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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乘人數持續下滑

徐弘庭盼貓纜提升觀光價值
翻轉教育

記者周君燕、鄭詠心／文山報導
貓空纜車（見上圖，攝影／周
君燕）自今年 2 月調漲票價後至
今搭乘人數減少 25%。台北市議
員徐弘庭表示，貓纜票價調漲後，
貓空地區須具備觀光價值才能留
住客群。
為降低財政負擔，台北市政府核
定票價調整案後，將貓纜票價調整
為搭乘一站 70 元、二站 100 元、

三站 120 元。根據台北市政府捷
運工程局統計，票價調漲後，今年
2 月 至 8 月 與 去 年 同 期 相 比， 搭
乘人數減少 2830 人次，總計減少
25%，總票價營收則增加 68%。
票價調漲後，搭乘貓纜的乘客鍾
先生、鍾小姐認為，現今貓纜票
價在合理範圍內，對整體也滿意。
乘客徐小姐亦表示，漲價後對搭乘
意願影響不大，因為比起日月潭纜

車，價格仍算便宜，所以仍願意繼
續搭乘。
貓纜搭乘人次受天氣因素影響
甚深，台北大眾捷運車輛處纜車中
心主任趙宗威指出，凡遇落雷，纜
車便會停止營運，停駛則進而影響
搭乘人次。去年總停駛天數為 51
天，今年至 11 月中則已達 64 天。
台北大眾捷運車輛處副處長陳
建財說明，當初建造貓纜的原因是

博嘉國小師生玩創意

記者莊詠豪、高子涵／台北報導
博嘉國小校慶於 11 月 19
日熱鬧登場，進場活動打
破傳統教育模式，設計發
想及製作都由學生一手包辦，充
分展現翻轉教育的成果。
隨著少子化問題日漸嚴重，學校
紛紛推出特色課程，使老師和學
生的身分不再單是給與受的兩端，
更多了雙向互動，彼此共同成長。
其中，文山區的博嘉國小，將課
程跨領域整合，擴大為全校性成
果展現。博嘉國小教務主任黃冠
達說明，「學校的特色要是學校
本身的，也就是全校老師都知道，

也都參與，這樣特色才會深根。」
這也是課程設計時的主要核心價
值，讓各領域的教師共同討論，
如此可以避免因人力調動而產生
落差。
除了校慶特色進場，每個學年第
二學期末舉辦的「樟樹下的藝文饗
宴」同樣展現了特殊的教育模式。
活動中，各年級學生共同籌辦，並
讓各領域老師從旁指導，不但學習
更多，還建立出學校的獨特傳統。
「我孩子回家那種感覺和要校慶
前那種歡樂的氣氛，我覺得都跟
我小時候的體會不一樣。」博嘉
國小二年級學生家長顧景怡表示，

從孩子身上能夠感受到的與過往
傳統教育不同的累積，讓孩子親自
討論活動，提升參與度，培養學
生懂得主動思考各種情況的思維，
以及面對困難主動解決的能力。
除了博嘉國小之外，台灣許多
學校也積極改良傳統教育方式，
於課程安排上，增加自然生態的
環境教育，強調讓學生親自體驗；
同時也提升硬體設備及應用方式，
提供孩子多元適性發展空間。
「翻轉教育」強調「做中學」
的重要性，讓學生主動參與各類
不同領域活動，從討論到執行，
體驗每個過程的樂趣。

▲博嘉國小校慶進場大玩創意，設計全由學生一手包辦。				
社長／黃惠英

指導老師／鍾祖豪

總編輯／李瑞瑾

副總編輯／林珊珊、林庭羽

攝影／高子涵

為了紓解當地壅塞的交通狀況，而
將其票價定位為交通運輸工具的
收費標準，經專家學者評估，收費
50 元左右效益最高。然而此票價
無法維持營運水準，且北市府認為
貓纜兼具交通載具及觀光休憩之
雙重功能，研議後決定調漲票價。
貓纜屬於交通載具或觀光建設
存有爭議。台北市議員徐弘庭認
為，貓空地區的觀光發展仍有進
▼民眾挑選新店花市商品。		

步空間，若要吸引觀光客及市民搭
乘，當前須提升整體地區的觀光價
值，像是增加觀光景點以增加遊客
回流量。
徐弘庭表示，即使貓纜已因連年
虧損而調漲票價，但為了要留住客
群並發展整體觀光產業，應要考量
整體產業營運方式施政。若政府欲
積極發展當地觀光，交通費用不宜
過高。
攝影／林冠宇

新店花市 浴火重生
記者林冠宇、王懿萱／新店報導
原本因合約問題而歇業的新店
花市，在原攤商經營團隊歷經二年
的申請下，近日重新開幕。新花市
商品種類多元，停車、動線清楚，
提供民眾採買植栽新去處。
新店花市重新開幕，除了原攤
商團隊外，也有許多新店面進駐，
目前 100 多個攤位都已額滿。經
營團隊發言人蔡東梗表示，舊花
市商品單一，以花卉、植栽為主，
而重新開幕的花市則引進了許多
不同的店家，如：花道、茶道、手
工藝以及景觀藝術等，商品種類多
樣。即便如此，花市在開幕之初
仍存在著許多困難，除了攤商團
隊內部的問題，民眾對新花市太
陌生，許多人都持觀望態度，對
此，茶道、花道業者蔡小姐表示，

團隊近日將積極的對外宣傳，希
望吸引人潮聚集，在花道、茶道、
香道同時經營且互助的條件下，有
信心為花市帶來好的發展。
除了打造具有藝術氣息的空間，
新店花市也和周邊河堤、陽光運動
公園結合，妥善規畫動線以及停車
空間，朝休閒花市發展。另外，花
市定期邀請政府、民間單位舉辦活
動，如愛心義賣、流浪狗關懷等，
希望呼籲民眾發揮愛心，讓心靈和
花卉一同綻放。
花市重新營業，許多事物都還在
起步的階段，像是自治會的籌組、
對外宣傳的文案等，都是經營團隊
需要努力的重點。團隊也會採用和
以往不同的經營方式，希望達到吸
引不同族群的效果，為花市帶來人
潮，重現往日風光。
編輯／程于晏、劉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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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作步道 引領民眾回到自然
明興里生態園區 就地取材 連結當地特色 恢復最原始生態
記者劉哲源、林韶君 ／文山報導
文山區明興里將協同千里步道
協會，在里內的自然生態園區中，
打造手作步道，除去區內原本的水
泥步道，並在園區內就地取材，回
復生態區最原始的面貌，引領民眾
進入自然。
手作步道有別於一般的水泥、花
崗岩步道，並不搬運外來的材料來
鋪設，而是使用當地原本就有的材
料來進行搭建。一來是因為在搬運
的過程當中若使用機器，可能會破
壞當地生態，二來則是因為水泥的
碳排放量非常高，硬度也高，人踩

在上面是不舒服的，在搭建步道的
過程當中，反而會拉開人與自然的
距離，故手作步道應運而生。
千里步道協會副執行長徐銘謙
表示，花十年觀察到台灣水泥步道
所造成的問題之後，便隻身前往美
國學習如何打造手作步道，希望能
改善台灣的生態環境，在努力之
下，已經前進 70 幾個地區鋪設步
道。手作步道比起一般步道更重要
的是，里民一起討論之後再搭建，
並配合當地的文化脈絡，讓人和步
道結合，因此每一條步道都不一
樣，都有著和當地結合的特色。

明興里里長鄔建民指出，因為里
內的生態區有原本地主自己所搭
建的水泥步道，而這個步道除了不
透水容易濕滑之外，也破壞了生態
區原本的樣貌。故希望透過和千里
步道協會的合作，來拆除水泥步
道，並搭建屬於生態園區自己的步
道。除了能更加友善環境之外，也
能加強里民和土地的連結。
目前步道已經完成場勘，預計將
在今年底動工。明興里號召里民共
同打造屬於自己的步道，也能回復
生態園區最原始的樣貌，帶領民眾
回到最純粹的環境當中。

▲園區內選用就地取材的自然材料鋪設步道。

攝影／林韶君

文山特教畢業生 就業難
記者林欣頻、洪羽潔／文山報導
每年約有五成特教畢業生無處
可去，牽牛花運動家長團體向台北
市市長柯文哲請願，希望能增設小
型作業所（以下簡稱「小作所」）
與日間照護機構，否則畢業生就業
前景堪慮。
由身障生家長組成的牽牛花運
記者李柏翰、林欣慧／台北報導
會導致如今淹水災情頻傳。文山區
動家長團體，數度向柯文哲表達訴
文山區的排水能力未達防洪標 正進行五大排水改善工程 ( 上圖，
求，希望政府能夠協助安置重度、
準，導致颱風過境時，興旺里、興 攝影／林欣慧 )。第一是將會在景
極重度的特教生，不讓特教生與社
業里、興光里及興德里常會有淹水 美抽水站增設四台抽水機，增強抽
會脫節；文山特教學校實習輔導
問題。為此，台北市政府工務局規 水能力；第二是在福興路新建排水
處主任林家弘也表示特教生畢業
劃五項排水改善工程，盼有效降低 分流工程；第三在興隆路三段 304
後若一直待在家中，會因未接觸人
淹水風險。
巷進行排水分流及側溝擴建；第四
群、缺乏訓練而開始退化。
文山區排水改善工程預計在民國 和第五工程，則分別在辛亥路憲兵
台北市目前設有 13 間小作所、
107 年 完 工。 整 體 依 照「 上 游 保 營區停車場和文山運動中心北側
19 間日間機構及 23 間住宿機構，
水、中游減洪、下游防洪」進行， 設置滯洪池，紓解排水壓力。
但台北市議員李慶鋒表示現有的
將以分流、滯洪及增加抽水機組的
文山區防洪工程也搶在秋冬
安置機構數量只能滿足五成的需
工程，來改善文山地區的排水能 季，雨勢較緩和時趕工，待完工
求量，明顯供需不平衡，面臨即使
力。期望將興隆排水系統下水道的 後，下水道的降雨容受度將會達
有床位也沒有人員能照顧的窘境。
降雨容受度由 59.1mm/hr 提升至 78.8mm/hr，即提升當地達到五年
每年特教畢業生人數不斷累加，
78.8mm/hr，達到防洪標準門檻。 重現期距降雨條件下的防洪標準。
照護機構數量不足以應付，導致
水利工程處總工程司謝樹隆說， 文山區內易淹水區域如興旺里、興
文山區早期排水規劃不完善，且地 業里、興光里及興德里部分地區的
下管道密布，排水管設置不易，才 受災情形都有望獲得大幅改善。

輕、中度特教生留在小作所或日間
機構，壓迫到重度特教生的機會。
重度特教生畢業後只能待在家中由
家長們照顧，對多數家長是極大壓
力，即便居家照顧服務員能進入家
中幫忙，但居服員人數不足，社會
局身心障礙者福利科專員林玟漪對
此表示，目前願意投入照護服務的
人員不多，社會局有規畫獎勵機制
及宣傳策略，希望能招募更多照護
員。台北市議員簡舒培說：「政府

記者邱于庭、汪昱伶／文山報導
北市文山區順興里因推動「麵舖
工坊」等社會企業、對里內長者退
休後的生活，以及資源再利用所創
立的 83 公益市集 ( 下圖，攝影／
邱于庭 ) 等均規劃完善，獲得許多
迴響。
順興社區發展協會創立的「麵舖
工坊」，幫助社區內許多就業困難
的民眾。順興里里長單連城說，起
初成立社會企業是為因應社會結
構變化，加上經濟不景氣，附近鄉
親又有意願參加才創設。
單連城表示，擁有二度就業需求
者多是年紀稍長的里民，他透過
平日互動知曉他們的需求，長久下
來，才發展為今日有聲有色的社會

企業。
單連城表示，83 公益市集之所
以名為「83」，是因攤販老闆年
紀都超過 83 歲，期望長輩們因成
功販賣出去的東西而獲得成就感。
單連城與台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
公司協議，凡無人認領超過九個月
的失物，即放到市集內義賣，所得
多用於里內長者共餐。針對不同個
案，單連城視其需求，找尋最合
適他們的工作。無論是聽障人士、
因負債而必須實領現金的里民，甚
至是更生人，都在單連城的鼓勵下
成功就業。他更與社區內早餐店協
議，優先聘請二度就業的里民。
單連城說到，當初因母親的緣故
才創辦「常青學苑」，邀請附近

五大工程 改善淹水問題

▲文山特教學校學生正在復健。

跟社會給的資源不夠，支持的力量
不足。」
林玟漪表示文山區將於民國 107
年在興隆公宅成立小作所，李慶鋒
也建議運用校園餘裕空間設立小
作所，盼透過教育讓學生從小學
習與特教生相處；社會局回應家長
訴求，已規劃於 106 年新增三所
小作所、一所日間機構，共增加
160 名 服 務 量， 也 已 訂 定 107 年
到 109 年的相關規劃。

攝影／林欣頻

順興里社會企業 里民肯定成效

特考若改制 警校生無保障
記者柯欣妤、羅紹齊／文山報導
警察考試制度引發爭論，警
專學生擔憂改制後，失去以往
的保障，民眾則因錄取率反彈，
兩者如何取得平衡，考驗政府
擬定更完善制度的智慧。
警察特種考試目前採用雙軌
制度，內軌供警校人才考核，
外軌則讓一般民眾報名測驗，
二者錄取率差異懸殊。
考試院考選部特種考試司科
長翁文彬表示，目前研擬改為
單一制，採不分卷方式，加考
警察法規等核心相關考題。但
若如此，警校存留議題，及警
校學生及一般民眾素質是否有
所落差，皆須考量，因此考試
院多次與監察院及警政署等機
關討論其利弊，此外，也辦理
考試委員座談會，以及警校學
生、一般生座談，盼廣納各方
意見。倘若決議實施單一制，
召集人／王信硯

將逐步實施，從專業科目考題
先行修改，體能測驗以一般民
眾能提出相關體能證明者，享
有免測，但仍屬研擬階段，初
步政策將於近期公布。
曾就讀警校的羅姓警員認為，
一般民眾如果通過考試就能成
為警察，對警校學生極不公平，
警校學生需要通過多種測驗，
就學期間還有許多體適能及規
範，若採不分卷方式，就看不
出二者在相關技能及專業知識
的差異。警察專科學校陳同學
的家長表示，警校學生無法擁
有一般大學生活，若改為單一
制，如何保障這些辛苦的孩子？
近年警察特種考試錄取率，
引發爭論，警專學生及家長擔
憂改制後，失去以往的保障，
民眾則因錄取率不一而反彈，
兩者該如何取得平衡，考驗政
府擬定更完善制度的智慧。

編輯／傅大容、薛宇彤

鄰居同樂，逐漸發展成今日規模。
課程多以簡單的舞蹈與有氧運動
為主，除活絡筋骨外，更鼓勵長者
走出家門與鄰里有更多的認識與
互動。不只有統一花色的班服，每
天還更換不同顏色服裝，讓長者更
加神采奕奕。高齡 76 歲，已經參
與「常青學苑」七年的唐蓓薇說，
「常青學苑」不只有順興里里民，
還包含周圍其他不同鄉里的居民，
能跟大家一起跳舞很開心。
國內外許多參訪團常來順興里
觀摩學習其社會企業的規劃。目前
順興里正積極籌畫將里民活動中
心頂樓改建成空中果菜園，種植瓜
類植物，讓里民在紛擾雜沓的都市
叢林中，還有一方悠然的小天地。

3 新店連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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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樓落差大 上下車藏危機
浪漫貴族公車站離地 45 公分 民眾：希望政府及早改善

▲乘客下車後因騎樓過高被迫沿著馬路邊走。

攝影／李冠勳

記者汪薪、李冠勳／新店報導
安康路二段浪漫貴族公車站，
站亭的高度離地面足足有 45 公分
高，對欲搭乘公車的民眾非常不方
便，對身心障礙者或老人更是一大
考驗。
一般公車站離地面的高度約在
15 至 20 公分左右，但新店區的浪
漫貴族站卻離地面有 45 公分，是
一般公車站牌的二倍，對上下公車
的民眾造成困擾，欲上公車的民眾
要先走下 45 公分的騎樓到馬路上
再上公車，下車的民眾則因為公車
站亭過高被迫沿著馬路邊走，直到
前方有矮一點的地方再上騎樓。許

多人因為公車站亭過高而跌倒受
傷，造成附近居民民怨四起，多次
懇請議員幫忙改善此狀況。
居住附近近 30 年的居民楊先生
表示，這種情況源自於民國 80 年
建商偷工減料蓋的水溝，引發地層
下陷，才使得地面與騎樓的距離越
來越高，原先水溝深度達一公尺，
但逐年下陷，現在水溝高度僅剩
20 至 30 公分，希望有權有責的政
府部門趕快處理，及早改善。
議員陳儀君接獲民眾多次陳情
後，關心此議題並要求公單位改
善，與新北市政府養護工程處進行
二次會勘之後，預計將騎樓邊內側

製作成台階，以便民眾搭乘公車，
近期也與養工處和騎樓店家討論，
一旦有了共識，明年工程發包後會
馬上改善。
養工處科長江榮發也表示，遲遲
無法改善的原因是因為騎樓有地
下室，沒辦法進行降低騎樓高度的
工程，會勘之後發現公車站亭隔壁
的騎樓沒有地下室的結構，會再與
隔壁店家進行討論，希望可以設置
階梯，讓欲搭乘公車的民眾可以更
安全便利的上下騎樓，他指出，將
在一個月內徵求附近店家與居民
的同意，此外，交通局方面也會盡
快在決議之後進行工程。

磚雕藝術 刻畫社區歷史
記者劉建佑、陳沛婍／新店報導
新店區下城里提供社區居民磚
雕裝置藝術的學習課程，將雕刻的
成品用來美化街道，在通往社區的
街道中，可以在牆壁上觀賞由居民
親手製作的磚雕藝術。
由於新北市已開發區域快速擴
張，社區村落式微，古老的建築物
所剩無幾，於是下城里居民在牆壁
上排出各式各樣的圖形，記載社區
裡三合院建築歷史，懷念過去社區
的景色。
在社區發展協會前理事長賴素
珍的帶領下，越來越多的民眾參加
和投入這項活動。在學習過程中，
年長者除了可以訓練腦力、維持專
注力，也獲得了許多的鼓勵，這
▼繞谷農莊的有機菜園。

使他們很期待每一期磚雕藝術的
課程。高齡 80 歲的居民呂游月桂
表示，參加了社區舉辦第一次的
課程後，她便對磚雕產生了興趣，
隨著課程的展開，自己更加沉浸
其中，未來希望自己的雕刻技術
能越來越好。
磚雕不僅是牆壁上的藝術，更
是社區文化的風采，社區的
磚雕藝術將會持續，讓磚
雕裝置落實社區每一個
角落，打造專屬社區的
特色。
賴素珍表示，在社區課
程學習之餘，也記載了里民
們不同的回憶，而地方的感情連
結因此更加深厚。
攝影／林韋宏

有機菜引菜蟲 另類「甜蜜負擔」
記者蔡家愷、林韋宏／新店報導
於新店農夫市集設攤的自由農業
業者高淑美，運用微生物自製肥
料、驅蟲藥進行農耕，農作物不僅
種類多元，耕種過程更內藏著不少
獨有的祕方與訣竅。
高淑美與家人自民國 76 年起共
同經營谷饒農莊，初始時連顆高麗
菜都養不大，到如今進駐農夫市
集，高淑美始終保持著要用最自然
健康的方式進行農耕的理念。以前
她用傳統的雞糞與人尿製肥，但後
來顧慮到雞飼料多含汞等重金屬，
現代人的飲食日益複雜，兩者的排
泄物皆已與「有機健康」不相符，
便開始向外求學，研究如何製作有
機肥料。
將蛋殼與大骨磨碎後加醋激活的

水性與溶性碳酸鈣、將果皮收集後
放在桶裡產生具刺激味道用以驅蟲
的液肥、在有控制溫度下滋生益生
菌的土壤，以及谷繞農莊的獨特配
方：香蕉花與黑糖混和的「天會麗
汁」，澆淋上去的農作物散發出的
甜香總吸引各種菜蟲前來，成為高
淑美另類的「甜蜜負擔」。
關於小農生存空間的問題，高淑
美除了強調現今年輕一代的網路行
銷能力是一大關鍵，希望年輕人踴
躍投身外，也坦言要有較高的市場
曝光率，就得先有一連串的政府標
籤認證，但與其達到上述標準，她
寧願貫徹自己的理念，她務農的首
要目的並非營利，而是用最感恩的
心態，種出最自然健康的蔬果，並
將其分享出來。

▲居民個人特色的作品，裝飾社區發展協會的大門，並將剩餘的磚泥做成配飾 ( 見小圖 )。

攝影／劉建佑

金中玉：都更才能真正解決老屋問題
記者蔡芃敏、林昱萱／新店報導
老屋健檢比例低，議員金中玉表示，都市更新
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今年 9 月中下旬，內政部研擬修法，推動屋齡
逾 30 年的老屋強制健檢後才能進行買賣。但健檢
對於一般民眾不具有強制性，老屋健檢都是由民
眾自行申請，部分民眾因懼於房價下跌、老屋健
檢執行不便等因素而不願進行老屋健檢。根據資
料統計，中央補助老屋健檢新北市 4348 件，但是
新北市只受理了 1353 件，執行率僅 3%，老屋接
受健檢的比例低。
新店區有許多屋齡高達幾十年的舊公寓，建築

物外觀老舊，且內部有鋼筋裸露、牆面龜裂等問
題，但卻鮮少民眾申請老屋健檢。對此，金中玉
表示，房屋是民眾私有財產，政府較難強制介入
執行健檢，且申請程序繁雜，造成民眾接受度較
低。而對於老屋健檢政策看法，民眾則反應兩極。
民眾陳小姐認為，老屋健檢能讓自己了解房子的
狀況，對自己的安全也更有保障；民眾申小姐則
表示，老屋健檢執行上有些麻煩，房子沒什麼問
題的話，就不會主動想要改變它。
針對老屋健檢執行率低的問題，金中玉表示，
老屋健檢只能檢測出房屋問題，但都市更新才能
真正解決房屋老舊問題。

「多做多學」 警察新鮮人不怕苦
記者韋可琦、祝敏婷／新店報導
在派出所擔任第一線的警察，工作繁重且艱辛。警
察新鮮人吳嘉偉卻認為，多做、多學，才能進步更多。
目前任職於新店江陵派出所的警員吳嘉偉和林靖
任，談起當天報到的心情，他們坦言，從不擔心從警
生活，反而比較緊張自己會到哪個區域服務。而何淨
華是今年唯一一個被分派到新店青潭派出所的新進員
警。他表示，從台中到警專唸書早已習慣外面的生
活，加上青潭派出所氣氛融洽、學長友善，所以適應
狀態良好。
實習時間有限，林靖任坦言，目前還有學長協助，
以後單獨執勤時不免會有時間壓力和睡眠問題，對
此，吳嘉偉認為，12 小時的輪班制長期下來難免會
影響睡眠品質和健康，因此學長建議他們透過運動紓
解壓力；對何淨華而言，面對困難或壓力時，他會先

向朋友和學長請教，或許他們曾經遇過同樣的問題，
因此可以從他們口中得知更好的解決方式。

▲警察每天都會面對各式各樣的人，溝通技巧變得極
為重要。
攝影／韋可琦
召集人／牛雨晗

編輯／廖燕婷、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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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獨有特色 青山王
夜間遶境在地巷弄

▲暗巡多行經小巷弄，盼深入各角落達到灑淨的效果。

攝影／莊立誠

記者莊立誠、張珈瑜／台北報導
一年一度的青山祭是艋舺地區
的年度盛事，其中最大的賣點就是
「暗巡」。艋舺青山宮義安社負責
人黃宇澤表示，這是艋舺獨有的在
地特色，全台唯一。
座落於萬華區貴陽街巷弄裡的
青山宮，已經有 160 餘年的歷史，
裡面供奉的青山靈安尊王，是延
續早期來台泉州人的信仰，每年
農 曆 10 月， 青 山 宮 都 會 舉 辦 為
期三到四天的祭典，其中不同於
其他宗教活動的就是「暗巡」。
傳統上暗巡都是傍晚時分，以

迎潮流 青草巷轉型賣茶包
記者李玟逸、李祐萱／台北報導
緊鄰龍山寺的西昌街青草巷擁
有百年歷史，一間間青草店鋪遍布
在短短 45 公尺的小巷中，堆積如
山的藥草琳瑯滿目，空氣中散發著
濃濃的青草香味，深受民眾喜愛。
傳統的青草店在萬華存在許久，
以前醫藥不發達的時期，許多民
眾會選擇到龍山寺拿取藥籤後，
再到青草巷抓幾帖藥回家治病。
後來，因為龍山寺取消藥籤制
度，青草轉型成為自然養生的產
品。不少現代人也會因為中醫、西
醫無法將疾病治好或是追求自然
養生秘方，而來青草巷尋求天然的
藥草。
青草店業者藍秀鑾表示，其實青
草巷今昔差異不大，喜歡天然食物
的人依舊存在，也造就了青草巷門
庭若市的景象，唯一的差別就是以
前只有單一條青草巷，現在則擴展

到周邊區域，青草店數量成長了一
倍之多。他說，早期的青草產品以
藥膏為主，治療皮膚的藥膏需求量
大。但現代人文明病多，多半是體
內的疾病，因此青草產品轉型成青
草茶類居多。
青草店業者翁義煌也提到，現代
人生活忙碌，因此多數青草業者將
青草茶製成茶包，方便民眾回家沖
泡飲用。
民眾李小姐說，在這個食安問題
越來越嚴重的時代，「天然」兩個
字就像是打了一針強心劑，因此常
常會來到青草巷購買青草回去泡
茶飲用。
在具有國際觀光吸引力及傳承
古早青草藥材文化的青草巷中，不
但可以見到先人智慧的結晶，也能
實際品嘗天然的青草茶，用最純粹
的味道吸引民眾在歷史的見證下
流傳古早的好滋味。

▲狹窄的青草巷門庭若市。

運動裝置盛行 訓練更有效率
記者陳冠宏、葉修宏／台北報導
近年來健康運動風氣盛行，路跑等體育活動也
越來越多。各式智慧穿戴裝置如智慧手錶、手環
相繼問世，提供民眾更多運動相關資訊。
相較於過去，現在運動可以使用智慧裝置偵測
相關指數，例如，透過智慧裝置計算里程、測量
配速、偵測心跳及消耗熱量等。
曾多次參加路跑並獲得墾丁 WETRI 三鐵賽女
子組第二名的余采 㻰 表示，平常運動時會配戴專
業的三鐵錶，並搭配手腕式心跳紀錄帶進行訓練。
她也表示，自己在使用智慧裝置前，練習三鐵訓
練基本上都是土法煉鋼，由於沒有辦法靠數據得
知身體狀況與疲勞程度，因此隨便亂練很有可能
會從長久的姿勢錯誤，而造成運動傷害，或是過
度訓練，導致長期累積疲勞，而影響運動表現。
她指出，每位運動員往自己目標前進時一定會
遇到瓶頸，並強調科學化訓練是相當重要的，搭配
測量工具，利用心率數據、跑步數據來監測與分
析自己的體能狀況，妥善運用科學訓練與數據分
析，可以讓自己的訓練比靠感覺來的更加有效率。
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棒球隊的林暐鈞則認

召集人／陳明憲

編輯／劉瑋婷、鄭巧婷

為，自己大多數時間都是參與重量訓練與爆發力
等相關訓練，因此目前市面上以測試有氧數值為
主的智慧裝置，較難符合自己訓練上的需求。林
暐鈞建議，若未來相關配備能夠提供為無氧運動
量身訂做的相關功能，會有更大的購買動機。
隨著智慧裝置與運動風氣的普及化，未來的相
關應用也提供了更大的想像空間。林暐鈞表示，
若是未來運動智慧裝置與學校的體育課相互結
合，增進學生健康與數據的知識，提供有效的解
決方針，這是未來可以思考的方向之一。

▲民眾智慧手環記錄運動資訊。

攝影／陳冠宏

攝影／李玟逸

萬華為中心啟程，有別於其他遶
境活動行走於主要幹道，青山王暗
巡路線主要在其周圍的小巷子。
黃宇澤表示，選擇在夜間遶境是
為了在百鬼夜行的夜裡灑淨街道、
驅逐惡運，以祈求平安。
隨著社會的進步，傳統的儀式
也 改 良 了 不 少。 由 於 現 代 人 生
活習慣改變，再加上宗教信仰的
多樣化，許多民眾都會抗議深夜
進行活動的陣頭、鞭炮聲，十分
擾民，於是廟方將時程改為中午
後 開 始， 結 束 的 時 間 從 原 本 的
清 晨 6 點 改 為 凌 晨 2 點 結 束。
在民國 99 年文化部將此活動納
為文化資產予以保存後，政府也盡
力協助、配合廟方活動，以讓傳統
得以流傳。
此外，青山宮的廟宇行銷也跟上
世代的潮流，青山宮旗下的陣頭分
支推出一系列的宗教新興商品，如
真空包裝的平安米、平安皂、各式
各樣的平安零嘴等，顛覆大眾對廟
宇只有平安符、念珠等結緣品，供
民眾結緣。
青山祭也結合藝文及前衛的搖
滾 音 樂 表 演， 吸 引 許 多 年 輕 人
參訪。台北科技大學文化事業發
展學系同學陳佩君與系上同學，
一起來參加青山祭，並表示，由
於系上相關課程學習到很多台灣
的傳統宗教文化，常常會利用課
餘時間與同學們四處體驗宗教活
動，希望年輕人能走入廟宇多多
欣 賞， 認 識 獨 特 的 宗 教 之 美。
老傳統要延續必須添加新的元
素，青山祭傳承了百年的夜巡遶
境，也開發了現代商品，更結合了
音樂祭，讓更多年輕人願意走入廟
會，參與並了解本土文化的美。

景美溪 今冬候鳥變少
記者吳冠輝、黃俊翔／台北報導
東北季風吹起，冬候鳥準備南
下過冬，景美河堤一路到政大指
南溪有許多候鳥停留，地形豐富
使其成為眾多野鳥棲息的選擇，
亦成為許多賞鳥愛好者的勝地。
景美河堤延伸至支流政大指南
溪有著依山傍水的地理特性，其
中 鳥 類 就 有 超 過 70 種， 其 中 夜
鷺與磯鷸屬於過境鳥，是在遷移
途 中 在 台 灣 短 暫 休 息， 並 覓 食
補 充 體 力 後 再 飛 往 低 緯 地 區。
每天清晨都有發現台灣藍鵲的
紀錄，從各種跡象看來，這種台
灣特有種的保育類鳥類可能已經
在 校 內 築 巢 繁 衍。 野 鳥 學 會 解
說員許勝杰表示，在冬候鳥盛行
的季節，鳥類的多寡會受地理環
境所影響，如有水田、溪流、沙
丘等出海口會是牠們比較聚集
的 區 域， 而 文 山 區 地 形 豐 富，
因 此 吸 引 許 多 野 鳥 在 此 棲 息。
在氣候良好的季節，許多常見的

冬候鳥皆會出現，但今年冬天較
為暖和，因此直至 11 月底，仍有
鶇科鷚科等冬候鳥尚未遷徙至此。
許勝杰表示，受到異常的氣候影
響，導致各地區的鳥況也大不如
前，候鳥的數量也相對的減少，如
何解決是現今一大課題。參與民眾
文至平表示，候鳥的數量不像以前
那樣多，甚至連種類都減少了。
台北野鳥學會在每周皆有免費
賞鳥活動，希望將賞鳥活動推廣到
民眾的生活中，增進民眾生態保育
觀念，了解保護大自然的重要性。
台北野鳥學會活動領隊蔡炎龍
表示，希望能推廣賞鳥的興趣，
讓更多人知道，藉由觀察身旁的
動植物，能喚起大眾的生態保護
意識，呼籲年輕人走到戶外，跟
著鳥會到近郊欣賞大自然之美。
冬候鳥是冬日美麗的風景之一，
為了能讓鳥類有一個良好棲息的
環境，落實生態教育實為重要，才
能保有大自然獨特的一隅。

便利生活升級
物流產業革命

5 聚焦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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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取貨新模式 無人商店成趨勢

記者陳祈安／台北報導
智慧型手機快速發展之下，行動
裝置已改變民眾的消費模式，物聯
網的應用也逐漸擴大。面對消費模
式的轉變，從無人化物流到多元的
物流平台，物流產業近年也在轉型
與創新。
行動商務重新定義了消費行為，
也創造了電商平台與消費者隨時

接觸的機會，消費者只要滑滑手
機，就可以操控自己的帳戶，第三
方支付也變得越來越重要。在物
聯網發展之下，物品都有了智慧，
運用在食衣住行育樂當中，促使發
展智慧城市的可能性。德明財經科
技大學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賴淑
芳表示，未來產業必須有所轉型，
且要有獨特的創新，加入一些智慧

民國 105 年世界銀行物流業表現指數評比排名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 製圖／陳祈安、貝薈涵

化元素，才能保有競爭力。另外，
需要培養更多資訊專業人士，進行
即時的大數據分析或是寫程式，而
社群上的行銷人員也更加重要。
現代人極為忙碌，很少有時間逛
街，或是配合快遞在家簽收商品，
因此產生了「快取寶」這種新型的
物流管道。賴淑芳認為，物流業者
觀察到消費習慣的改變，才有無人
化物流的產生，將地點拉近到顧客
方便的地點，搭捷運的通勤族可以
取貨，或是設在大型社區及學校附
近。賴淑芳說，這種物流方式才剛
開始不久，會不會取代傳統業者還
有待觀察，目前快取寶需克服成
本，與消費者使用習慣的問題。未
來都市人口越來越多，可能導致交
通壅塞更嚴重，對物流的二次配送
問題大，到時這樣的物流需求數就
會上升。
台灣的物流產業在世界排名屬
於前段班，根據世界銀行物流業表
現指數評比，民國 105 年台灣的

排名為第 25 名，高於中國、墨西
哥等國家，該物流業排名比較了
160 個國家在海關的效率、物流服
務品質、基礎設施品質、貨物追蹤
能力、國際運輸便利性及交貨準時
等進行評比；而物流業的實質國內
生產毛額 (GDP) 也是逐年增加，
相比民國 103 年 GDP 的 4,393 億
新 台 幣， 民 國 104 年 為 4,430 億
新台幣，對經濟的成長貢獻也呈現
正值。
在電子商務和物聯網的驅使下，
不僅翻轉了物流，也改變了物流業
的生態。賴淑芳表示，未來業者需
重視二次配送以及都市交通的問
題，機車物流在都市雖有優勢，但
物流量只會越來越大。台灣以中小
企業為主，物流系統規模還不是很
大，未來勢必走向共同配送的經營
模式，或是和連鎖商店整合，以降
低地點、成本等問題。掌握流通支
配力，在未來的趨勢之下持有競爭
優勢。

物流新型態 行動商務風潮夯

記者許珮姿／台北報導
隨著網路發達，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線上購
物已成為多數人的主要購買方式，也產生許多
產業的變革，「無人化物流」就是一項，不但
使民眾生活便利，也創造許多商機。
從今年七月開始，在特定捷運站中出現一個
個白色櫃子，看似置物櫃，其實是新的物流商
機「快取寶」。用 APP 訂購產品，線上付費。
當產品送到指定車站後，放置在儲藏櫃內，並
傳送密碼給消費者，消費者輸入密碼後便可領
取商品。這種無人商店已在都會區開始流行，
對於許多上班族更是方便。
快取寶使用者王亮鈞表示，這樣的無人化物
流很方便，因為他生活忙碌，沒有空閒的時間
去超商挑選想要的產品。若是線上購物，也需
算好時間在家裡簽收，快取寶剛好可以解決這
兩項困擾，他可以花零碎時間上網挑選食品，
而快取寶是 24 小時都可取貨，對於繁忙的都

市人無非是個福音。不過王亮鈞也提到，快取
寶除了買商品，其實更是「買方便」。
除了快取寶外，中華郵政今年也推出無人化
物流服務的「i 郵箱」，民眾可以在郵政商城
及 PayEasy 等平台購物後，直接到郵局的 i 郵
箱領取。中華郵政郵務處通路服務科長王雪貞
表示，民國 106 年之前，全台 i 郵箱將逾 300
座，除了取貨外，也會增加寄件、退件及貨到
付款等功能。i 郵箱的設立，同時可減少許多
二次配送的問題。依新加坡郵政經驗，過去郵
差一天只能寄送 70 個包裹，不過因為 i 郵箱的
出現，郵差只需到指定的 i 郵箱送件，現在一
天可送達 200 多個包裹，不但減少人力成本，
也提升送貨效率。
「無人商店」正是現在物流產業的新革命，
對於傳統物流業是否有衝擊，王雪貞反而認為
是相輔相成。中華郵政服務內容包含郵務、儲
匯、壽險等，其實是最有條件綜合物流、金流

及資訊科技來發展無人化物流。未來中華郵政
也計畫提供其他遞送同業，付費共用 i 郵箱，
讓多數民眾也能使用這個便利。

▲快取寶除了可用紙鈔外，信用卡以及悠遊卡
也可付費。
攝影／陳祈安

傳統旅遊轉型 推在地深度遊
記者程沛茜、謝佩珈／台北報導
輕旅行 (Travel Light) 日漸盛行，而這
股新風潮也順勢吹向了便宜、舒適 CP 值
高的青年旅館，根據台北市觀光傳播局統
計，民國 105 年 1 月 至 8 月台北市總計
有 47 家。
民國 104 年台灣個人或團體旅遊比率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製圖／謝佩珈、吳宜庭

輕旅行意味著輕便的裝備、放鬆的心情
出門遊玩，沉澱心靈。雖然行李減輕，犧
牲的部分卻可能會造成不便，舉例來說，
女生會因為減輕行李的重量而選擇少帶保

養品。另一角度來看，輕旅行有許多優
點，包含不必花費等待轉盤運送行李的時
間、想走就走、想留就留的心態十分自由；
輕旅行是種環保的旅行概念，也讓更多人
迫不及待的想體驗這種生活簡單的方式。
越來越多外國遊客選擇以自由行的方式
觀光，就連我國民眾自由行比例也有所增
加。不同於以往大部分民眾選擇住飯店，
無非是看中它的安全、舒適和整潔等。現
有許多民宿及青年旅館，在裝潢花了不少
心思，加上能夠與民宿、青年旅館的主人
互動，藉由住宿感受到台灣的人情味，也
提供給各地遊客像家一樣的生活體驗。
Tripbaa 趣吧！行銷總監孫家琳表示，
旅行並不只是觀名勝景點，更多的是背後
溫暖的深度體驗。這幾年台灣本土意識抬
頭，孫家琳也提到，越來越多各行業達人
扮起導遊的角色，例如農夫所推出的鄉村
體驗活動，帶領民眾藉由蟲鳴鳥叫來洗滌
都市塵囂。「共享經濟」一詞應運而生，
代表「旅遊與網際網路的結合」。賽博集
團行銷業務總監何鵬硯提到，透過對 3C

的技術還有可運用的人脈資源，將台灣推
向國際。共享經濟除了經濟分享外，也可
以分享知識、傳播經驗。假設今天外國遊
客欲前往台中逢甲旅遊，在當地讀過書的
學子，可透過分享私房景點，讓人有真正
「在地化」的感覺。旅遊共享經濟的模式
不單改變了人與物的關係，也促進人與人
之間的交流。
旅遊型態不斷改變，過往消費者只能選

擇傳統旅行社既定的團體、跟團行程，根
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民國 104 年個人旅
遊佔 88%，團體僅佔 12%。另外「國人
國內旅遊重要指標統計表」在民國 104 年
國人國內旅遊比率為 93.2%，較 103 年
增加 0.3%。許多人瞄準這一商機，使得
旅遊新創公司越來越多，除了最大的共通
點，網路上許多公開資訊可供搜尋，更能
讓消費者根據自身偏好安排行程。

國內旅遊重要指標統計表

資料來源／交通部觀光局
製 圖 ／ 謝 佩 珈、 吳 宜 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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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important meaning of Gap Year
Keep a positive attitude to explore the world
A gap year is an experiential semester
or year.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gap
years. In Western countries, young people
would take a year off between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in order to deepen practical,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awareness.
In Taiwan, many college students go on
a “working holiday” or join overseas
volunteers; some people would go abroad
to study after working for a few years.
Under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Taiwan,
a lot of students don't know their life
goals. Students often judge the university
▲Young people use different channels to achieve “Gap just by the scores. “Clearly set the goal
Year” goals.
Photo / Lan Ting（藍婷） and don't blindly make a decision,” said

Wang Shu-yun（ 王 淑 雲 ）, the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Department's （生涯
發展組） leader in Shih Hsin University
（ 世 新 大 學 ）. It's important to know
what you want to learn and strive for the
goal. If you don't think clearly about what
you really want, it's probably still a waste
of your time in a different environment.
“Taiwan's government should provide
more specific assistance,” said Chen
Jhong-shih （ 陳 忠 世 ）, who work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pert Union
Counseling（ 留 學 家 國 際 教 育 諮 詢 中
心 ）. For example, in Korea, gap years
were already common about ten years

By Lan Ting ( 藍婷 )

ago. The Korean government subsidizes
university students to go to Western
countries - encourages them to study
languages when they are in the third grade.
It will not only improve young people's
language skills, but also help them see
more clearly their own future direction.
No matter which types of gap year you
choose, it should be able to have some
benefits of life experiences. When you
are in a foreign country, it's important to
be open minded to explore the world. Try
to step out of the comfort zone and think
about the purpose of your life. It is the
most positive meaning of a gap year!

Should
I
Go
on
A
Gap
Year?
Step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By Chuang, Yu-ting（莊喻婷）, Wen, Zih-syuan（溫子萱）

Some people think that gap
year is a way to escape from
reality, and others criticize that
it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doing
non-professional jobs abroad.
However, Silvia Lin（ 林 婷
宜）, a 21-year-old Taiwanese
student, demolished those
arguments by her adventures
in Europe.
At first, Silvia wanted to
go on a gap year to improve
her English proficiency just
like most of the Taiwanese
students. Then she realized
that besides language ability,
what really benefits her is the
whole new life experience.
In Taiwan, many students
prefer to live in their comfort
zone which makes them be
confused about their future.
Silvia said that she has never
thought that she could travel
to 18 countries in Europe,
Morocco, and Sahara Desert
all by herself. “In the gap year,

I made a living by working
in a restaurant and went on
trips to discover life goals. I
became more independent,
a n d I c o u l d o rg a n i z e m y
life better than befo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 stepped out of my comfort
zone unconsciously!” said
Silvia with pride.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a gap year, and basically
parents can decide everything
for their children in Taiwan.
Hu, Guang-de（ 胡 廣 德 ）,
whose daughter graduated
from college a year ago, gives
two thumbs up for youths to
have their own life goals, but
he agrees on the premise that
youths have to finish school
fi rst . On t he ot he r hand,
Huang, Gui-qi（ 黃 桂 枝 ）
who has two kids studying
abroad, said “university years
are the right time to gain
experiences, taking advantage

▲Florence Italy Soccer Parade.
of being young and being
brave. Although getting a
Perhaps it is impossible
diploma is important, you only
to find the answer to
have this time to broaden your
life in the gap year, you
horizon.”
could still learn how to
Gap year is just like a
be brave to say goodbye
crossroad in your life, you
and let things go at the
have to make the decision
end of every trip.
seriously because each choice
may change your future.

Photo / Silvia Lin（林婷宜）

＂
▲A martket in Barcelona.

Photo / Silvia Lin（林婷宜）

Gap Year is not Related to skills but to Spirit
By Hsieh, Pei-yu（謝珮瑜）
Although having a gap year is very common in the West, it is
not easy to be accepted in Taiwan. In general, people think that
gap year must be a long vacation abroad. Some of them also
believed that having a gap year is a privilege for the rich, and
lower class people are forbidden because of the large sum of
expenses. Most parents still feel it is crazy to have a gap year,
because they can't imagine what it is.
Hao, Yin-chi（郝英琪）, a writer who worked in America
for a long time, said that young people in Europe and America
are more independent than Taiwanese. Before finishing high
school, students should start to plan their next step. Most of
them will move out from home and attempt to earn their living.
Instead of going to college directly, they need to save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their tuition first. So, they may try different
▲Liu, Wei-lin shares that Western character is different kinds of jobs. Not only for making money but also for exploring
from Eastern.
Photo / Hsieh, Pei-yu（謝珮瑜） their ambitions. In EU countries, people can move and reside

freely. So they can work in other countries without a work
permit during their gap year. So they may naturally immerse
themselves in a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and meet people
of from diverse ethnic groups. This advantage cannot be easily
realized in Taiwan.
“Gap year is a kind of culture!” said Liu Wei-lin（劉威麟）,
a trend observer on the internet. He said that Westerners are
more inclined to pursue free spirit. Through this, they become
more creative, imaginative and courageous, because everything
they meet everywhere was challenging their values and broaden
their visions during the gap year. And Liu said, “Actually, it is
more necessary for Eastern students.” He also emphasized that
improving practical skills is not the main point of a gap year .If
you hold this kind of hope, you will get disappointed. No matter
what you have imagined about a gap year, the only treasure you
will find in it is your spiritu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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