈米 FinFE製程，並挑戰最終大敵英特爾。
　身為晶圓代工龍頭的台積電，在物聯網興起之際，晶圓體代工方面需求

大增，未來台積電的股市究竟會有何走向，究竟會不會繼續保持他的水

準？值得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記者王怡文、林捷倫／採訪報導

　太陽能產業發展遠不如預期，智慧型手機及電腦市場也逐漸飽和。儘管

台灣半導體產業整體產值較去年仍有微幅成長，但根據資策會產業情報研

究所統計指出，2016年仍有下滑的風險。台灣半導體產業輝煌的背後，存
在著潛在風險。

　每年，晶片中的電晶體都會增加一倍，以改善電腦等高科技產品的性能。

然而，這股進步趨勢正在趨緩。因為，全球半導體龍頭競相將製程推進的

同時，引領半導體科技進步的摩爾定律也正邁向極限。據台灣半導體協會

估計，摩爾定律最多只會再存活五年。

　每年，為了維持產業競爭的優勢，就算是前途一片光明的台積電，也需

花費大量金錢投資技術開發及設備更新，單是建廠成本就從 1983年的 2.5
億元激增至 2003年的 36億元；因此，就算台積電營收逐年成長，每年投
入新設備的成本也成倍增加，整個半導體產業都在和時間賽跑。其中，在

2012年時，台積電 2975億元的現金流入，甚至還低於同期 3239億元的
現金流出。曾是台積電工程師的王燈山對此表示，一旦走到物理的極限，

大概就到了台積電走下科技舞台的時候。除了日薄西山的摩爾定律，中韓

競爭對手也對台灣半導體產業虎視眈眈。

　隨著《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的公佈實施，中國以前所未有

的強勢姿態打入半導體市場，除了投資教育與研發，鼓勵新競爭者進入市

場之外，更設立國家基金及加強金融支持，直接將資金注入國內企業。

　不同於過去減稅、補貼的鼓勵政策，這次中國政府直接投入 1200億人
民幣（約 5900億台幣）的投資基金扶植半導體產業，範圍涵蓋從設計、
製造、封測到材料的產業鏈發展。關於如何面對來勢洶洶的中國，台灣平

坦化應用技術協會秘書長康來成表示，台灣政府可準備一筆儲備基金，並

參考國外的案例制定對台灣有利的扶植政策。如韓國目前是透過銀行融資

的方式，增加廠商對於本國設備的使用，凡應用韓國設備就能得到銀行低

利率優惠；另外，新加坡的科技業創業投資機制也相當完整，從種子期、

初創期、成長期、擴張期到成熟期五個階段，都有 VC創投的完整支持，
值得借鑑。但若要從根本改善台灣現況，需從企業內部的改善做起，基本

商業倫理觀念的改變更為重要。台灣人才個性積極，腦袋也靈活，但往往

因收尾不當而最終使效果大打折扣。

　康來成最後鼓勵台灣企業，其實危機未必不是轉機，所有科技最終都會

回歸人性需求，端看決策者如何發掘商機而已。

最會賺企業 台積電不敗秘訣 發展藏危機 半導體業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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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製圖／陳家柔

資料來源／ WSTS ， MIC 整理、預測，2015 年 12 月。製圖／陳家柔

資料來源／ MIC ，2015 年 12 月。製圖／陳家柔 資料來源 : 台積電   製表 : 王怡文

資料來源 :UMC  製表 :王怡文

資料來源 :英特爾公司  製表 :王怡文

台積電現金流入／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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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pended Meals Help the Poor ?
By Jasmine Casey Lee（李可心）

    Have you ever heard 
o f  “Suspended  Mea l”  ? 
If the answer is negative, 
you defini tely know the 
worldwide famous charity 
shoe brand-TOMS.
    When you buy a pair of 
TOMS shoes, you actually 
are paying twice the price. 
Because, with every pair you 
buy, TOMS donates another 
pair to the needs. They call it 
“One-for-one Concept.”
    “Suspended Meals” are 
just likes it, people pay for 

a meals in advance, in order 
to provide those who request 
it later. The extra meal that 
people purchase is suspended, 
and the restaurant will mark 
down the sum of money and 
“suspend” the additional meal 
for those who are in need.
    Of  course ,  “Most  of 
t h e  p e o p l e  h o p e  t h e i r 
Suspended Meal could only 
be given to the poor and 
the needs, but it is hard and 
inappropriate to judge one's 
financial condition from 

their appearance. If there is 
a wealthy man whom forgets 
to bring his money and asks 
for a Suspended Meal, to 
some degree, he is counted as 
those who are in need, ” said 
Professor Hsueh, Cherng-tay 
( 薛承泰 ).

    To conclude, kindness 
can come in many forms, 
including a purchase of a 
suspended meal. Maybe we 
can't control the benefit it 
brings, but we shouldn't stop 
doing it, because we never 

know how that meal would 
end up. It could sometimes 
p r o v i d e s  a  s e n s e  o f 
belonging, and even changes 
one's life.
    S u s p e n d e d  M e a l 
movement is now supported 
by hundreds of restaurants 
in Taiwan.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 movement 
can go to Suspended Meal 
Facebook fan page or CCF 
organization（家扶基金會）

website. Let's make our next 
meal more than just a meal.

Share Love through 
Suspended Meals

By Chen, Pin-hua（陳品樺）, Hu, Fan（胡凡）

    As the saying goes, “Eating is 
the top priority for most Chinese.” 
However, in an advanced society 
like Taiwan, there still are people 
struggling for food. Therefore, some 
organizations and vendors started to 
spread the idea of suspended meals 
for those in need so they can have a 
place to eat and rest.
    Yan, Wei-hsun（顏維勳）, the 
initiator of suspended meals in 
Xing Shan noodle shop（ 顏 林 蔭

行 善 麵 店 ）, is also the key man 
of promoting the suspended meals 
mechanism in Taiwan. Yan says, 
“When I was young, my mom was 
disappointed in me.” After he had a 
second chance to take his life back, 
he started to consider helping others. 
It was his daughter that gave him 
the idea of suspended meals. “I've 
made efforts to help people through 
suspended meals for five years. 
Having a variety of experiences in 
helping others,” Yan says. Through a 
bowl of noodle, I know that there are 

still people that need our love. Then, 
Yan would visit them one by one to 
see if they need any support.
    Apart from being the initiator of 
suspended meals, Yan is also the 
president of Cheng Tian Temple（承

天 府 ）. In the last five years, Yan 
has visited almost every orphanage 
in  Ta iwan .  Though  he  spends 
almost every moment of his life on 
charity work, Yan isn't satisfied yet. 
“Knowing more reminds me that 
I could have done more.” All he 
pursues is that everyone in Taiwan 
can live a delightful life.
    As we know, most restaurants 
provide suspended meals which 
people pay for in advance. At the 
same time, some restaurants change 
the practice and offer suspended 
meals with their own money.
    In collaboration with Taiwan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財

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 211 restaurants acorss Taiwan 
support the cause and each provides 

10 suspended meals every day. 
Zhongzheng steamed stuffed bun 
shop（中正包子專賣店） is one of 
them. Zhou, Shi-hua （ 周 世 華 ）, 
the owner of the bun shop ( 中正包

子專賣店）, said “In 2013, I first 
heard about the cause and in 2014 
I have started to offer suspended 
meals.” Because Zhou, Shi-hua's 
two sisters got the help from Taiwan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 when 
they were in need. Zhou, Shi-hua 
immediately agreed to join the cause 
and decided to give each person 
two buns. In the first few months, 
almost no one came to take the buns. 
Obviously, many people didn't think 
two buns were worth the hassle. “So 
I change the rule and give people 
ten buns each time”, said Zhou, Shi-
hua. The new measure was effective. 
Nowadays, some people take the 
buns from his shop regularly.
    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We hope this cause can last 
forever to help people in need.

By Tsou, Fang-ting（鄒芳婷）

    H a v e  y o u  e v e r 
noticed a sticker with 
“ s u s p e n d e d  m e a l s 
p rov ided”  s tuck  in 
stores? It means that 
such stores will provide 
families in need with 
meals for free. The plan 
has been running for 
three years, with 200 
s tores part icipat ing 
around Taiwan.
    In 2013, “suspended 
meals” became a trend 
i n  Ta i w a n .  Ta i w a n 
Fund for Children and 
Families（財團法人台

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

金 會 ）(TFCF) hoped 
that the trend will last 
long. “TFCF is your 
good  ne ighbor.  We 
bring friendship to your 
community” is a plan 
supported by TFCF, 
whose website provides 
all relevant information. 
I t  c o o p e r a t e s  w i t h 
voluntary stores and 
they discuss details 
such as quali ty and 
stability. Meanwhile, 
they spread information 
t o  d i s t r i c t  o f f i c e s , 
village chiefs and store 
operators. 

    Zhang, Kai-jun（張

凱鈞）, a social worker 
who works  for  th is 
program in Sanchong 
service office（ 家 扶

中心三重服務處）, 
said “Around ten stores 
have joined this plan in 
New Taipei City. Some 
500 suspended meals 
were provided a month 
and 150 were taken on 
average.” Though the 
program seems perfect, 
it's difficult for them 
to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ose in real 
need and those not in 

need.
    To  r e a l i z e  t h e 
s i t u a t i o n ,  s o c i a l 
workers would contact 
part icipat ing stores 
regularly. TFCF hopes 
t h a t  t h e  v o l u n t e e r 
service would not add 
burdens on the stores. 
According to a random 
survey, social workers 
h a v e  r a r e l y  g o t  a 
negative feedback. 
    “It's hard for some 
n e e d y  f a m i l i e s  t o 
a s k  f o r  s u s p e n d e d 
m e a l s .  H o w e v e r , 
t h e r e  a r e  s o m e 

posi t ive feedbacks. 
For example, to my 
surprise, a family who 
was helped by TFCF 
now runs a food stall 
and  has  jo ined  the 
program to help other 
families this year,” said 
Zhang, Kai-jun.
    T h e  s t o r e s  a n d 
social  workers play 
a n  i m p o r t a n t  r o l e 
in helping famili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most people have not 
noticed what they have 
done, they continue 
doing it with great love.

Spread Kindness through Long Term Plan

English Center6

▲Zhou, Shi-hua ( 周世華 ) is checking steamed buns. 
                                                                        Photo / Hu, Fan（胡凡）

▲Yan, Wei-hsun（顏維勳）is cooking suspended noodles. 
                                                            Photo / Liu, Chia-wen（劉佳雯）

▲The homeless is digging food from the bin. 
                                   Photo / Jasmine Casey Lee（李可心）

▲The sign of TFCF “suspended meals”. 
                                          Photo / Tsou, Fang-ting（鄒芳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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