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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美捷運站附近的建宏書局與

世新大學內的世新書苑，在今年接

連歇業；不僅書店難經營，連上游

出版商都快撐不下去。要如何扭轉

頹勢，讓民眾重拾書本變成了當務

之急。

　今年暑假，世新大學校方以整體

營運規畫為由，在整修餐廳的同

時，把書苑關門，成為台灣少數校

內無書店的大學。另外陪伴景美當

地學子成長的建宏書局，也於今年

6月歇業。另外台北知名的書店
街，重慶南路書街也面臨了相同的

問題。

　雖然網路書店的興起，確實搶

走許多實體書店的生意，但出版

業產值逐年下降仍是不爭的事實，

2012年還有 350億，到 2015年
卻僅剩 190億，幾乎腰斬，這顯
示出實體書店及出版業都共同面

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對於出版業蕭條，福勝文具店

（見上圖，攝影／胡皓宸）的老闆

高炎松表示，主要原因就是電子產

品太發達，以前查生字還需要翻字

典，現在只要手機一點就可以查英

文、中文，連帶影響字典銷量；連

以往最受歡迎的漫畫銷量也不振，

高炎松說：「現在手機、電腦都可

以看，誰還需要買。」

　高炎松表示現在經營書店越來

越困難，純賣書幾乎無法營運，只

能朝向複合式發展。另外網路書店

進貨量大，對於上游廠商議價能力

強，折扣空間大，又是 24小時開
放下訂不受時間限制，亦不用出

門，種類也較為齊全，讓傳統書店

備感壓力。雖然書店業如今不景

氣，但在文山區依然有很多書店以

不同的形式經營，以求更多顧客上

門。景美女中附近的一家書店，以

出租影音和販賣書本為經營模式，

讓人眼前一亮。

　位於木新路上的超仁書局專營

國小到高中的參考書，全店主要是

賣考試用書，加少量的文具用品，

所以不太受到影響。高中生學生林

若如表示，學校考試多、課業重，

參考書都看不完，所以已經很久沒

有買課外書看。

　閱讀風氣不振，如何從教育著手

讓學生重新愛上閱讀，振興文化產

業，已經成為政府不可忽視的重要

課題。　

建宏書局、世新書苑相繼歇業

閱讀風氣式微 書店寒冬

▲民眾能夠透過登記，種植蔬菜。             攝影／林昱萱

　記者蔡芃敏、林昱萱／新店報導

　中山里的閒置空地經土

地活化後，成為提供里民

耕種的「開心農場」。

　新店區大部份的空地屬於新北

市政府和國有財產局所有，因為缺

乏人力管理，常導致雜草叢生、民

眾亂丟棄垃圾，進而讓這些閒置的

空地成為都市的死角。議員金中玉

表示，權責單位會因沒善盡管理責

任而受罰。不過政府單位沒有預算

支付罰單，所以大多由新店區公所

委託管理。空地尚未活化前，常有

長者將空地作為資源回收站，堆積

垃圾，造成環境髒亂、臭氣沖天。

經由多方協調後，將空地改建為小

公園，原本的垃圾林被花草取代，

提升居民的生活環境品質；部分空

地則改建為停車場，讓民眾能有更

多停車空間，減少汽、機車違停的

問題，並也藉此改善交通安全。

　新店區有許多空地活化的成功

案例，例如中山里里長潘威志透過

與建商協調，將里內閒置的空地打

造成「開心農場」，讓民眾能夠登

記耕種，利用畸零地打造自己的小

菜圃。居民以有機的方式種植蔬

菜，收成的蔬菜若足夠，便能提供

里內的老人共餐。對此，民眾陳小

姐表示，這種土地活化的概念蠻好

的，能讓閒置的空地發揮價值，也

能藉此凝聚社區居民的向心力，不

但可以達到社區綠、美化的效果，

也能讓大家更有歸屬感。民眾申小

姐則提到，雖然自己不會去種菜種

花，但也認為土地美化或者空地活

化成停車場及公園的做法很好，至

少能改善流浪狗跟閒置空地髒亂

等問題，也不容易成為治安死角。

　空地活化的概念若能在寸土寸

金的都市中有效地發揮，便能讓民

眾擁有更多可用資源，不僅能減少

社會問題，更能藉此讓社區居民的

關係更加緊密，進而增加社區認同

感，讓社區更加進步。

新店空地變開心農場土
地
活
化

　記者吳冠輝、黃俊翔／台北報導

　瑞芳鎮著名的猴硐貓村，經由媒

體報導後，變成當地的特色觀光之

一，但大量觀光客所衍生的問題，

對猴硐貓村的居民造成困擾。

　猴硐當地可見相關宣導告示牌，

說明對貓的照護須知，但成效似乎

有限，少數遊客仍然不清楚狀況，

貓村並不是整個都屬於觀光區域，

觀光局所管理的區域只限於車站

廣場附近，過去此區域的店家不聽

勸告，販賣逗貓棒和來路不明的貓

飼料，導致民眾購買，影響貓咪健

康。遊客莊先生表示，有看見少數

人抱貓、餵貓，認為遊客應該要遵

守告示牌的規定才是愛貓的表現。

　現今貓村已成為當地的觀光特

色之一，吸引愛貓人士特地前去

拍照遊玩。但有些民眾棄養貓至

貓村，甚至將剛出生即有殘缺的小

貓遺棄，導致附近居民必須分擔照

顧貓的工作。而有些貓得到良好

的安置，毛色亮麗，使得觀光客

有意將貓帶走，民眾吳小姐指出，

把貓咪帶走的事件頻頻發生，目前

為止已有 20 幾隻無故消失，當地
動保團體也無權追究責任，讓居民

十分頭痛。吳小姐表示，遭棄養

的貓咪通常無法適應當地的環境，

不久後可能生病或死亡，而竊貓事

件讓居民很無奈，居民呼籲政府動

保處因制定相關措施來保護貓咪。

　猴硐貓村是國內少數以自由動

物作為賣點的觀光景點，動保處

目前也為貓咪進行健康檢查、狂

犬病及貓三合一疫苗預防注射及

口炎貓咪的治療工作，並落實絕

育手術。為維持貓村的永續經營，

政府勢必要正視動物的權益與保

護牠們不受到傷害為前提下，讓未

來想觀賞貓的民眾還能見到猴硐

貓村貓與人共處的美景得以長存。

亂象 猴硐貓遭竊
▲一隻在猴硐貓村病懨懨的貓咪。       攝影／吳冠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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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幼柔道社 培養孩童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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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障童的遊戲場
　記者洪羽潔、林欣頻、邱于庭、

汪昱伶、李柏翰、林欣慧／綜合報導

　玩遊戲對一般人而言是件稀鬆

平常的事情，但有群孩子的遊戲

權一直被社會所忽略，直到近年，

「共融」的概念導入台灣，提倡

規畫一個讓身心障礙兒童與一般

孩童共融遊樂的環境。針對文山

地區，目前規畫將於萬芳四號公

園設置共融性遊樂設施。

　兒童在遊樂場、公園開心玩耍

的畫面是否令你印象深刻？放眼

望去，卻沒有看到身心障礙兒童

的身影，因為沒有他們可以使用的

遊具。但其實歐美各國早在數年前

就將共融（inclusive）的概念套用
在遊樂設施上，台灣身心障礙兒童

權利推廣聯盟（以下簡稱身障童

盟）發起人周淑菁表示，二年多

前看到朋友分享國外共融遊戲場

的照片後，便開始發表相關言論，

希望能將共融遊戲場的概念傳達

給更多人，獲得更多關注。

　長期關注身心障礙

者議題的台北市議員

李慶鋒表示，當初因

為被一則新聞觸動，

而開始注意共融性遊

樂設施。今年 5月，共
融性遊樂設施的議題正

式被帶入台北市議會討

論，展開跨局處的溝通協調，

在數位議員的監督及家長團體、

社運團體的期盼下，除了兒童新

樂園的共融遊樂設施已架成完畢

之外，年底也可在北市四座公

園內體驗到共融遊具；而文山

地區目前計畫將於萬芳四號公園

設置共融性遊樂設

施，時間未確定。

　共融性遊樂設施發展快速，然

而從外國進口的遊具是否符合身

心障礙者需要，公園路燈工程管

理處（以下簡稱公燈處）在遊具

的擺放、規畫上是否有落實共融

的概念，也讓提倡者感到擔憂。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家長張雅

琳表示，共融性遊樂設施的建設，

不應該只是直接複製國外的設計，

應是讓家長和孩子、設計師、兒

童發展專家一同參與，並讓孩子

親自試玩，才能設計出真正符合

需求的遊具。周淑菁也

說明，共融的概念就

是不排斥任何人，不

應是思考要放幾個共

融遊具在公園，而是

設計一個共融的公

園。公燈處南港公

園 管 理

所主任張

秀珠

建設共融遊具 多方考量個別需求 打造無排他育樂場所  

▲共融性旋轉盤，讓行動不便的孩童也可一同玩樂。                                  攝影／洪羽潔

回應，目前將會在每一期

的工程加入共融性遊樂

設施 ( 下圖，攝影／

洪羽潔 )，進行前，

也會與民眾討論，在

有限的腹地，最大

程度的滿足民眾的

需求。

　「孩子跟孩子本

來就是透過遊戲認

識的！」周淑菁認為

校園

是 孩 童

生活的一

大部分，共

融的概

念也該帶入校園。教育局特教科評

估過後決定於大安區的大安國小、

建安國小校園內加入融合性遊樂

設施，預計今年底完工。另外，民

國106年也將於北投區文林國小、
大安區和平國小設置，但文山特殊

教育學校復健組職能治療師傅競

賢則擔憂，共融性遊樂設施耗費成

本高，學校難以維護及維修遊具。

　社會局身心障礙科專員林玟漪

則認為，「遊戲」在兒童成長發育

的過程當中占了很重要的部分，除

了透過遊具的刺激、啟發創造力、

想像力，亦可藉由現在所推行共融

性遊樂設施的使用互動中，讓一般

孩童從小（含身障兒童），學習與

不同族群互動與相處。

　傅競賢以一般遊樂設施舉例，

「以一般鞦韆而言，身障兒童比較

無法像一般兒童那樣，可以坐上去

後自己搖動鞦韆，像是輕度身障

童，他們若要盪鞦韆，需要在鞦韆

外有網子包覆，至於重

度身障童，除

了 鞦 韆 外

要有網子包覆，在椅子上也需要有

更多綁帶綁住重度身障童或提高

椅子包覆性、保護他們。」因此，

設備應該要更加多元、多方考量以

符合各種障別需求，也是目前需努

力嘗試的方向。

　李慶鋒建議政府的跨局處的小

組，應更有效率。「這是一個學

習、成長的過程，也是一個摸索的

過程；我們希望它愈來愈好，愈來

愈被接受，而成為理所當然。」盼

三、五年後每個行政區都至少有一

處共融性遊樂設施，甚至市府未來

規畫都融入共融的觀念，不要去排

斥任何族群。

　共融性遊樂設施還在試辦階段，

目前家長們對共融式的概念還不

熟悉，林姓家長認為，這是一個很

好的嘗試，可以讓小孩互相接觸。

社會局則期盼可以在實踐的過程

中摸索與學習，以更加符合身障者

使用上的實際需求。待未來成功落

成後，社會局冀望能舉辦記者會或

活動，讓更多家長與民眾一同參

與、了解，並給予更多寶貴意見，

讓融合式遊樂設施的推行得以更

加順利與完善。

▲同儕間的切磋，讓孩童互相觀摩，幫助學習。        攝影／羅紹齊

　記者柯欣妤、羅紹齊／文山報導

　警專幼兒柔道社原為警眷學習、

培育柔道精神的社團，藉由青少年

的傳承，以及師長的教導，讓更多

孩童享受其中，建立自信。

　警專幼兒柔道社在今年國慶大

典的演出，吸引不少關注，加上警

政署長的宣傳，讓社團詢問度急

增。該社從民國 93年創立，至今
已有 12個年頭，培育出許多優秀
的柔道人才，在草創初期加入的孩

童，如今更有以柔道體保生的資

格，保送至師大附中，令教練及家

長倍感欣慰。社團教練皆為業餘義

務教導，而透過家長的口耳相傳，

越來越多文山孩童入社，使其規模

逐漸擴大。

　社團秉持同時教導柔道與規矩

的理念，幫助許多差點誤入歧途的

小孩，教練蕭素秋表示，因為學習

柔道，端正了一些過動兒或隔代教

養孩童的品行，讓他們不再被外人

貼上不良標籤，是她努力的目標。

儘管如此，嚴格的訓練方式，也讓

不少家長及學童因無法適應而退

出，但仍有擔憂孩子行為差異，支

持柔道社創立宗旨的家長，期望透

過該運動，維持孩子的品性。

　社團也曾因孩童不夠積極、家長

配合度不足，而一度無法支撐，而

扭轉這一切的，是從小在社團成長

的孩子，雖然已升上國中、高中，

但他們運用空閒時間，回來帶領新

加入的學弟妹，貫徹傳承的精神，

讓這個大家族，能夠持續的壯大。

　雖然社團練習時間有限，但在不

少柔道比賽中，皆獲得優異成績。

曾獲台北市柔道比賽，團體賽及個

人賽第二量級冠軍的劉鎧霆表示，

每次參加比賽，獲勝時真的很開

心，而輸了也會反省自己的不足，

鼓勵自己再接再厲。

　警專幼兒柔道社結合了柔道和

品行培養，讓孩子在運動之餘，擁

有正確的處事態度，並透過學長姐

制，實踐傳承精神，讓這個大家

族，能夠逐年擴大，影響更多文山

區的孩童。

廣納民眾意見 擴大效能

考量個別需求 設備多元

共融遊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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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後彩虹 為災民重建家園
義工團自行籌資蓋房 災民感激：讓我們有溫暖的家

　記者李奕寰、劉羽恒／新店報導

　豪雨過後，人們總是期待看到彩

虹；而對於那些無家可歸的弱勢家

庭，由馬豪所創立的「雨後彩虹希

望之家義工團」，是他們心目中象

徵希望的彩虹。

　馬豪和一些善心民眾組成雨後

彩虹希望之家義工團，成員多來自

新店區內，對於為什麼組成這樣的

義工團隊，馬豪表示，「一個家庭

最需要的就是一間能居住的房子，

有了房子他們才能站起來，好好的

生活賺更多錢」；為人人都有一個

希望的家努力、為弱勢族群能安心

重生而付出，是義工團的宗旨。

　雨後彩虹希望之家義工團，蓋過

的房屋不計其數，除了幫助因尼伯

特颱風失去家園的災民，也協助了

很多新店山區的弱勢家庭。最近的

一個任務是在新北市烏來的山區，

今年 9月梅姬颱風雨勢強烈，將
居住在烏來區的白莊碧雲的木造

屋頂吹的殘破不堪，屋頂、牆壁都

被強風和大水給帶走。風災過後，

一家人暫時居住在用木頭搭建的

小倉庫裡，生活非常困苦。透過社

會局的轉介，將房屋修繕重建的任

務交給雨後彩虹希望之家義工團。

　蓋一棟房子最少需要 30至 40
萬新台幣，義工團的成員需要養家

糊口，能付出的心力有限，這次案

子有一部分的金額還是來自之前

台東受災戶的捐款；關於建造房屋

可能遇到的問題，雨後彩虹義工團

團員陳俞伶說：「因為此處在山區

內，大型機具進不來，所以我們必

須全程用自己的雙手來蓋這座房

子，而蓋房子最需要的資金，除了

我們自己捐獻以外，我們也會自主

在外面做義賣活動，來籌資這些建

材資費，也有些人會透過網路來募

捐一些建材經費給我們。」除此之

外也常遇到園主人的土地糾紛、人

手不足等狀況。

　白莊碧雲回憶颱風當天狂風暴

雨吹壞房屋的情景，還心有餘悸，

山區交通不便，加上蓋房子需要

錢，重建房屋對白莊碧雲一家來說

幾乎不可能，她感激地說：「謝謝

雨後彩虹希望之家來幫我們蓋房

子，讓我們能有一個溫暖的家。」

撕的藝術 平潭社區力推特色課程
　記者陳沛婍、劉建佑／新店報導

　新店平潭社區發展協會有著特

殊的紙撕畫技藝，協會理事長游月

裡希望藉由紙撕畫，將平潭社區的

特色推廣至大眾，讓有興趣的人能

前往參觀，活絡當地的經濟。

　紙撕畫的成品看起來與油畫並

無差別，但這項藝術實作的材料是

棉紙，而且製作紙撕畫需要下很大

的工夫，耐心與細心是完成作品的

關鍵。從一張白紙變成一幅栩栩如

生的作品，通常需要花費一至二週

的時間，過程中還有修飾瑕疵的部

份，沒有耐心的人，做起來可能會

覺得枯躁乏味。學員范小姐表示，

修飾工程可能會耗費很長的時間，

但看到成品後，滿滿的成就感將會

成為完成下一幅紙撕畫的動力。

　紙撕畫課程不僅帶給有興趣的

居民消磨時間的機會，也能培養新

的技能，但由於參加課程的人數不

如預期，講師費的來源常是難解決

的問題，因此游月裡除了多提幾項

企畫案，至文化部申請經費外，也

希望居民了解紙撕畫藝術的美後，

一同參與這項特別的活動課程。

　另外，平潭社區的人口有老年化

的趨勢，游月裡期盼能有學生在時

間允許下，偕同三五好友一起至社

區服務年長的居民。

　經營社區不是件輕鬆的事，不管

情況多困難，為了豐富居民的生

活，社區發展協會還是會致力為民

服務。

消防分隊新址 提升出勤速度

民眾提案 校長宿舍將成藝文園區
　記者汪薪、李冠勳／新店報導

　新店國小舊校長宿舍進行大改

建，經過多次的開會以及各方意見

的討論後，已經有初步的共識，校

長宿舍將往藝文園區相關的方向

改建。

　新店國小校長宿舍建於民國 68
年，當時建造的目的是提供校長一

家人住宿，但近年來，老宿舍歷經

時空變遷、風化，近任校長已無入

住，導致宿舍閒置。新北市政府

於民國104年啟動整修活化計畫，
首當其衝的就是新店國小校長宿

舍。經過新北市政府和財政局討論

之後，打算將校長宿舍改建為「社

區客廳」，提供當地居民使用，宿

舍使用的細節將進行參與式預算

投票，由當地居民決定未來宿舍的

功能，賦予老宿舍新生命。

　文資守護聯盟鍾瑞俄表示，隨著

政府都更計畫，新店國小舊校舍也

是都更計畫的其中之一，她也說服

政府保留舊宿舍，將其整理改善轉

型成藝文園區，政府在多數當地居

民連署和議員關注之後，也隨即開

了討論會邀請當地居民前來共同

討論處理辦法，最終決定採取參與

式預算投票，在當地居民票選出來

的九個提案中進行投票，最終以碧

潭藝文園區的提案最受民眾歡迎，

其主要內容是將新店的在地歷史

和藝文放入園區中。

　新店國小主任林明瑜也提到，校

方也有在校內提案投票，選出大家

最想要的校舍改建方式，由學生票

選出兩種方式進行投票。在最終九

組提案表決票選之後，一位學生家

長的提案以 174票當選，其提案
的內容是將舊校舍改建為碧潭藝

文園區，藉此讓社會大眾發現碧潭

的優美，認識碧潭的歷史。

　城鄉局將舊校舍改建列為首要

的改建的案件之一，對於舊校長宿

舍的改建，校方以及在地居民均持

樂觀態度，同時透過此案件，來增

強當地居民和學生的公民意識，學

生參與提案也是落實公民參與的

一部分，讓地方文化可以再深耕延

續下去。

▲馬豪正在修建房屋的屋頂。 攝影／劉羽恒

▲學員專注的將作品完成，帶來滿滿成就感。 攝影／劉建佑

▲新店國小舊校長宿舍外觀。 攝影／李冠勳

　記者韋可琦、祝敏婷／新店

報導

　新北市消防分隊搬遷至新址

的廳舍 (見上圖。攝影／祝敏

婷 ) 後，他們的出入動線比以

往更為便捷，第四救災救護大

隊新店分隊分隊長張汝輝表

示，新廳舍對整個大新店而言

可說是一大福祉。

　第四救災救護大隊新店分隊

隊員黃騰毅指出，舊廳舍較為

老舊，車庫無法容納全部出勤

車輛，住宿環境也相對擁擠。

如今無論硬體軟體設備的條件

都比原先的更好，住宿環境更

為舒適。

　對於消防廳舍從行政街遷址

不到 300公尺到北新路，第四
救災救護大隊新店分隊隊員魏

偉盛表示，曾經的行政街道路

只有雙向單線道，而北新路則

有三線道，出勤時偶爾需人員

指揮交通，但出勤速度更為快

速及便捷。民眾游鳳苑也表示，

過去行政街常有違停現象，因

此交通出入常會受阻；北新路

左右都可出入，有利於提升救

護的時效性。

　此外，新廳舍增設的滑升門

讓附近居民存有疑慮，擔心消

防出勤時間因此有所延誤。張

汝輝表示，滑升門開啟只需 15
秒左右的時間，如面對停電狀

況也有緊急機制，只需三名成

員就能開啟，且有防盜的用途。

然而游鳳苑則認為，「消防隊

的門怎麼可以關。」消防局要

求時效性，並不是為了美觀，

如果同時發生火災與滑升門故

障時，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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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不畏衝擊 堅持守護時代的回憶

黑膠式微 業者仍不放棄
　記者黃彥迪、許哲瑗／台北報導

　黑膠唱片日漸式微，許多唱片行

紛紛倒閉，但台北仍有幾間唱片行

老闆，守護著這項回憶。他們堅

持，屬於那個年代的風韻，只有用

黑膠才能播放出來。

　數位化的時代來臨，現代人對於

音樂的選擇大部分來自於網際網

路，搜尋想要聽的音樂，只需指尖

輕鬆的點擊幾下滑鼠即可。因此，

CD及黑膠唱片的存在，逐漸地被
取代。

　老舊的駱克黑膠唱片行，裡頭擺

滿了黑膠唱片，從西洋古典音樂到

現代流行歌曲，應有盡有，但陳舊

的空間裡始終只有一、二位客人，

駱克唱片行老闆丁寶萬也說到，現

在的人大多從網路上聆聽自己喜

歡的歌曲，愈來愈少人使用唱片來

收聽歌曲。

　然而，黑膠唱片的隕落，卻沒有

動搖丁寶萬的心，他依舊持續經營

著這個即將消失的文化。丁寶萬

說，父母從事音樂教育的工作，因

此從小就接觸音樂，自己也曾經擔

任合唱團的團員，對音樂的執著不

會被時間沖淡。

　提到有沒有想過從事其他的行

業，丁寶萬說，即使黑膠唱片、

CD光碟、卡帶，在市場上的需求
量逐漸降低，而自己也即將邁入退

休年齡，但他只想繼續守護屬於這

個時代的旋律，只要有一位客人能

在他的店裡找到想要的音樂，就會

是他堅持下去的最大動力。

　小宋唱片行老闆宋偉倫則認為，

現年黑膠唱片的購買人數下降，主

要的客群集中在消費能力較高的

族群。宋偉倫堅持，不論是獨特性

或是衝擊力的表現，由黑膠盤刮出

來的聲音都較數碼音樂更圓潤、更

真實。消費者徐本福：「我從小就

開始聽黑膠唱片，聽的音樂以國、

台語老歌居多，但是隨著產業的落

沒，常去的幾家專賣店都關門了，

要買到喜歡的音樂愈來愈難。另

外，有些年代久遠的音樂，沒有經

過數位 CD再製，只能透過黑膠唱
片來回味了。」

　對於黑膠唱片的未來發展，宋偉

倫感嘆的說，80年代後出生的年
輕人，大多對黑膠唱片沒有接觸

了。即使前陣子市場上吹起一陣復

古風，卻因為黑膠播放器較難取

得，所以用來收藏者居多。

　然而，宋偉倫表示，黑膠唱片以

塑料製成，容易變形、刮花和發

霉，其實壽命不長。隨著世代的轉

換，黑膠唱片遲早要被淘汰，退出

音樂這個市場。

　記者翁于婕、潘姿穎／台北報導

　近年來室內休閒活動蓬勃發展，密室

逃脫從電腦、手機遊戲轉變成實境的休

閒活動，讓民眾能實際體驗解謎樂趣。

　相較於戶外休閒活動，不受制於天氣

的室內活動，成為許多民眾休閒的新選

擇，密室逃脫便是在此潮流下崛起的新

興室內活動之一。玩笑實驗室創意總監

黃尹昇認為，遊戲中有人負責找線索，

有人負責統整，透過團隊分工與合作解

出謎題。笨蛋工作室專案經理吳翰杰則

指出，強調「團隊」特性，讓不少企業

開始會選擇以密室逃脫遊戲作為員工訓

練的內容。

　密室逃脫在主題方面也有許多不同類

型供玩家選擇，有些以故事為主，有些

則著重腦力激盪。此外，密室逃脫場景

往往十分精緻、逼真，還會加上聲音等

其他特效，工作室在製作遊戲時除了需

要考慮劇情，還要顧及謎題難易度與整

體動線、邏輯的流暢。

　不過，相較於桌遊等其他室內休閒活

動，實境密室逃脫雖然有很多不同的主

題關卡，普遍遊玩人數門檻卻偏高，不

少遊戲需要八至十人才能成團。玩家楊

閔雁表示，花了二個月的時間才約齊朋

友，畢竟要找到所有人都能配合的時間

非常不容易。她也提到，密室逃脫最珍

貴的是與朋友共同闖關破解的樂趣。

　密室逃脫目前在相關法條上還沒有明

確的規範，不少民眾會擔心若遇到火災、

地震等緊急情況不知該如何應變。對此，

吳翰杰和黃尹昇都表示，工作室有做到

符合現行法律，尤其在消防安全上盡力

做到最好，遊戲前也會進行投保以保障

玩家。

團隊合作 挑戰密室逃脫

　記者莊立誠、張珈瑜／台北報導

　假日的台北車站充滿著異國風采，有許多來自東南

亞的移工、幫傭都會在此聚會 ( 見上圖，攝影／莊立

誠），近幾年也增設了許多穆斯林友善環境，讓離鄉

背井的他們有個安心、舒適的生活環境。

　近年來，許多國際移工移入台灣，多來自東南亞國

家，且大部分具有伊斯蘭、印度、天主教等信仰背景，

其中多為伊斯蘭信徒。離鄉背井來台工作難免想念家

鄉，印尼籍移工阿喜 (化名 )表示，當初來北部工作

時，放假常常沒地方去，是經由朋友口耳相傳，才得

知台北車站假日都會有許多同鄉在此聚會。每當放假

時，她總會跟朋友相約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再

加上幾道家常菜，便是最解鄉愁的良方。

　由於穆斯林一天必須朝向麥加進行五次禮拜，台北

車站也貼心地在幾年前於車站地下一樓，增設穆斯林

專屬祈禱室，裡頭布置溫馨，且備有禱告毯、傳統服

飾配件等。負責管理台北車站穆斯林祈禱室的替代役

林先生表示，祈禱室的使用無特別規定，只要是有需

要的人都可以加以利用。阿喜也提到，她曾經到阿拉

伯、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工作，但因為喜歡台灣的

環境及生活習慣，台灣是她目前待最久的國家。因為

信仰關係，雇主不會勉強她拿香拜拜、燒金紙，飲食

方面也都會避開豬肉製品，讓她覺得十分自在。

　台北除了穆斯林祈禱室，仍有許多穆斯林友善環

境，像是穆斯林餐廳、朝拜空間、淨下設備等，印尼

籍移工阿迪 (化名 )說到，在台灣工作了三年，即便

逢年過節還是會非常想家，但是這裡提供了舒適的空

間，也讓她沖淡了許多思鄉情愁。

　多元的宗教文化在台灣十分普遍，可以看到穆斯林

清真寺、天主教聖家堂、基督教長老教會等各個不同

宗教的信仰中心，不論是什麼宗教、族群都能得到自

由及尊重。

E 化 圖書館推行動 APP
　記者陳冠宏、葉修宏／台北報導

　隨著數位匯流時代來臨，傳統圖

書館朝自動化、數位化方向發展，

將使各式資訊數位化，方便讀者查

找想看的閱讀書目，並提供更多元

的服務內容。

　傳統圖書館在書籍清點、編列、

分類裝訂都相當耗費人力資源，讀

者也需要花費許多時間找尋想看

的書目。但近年來，圖書資訊逐漸

數位化將館內資訊整理放到網路

上後，讀者即可便捷地找到所需的

書籍。數位化的圖書系統建立後，

民眾不用親臨圖書館，就能輕鬆上

網搜尋自己需要的館藏資料。

　世新大學英文學系學生吳致霖

表示，系上課程有寫論文的機會，

沒有時間跑圖書館，可以透過這些

E化系統，立即找到所需的文獻資
料；而真理大學法律學系的龔思瑜

也表示，平常需要一些法律用書，

可以透過館對館借書服務，向其他

學校的圖書館借書，找到所需的書

目，相當方便。

　隨著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和行

動網路的普及，各式行動圖書館

APP也相繼問世，提供借還書推
播通知、讀書活動、新進館藏情報

等項目，給予使用者更為多元方便

的使用體驗。曾任圖書館志工的曾

苙豪認為，學校內的圖書館 APP
有借書到期通知，不用一直開啟電

子信箱查詢。

　隨著圖書館朝自動化、數位化發

展，館員也需提供更多樣的服務。

世新大學資訊傳播學系教授余顯

強表示，圖書館管理事務相當繁

雜，雖然很多地方自動化、數位

化，但是館員需要因應並提供讀者

更多其他服務，「服務才是圖書館

最重要的精神所在」。

　對於書籍內容的數位化、掃描轉

錄，余顯強指出，因為受限於版權

和成本考量，除了古老的典籍外，

現在市面上書籍、期刊大部分都有

版權，館方不能輕易將它們數位化

重製，並且掃描機器的耗材、維護

及人力操作的成本也相當高。考量

到版權法規和高額成本，一般的圖

書館不會將書籍內容數位化。

　目前數位圖書館的服務，主要供

讀者快速搜尋所需書目，以及借還

書期限和館內活動資訊通知。若未

來數位掃描成本降低，應用在沒有

版權限制的的各式古老典籍上，將

給予讀者更多元的閱讀體驗。

▲客人將有問題的黑膠播放器帶來店裡交由丁寶萬修復。攝影／黃彥迪

穆斯林聚北車 心好暖

▲遊戲中的每個擺設都可能暗藏玄機。 攝影／潘姿穎



　記者陳祈安／台北報導

　美元持續走強，使資金越往美金

流，相對人民幣走貶，中國出口走

勢低迷，外貿情勢嚴峻，也影響經

濟成長率。川普政府即將走馬上

任，中國政府的因應措施顯得格外

重要。

　中國國內生產毛額（GDP）成
長下滑程度相較其他亞洲國家經

濟體嚴重，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

教授林祖嘉認為，目前 GDP估計
是 6.7%，到年底可能 6.6%，這
可能是中國現在的壓力所在。外貿

表現不佳，要靠內需市場因應，像

是不動產以及國內投資等等，以刺

激內需的方式來帶動經濟成長。但

近期中國房市泡沫化，尤其發生在

深圳、上海、廣州、北京等一線城

市，而二三線城市相較之下沒有那

麼嚴重。全球需求上行空間有限，

而中國因為政策寬鬆和房地產市

場可能面臨調整的風險，都會削弱

進口，明年復甦跡象可能消失。

　林祖嘉表示，不動產是內需的一

部分，政府處理泡沫化的時候，應

該不會採用全面升息的方式抑制

投資，因為會影響到其他的投資，

或許會採用選擇性的信用管制，像

是地區性放款利率不同，或是檢查

配偶有無房子等等。目前中國已緊

縮一線城市的購房和房貸規定，以

限制買房數量與銀行放貸收緊，來

減緩房價上漲的速度。

　英國金融時報近日更大膽預測，

若人民幣大貶值，中國政府與美國

新總統川普政府打交道將不會順

利。在這樣狀況下，中國居民可能

會到銀行爭相開立境外帳戶，而大

陸官方一再否認貶值傳聞，短時間

內讓人民幣貶值約 50%。

　萊得科技業務部經理許本然表

示，公司做顯微鏡進出口，由於兩

岸經貿關係太密切，人民幣兌美金

呈貶值，造成利潤變差，目前的因

應措施是找價格稍低的產品代替。

林祖嘉表示，中國政府壓抑人民幣

應該只是短期現象，雖然進出口在

下降，但從中國貿易順差長期來看

還是很大，沒有繼續貶值的道理。

而緊接著農曆期間對資金需求量

較大，在農曆年前人民幣可能偏向

升值。

　貨幣強弱是國力的象徵，人民幣

貶值可能會造成台灣中央銀行持

人民幣外匯儲備風險增加，也會讓

眾多企業及民眾產生龐大匯率損

失。政府應該提供更多元化的人民

幣資金去化管道，降低風險，避免

對台灣經濟與金融市場有很大的

衝擊。

中華民國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星期五

召集人／黎萱　編輯／貝薈涵、吳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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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程沛茜、許珮姿／台北報導

　在美金升值，而台灣定存低利率的情況下，大量資金轉

往美國，美金儲蓄險成為不少人的理財方式。儲蓄險在保

險中被歸類為壽險，國泰人壽副總吳俊宏表示，目前國人

平均每人都有 2.3張保單，投保率高達 230%以上，但以
壽險來說，儲蓄險的投保率相對偏低。

　南山人壽業務部襄理劉詩潔表示，儲蓄險是一種存錢方

式。「透過保險，有類似定存的概念。」儲蓄險分為台幣、

外幣，其中外幣以美金為主要貨幣。劉詩潔表示儲蓄險最

大的優點，在於它有「鎖定」的功能；缺點則是提領不方便，

提款卡人手一張，但沒有保險提款卡，隨時要動用的機動

性較低。

　台幣儲蓄險及美金儲蓄險，就字面上來看只有幣別的不

同。但實際上，預定利率外幣保單較台幣保單高，外幣保

單投資標的物，是美國政府公債或表現良好的公司債，原

本的利息較高，相較之下台幣保單投資標的利率就比較低。

升、降息倒不是主要購買儲蓄險的原因，劉詩潔認為美元

是相對強勢的貨幣，變動穩定，大多落在「彭淮南區間」

30到 35。
　另一種理財方法，則是廣為人知的定期存款，同樣分為

美金與台幣。定存的優點在於享有穩定收益，但利率稍低，

定存可以隨時解約，儲蓄險屬於帶強迫性的長期投資，台

灣中小企業銀行理財專員朱冠諭表示，最主要的差別在同

存期的前提下，美金收益是台幣的一倍以上。他也提到川

普當選之後，政策以美國市場為主，將促進資金往美國移

動，美金就比較有升值的空間。朱冠諭分享自己的理財觀

念，現代人存錢，大都是薪水扣掉花費，剩下的才是儲蓄。

而其實應相反，薪水扣掉儲蓄，所剩為花費，這樣才可能

存到第一桶金。

　世新大學學生徐朝政曾存過一年的銀行定存，覺得利息

過低，沒有相對的投資報酬率，但銀行定存的確是一個最

保守、也最安全的投資方式。他表示，未來若有資金且長

時間無須動用，會選擇儲蓄險，徐朝政說明，雖然綁定時

間較長，但到期後會是一筆為數不小的款項，當成年輕人

未來創業基金或是買車買房將成為很大的幫助。

　投資美金不如台幣穩定，匯率有高有低，民眾許先生表

示雖然美金利率好，但是利率賺取的錢可能會在一來一往

買進賣出的過程中賠進去。但許先生說明，以最近美金的

的走勢圖來看是值得投資的。「有一筆閒錢的情況下」許

先生寧可一賭美金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也不會選擇穩定

的台幣。

　記者謝佩珈／台北報導

　兩岸經貿交流密切，近期人民幣

(見上圖，攝影陳祈安 ) 的不斷貶

值，恐連帶影響到台灣進出口貿

易，加上中國的紅色供應鏈及川普

的保護主義政策走向，也為台灣貿

易帶來不確定的因素。

　近期美元走強後，亞洲出口導

向國家的匯價都往貶值方向走，

國際貿易流通受到極大破壞。由

於兩岸經貿密切往來，在進口方

面，萊得科技業務部經理許本然表

示，近期人民幣走貶，進貨成本提

高 10%~20%，產品價格跟著調升
後，客戶不一定接受，就可能轉向

其他廠商，因此受到不少影響。近

年中國紅色供應鏈加速形成，逐漸

建立起「自我供應」生產體系。

　而紅色供應鏈隨之而來的就是

進口替代，對周邊國家都會產生負

面效果，像台灣、日本和韓國，長

期提供許多原物料和半成品到中

國組裝後，再外銷至其他地區，如

今中國減少向外進口後，將大大影

響貿易關係。台灣對中國的出口這

兩年都呈現負成長，也是因為中國

積極從「製造大國」轉為「製造強

國」的後續影響。國立政治大學經

濟學系教授林祖嘉認為，此趨勢對

出口商而言非常不利。

　根據財政部統計處統計，民國

102年 11月出口 253.4億美元，

較民國 101年同月增 27.3億美元
(+12.1%)，為民國 102年 2月以
來最大增幅。而進口隨出口衍生需

求增加，半導體業者持續購入資本

設備，以及國際原物料價格攀升，

民國 105年 11月進口較民國 104
年同月增 6.1億美元 (+3.0%)。財
政部預期明年第一季出口將維持

成長趨勢。但林祖嘉認為，因為

今年上半年台灣出口皆為負成長，

但因基期很低，明年出口還是會有

轉正的機會。明年的情況會比今年

好，但即使出口轉好也是很弱的漲

幅，不太可能看到爆發性的成長，

尤其美國川普政府的保護主義政

策，將制約部分成長力道。

人民幣貶值 中美貿易戰開打
貨幣戰爭一觸即發

人民幣跌不停 出口持續負成長

理財投資好多種 看準時機好下手

資料來源／鉅亨網理財 製表／程沛茜

資料來源／貨幣匯率 exchang-rates 網站 製圖／陳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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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美金定存利率比較表

人民幣兌美元歷史匯率



    To temporary workers, the hiring relationship 
that is formed among three parties– worker, job 
broker and business owner– is more complex 
than it seems, not to mentioned labors who 
may need to work in a high-risk environment. 
Chiu, Chun-yen（邱駿彥）, who has taught 
at Privat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文

化 大 學 ） department of law, said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stipulates that if an employer 
hired more than five persons then he / she must 
have them covered by the government's labor 
insurance program. However, the leader of 
the building site sometimes might gather less 

than five persons to work for him. The good 
news is the employer still need to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ccident. People should 
know their rights under the Occupational 
Accident Labor Protection Act（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most of temporary 
manual labors enjoy higher daily wages than 
regular workers. However, they don't have 
any guarantee for their job. “Some Manpower 
Services might claim bankruptcy when 
something unexpected happened,” Chiu said. 
There are some disputes between temporary 

manual labors and their two employers– 
contractor and “top boss”. First, the manpower 
service and the company could easily shirking 
responsibility. Second, sometimes the workers 
will be paid by checks, which can't be cashed 
after they have done the work. Chiu indicated 
that Taiwan needs a “Dispatched Employment 
law” to solve problems and to protect those 
manual workers' rights. He also advocated that 
Article 6 in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should be 
revised so that even if you only have one staff 
member, you still need to give your employee 
labor insurance coverage.

    It is evident that legislato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know these problems. But why the law 
can't be changed or new one enacted? Chiu said 
it might cause the trade unions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 lose their benefits, furthermore, our 
government has employed many temporary 
workers. Honestly, there are so many obstacles 
that the manual workers have to surmount 
to ensure their rights. Temporary workers or 
regular ones, like us, are just making efforts to 
earn a living. 
    They deserve to be completely protected by 
law and our government.

    The laborers who work in 
a construction site are people 
whose jobs are unstable and 
complicated,  with hidden 
dangers. The working hours 
are long and with few days off. 
Most of them hope the daily 
work can be completed before 
sunset, because daylight is 
more adequate and safe.
    Unskilled labors are usually 

strong, with dark skin, because 
they need enough strength to 
climbing high and carry heavy 
loads in broad daylight. Wang, 
Jia-hong ( 王 嘉 宏 ), who has 
worked in construction sites for 
over eight years, said, “A lot of 
young people just want to get 
high salary but cannot endure 
all  kinds of trial of doing 
difficult works.” He suggested 

that it is much better to act only 
once than think a thousand 
times. The most direct way 
of learning is to experience 
some th ing  by  ou r se lve s .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they still have to work. Those 
constructions need a lot of time 
to complete, so laborers seldom 
have weekends.  Although 

manual workers' working place 
is not as clean as other places– 
the clothes could be stained 
with dust and mud. However, 
those workers have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complete their 
works. If there is nobody doing 
manual works, how can we live 
in a stable and solid building? 
All occupations are of equal 
value. So we can't ignore it!

    Most of the temporary manual 
jobs are done by unskilled workers. 
Despite being unskilled, they get 
well paid as they need to work in 
high-risk places. They generally don't 
have a regular employer. So the jobs 
are more insecure and less stable.  
One of the problems they face is that 
they are a not-so-conspicuous group 
in society. For them, this is a long-
term predicament.
    Most construction companies do 
not hire a lot of employees. Each 
part of works is usually outsourced 
to different contractors, such as 
electrical and plumbing contractors. 
The purpose is to reduce personnel 
costs. These jobs can be dangerous. 
If manual laborers suffer from 
accidents at work, the construction 
company may easily evad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borers cannot 
claim damage from anyone.
    The first step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take is to strictly examine 
each safety requirement when it 
contracts out construction projects 
to different companies, said Chang, 
Feng-yi（ 張 烽 益 ）,executive 
director of Taiwan Labor and Social 
Policy Research Association（台灣

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This 
might be the only way that the 
private contractors will follow the 
rules and be aware of safety in the 
construction sites. The more specific 
rules for the companies to comply 
with, the more can be done to protect 
manual laborers,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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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en, Zih-syuan（溫子萱）

The more dangerous the work, the higher the pay

By Chang, Chih-yu（張芷瑜）

What is the problem of  labor law in Taiwan?

Unsung Heroes: the 
Blue-collar Workers
    In Taiwan, there is a group of 
people who get their hands dirty 
doing manual work 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public construction, 
but few people seem to appreciate 
their contributions and some people 
even despise them– they are the 
blue-collar workers.
    Lin, Liang-rong（ 林 良 榮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Institute 
for  Labor  Research,  Nat 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points out that 
mass media could affect the values 
of society. He gives an example: a 
NHK（日本放送協會）TV show 
called 《プロジェクト X ～挑战

者たち～》（X 計畫：挑戰者） 
tells stories about how those unsung 
heroes support Japanese economy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n contrast, 
Lin said, Taiwan's news media 
usually show respect to powerful 
ent repreneurs  or  those  in  the 
upper class and rarely mention the 
devotion of blue-collar workers, so 
people often define a person's value 
by his or her fortune, and ignore 
what blue-collar workers have 
contributed to society.
    “Utilitarianism is advocated in 
Taiwan,” said Lin. Credentialism is 
popular in our country. The purpose 
of receiving education is to join the 

higher class or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elite. Education is supposed 
to be an opportunity for lower class 
people to have social mobility, but it 
seems to have become a stumbling 
block for them nowadays. Students, 
often unconsc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focus 
their efforts on pursuing a higher 
degree in order to achieve a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社 經 地

位 ）, like doctors or professors. It 
seems that the blue-collar labor is an 
unimportant career in Taiwan.
     “ I  would  l ike  to  sugges t 
reforming our educational system,” 
said Lin. Educational reform is the 
most important step that government 
should take. First, our education 
should let students understand that 
each career has its value. Blue-collar 
labor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uilding our country. If nobody did 
the manual work, all industries in 
our society cannot operate smoothly. 
Second,  the  out l ine  of  Labor 
Standards Act（ 勞 動 基 準 法 ）

should be introduced in high school 
civics class. Many countries have 
already done so. It is all for students, 
so that when they graduate from 
school, they will fully understand 
their rights as an employee.

By Chuang, Yu-ting（莊喻婷）, 
Hsieh, Pei-yu（謝珮瑜）

▲Most blue-collar laborers are seen as members of the lower class .      Photo / Hsieh, Pei-yu（謝珮瑜）

▲Labors need to wear a helmet to protect themselves.                     
                                    Photo / Wen, Zih-syuan( 溫子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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