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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曾勻之、蔡郁萱／新店報導

　您有聽過「可以吃的公園」嗎？

為響應新北市農業局「可食地景」

方案，中山里的湯泉公園在里長的

規畫下，將可食用的果菜類種植在

公園當中，成為了都市中難得的生

態景觀。

　新北市農業局從民國 104年開
始推動「可食地景」，提倡「種植

可以吃的植物」且「兼具景觀效

果」的種植方式，使公園除了營造

景觀效果，也能產出有機食物，讓

都市的居民可以一邊享受農耕的

樂趣，一邊增長食安相關的知識。

　中山里的湯泉公園近年開始響

應「可食地景」方案，里長潘威志

帶領志工們將比較不怕蟲害、方便

栽種的果樹及菜種混合種植在公

園當中，讓園區遠看是尋常的綠化

公園，實際走進來才會發現裡面原

來種有很多可以食用的物種，如柚

子、香蕉、枇杷等果菜類樹木。近

期更將菜園改造成梯田式菜圃，讓

認養民眾方便進行作物的維護，也

讓景致變得更加美觀。

　談到規畫中最困難的地方，潘威

志認為，如何將可食地景與公園結

合，使它既有果菜園的內涵又有公

園的美觀，是過程中較傷腦筋的地

方。民眾洪先生表示，有經過規畫

的公園令人感到特別舒服。

　如今公園已經成型，里長潘威志

仍然持續維護與規畫，將公園裡植

栽生長不佳的區域開闢成菜園，除

了可以節省除草的人力，也能讓公

園看起來更加整齊美觀。

　除了可食地景之外，在公園內還

有許多環保的規畫，例如香蕉圈的

生態種植法、回收蘭花與樹共生，

或是將回收的落葉作為堆肥，都是

都市中難得一見的環境教育。潘威

志也表示，希望將公園規畫得當，

讓里民擁有一個優良的休憩空間，

也歡迎民眾一起加入認養菜圃的

行列。

　記者蔡秉均、周姈姈／台北報導

　華山於上月舉行教育展，展覽

中有實驗學校、教育基金會等多

元教育機構參與。

　台灣教育為了符合課綱硬性規

定，往往犧牲許多課程的靈活

性。然而，許多教育人士意識到，

教育的重要性無法由學校發起，

因此在傳統教育的體制外，發起

了一連串教育改革，嘗試從體制

外將多元學習方式帶入校園。

　重視學科表現的台灣教育文化

經常忽略美學文化，許多學生在

藝術創作時，因為缺乏創作能力

感到困擾。學學文化創意基金會

色彩部經理蘇志成表示，他們會

提供校內教師教導色彩學的方

法，如：使用滴管等科學實驗器

具，讓學生能夠對色彩運用更精

準、更有概念。

　除了體制外的教育方式，也有

教育工作者以實驗機構的方式進

入體制內。除了讓學生能夠學習

課綱外的專業技能，也能獲得同

等學歷的證書。

　曾經在傳統教育體系下的丁大

能學生，在挖掘自己的拍攝興趣

後，轉而進入台北市影視音實驗

機構。丁姓學生表示，實驗機構

更能提供學生更多對於影視、音

樂上的技能訓練，透過選修課程

的方式，自己也能夠預先學習未

來職涯所需的技能。

　對於孩子能夠透過此次展覽認

識到不同的教育方式，家長楊琇

惠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將

這些課堂外的知識學以致用，並

能在學習過程中收穫良多。

　台灣的教育需要多元理念相互

交流，並且讓學生能夠依據自己

的興趣選擇課程，這樣才能創造

更優質及適合學生的學習環境。

文山交通塞 捷運南環沒下文

湯泉公園可食地景 吸睛 !
影視音實驗機構重實作

徐弘庭呼籲新北市政府盡快決定北環線規畫

▲湯泉公園內的梯形菜圃。             攝影／蔡郁萱

▲基金會展覽作品，增加學生成就感。    攝影／周姈姈

　記者謝孟儒、徐沛姍／文山報導

　台北市政府針對文山區交通壅

塞問題，規畫捷運環狀線南環段，

但歷經多年討論，仍無法確定確

切動工日期。

　台北市文山區興建大量公共住

宅，使人口大幅上升，連帶影響

交通打結。此區域連外道路少，

同時缺乏便利的捷運系統，大量

人口依賴汽機車與公車為代步工

具，而遇到上下班尖峰時段，交

通堵塞問題甚為嚴重（見上圖，

攝影／謝孟儒）。台北市政府為

解決此問題，便規畫捷運南環線，

但規畫多年後至今遲遲未動工。

　台北市議員徐弘庭表示，捷運

南環線於 2015年完成站和站之
間的溝通與站址的設定，但因興

建捷運路線成本過高、財務負擔

大，因此捷運南環線與捷運北環

線必須一起送交通部審議，通過

後才能分段施工。他認為目前的

規畫面臨兩大難題，第一為捷運

南、北環線分別由台北市政府與

新北市政府掌管，因此即便審核

通過後，雙北市長是否皆願意撥

巨額資金動工為一大問題。第二

為捷運北環線的路線與捷運站的

選擇遲遲未定，導致無法送交通

部審核，對此，他呼籲新北市政

府盡快決定。對於捷運南環線的

規畫，他更提出除了目前的設計

路線外，如何將捷運政大站連接

捷運動物園站、捷運動物園站連

接信義線為另一重要的問題，因

為他認為這樣做使交通更順暢方

便並體現捷運的價值。

　華興里里長林堃池表示，對木

柵區居民而言，僅少數人使用捷

運，因騎乘汽機車與搭乘公車相

較於捷運方便許多，但因而造成

交通壅擠。他希望台北市政府能

加快腳步於 2017年動工，並建
議採用多個據點一同施工，減少

工程時間，加快完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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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坑太陽能板 惹爭議
　記者劉蕙瑀、李芮昕／文山報導

　建置太陽能板可達到節能的效

果，但議員與民眾認為，在台北市

福德坑環保復育園區建置太陽能

板不是很理想。

　福德坑太陽能發電系統位於福

德坑環保復育園區，是全台首座將

垃圾掩埋場改造做多元利用的太

違停亂象未改善

　記者郭育伶、陳心亭／文山報導

　景美夜市有許多觀光客，更

是居民與學生的重要生活圈。

但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違規停

放汽機車的問題。

　景文街緊鄰景美市場及景美

國小，早上家長接送學生、買

菜人潮已經擠得水洩不通，加

上附近有二站公車站牌，公車

經過時更顯壅塞。攤販指出，

市場空間有限，擠不進去的就

只能往馬路發展。警察會在接

到通報時到場查看，但警察一

走攤販又故態復萌。此外，蒐

集資源回收的人，也常占用公

共空間，影響交通，建議員警

強力執法一周，盼能有所嚇阻。

　到景美夜市觀光的民眾也不

在少數，楊姓民眾表示自己較

常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交通動

線混亂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困擾，

但希望能夠規畫好停車的地方。

　事實上夜市附近的確有景美

國小附屬停車場，但民眾貪圖

一時方便，將汽機車臨停在路

邊，造成他人困擾。

　紅線停車、占用騎樓、隨意

穿越馬路，占用車道臨停等等，

都是危險的違規行為。除了靠

警察以開罰嚇阻，民眾也可以

隨手拍照存證，押上時間日期，

於七天內向警察局檢舉違規汽

機車；或可選擇搭乘大眾運輸

工具。

萬慶公園濕地 打造生態池 
　記者孔祥智、范家瑢／文山報導

　景美里萬慶公園有一塊「恆濕」

的土地，不論春夏秋冬、乾旱下

雨，都會有水積存。現計畫將其建

造成一個生態池，提供生態教育的

空間。

　萬慶公園鄰近溪口國小、景美國

小，生態池建成後，將會標示出

動植物的種類。景美里里長林賢

錡說：「希望給小孩一個生態教

育的空間，附近的國小、幼稚園，

都可以過來這邊，進行戶外學習課

程。」林賢錡計畫，未來生態池將

採用石頭、小橋、流水等造景元

素，營造濃濃的客家風格。民眾鄭

秀鏘表示，常常有媽媽帶著小孩

來這邊玩，除了遊戲、散步之外，

又有一個新的項目，對小孩應該是

有幫助的。

　林賢錡說，「我天天都在觀察這

裡，這個水不是死水，如果是死水

的話會馬上臭掉，這個是活水」。

林賢錡也建議將濕地地整頓，保

存水資源。未來生態池建成以後，

如果原有的水量供應不足，會再用

自來水來補充，此外還會做一個浮

標，讓多餘的水能排到水溝裡。

　台北市厲耿桂芳議員辦公室主

任曾泉惠表示，希望不要因為建造

生態池影響到現有環境，盡量不要

破壞周圍樹木周圍的樹木。林賢錡

說，建造工程將採用生態工法，少

用水泥，池塘的內部將使用天然的

石頭堆砌而成。此外，生態池中植

物與魚的種類，會再與公園處詳細

討論。同時，為了防止民眾私自放

生，破壞當地生態平衡，還會定期

檢查物種。未來生態池旁還會貼出

告示，標明生態池中的生物種類，

也提醒民眾要愛護生態池環境。

　曾泉惠說，生態池的安全很重

要，一定要多做考量。林賢錡表

示，會從兩個方面著手，第一是水

不能太深，萬一有小孩跌倒也不要

淹到鼻孔；第二則是生態池底部不

能太滑，若真的有小朋友不小心跑

進去，也不容易滑倒。此外，還會

在生態池外貼告示，設置圍籬等。

辛勤汗水 筍農種出閃耀綠寶石
　記者邵永輝、楊智伃／文山報導

　位於文山區政大一街上的山坡

地，一大片分隔區塊的自耕田，其

中一區綠竹筍農田，為青年筍農鄭

隆文所有，秉持自然農法精神，持

續栽種優良品種。

　文山區栽種綠竹筍的農友眾多，

但平均年齡介於 60多歲左右，很
少筍農如鄭隆文，以青年農民之

姿，持續為綠竹筍打拼 ( 右圖，攝

影／邵永輝 )。鄭隆文自小務農，

因此對於農業生產並不陌生，但真

正開啟種植綠竹筍的路程，要回

溯至民國 82年，當時他更只有 20
多歲，在普遍高齡的農民環境中，

實屬難得。

　鄭隆文的耕地以自家地為主，

但因採收、販賣量無法負擔生活

經濟，鄭隆文也擁有另一個身份，

便是在郵局擔任郵差。現今的他，

白天出門為民眾送信，處理郵務工

作，晚上則恢復農民身份，對於忙

碌的生活，鄭隆文表示，幾乎整年

度的生活都是如此，尤其以暑期綠

竹筍收成期最為忙碌，但經過這麼

多年，已學習如何調配時間。

　鄭隆文起初僅以自給自足的方

式種植綠竹筍。隨著栽種面積增

加，並擁有販售管道後，鄭隆文開

始循序漸進地以自然農法種植綠

竹筍，並堅持不使用農藥，以天然

方式防治病蟲害。這個做法，使鄭

隆文吃了不少苦頭，而不使用化學

肥料造成的養分不足，必須以黃豆

片等，當作天然肥料使用，相對的

費用便提高。

　綠竹筍在先天上，已經比蔬果類

種植不易，但在北部農田幾乎為山

坡地情形下，人工栽種為主要模

式，體力需求大，人才流失成為棘

手問題。

　鄭隆文表示，青年人才流失問題

有許多原因，首先種植綠竹筍入門

難，需要長年經驗的累積，年輕人

不願意接手、缺少學習的耐心，再

者因農地的侷限，造成收入的不穩

定。木柵農會推廣股職員張睿耆表

示，農會長年提供技術上的資源補

助，但人力資源並非一時能獲得解

決，農會僅能輔助，為青年農民提

供相關課程，同時農會也在近年開

始推動農業整合，但礙於農民的互

相比較，推廣幅度還有待評估。

　回歸初心，儘管面臨許多技術與

生產層面上的問題，但鄭隆文仍會

堅持綠竹筍的種植工作，而最大的

成就感便來自消費者與朋友間給

予的回饋。這些動力，將支持鄭隆

文持續為栽種優良綠竹筍努力，成

就每一顆天然的綠寶石。

陽能發電園區。同時，也是台北市

首座地面型太陽能發電站。

　台北市環保局今年以府民協力

的方式，與大同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在福德坑發展太陽能電板，

將建置 8000片太陽能板的發電系
統，完成後，一年將可發電 200
萬度。工程師吳宏坤表示，這項工

程今年 9月中旬開始動工，所有
太陽能板裝置會在 12月中旬架設
完畢，整項工程預計明年 2月分
完工。

　雖議員與民眾皆贊成此新興能

源的出現，但太陽能板建置的地點

卻出現反對的聲浪。台北市議員李

慶元認為，文山區有陽光的時間不

多，若能把山上公墓全面遷葬，將

可騰出更大面積建置太陽能板。然

而，福德坑復育園區目前已經有一

部分被拿來做環保局大型垃圾車

的停車場、堆肥場、汙水處理廠、

資源垃圾分類處理廠、沼氣發電以

及太陽能發電廠，明年台北市計畫

設置一個廚餘腐植工廠，福德坑

也是設置地點的選項之一，對此，

李慶元表示：「福德坑復育公園當

年是屬於回饋措施，現在變成市政

府想到要做什麼就來這邊設一下，

這對當地居民的權益會受影響。」

當地居民關學琛說：「一個那麼大

的草地用來蓋太陽能板而不是做

休閒的用地，我覺得是蠻可惜的，

因為當初那片草地有不少民眾會

在那邊玩遙控飛機。」

　對於福德坑現已動工的太陽能

板建置工程，李慶元說：「太陽能

做純發電的成本高，市政府可以去

做另一種發電模式，就是做高架式

的、透空式的太陽能發電，上面發

電、下面種菜，這樣太陽能發電不

僅能夠自給自足，還能夠賣電給台

電，這種作法相對比較理想。」

　隨著新興能源的出現，建置太陽

能板的場域也很重要，如何讓退役

的垃圾掩埋場不只是復育成公園

綠地供民眾休憩，同時也能產生能

源、達到經濟效益和符合民意才是

雙贏的關鍵。▲台北市首座地面型太陽能發電站位於福德坑。        攝影／劉蕙瑀

文山日照時數短 李慶元：回饋措施隨意變 居民權益受損

▲許多機車占據了行人走路空間。               攝影／陳心亭

景美夜市交通堵

▼曾泉惠、林賢錡與台北市公園處正針對生態池建造問題進行會勘。                      攝影／孔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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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魏莉穎、李振均／新店報導

　位於三民路與自由街之間的「咸

亨宮」三樓的百忍圖書閱覽室，傳

出因不符合「無障礙空間」規定將

被撤除，百忍里里長陳建利表示，

希望相關單位可以提出有效的解

套方案。

　「咸亨宮」為當地的信仰中心，

二、三樓則是百忍里活動中心，設

有桌球室及閱覽室提供附近居民

運動及借閱圖書，但先前因閱覽室

未符合新北市工務局公共安全抽

查規定，必須改善「無障礙空間」

設置等問題，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

主任張慈育表示，曾提出改善方

案，如興建電梯等，但因未能取得

所有土地持有者的同意而暫停，目

前閱覽室沒有被要求撤除，後續處

理也將配合工務局的執行。

　針對百忍圖書閱覽室「無障礙空

間」的改善措施，新北市青年圖書

館已召開兩次說明會，張慈育說，

當天有許多民意代表到場，並承諾

將再與工務局協商，滿足居民的使

用需求，對此，居民王至祥表示，

市政府不應執意以現階段的法規

檢視老舊建築物，應以建造當時的

法規來核定。

　新北市青少年圖書館曾考量撤

除閱覽室，但礙於建築物並非館方

所有，目前仍維持現狀，後續處理

有待工務局的指示，此外，因相關

單位並未在說明會之後，提出其他

的解決辦法，導致居民無法得知後

續作業，擔心閱覽室是否將撤除。

　陳建利表示，活動中心為當地住

戶休閒場所，一旦撤除閱覽室勢必

影響到二樓的桌球室，且附近無其

餘空地能興建活動中心，但首要考

量仍是以安全為優先。張慈育說，

若百忍閱覽室撤離，民眾仍可至附

近的三民及福民閱覽室，兩處皆設

有足夠的自習座位，足以滿足民眾

的需求。

　記者戴若涵、劉品彣／新店報導

　新北市板橋耶誕城在上月底隆

重登場，新北市觀光局為延續耶誕

氛圍預計於本月底在碧潭風景區

接力展開為期四個月的燈光水舞

秀，結合當地的自然風景，有望吸

引更多的遊客來此地觀光，帶動地

方經濟發展。

　新北市政府觀光旅遊局主任秘

書王國振表示，碧潭是台灣知名且

歷史悠久的風景區，擁有迷人的景

致，眾多條件促成下，以水舞、吊

橋、岩壁的燈光搭配可讓碧潭夜晚

更加豐富。同時，這對於碧潭來說

也是一個新的嘗試，國內外也有相

當多水舞的設施，但那些水舞設施

大部分都是在靜態水域施作，而碧

潭是動態水域，這也是工程施作的

一大挑戰。

　另外，經由環境評估程序後，確

認架設水舞設施並不會造成環境

上的傷害，但由於碧潭是動態水

域，防汛機制需相當完備。設施採

取浮動、以錨定的方式固定，隨時

可移除。在展演過程當中，若遇颱

風來襲，在所有器材必須撤離的狀

況發生時可有效因應。王國振希望

藉由水舞燈光秀長效性提高周邊

經濟。

　新北市議員金中玉也指出，自從

陸客來台數量大幅減低後，碧潭的

觀光收益也減少許多，希望以水舞

小的投資，吸引大量觀光客獲取大

的收益。

北新路沿線捷運站 車輛違停釀堵塞
　記者曾慶豪、潘宥汝／新店報導

　新店北新路上三大捷運站包括

新店區公所、七張、大坪林，平時

路邊違規停車與計程車排班多，又

有公車需要靠站，造成機車族的高

度危險以及交通堵塞。

　位於新店鬧區的北新路為平時

聯絡台北市區的重要幹道，通勤時

間車流量非常大，汽機車相互爭

道，非常危險。外側車道時常有違

規暫停的車輛，加上捷運站外又有

整排計程車排班，造成公車靠站的

困難，無法靠站的公車就必須占用

外側車道停靠，機車在外側車道被

占用後只能違規行駛快車道，穿梭

在公車以及上下公車的人群中，十

分危險。

　用路人李小姐表示，騎乘機車在

北新路上常常要躲避靠站的公車，

非常危險，希望開放內側車道行

駛。而違規暫停在此處則是因為這

裡的停車格和停車場數量不足，接

送朋友或購買東西就只能先暫停

在這裡，希望相關單位規畫多一點

停車處。

　針對這樣的交通亂象，新北市政

府警察局新店分局碧潭派出所所

長馬錦隆表示，計程車是合法在排

班區域排班，不管區域多大，仍不

夠所有計程車排班，超出排班區域

也只能口頭勸阻。交通問題多年來

一直存在，請民眾多點耐心及守法

觀念，共創順暢交通。

抑制 生長 醫師：保持規律作息
　記者許毓珊、高凡淳／新店報導

　楚平王下令懸賞捉拿伍子胥，伍

子胥因過度憂愁而一夜白髮。科學

家認為這是誇張說法，但壓力大和

精神緊張都可能造成白髮的生成。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

醫院皮膚科醫師陳奕安說明，白髮

的形成就是自然老化過程中黑色

素小體減少，頭髮會先變灰，再變

白。臺北慈濟醫院中醫科醫師廖子

嫻也表示，白髮的生成是毛囊黑色

素減少，這與腎精不足和肝血不足

有關。

　陳奕安表示，造成白髮的生成有

四個因素，第一為年輕白髮，此種

白髮與遺傳相關，也與情緒和壓力

有關。第二為自然老化白髮，隨年

齡的增加，髮色也會變淡。第三與

飲食相關，陳奕安說，挑食造成的

營養不均也是造成白髮易生成的

原因。最後因素則為血液循環不

佳，像是抽菸，因尼古丁是血管收

縮劑，若頭髮無足夠血液供應，也

易造成白髮。

　許多人都認為，白髮拔一根會長

十根，但陳奕安則表示會有此種說

法可能是細胞衰老速度變快，或引

起白髮長出的因素並未除去，如未

適當補充營養，或熬夜情況未改善

等。廖子嫻也提及，拔頭髮會傷毛

V-Men 反暴力路跑 男性響應
　記者沈鈺琪、郝一鳴／新店

報導

　由勵馨基金會舉辦的第四屆

V-Men路跑在新店碧潭東岸廣
場舉辦，吸引了近 4000位民
眾參加。跑者吳江玫表示，能

通過參加路跑來支持反暴力推

行，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針對性別平等問題，勵馨基

金會執行長紀惠容表示，台灣

社會依舊存在性別不平等現

象，想要實現性別平等還有很

大的努力空間。勵馨希望通過

這個活動，讓更多人支持反暴

力，把反暴力的理念擴展到更

多地方。

　在活動現場，不乏男性的身

影。健康組冠軍郭韋漢表示，

性別暴力是一種很不好的行

為，如果自己在生活中目睹暴

力行為發生，會主動上前制

止。勵馨基金會發展處處長王

怡雯說，這次路跑活動可以讓

男生更加了解反性別暴力的重

要性，唯有當男性也一同站出

來反暴力，這個社會的風氣才

會被改變。

　除路跑外，現場還增設多個

體驗區，供民眾參與感受。王

怡雯表示，希望能通過這些活

動，讓更多男性能感同身受，

尊重女性。

　紀惠容呼籲，唯有澈底反轉

暴力等於陽剛的性別刻板文

化，才能真正消除暴力因子，

創造性別友善社會。勵馨基金

會已連續第四年舉辦 V-Men邁
向無暴力路跑活動，希望能幫

助更多受暴婦幼生活重建，共

同邁向無暴力。

燈光水舞秀 豐富碧潭夜晚

囊造成毛髮不再生長，最好的方法

是用剪刀剪掉。

　陳奕安建議，易長白髮的人可以

透過運動放鬆心情，保持規律的作

息，可多食用含銅與鋅的食物，像

是堅果類、穀類以及桑葚等。廖子

嫻提及，想讓髮色變黑，可多攝取

黑色食物，如黑芝麻、黑豆、海藻

和昆布等。

▲通往二樓的唯一道路，是一條蜿

蜒又窄小的樓梯。  攝影／李振均

▲希望保有黑髮的民眾，醫師建議除了多吃黑色食物，也能做頭皮按

摩，刺激毛囊生長。 攝影／高凡淳

▲新店碧潭風景區秀麗景緻。 攝影／戴若涵

▲堵塞的北新路，汽機車與公車爭道危險性高。 攝影／潘宥汝

百忍里閱覽室暫獲保留
需改善無障礙空間設置 里長盼相關單位提出解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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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清潔液 落實綠生活

創意販賣機 也能賣糕點

▲新潮的販賣機吸引來客目光。                      攝影／林郁婷

　記者徐子雯、林郁婷／台北報導

　不同以往的自動販賣機，現今的

不再只有市售飲料可以選擇。業者

順應潮流，將賣的東西由平凡無趣

的罐裝飲料或利樂包，換成了可口

美味的即時食品，讓民眾不用再花

時間大排長龍等待美食。只要銅

板，就能享有屬於自己的小確幸。

　Instagram 與臉書的打卡成為新

一代年輕人認識美食的指標，而許

多的販賣機也是從網路的社群平

台發跡。靠著好友間的分享，不用

花錢打廣告，便吸引大批的消費者

前往。有別於以往的販賣機，號稱

現做的手搖飲料販賣器，便靠著日

本神社的求籤方式，讓消費者選擇

喜愛的飲料，機器會隨著機率掉出

標示在瓶身的詩籤，有得吃又有得

玩，讓販賣機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大

冰箱。

　許多有糕點夢的業者，也因為開

店鋪的成本過高，而將產品轉以自

動販賣機銷售，除了大幅地降低經

營門市的營運成本外，還依靠著民

眾互相推薦、分享。只要產品美味

又價廉，又把地點設在交通便捷的

樞紐地帶，必能招攬許多消費者前

往消費。

　由於近期內許多販賣機的食品

安全出現問題，並常會出現大腸桿

菌超標情形，讓部分消費者有所擔

心。民眾謝綺文認為，吸引自己購

買的主要因素，是對於產品的偏

好，食品安全衛生是次要的考慮項

目；業者徐昌盟則強調，自家的產

品全程有低溫冷藏的環境以控制

食材的新鮮，製作過程也都符合

HACCP（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讓民眾能夠安心的享受美食。

醫師：過度濾藍光 視力更差
　記者黃俐禎、邱曉昱／台北報導

　隨著行動裝置日漸發達，低頭族也愈來

愈多，而 3C 產品所放射出的藍光，恐成為

低頭族的慢性致命傷。

　普遍人對藍光的認知並不全面，三軍總醫

院眼科主任呂大文表示，會對眼睛視網膜造

成傷害的光線，除了紫外線，就是日常生活

中的可見光。其中，藍光是能量最強的可見

光，隨著科技發達，許多產品為了讓畫質

看起來更好、色彩更鮮豔，會加入許多藍

光元素。若是近距離接觸，再加上長時間

使用這些 3C 產品，經年累月下來，會造成

視網膜感光細胞的損傷，導致黃斑部病變。

　從事媒體相關產業的民眾林郁婷說，因為

工作的需要，必須盯著電腦螢幕超過八小

時，眼睛相當疲勞乾澀，視力也變得模糊。

為了改善這個情況，她特地到眼鏡行配戴一

副抗藍光護目鏡。眼鏡行業者陳郁仁表示，

抗藍光鏡片濾除藍光的原理大致可分為二

種，一種是以染色鏡片濾掉藍光，另一種

則是鍍膜鏡片，利用反射原理擋掉部分的

藍光。

　比較一般鏡片及濾藍光鏡片的效果，從

阻隔效果及穿透比較的測試結果顯示，當

一般鏡片及抗藍光鏡片同時置於紫外線及

藍光下，藍光會直接穿透一般眼鏡，而抗

藍光鏡片則明顯地減少光線的穿透。

　為了因應抗藍光的需求，許多產品應運

而生，但有研究發現，市售標榜抗藍光且

遮蔽率最高可達 90% 的保護貼，功效都有

誇大之嫌。手機周邊商品業者陳先生表示，

對於購買抗藍光保護貼是否能保護眼睛，

他認為，調整螢幕亮度可能比較有效。

　除了配戴濾藍光鏡片或調整螢幕亮度，

呂大文建議，適時補

充富含葉黃素及玉米

黃素的深綠色蔬果，

花椰菜、玉米等，皆

具有抗氧化的能力，

能抵掉藍光造成的傷

害，對眼睛有幫助。

　呂大文補充，濾掉

60% 左 右 的 藍 光，

是人眼最能接受的範

圍，過度地濾藍光，

反而使亮度不足、影

像清晰度降低，眼睛

更吃力，也提高近視

的風險。▲長時間使用 3C 產品可能造成黃斑部病變。      製圖／黃俐禎

　記者程怡靜、黎海陽／台北報導

　國內健康環保意識抬頭，許多人都

開始重視生活小細節，無論是吃的、

穿的、用的都講求天然無毒，天然的

環保清潔液也因此成了消費者居家清

潔的「好夥伴」。

　對比一般市售清潔液和環保清潔

液，文山特教小型作業所環保清潔液

生產線組長魏鳳月表示，市售清潔液

大多含有化學物質，而這些含有化學

物質的產製成分包括了香料、酊劑和

增稠劑等，是傷害皮膚的罪魁禍首，

長期使用化學清潔液會造成皮膚油脂

剝落，破壞細胞膜，使得肌膚乾澀、

粗糙。

　她指出，市售清潔液的弊端在於摻

雜了增稠劑，使得產品更為黏稠，使

用後也會產生更多泡沫，製造出「稠

度高的清潔液就能用得比較久」的假

象；反之，環保清潔液不含任何化學

物質，多以植物性原料製成，生物分

解度高，亦可消除頑強油汙。

　國內市售清潔液，多半是由化學原

料製成，會對皮膚造成一定的傷害。

許多消費者意識到化學物品的副作

用，紛紛轉而使用環保清潔液，甚至

還將天然食材再循環，利用廢棄果皮

自製清潔液。擁有製作環保清潔液二

年經驗的陳詠綺表示，「毒害」早已

無所不在，只有自製清潔液才能有效

確保環境和自身健康不受化學侵害。 

　她說，製作環保清潔液步驟並不如

想像中繁瑣，製作材料也隨手可得，

只需用果皮蔬菜廚餘、椰子油起泡劑、

食用鹽及蒸餾水，按一定的比例調配，

就能製作出可以綠化環境的清潔液，

同時亦可讓廢棄果皮瞬間變成黃金，

減少垃圾量，對環保有著很大的作用。

　陳詠綺也提到，儘管環保清潔液好

處不勝枚舉，現階段會選用環保清潔

液或是自製環保清潔液的民眾仍以

中、老年人居多，年輕一族的環保意

識較為薄弱。她認為，不論年齡，大

家都應積極地為地球貢獻一分心力，

讓環保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近期環保、健康成為新趨勢，吹起天然無毒風潮，環保清

潔液更因此成為了新興熱銷商品。         攝影／程怡靜

　記者戴唯琪、沈奕萱／台北報導

　玩桌遊在近幾年成為流行，路上也時常

見到桌遊店的蹤跡，生意競爭促使店家開

始嘗試不同的轉型，以多元化的方式吸引

顧客，期望在眾多桌遊店中脫穎而出。

　桌遊店愈來愈多，該如何符合顧客的喜

好並且創造特色，成為店家思考的一大重

點，目前收集了 20 多套桌遊的愛好者簡丞

擔表示，他選擇桌遊店的要求有三項：店

家要乾淨且不能吵雜、桌遊數量要夠，找

到喜歡的桌遊很重要、教學的人要有經驗

且必須能夠帶起氣氛。然而，都符合這些

條件的店家也不在少數，因此有些店家更

開始策劃活動或是轉變型態來吸引客群。

　位於景美捷運站附近的桌遊店已開設六

年，副店長陳亭蓉談起遇到的困難時，表

示每個時期的狀況都不同，以前是大家不

了解桌遊是什麼，需要花很多時間介紹，

也曾受到警方關切，誤以為是電玩店；現

在則是面臨盜版增多，以及位置較偏遠較

難招攬客人。為了吸引顧客，店內也推出

各式不同的活動，在各個節日時也會裝飾

店內，拓展來店的客群。陳亭蓉表示，曾

經在世界足球錦標賽時將店變成球賽餐廳，

讓大家一起熬夜看世足賽。最近也有配合

聖誕節的花圈教學活動，期望能營造一個

輕鬆休閒的空間，提供大家使用。

　除了常見的桌遊店以外，新型態的桌遊

餐廳也正在崛起，這種餐廳不會侷限在桌

遊上，反而會以提供遊憩輕鬆的空間為主。

位在公館商圈的桌遊餐廳店長陳柏亨表示，

他覺得這種桌遊餐廳和桌遊店的不同是比

較多元化，像是他的桌遊餐廳中還架設了

飛鏢機，讓客人有比較多的選擇。

　現今玩桌遊的人眾多，以往喜歡益智心

機類遊戲的人較多，現在則是多了想要可

以輕鬆玩，紓解壓力的客群，桌遊店的發

展也因此轉換成不同的形式。

競爭激烈 桌遊店各出奇招

▼位於學校附近的桌遊店的主要客群通常以學生為主。                 攝影／戴唯琪

專家：市售清潔液摻化學物質 傷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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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王怡文、李謙慧／台北報導

　自 11 月 8 日川普當選美國第 45 任總統以

來，揚言將高築關稅壁壘，並退出跨太平洋

夥伴協定（TPP），轉趨保守的貿易政策為

國際外交及經濟情勢，帶來了許多不安定的

因素。然而，保護主義的興起並非偶然，美

國自建國 200 多年以來，就長期奉行國父華

盛頓的孤立主義。因此，保護主義的再興完

全是有跡可循的。

　1760 年，英國為維護本國利益，陸續定法

課徵殖民地的糖稅及茶稅。然而，重商主義

的規制反倒燃起美洲殖民地革命的火花。在

國父華盛頓建國後，確立了孤立主義，成了

美國很長一段時間的外交政策。儘管如此，

在 1816 年以前，美國各種關稅法仍是以收入

為主要目的，偶爾才會對產業加以保護。直

到 1812 年英美戰爭後，國家民族主義高漲，

在國內鋼鐵等新興工業業者影響下，國內政

治與經濟學者才以保護「幼稚工業」之名，

掀起強烈的保護關稅運動。高關稅刺激了本

土製造業發展，但也成了美國南北兩地矛盾

的開端。

　南北戰爭後經濟政策的轉變
　南北戰爭，是美國經濟史上重要的分水嶺

之一。關稅問題可以說是除了奴隸廢除的政

治論爭之外，發生南北戰爭的另一原因。當

時，美國北部製造業希望實施高關稅以保護

產業，但南方農業州想要維持自由貿易，以

保障在歐洲的生意。由於經濟理念的不合，

造成兩方時有爭執。而之後南方在內戰中的

失敗，使北方得以大規模採用保護主義。台

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魏凱立表示，南北戰爭

使得南方政治代表，在國會中長達十多年的

缺席，是保護主義政策在戰後更加氾濫的原

因之一。

　確實，戰後美國製造業在關稅壁壘的護航

之下，得到了長足的發展。1860 年間工廠數

量增加近八成，產業革命也帶來了生產力的

提升及運輸技術的進步。但是，卻也引發國

內企業壟斷市場，農業也受到他國報復性的

關稅打擊。

　魏凱立說明，保護性的經濟政策很容易引

起國際間的連鎖反應。各國皆會報復性地調

高關稅，產生惡性循環，其中經濟大恐慌就

是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之一。

　冷戰後自由主義的崛起
　二戰以後，美國在國際外交及經濟貿易上，

大幅度放棄過去保護主義的政策，開放國內

市場，並積極地在國際間推行自由貿易，扶

植西歐各國及日本對抗蘇聯等共產集團的威

脅。然而，美國作為國際經貿的領導，在提

供自由貿易所需的公共財的同時，也需忍受

其他國家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全球化不僅使

國內產業外移，也導致了國內青年失業率居

高不下。此外，移民議題也是急待解決的問

題之一。

　魏凱立表示，綜觀美國經濟史，保護主義

大多是在戰後興起的，這次沒有經歷戰爭卻

引起保護主義的風潮，可能和全球化資本主

義過度發展帶來的貧富差距有關。

　如今，美國夢已不再，而中國夢是否真如

承諾般美好，猶未可知。

　記者陳家柔、林捷倫／台北報導

　即將就任美國總統一職的川普，在競選

過程中毫不掩飾其保護主義的傾向，對

於其他國家實施高額度的關稅壁壘，還

揚言要退場「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而台灣對美國直接出口的比重

約 12%，如果川普真的兌現高關稅的政

見，那麼台灣恐會有 50% 以上的出口將

受到衝擊。

　提及保護主義，以美國開始，各國為了

防止資金(在金本位制下，資金等於黃金)

流出和保障工業就業機會，台灣經濟研究

院院長林建甫表示，1929 年世界經濟大

恐慌是保護主義色彩濃度最高的時候，各

國為了保護就業機會，緊縮貨幣政策，提

高關稅，貿易量減少，大恐慌延續十年，

而當時中國正處於割據時代，還感受不到

世界經濟的問題，甚至淪為保護主義的受

害者。二戰後世界各國開始思考如何解決

經濟危機，於是開始調降關稅，使其貨暢

其流，創立相關貿易組織，來維繫各國間

貿易關係。

　林建甫表示，台灣是一個小型開放經濟

（small open economy），奉行市場經濟，

基本體制上不存在保護主義，因此台灣不

斷接受市場經濟的挑戰，透過貿易一直不

斷的往前看齊，一路從輕工業逐漸轉變為

電子 IC 產業代工王國。

　台灣發展至今相關的經濟發展政策，嚴

格來說有兩次觸及貿易保護主義，分別為

1945-1958 年的第一次進口替代，為了推

廣台灣國內的紡織業，對於國外紡織品進

口一律課以高關稅，另外也限制進口、管

制外匯，保護台灣本統產業，最終達成新

設了 6000 家以上的民營工業，且產值每

年成長 10%，成功推行進口替代政策，並

且有效節省外匯及創造就業機會。

　1969-1980 年的第二次進口替代，在

退出聯合國及石油危機的背景之下，又因

世界各國實施保護政策，使台灣出口受阻

礙，國內的各項建設又跟不上經濟成長速

度，政府只好暫時放慢自由化的腳步，調

整出口導向，轉而發展重工業。如石化鋼

鐵機械設備，繼續維持過高的官價匯率及

關稅稅率，進行大規模的公共建設，創造

龐大就業機會帶動景氣復甦，最終台灣度

過石油危機且以「中油」為核心，統整「台

塑」等中油業者，為石化工業、化纖、塑

膠、鋼鐵業奠定基礎。

　1986 年以後，台灣在美國政府要求開

放市場及來自立法院打破特權的雙重壓力

下，逐步降低關稅、減少進口障礙，包括

航空、銀行、保險、證券、電信等部門，

在國內市場的開放也包括對外人投資限制

的鬆綁。

 奉行保護主義不僅保障國家人民的就業

權，更促進了國內本土產業發展，但政策

的長期推行，卻可能不利國家整體經濟發

展，甚至引發他國撻伐報復，保護主義的

實施到底是好還是壞？而自由貿易促進人

們更有效地分配資源，讓全球資源互通有

無，甚至讓貧窮國家也能得到新技術和資

本，但卻同時會剝削勞工，塑造求快求新

的世代好壞參半，台灣稱得上一個經濟貿

易相當自由的國家，面對各種經濟上的挑

戰，不論是政府或是台灣人民都該仔細思

量，如何做才是對台灣總體經濟發展最優

良的辦法。

美
國保就業機會 護國內經濟

　記者李謙慧、王怡文／台北報導

　中華民國內政部地政司公告全國地價

每三年調整一次，而這次的平均調整為

30.54%，為 22 年來調幅最大，地價稅基

本稅率為千分之十，超過累進地價者，則

按千分之十五至五十五分級課稅；為了照

顧自用住宅者，自用住宅則採千分之二的

優惠稅率。

　根據香港富華盛控股投資公司營運總監

賴威宇表示，其實地價稅對一般民眾影響

不大，主要影響對象為大地主、建商，以

及非自用者，現在增漲稅收的原因為土地

增值，導致公告地價上漲，而盈餘地價上

漲，所以出現增收地價稅的政策；然而，

台灣目前公告地價與實價相差甚多，現今

的地價稅也只不過是實價的 30%，政府急

於與實價做掛勾，導致民眾對於稅收的大

幅調漲倍感壓力；在 1987 年時，政府也

有漲過地價稅，但卻是分年打折，第一年

打六折，第二年八折，第三年恢復到原價，

以循序漸進的方式，使民眾得以接受地價

稅的調動。

　民進黨立委姚文智在 11 月 23 日的立法

院質詢會議上表示，以前房市景氣繁榮時，

公告地價漲不到一成，而如今房市低靡卻

反而上漲三成，政府應考慮市民感受，採

取逐步調整的措施。

　關於地價稅對房市的後續影響，賴威宇

表示，這些非自用住宅用地所增加的稅金

甚高，因此廠商、屋主們為了轉嫁稅賦的

負擔，有可能調高承租公司、店家的租金

來因應；對房市產業影響的部分，由於一

完工就要繳交高額稅金，建商可能採取不

申請、不開工、不完工等方式應對，如此

將有可能導致房市的萎縮，促使房市景氣

低靡。

地價稅調漲惹爭議

保護主義不偶然 美史有跡可循 川普築關稅壁壘 揚言退出 TPP 

進口替代政策 促進台經濟發展 

資料來源／ C.P. 金爾德柏格，載 Carl-luwig,Hoitfrerich,Interaction in the world 
economy,Harvester wheat sheaf,1989,P.291 製表／王怡文、貝薈涵

資料來源／ EIU 製圖／陳家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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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Voice 
on Products from 
Fukushima Area

By Tsou, Fang-ting（鄒芳婷）,
Chen, Pin-hua（陳品樺）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of Tsai, Ing-wen（ 蔡 英

文） administration has proposed to allow the food from 
the Fukushima area that has been affected by a nuclear 
accident to be legally imported to Taiwan. The proposal 
has aroused people’s anger and concern. In today’s in-
depth coverage, we have randomly interviewed 41 people 
in the street to find out what people really want.
    Based on our investigation, most of the people know the 
issue of importing food from Fukushima area. Over half of 
them disagree with importing those foods from radiation-
affected area Fukushima. The reason is that they think 
it would not be safe for people to eat those foods. Our 
survey finds that 34.1% of the people think it's doesn’t 
matter, 12.2% agree to import the foods. Miss Lin, one of 
our interviewees, said that the reason she agrees to import 
the food is because she believes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of their own strategies. And 62% of them said they would 
not buy the food even if they were cheaper, with 38% 
saying they might give them a try.
    Due to the large amount of anger from the people,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衛 福 部 ） will host 
some public hearings for people who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issue to have a chanc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December. It is also a huge step for 
Taiwan’s democracy politics.

▲Consumer trying to determine if the produce is contaminated. Photo / Jasmine Casey Lee（李可心 )

By Jasmine Casey Lee（李可心）

Can We Protect  
Our Own Health ?

10 Public Hearings in Three Day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eld 10 public hearings 
from November 12th to 14th in the northern, central, 
southern and eastern part of Taiwan, to discuss the 
feasibility of lifting ban on Japanese produce from 
radiation-affected areas.
    Since March 25, 2011, food imports from the Japanese 
prefectures of Fukushima, Ibaraki, Tochigi, Gunma and 
Chiba have been banned. And for some food from other 
prefectures, radiation inspection certificates, which are 
issued by Japanese government or officially authorized 
research units, have been also required.
    Lai Shyh-bao ( 賴 士 葆 ), an opposition Kuomintang 
legislator, said it is wrong for the government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o import these foods on the basis of 
the inspection reports from Japan. “Some civic groups 
traveled to Japan to check radiation levels in the  foods 
an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do the 
same,” said Lai Shi-bao.
    Hung Chia-chun ( 洪佳君 ), a Kuomintang new Taipei 
city councilor, said the reason why she and many people 
protested in the public hearings is that they don’t think it’s 
safe to import food from these five prefectures. And she 
accused the government of “trying to exchange diplomatic 
interests with the life and health of people.”
    She deemed that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no ability 

to ensure food safety in the absence of manpower and 
equipment. “We only have one test equipment in the 
Kaohsiung port and dozens of detection staff. If the 
government can only check one in thirty containers, who 
can make sure that there is no problem with the rest of 
the imported food?” said Hung Chia-chun. Hung also 
stressed that she would continue to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incident and will hold joint activities to win public 
support.
    Lin Guo-cheng ( 林國成 ), a People First Party Taipei 
city councilor, questioned the reason why the government 
want to import the food from radiation-affected areas. 
“Taiwan also have these the same food and in which are 
safer, so we do not need to import food from Japan,” said 
Lin Guo-cheng .
    He also mentioned the previous oil incident. He thought 
Taiwan doesn’t have comprehensive laws on food. “We 
don’t know how to judge these people by law. Moreover, 
the harm of radiation is more serious than the poisonous 
oil,” said Lin Guo-cheng .
    Two public hearings on Japanese food imports will 
be held in Taipei and Kaohsiung in December.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hold a television public hearing in 
December 25.

By Hu, Fan（胡凡）

▲ People can buy products imported from Japan 
easily.            Photo / Tsou, Fang-ting（鄒芳婷）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Taiwan and China are 
the only two countries that still impose tight restrictions 
on nuclear-affected food imports from Japan. And now, 
the Tsai administration is planning to import food and 
produce from the five counties near Fukushima, the most 
devastated place in the earthquake-caused nuclear disaster 
five years ago. In order to settle the dispute over importing 
contaminated food from Japan, the government has held 
a series of public hearing around the country in the past 
few week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questions and 
doubts among the public.
    During a public hearing, Tsai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pledged they would conduct batch-by-batch inspection 
of those foods which came from the radiation-affected 
counties. Yet, according to Shih Ming-chih ( 施 明 智 ), 
chairman and professor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s  
Nutrition and Health Department, “How to define ‘batch’ 
is the real issue!”
    “If the government defines the whole freight as a 
‘batch’, then the inspection would be nearly impossible 

to determine if it is safe.” In addition, Professor Shih 
mentioned that since any odd shape or nuke-infected food 
has already been picked and disposed by the wholesalers 
before it reaches the store shelf, consumers would have no 
way to tell any contaminated produce by its appearance.
    To address people’s concerns, professor Shih said, “If 
consuming too much of contaminated produce, radiation 
will indeed accumulate in the human body, and it may 
cause bad health effects, such as cancer. However, many 
people have a false understanding that radiation will be 
carried on to the next generation, but this is not true.” 
Among all the plants, the level of absorbing the radiation 
varies from type to type. Since the nuclear disaster 
happened rarely in the history, there was not enough 
reports or data to show the degree of radiation absorption 
in plants.
    To conclude, in professor Shih’s point of view, if our 
government opens the gate to contaminated food and 
produce from Japan, there will be no ways for public to 
protect themselves on thei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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