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黎海陽、程怡靜／台北報導

　以紋身店為主，聚集次文化商家，造就西門町紋身

街。顧客群不分職業背景，圖案多元化，紋身現今追

求自主化、生活化。

　熙熙攘攘的西門町商圈，許多條同類型商家聚集并

各具主題性的特色街是其吸引人潮的主因之一。當中

位於漢中街 50巷的紋身街，是台灣紋身業和紋身愛
好者的聖地，自成立以來，伴隨著台灣紋身業的發展

并歷經大眾對於紋身的印象的轉變。

　對於紋身街的成立緣起，紋身店老闆李耀鳴表示，

媒體報導或許能帶來熱潮，但個人形象易被淡忘，因

此需要一個較具體的形式維持熱度。他從百貨公司聚

集各類商家發想，與其他次文化的商家合作，聯合成

一條以紋身店為主的紋身街。他補充：「幾個次文化

搭在一起，力量就會變得可觀。」

　李耀鳴也指出，顧客現今在選擇想紋的圖案上，不

再依附偶像，而是偏向自主化和生活化。與早期主要

是龍虎神明相比，現在紋身圖案的類型趨向多元，如：

素描和動漫電影人物等等，讓顧客擁有更多紋身圖案

選項。可是他也表示，仍有二至三成的顧客選擇傳統

的保佑類紋身，期待為自己的事業、愛情加持。顧客

林奇永說，他是因朋友曾體驗而決定嘗試紋身，所選

的圖案是對自己的期許，希望每一天都過得開心。

　李耀鳴透露，紋身店的客流量一個月平均 700多
人，客群從前以男性為主，男女顧客比例大致為七比

三。而現在顧客來自各行各業，且近幾年在女性意識

和女權主義的抬頭下，女性顧客人數已超越男性，比

例大約為六比四。而紋身的費用則從 1000元（面積
大概手指大小）起跳，以面積和圖案複雜性作為估價

準則，最高可達幾十萬元。

　李耀鳴說，現今紋身街共有十名紋身師，幾乎都是

從學徒做起。學徒需在美術班或相關科系畢業，以繪

畫和紋在豬皮上學習紋身，訓練半年至一年左右，通

過真人紋身考試就可以成為正式的紋身師。

　從事紋身工作已有二年的沈彥辰透露，他以前就喜

歡繪圖，也想求一技之長，因此選擇與繪圖相關的紋

身師工作，家人沒有對此反對，認為他喜歡就好；而

另一位紋身師阿倫則是在朋友邀請下誤打誤撞入行，

現已有三年資歷。

　他認為，其店面採開放式設計，讓紋身過程展現在

經過的民眾眼前，揭開紋身的神秘面紗之餘，也成功

消除人們對紋身的恐懼感，轉而對此感到好奇并有興

趣嘗試。

　到了媒體發達資訊流通迅速地現在，紋身不再是負

面的形象，而是成為時尚潮流的一環，次文化的象徵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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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郭育伶、陳心亭／文山報導

　台北市文山區樟新里的人口約

6500人，但是停車格的數量卻無
法負荷所有里民停車的需求。除

非是自家住宅附有停車場，否則

一般民眾只能自行在路邊尋找停

車位。

　文山區是全台北市人口第四多

的地區，其中樟新里附近就有樟

新托兒所、力行國小、實踐國中

及景美女中，因大眾運輸系統無

法完全觸及每個學校，使得每個

家庭幾乎都有一輛車。除了學校

聚集，地理位置也位於蛋白區，

所以很多年輕人選擇在文山區樟

新里購房成家。

　長期以來樟新里一直有停車位

不足的問題，居民約 2330戶，
卻只有一座樟新平面停車場，只

能容下 46輛小客車，無法負荷
居民的停車需求。除非自家住宅

有停車場，不然只能自行沿著景

美溪河堤碰運氣找車位。

　樟新里里長歐陽禾英表示，有

不少里民向她反應這樣的問題，

因應里民需求，她向台北市政府

停車管理工程處提出增設停車場

的建議，上級也同意此提案。因

此，先暫時利用原本位在樟新

街 63巷旁預計興建公共住宅的

空地，改建第二座樟新平面停車

場。歐陽禾英指出，既然公宅仍

具爭議且尚未定案動工，不如在

閒置的期間先建成暫時性的停車

場，以減輕里民尋找車位的困

擾。居民陳先生認為能加蓋停車

場是好事，提供居民車位、方便

停車。

　此停車場採收費制，停車格數

量包含殘障車位約可容納 70至
80輛小客車，而因地理位置較偏
僻、陰暗，也會增設路燈保障里

民安全。停車場工程進度已接近

完工，預計月底開放使用，目前

仍在商討停車費用問題。

　記者劉品彣、戴若涵／新店報導

　作為新店區內唯一的環狀線車

站，大坪林站的捷運主體結構已完

成（見上圖，攝影／劉品彣），目

前正在進行道路復舊工程，預計今

年年底完成民權路兩側道路施工。

　環狀線第一階段共有 14個車
站，原本設計皆為高架車站，但經

由新店地區民眾及議員的爭取，環

狀線大坪林站改走地下車站。新北

市議員金中玉表示，當初強力要求

捷運地下化，是希望捷運在施工期

間，不要影響到民權路交通，因為

民權路是台北至新店主要幹道，若

民權路堵塞，新店往來台北交通肯

定大受影響。

　針對許多民眾質疑捷運環狀線工

程為何遲遲未完工，台北市捷運局

東區工程處土木第一公務所主任崔

澎生表示，環狀線大坪林站工程位

於民權路上，民權路路寬僅 22公
尺，兩側又緊鄰民房，要在這麼窄

的空間下，塞下一個地下四層的地

下車站，且不能對營運中的新店線

造成影響，確實是工程上的一大挑

戰，且地下管線是當初工程規畫時

無法預料到的，處理時要牽涉到的

單位並非單單只有捷運局，所以在

施工時程上才會有所延誤。

　目前環狀線大坪林站主體結構部

分已經完成，正在進行道路復舊以

及拆除圍籬的部分，預計道路復舊

會在今年年底完工。崔澎生表示，

車站內部的建築裝修及水電等相關

工程，會陸續在民國 106年 6月
前完工。而新北市政府預定民國

107年底整個環狀線完工，屆時還
須透過測試、整合及交通部初勘，

預計民國 108年全線通車。
　捷運施工對民權路交通造成影

響，也因為施工中所產生的噪音及

塵土污染，讓附近商家及民眾都深

感困擾。民權路上的餐廳員工林先

生表示，當初民權路封路，人車進

出都不便，來客數下降很多，期盼

完工之後，可以帶來更多人潮。民

眾林妙珊樂見環狀線通車，認為環

狀線的完成，可以減少通勤時間。

　捷運環狀線是大台北地區重要的

交通路網，屆時完工後，會有數個

交會車站，民眾可多加利用轉乘車

站，縮短交通時間。

文山新設停車場 增 70 車位

捷運圍籬拆除
民權路解脫

環狀線大坪林站主體完工

▲紋身街創辦人李耀鳴表示，手繪紋身帶來不同感覺。  攝影／程怡靜

西門町紋身街 次文化交流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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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謝孟儒、徐沛姍、劉蕙瑀、

李芮昕／文山報導

　文山一期重劃計畫工程完工，台

北市政府地政局重劃科科長黃雅

惠表示，重劃地納入保水設計，加

強土地涵水度；台北市議員厲耿桂

芳表態市府對此計畫實行需更有

效率。

　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辦理文山區萬壽橋旁的文山區第

一期土地重劃區已完成。此案為文

山區 20年來，首件公辦土地重劃
案，重劃區位於台北市文山區新光

路一段 66巷附近，緊鄰政大生活
圈，隔著一條六尺計畫道路，即為

景美河堤及河濱步道，總開闢面積

為 1200平方公尺。
　黃雅惠表示，此計畫案在民國

99年起始辦理，於民國 104年開
工，今年 12月正式完工，當初主

要是為配合都市計畫案的變更。且

因重劃工程開闢於國立政治大學

附近，臨近景美溪，工程保留五棵

喬木，新種三株八重櫻及八株山櫻

花。當櫻花開花時，民眾將能見此

地的櫻花與景美溪堤防邊坡上的

山櫻花相互輝映。

　重劃工程中的亮點為土地保水

功能，主要包含滲透性側溝及保水

鋪面，使路面雨水可直接下滲入地

底箱涵，讓整體土地達到與水共存

的智慧循環系統。例如：萬興櫻花

生態景觀公園的人行道鋪面採用

透水磚；新開闢道路旁採用具滲透

性的側溝。

　對於台北市政府在文山區第一

期市地重劃區的工程，當地居民都

深感認同。蔡姓居民說：「萬興

櫻花生態景觀公園規畫成這樣還

不錯，還有步道可以走。當我回

家或是去散步的時候，看到這樣的

景象就覺得心情很好。」袁姓居民

也說：「當初這個社區的巷道很彎

曲，不僅防礙地區交通而且也阻隔

了社區與河濱公園。現在設計成這

樣，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品質也跟著

提高。」

　當地耆老邱奶奶說：「以前社區

附近都是一大片田，都是種竹筍，

我還跟我兒子去拔過筍子，但是現

在要準備蓋房子了。」由於此工程

是在萬興里前任里長謝啟峰任內

所動工，他提及，當初這裡土地閒

置不用，當地居民去跟台北市政府

陳情，於是才開始有文山區第一期

市地重劃的工程。

　厲耿桂芳表示，若計畫過程能提

高效率，包括與附近居民及土地所

有人的協調等，能加快速度，此項

雙贏計畫便能更早實現。

友善據點伴童健全成長
　記者羅明輝、林聖捷／文山報導

　剛結束學校課程的孩子們在放

學後，奔向專為弱勢家庭孩童服

務的樂福社區關懷協會據點。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在各區設置

友善兒童少年福利服務據點，提

供需要幫助的兒少在放學後能夠

有個輔導課業的空間。

　文山區樂福社區關懷協會兒少

據點主任羅世威說明，經學校輔

導室評估、社福單位轉介或是符

合低收、隔代、單親、原住民、

身心障礙、新移民任二項條件的

兒童及青少年，每天都會來進行

課後輔導；社工洪茂榜補充，課

後輔導會安排社工、外聘老師或

是合作的大學實習生輪流協助解

決課業問題，並在每周日開設品

格課程。除了課業上的協助，兒

少據點也會每天準備點心，提供

玩具、書籍與他們一同遊戲，並

培養學生繪畫、運動及樂器方面

的技能，當學生面臨困擾時，也

能經由社工從中輔導解決。

　羅世威提到，許多學生在剛開

始進行課後關懷時，因一直以來

較缺乏約束，容易與老師社工發

生衝突，這樣的磨合階段一度令

人挫折，但因為同仁的努力，教

導學生生活技能與耐心輔導，漸

漸地讓學生們產生歸屬感，懂得

感恩，長大後也會主動回饋。

　而兒少服務據點也積極與周邊

店家進行協商，希望能幫助弱勢

家庭的孩子，長期與兒少據點進

行合作的咖啡廳店員 Shirley表
示，他們會將兒少服務據點的文

宣刊物放置在櫃檯，經由店員詳

細介紹，讓客人了解孩童需求，

進而給予兒少據點支援和鼓勵。

　另外，兒少服務據點也努力改

善親子間的相處模式。兒少服務

據點許多的孩童都來自單親家

庭，回到家沒有人能給予支持與

溫暖，與父母相處也較為生澀，

因此，據點會不定期舉辦親職輔

導、父母團體工作坊等親子座談

會，藉此協助家長了解如何與孩

子互動溝通，提升家庭功能。

　兒少服務據點除了繼續進行課

後輔導親職座談及多元才藝教學

外，也會持續透過宣傳、募款的

方式，讓更多人能明白弱勢家庭

兒童及青少年的情況，也希望有

更多人能夠投入志工行列，一起

幫助需要陪伴的弱勢兒少，讓他

們感受到更多的溫暖。

貓空豐茶祭 行銷茶產業
　記者楊智伃、邵永輝／文山報導

　「想到貓空，就想到封茶。」由

台北市商業處與貓空商圈協會一

同舉辦祈福「豐茶祭」，透過茶農

與民眾的第一手接觸，向大眾展現

文山茶產業豐碩成果。

　「豐茶祭」自民國 104年舉辦，
由於成果豐碩，因此貓空商圈協會

於本年度延續活動精髓，擴大於茶

葉推廣中心舉行。豐茶祭活動中除

了有 127年歷史的茶郊媽祖於山
區進行祈福繞境外，重頭戲便是

「封茶」儀式。封茶的意義在於為

人們祈福，將願望寫入茶罐中，貼

上封條，待未來再開啟，為一種另

類的時光膠囊。文山區忠順里里長

曾寧旖，對於整個活動深表肯定，

期許豐茶祭透過商業活動與外來

民眾結合，吸引更多人共襄盛舉。

　本年度「豐茶祭」由台北市商業

處與貓空商圈協會合辦，並邀請台

北市市長柯文哲參與活動開幕「封

茶」儀式。柯文哲於活動中表示，

貓空為台北市的後花園，而市府也

正在推動「三貓」計畫，首要考量

便是如何讓交通動線更加順暢。

　豐茶祭的幕後功臣是貓空商圈

理事長張侑霖（阿義師）。阿義師

的初衷是期許貓空產業能向外拓

展，創造更多觀光價值，但最初也

面臨許多困難，尤其是整合商家與

茶農，如何使店家認同活動的本

意，便是他們要持續努力的方向。

　「只做一件事做就對了。」阿義

師說，最重要的是要向外推廣貓空

在地茶產業。阿義師已經與北投溫

泉業者合作，讓觀光客在體驗溫泉

後，來貓空進行茶藝之旅，未來也

將在元宵節當天與周遭國中小合

作，舉辦提燈籠活動，順道一探貓

空山城之美。

　透過舉辦活動，帶出貓空在地

特色產業，推展茶文化，兼具「行

銷」與「創意」。而整合商家，共

創雙贏局面，將為貓空帶來競爭力

與觀光能量。

一期重劃 兼顧河景保育
文山首件公辦重劃案 緊鄰政大生活圈 土地保水功能是亮點 

▲一年一度豐茶祭活動，吸引遊客前來體驗「封茶」趣。攝影／楊智伃

▲文山一期重劃區位在景美溪河岸第一排。            攝影／謝孟儒

老人走失案例多 成警察重要勤務
　記者布子如、王巧文／文山報導

　文山區高齡人口比例相對較高，

時常有失智長者走失問題 ( 上圖，

攝影／王巧文 )，協助長者返家已

成為附近派出所日常警務之一。

　文山第二分局警員吳怡靜說：

「失智老人走失的狀況很多，而且

有固定常客。」長輩失智症發作時

會失去短暫記憶、思想跳躍、口語

表達能力退化，導致溝通困難，警

員會先檢視其身上證件資料，再透

過其他線索核對身分。

　依台灣失智症協會最新資料統

計，台灣 65歲以上老人每 13人

即有一位失智者，而 80歲以上的
老人則每五人即有一位失智者，長

者失智狀況普遍。

　台北市私立恆愛老人養護所陽

姓養護師說：「通常你要跟老人對

話才能發現他是否為失智患者。」

若行動能力健全，失智老人平時跟

常人無異，但發作時可能出現亂

跑、情緒不穩、有攻擊性等症狀。

吳怡靜說，長者在外病發時，並不

容易相信街上前來幫忙的民眾，但

會願意讓警員幫忙。

　失智老人走失案件層出不窮，養

護師建議，患者平時應盡量減少外

出。但失智長輩長時間待在家中，

難免悶到發慌而跑出門，也因此成

為附近派出所的常客。

　民眾簡于嘉分享，先前家中長輩

混合型失智症發作，僅在三個月內

便從能正常生活到無法自理，家人

全天候照顧壓力大，請人看護、托

護費用高昂，家屬也是兩難。

　老年人口比例日益攀升，家中若

有失智長輩，應在身上配備證件、

地址及家屬聯絡資訊，或至社會局

申請防走失愛心手鍊，讓警察幫忙

返家。若長者失智病況嚴重，不妨

連絡社會局尋求老人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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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情公園改善停車動線
道路拓寬 增設護欄 降低意外發生率

　記者蔡郁萱、曾勻之／ 新店報導

　新北市政府近期將新店親情河

濱公園的停車場入口往下遷移，改

善交通動線，使原先容易造成事故

的路段獲得改善，大幅降低意外發

生率。

　不少民眾常至新店親情河濱公

園運動，鑒於二年內意外頻傳，新

北市政府近日擬訂親情河濱公園

的改善計畫，將汽、機車停車場入

口的遷移列入重點之一，因過去動

線設計不良，該路段屬急降坡又有

大彎道，從出入口進出的車輛常和

自行車發生擦撞造成事故不斷，可

謂險象環生。

　高灘地工程管理處科長陳正琦

說明，此次工程將舊有從市區連接

到公園的出口往下移了 20、30公
尺，以減少出入口車輛及自行車的

衝突。另一工程重點為人車動線，

部分道路進行拓寬，分成自行車道

與行人專用道（見上圖。攝影／蔡

郁萱），藉此降低因晚上光線較不

足而引發意外的機率。

　此次工程也會改善排水系統，工

管處將荒廢小步道挖掘填平變成

完整草坪以防積水，並設置草溝將

雨水導引至新店溪。此外，亦增設

護欄、綠地、標誌等，提升用路人

的安全性。民眾劉小姐認為增加樹

木及綠地植栽，在大熱天運動也能

有地方乘涼，更加方便。

　陳正琦說明，會再對重新規畫及

整治的部分區域觀察一段時間，若

出現任何問題皆會持續改善。

大衛棒球隊 家長當教練
　記者魏莉穎、李振均／新店報導

　隨河濱公園普設棒球練習場，社

區棒球逐漸興起，新北市大衛社區

棒球隊成軍七年，球員多來自新

店、安坑地區，總教練蔣嘉陽笑

說，因兒子愛打球，幫他找玩伴。

　大衛社區棒球隊發展目標為「福

音、品德、親子、關懷」目前球隊

約有 80名球員，分為四支球隊，
教練都由家長擔任，在隊上擔任志

工的游美惠，鼓勵家長考取教練 C

級執照，陪伴球員練習，促進親子

關係發展。此外，球隊落實社會關

懷，協助輔導弱勢家庭兒童，並藉

由練習及比賽的過程，教導球員服

從、責任及合作等，蔣嘉陽指出，

必須從小進行品格教育，球技只是

其次目的，品性最為重要。

　家長陳素慧說，國小的孩子特別

的調皮，輸球易有情緒化的反應，

但在練習過程中，漸漸養成運動家

精神。

　負責接洽的國中輔導室主任陳

湘媛表示，國中學生正逢叛逆期，

曾有個案因結交不良朋友，引發毒

品問題，為避免重蹈覆轍，特別利

用周末時間，帶學生來練習，利用

正當的休閒運動，宣洩體力，培養

正確的價值觀。

　游美惠表示，目前教練流動率

高，出缺勤狀況不穩定，未來也希

望較年長的球員，考取教練執照，

並協助球隊指導球員。

陽光橋換新衣 3D 彩繪增趣味

領養風氣起 寵物店業績跌
　記者何懷恩、潘幸暉／新店

報導

　現代人與人關係不若以往，

容易感到寂寞，加上少子化的

現象，飼養寵物的風氣逐漸擴

展。「領養代替購買」的觀念

內化民眾，對寵物店業者而言，

有一定程度的衝擊。

　動保團體長年鼓吹「領養代

替購買」的口號，寵物店連帶

受到影響，寵物美容師黃仲毅

認為，這個口號為寵物店帶來

的負面影響較多，「因為民眾

購買品種犬、貓的數量變少，

品種犬比起米克斯（泛指混血

雜種的貓犬）更需要長時間的

美容與照護，品種犬比例一旦

減少，寵物美容的生意勢必會

受到影響。」在新店設立寵物

領養店的寵物美容師曾繁欣則

認為，不做寵物買賣的店，不

會受到太大影響。

　寵物產業的潛力商機大，因

此寵物店競爭更為激烈，店家

必須迎合飼主需求，做出「轉

型」來擴大市場。黃仲毅說，

隨著老齡貓狗的比例逐漸提

高，寵物照護室也可以提供寵

物的安養服務，是現在可以見

到的轉型情況之一，但目前的

主要服務項目還是以寵物美容

為主。曾繁欣說，寵物店轉型

有各自的取向，有些人轉做網

路商店，有些人則兼賣其他日

用品。

　許多民眾對「領養代替購買」

的原意產生誤解，黃仲毅呼籲，

若不遏止棄養、惡意繁殖寵物，

還是無法改變現今流浪貓狗滿

街的景象，「無論是領養或購

買寵物，有沒有心照顧寵物，

才是最重要的。」二位寵物美

容師都認為，少子化是飼養寵

物比例提升的關鍵原因。

　記者曾慶豪、潘宥汝／新店報導

　湯泉社區旁的陽光橋，在創意與

藝術的薰陶下有了新的風貌，不只

當地居民爭相拍照，外地遊客也慕

「美」而來。

　座落於新店溪左岸的陽光運動

公園是新店居民甚至外地遊客喜

愛的踏青好去處，民眾在此騎乘

自行車、遛狗、散步，體驗自然氣

息。而連接陽光運動園區和新店溪

右岸的陽光橋，是中山里居民平時

聯絡前往陽光運動公園的主要道

路，中山里里長潘威志為了給里民

更美麗的生活環境，有了彩繪陽光

橋的發想，特別拜託新北市議員劉

哲彰爭取經費，並邀請美術團體來

施工，於今年 11月 29日為陸橋
換了新衣，在階梯上完成了 3D彩
繪，這也是新店第一幅階梯彩繪。

　潘威志表示，最初的想法僅是一

般彩繪，但稍嫌單調無趣，於是才

有將藝術結合當地文化的想法，以

新店溪守護神為創作理念，結合新

店區花「新店當藥」。這樣的特色

藝術為社區增添了新的風采，也吸

引更多外地來的遊客拍照打卡，讓

社區的觀光效益更高。

　施工團體樂藝藝術設計師林浩

鈞表示，這次的設計有別於以往，

是將 3D階梯藝術與在地文化做結
合，凸顯當地文化。他希望能在更

多地方發揮創意，讓環境更有樂趣

也更美麗。

避免蕁麻疹 營養師：少吃葡萄乾
　記者高凡淳、許毓珊／新店報導

　黃小姐經常吃完東西後，全身長

出蕁麻疹，臉也出現水腫的現象，

台北慈濟醫院風濕免疫科兼任主

治醫師吳政翰表示，可以透過簡單

藥物及低水楊酸食物的治療，改善

症狀。

　大多數人都有遇過皮膚過敏、紅

腫搔癢的感覺，但皮膚出現疹子不

一定都是蕁麻疹，天主教耕莘醫療

財團法人耕莘醫院皮膚科主任王

佳珍表示，蕁麻疹的特殊表現症狀

為膨疹（wheal），又叫做風疹塊，
是因為某部位的細胞腫起來所導

致的現象，透過藥物治療，能立即

消腫。「蕁麻疹最大的特色就是會

跑來跑去」，吳政翰也指出，要判

斷是否為蕁麻疹，除了注意疹子的

外觀外，最大特色為蕁麻疹不會在

同個部位持續發作，短時間內就會

出現在別的部位。

　對於如何治療蕁麻疹，吳政翰認

為，最重要的是找出原因，若沒找

出其產生的原因，症狀就較難控

制。針對無法找出原因的患者，台

北慈濟醫院營養師胡芳晴表示，可

選用低水楊酸的食物來減緩症狀，

她說明，水楊酸通常存在於蔬菜水

果中，是一種天然的防腐劑，對於

蔬果具有保護的作用，但她也提

到，水楊酸也可能是一種過敏原，

可能導致食用者出現過敏反應，引

發蕁麻疹。

　胡芳晴補充說明，葡萄乾、小

紅莓等果乾及調味品都是水楊酸

含量高的食物，蕁麻疹的病患都

應該盡量避免，在日常生活方面，

吳政翰特別提醒，洗澡時水溫不宜

過高，也不宜穿太緊身的褲子或是

衣服，這樣可能會造成身體上的壓

力，讓蕁麻疹更加嚴重。

▲大衛棒球隊的球員，上場前向棒球之神祈求比賽勝利。

▲蕁麻疹的特殊表現症狀為膨疹，是因為某部位的細胞腫起來所產生的

現象。 攝影／高凡淳

攝影／李振均

▲陽光橋新 3D 彩繪，吸引民眾駐足拍照。 攝影／潘宥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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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俐禎、邱曉昱／台北報導

　近期國外研發出新產品，在手套

上貼著特製貼紙，就能在保暖的同

時輕鬆滑手機。

　台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林

致廷說，觸控貼紙的紋路很容易被

複製，只要擁有貼紙的紋路，就能

輕易將手機解鎖。

　民眾鄭又禎認為，冬天戴手套時

手機無法感應，使很多人感到困

擾，若觸控貼紙引進台灣，有機會

帶來商機。然而，民眾楊智翔則表

示，台灣的冬天不長，滑手機時會

直接將手套脫下，觸控貼紙可能不

太實用。不過，現在不用 15 元的

成本，也能達到觸控手套的效果。

對此，林致廷表示，民眾可以透過

生活中的物品或 DIY 的方式，例

如，在手套的指頭位置加入金屬物

料或縫上不到 15 元的銀線，也能

做出觸控手套。

　台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學系教

授陳隆建說，鉛筆的筆芯、鑰匙

圈、鋁箔或含金屬成分的手錶等，

這些能導電的物品，都能作為螢幕

觸控的工具。

　林致廷也提醒民眾，自製觸控手

套效果會因個人的編織工法而有

所差異，而且，若選用的銀線材質

不佳，可能會刮傷手機螢幕。

兔子洗澡不生病 吹乾是關鍵
　記者王怡方、蕭宇程／台北報導

　坊間討論關於兔子是否需要洗

澡，剛果非犬貓動物醫師謝佳晉表

示，洗澡對兔子來說容易造成心理

壓力。

　謝佳晉說明，兔子洗澡萬一沒

有處理好，輕則著涼、重則會生

病長濕疹。謝佳晉也說，其實兔

子會做自我清潔，若是沒有異

味甚至可以一輩子不洗澡。　 

　家中有飼養兔子的飼主吳明憲

表示，之前有把兔子帶給店家洗

澡，但不知道是不是沒有弄乾，兔

子就長了濕疹，讓他因此到動物醫

院報到了三、四趟。

　謝佳晉說，如果兔子真的有異

味，還是可以一到二個月幫牠洗一

次澡。但是洗的時候需要注意水

溫，盡量不要跟室溫相差太大，並

由平常兔子習慣相處的人來洗，這

樣會讓兔子比較不容易緊張，洗完

也要仔細把兔子吹乾。

　謝佳晉提到，兔子是要喝水的，

如果水喝不夠的話，一樣容易導

致結石還有腎臟方面的問題。　 

　飼主照顧兔子時細心處理，就不

用擔心牠生病。此外，減少兔子的

心理壓力，才能讓牠快樂成長。

戴觸控手套 也能滑手機
▲比漾廣場邀請秀朗國小管樂團在漾聖誕音樂會上演出，為社區增添耶誕氣氛。                                                                             攝影／沈奕萱

 

記者戴唯琪、沈奕萱／台北報導

　耶誕節即將來臨，眾多百貨公司在今年推出

許多耶誕氛圍的相關活動，像是燈光秀、大型擺設或是

環保耶誕樹等等，試圖抓住顧客的目光。

　BELLAVITA 在一樓大廳布置成耶誕老人的故鄉，整個大廳變成白

雪皚皚的模樣，加上各式造型的小木屋以及裝飾精緻的耶誕樹，即使不

是周末，仍吸引了群眾前往拍照。民眾沈小姐認為，這是她看過百貨公司最

用心的耶誕節裝飾，在眾多擺設中，最特別的便是由三樓而下，類似雲霄飛車

造型的雪橇。

　以數萬顆的 LED 燈與點燈源所呈現的燈光動畫，從時尚花燈巴黎出發，透過不

同的城市光景帶來浪漫體驗，是今年統一時代百貨「愛 Sharing」燈光秀的一大亮

點。統一百貨也特別規畫求婚殿堂以及真愛殿堂，提供民眾一個勇敢說愛的地方。

　相較於大型百貨公司，位於永和的社區型百貨－－比漾廣場推出的耶誕節活動較

為不同。行銷專員楊文祺表示，比漾廣場以人文、經典、好生活為理念，期望能

結合人文藝術，讓廣場成為一個文創場域，漾聖誕音樂會是其中一個主要活動，

不僅和附近的秀朗國小管樂團合作演出，也將邀請歌手和民眾共度耶誕節。

　另一個活動則是環保復活樹，鼓勵民眾將喝過的寶特瓶和電池來兌換點

數，運用回收物製成耶誕樹，推廣永續經營。楊文祺表示，比漾廣場的

客群多是周遭的住戶，但是為了更拓展客群，未來在不同檔期會持

續推出不同活動。

　經濟不景氣，百貨公司推出不同的耶誕節企畫，社

區型百貨和大型百貨推出的類型也不相同，

端看民眾喜歡哪種耶誕氣氛。

 

記者周姈姈、蔡秉均／台北報導

　耶誕節將至，許多校園紛紛展開一系列的耶

誕節活動。具宗教色彩的輔仁大學提供許願卡讓學生及

民眾祈福，東吳大學則是將耶誕活動結合公益，在這寒冷的冬

天，添上幾分溫暖。

　每逢耶誕節，輔仁大學總會利用許多燈飾點綴整個校園，不論是學生或

是遊客都能沉浸在濃厚的耶誕氣氛中，感受佳節帶來的喜悅。不同於以往，今

年是以「愛」為主題。輔仁大學宗教輔導中心教授蔡振興表示，今年的主信息是

「以基督心為心，把冷漠變成愛」，以「家庭」為主軸散播愛，並在校門入口處設

置一個聖家，希望大家能在耶誕佳節理解愛的真諦。

　輔仁大學同時也會提供許願卡給學生及民眾，讓大家寫下自己的心願掛在馬槽上祈

福（見圖，照片提供／蔡振興），希望能在這耶誕佳節中感受到溫暖的氣息。前來掛

許願卡的輔仁大學生命科學系大四學生李佩蓁及李美瑩表示，對於學校的耶誕布置，

她們認為點了燈的學校比平常還要美麗，並充滿著濃厚的耶誕氣氛。

　東吳學生會也配合耶誕節在校內舉辦耶誕市集。學生會會長嚴齊儀表示，學生會

今年主辦耶誕活動的主題緊扣著公益。藉著耶誕市集合作的廠商贊助商品，舉辦

摸彩活動，吸引學生透過捐贈發票換取摸彩券，發票最後也會由學生會整理

後，送至羅慧夫顱顏基金會、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

會。跟同學一起參加本次活動的李曉柔表示，覺得市集結合公益非

常有意義，因為自己也在非政府組織當義工，所以覺得今年參

加耶誕市集時，特別有感覺、特別溫暖。

　東吳大學的耶誕市集，除了耶誕樹之外，

也將愛傳給校內學生。

暖心耶誕節 
校園散播愛

百貨造雪地  
管樂團演出

▲吳明憲分享飼養兔子時，帶牠去

店家洗澡的經驗。　攝影／王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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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王怡文、陳家柔／台北報導

　2015年號稱是台灣網紅的元
年，各式網紅相繼興起，帶起一陣

網紅的熱潮；然而，儘管新媒體的

使用者增加為社會帶來了多元的

聲音，卻也使得電視及報紙等傳

統媒體原有的收費營收逐年減少。

從 2014年開始，報紙及電視媒體
的收入便以每年 20%的幅度在萎
縮。傳統媒體如何翻身，改變逐漸

萎縮的市場，成了業者急需面對的

難題。

　新媒體的商業模式目前仍是全

球媒體業者共同追尋的目標，要如

何用更少的成本製作出具有更多

附加價值的內容，來獲得更高的盈

收，正是許多傳統媒體思考和嘗試

的方向。

　「到目前為止，真正的收費機制

還沒有建立。網路視頻方面，合

法經營取得授權的廠商目前也都

還在投入資金，不少 OTT（Over 
The Top）廠商都還沒辦法回本。」
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許碧

芳表示，「但這是趨勢，目前廠商

都開始想朝這方面發展。」

　網路由於其資訊龐大的特性，意

見領袖的出現本來就是趨勢；此

外，成為網路紅人的門檻也不高，

只要持有一台智慧型手機，懂得創

新、懂得玩社群，想要在網路上成

名並不是難事。畢竟，極度垂直分

眾的環境下，網紅就是每個圈子中

的焦點。

　今日頭條的頭條號用戶至 2016
年 5月已達 12萬，月增長趨勢為
30%，每日有 7億次的閱讀，佔整
個今日頭條閱讀量的 70%以上。
這些自媒體營運者多半以文化、娛

樂為主，與傳統產業客群重疊。因

此，與彈性經營的自媒體相比，重

視內容深度，成本所費不貲的傳統

媒體，很容易就在有限的市場爭奪

戰中面臨巨大損失。

　對此，輔導多名網紅業者的世新

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教授謝孟

儒建議，傳統媒體必須降低和新媒

體的差異，齊頭並進，才能跟得

上潮流。此外，也必須把自己的

「牆」打破，吸引更多人使用他們

的內容平台，有效增加客群。最

後，為了產業更進一步的發展，也

有可能須放棄自身網站的部分功

能，轉而與其他社群網站合作，如

雅虎採取的直播策略；但這是個大

膽的策略，因為流量將有部分流向

合作的網站。

　除了媒體結構本身的轉型，互動

式的電商也是未來發展的有效策

略之一。許碧芳說：「將來傳統媒

體產業者勢必要投入更多數位與

社群平台的經營。如果想真正的獲

利，與電子商務的結合是未來產業

轉型的趨勢。」。

　現在，全媒體的廣告形式使行銷

的策略更加多元，業者能夠針對網

紅發展的目標族群置入，不但便宜

還能有效接觸到大量的受眾，這不

但對於網紅，對於廣告業者也是商

機所在。如果網紅能夠深入發展專

業性與內容品質與深度，想長遠發

展也不無可能。

　記者李謙慧／台北報導

　網路年度關鍵字「網紅」，一路由對岸發燒來台，粉絲激增、讚數狂

飆，將人氣轉為買氣，成了新型的商業模式，而究竟什麼是網紅呢 ?

　國立台北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電子商務中心主任汪志堅表示，網紅不

是一個新觀念，只是後來中國創造出來的名詞而已，隨著媒體的轉變，

這種名人型態也會漸漸改變，廣播發展時，廣播播音員會成為名人；電

影發展時，影星會成為名人；電視出來時，演員成為名人；網路科技越

來越發達，直播越來越容易時，則出現以直播為媒介的名人，它只是一

種名稱的改變，一個網路時代的產物。

　其實網紅發展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為文字網紅，以文字為主的交

流方式，集中在 BBS和各類網站上；第二階段為圖片網紅，隨著互聯
網速度的提升，進入了圖片時代，這時候的網紅大多都是白富美等 V臉
美女，透過高顏值來吸引人氣；而第三階段則為全媒體網紅，在這網路

爆炸的時代，網紅吸引粉絲的方式更是空前繁榮，除文字和圖片外，更

出現歌曲、視頻、和直播等方式，帶動了網紅經濟的發展。而台灣的網

拍紅人陳君君也表示，當初爆紅就是因為 PopDaily波波黛莉此社群平
台的採訪，使粉絲人數在三天內就飆漲 2000多人，由此可見網路平台
的影響力。

　網紅經濟就是一個新的傳播媒介，可以更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最直接

傳遞給受眾。根據大數據分析公司易觀預測，中國在 2016年的網紅經
濟達到 528億人民幣的產業規模，相當於 2015年 UNIQLO大中華區
全年營業額的 3倍，甚至超過去年 440億元的中國電影總票房，可見
其商機之大。汪志堅表示，傳播媒介的轉變，使台灣今年數位媒體廣告

盈收超越電視廣告，網紅行銷能更精準地傳遞給消費者，例如要賣一個

美妝產品，只需要找到一個高人氣的美妝網紅，就能向幾 10萬的受眾
傳遞訊息，同時還精準地瞄準目標客群；相較於電視廣告，網紅的效率

更高。然而，網紅經濟仍處於未成熟階段，未來將會越來越龐大，成熟

後以往的傳播模式將不再為主流，並逐漸模糊大眾傳播的邊界，提供越

來越客製化的內容。　

　記者王怡文、陳家柔／台北報導

　在這個網路發達的時代，自媒體大量的興起，只

要一個可以拍攝的器材，一個好的平台，人人都可

以成為網路紅人，創造屬於自己的無限商機，但想

成為一位網路紅人，並且賺到大錢，真的如想像般

的容易嗎？

　透過 YouTube營利的必要條件為年滿 18歲，擁
有自己的 YouTube頻道，並達到一定瀏覽量或訂
閱人數後，就可以藉由合作夥伴計畫、分潤計畫、

產品的置入與業配，以及多頻聯播網四種方式來賺

取收入。愛客盟創意文化志業有限公司監製謝孟儒

表示，線上線下都可以賺錢，線下的收入賺得快而

且多，但前提都必須靠線上來維持觀眾的喜愛，讓

自己永遠保持新鮮、好玩。

　在這個人人都可以擁有自媒體，且有機會成為大

紅大紫的網紅時代已經來臨，想要搶攻網紅經濟也

有一些小撇步。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許碧芳

表示，成為網紅必須有特色、很搞笑、個人特色風

格強烈、具有高反差、個性很鮮明、有專業性、獨

特性、甚至是拍出的影片讓消費者在認知上有很大

的突破跟反應。謝孟儒也表示，他們必須知道自己

的優點缺點，適當地表現出來，觀眾想要看到的，

是你的缺點，因為你太完美會太無聊，同時還必須

非常知道趨勢，可以馬上嗅到現今當紅的議題，另

外也不斷的創新挑戰自我。

　然而，擁有以上的特質卻還不足以讓你具備成

為 YouTuber且以此賺錢的條件，最重要的是在於
影音的內容。謝孟儒表示，節目的內容一定是最重

要的，以前是內容跟著平台，現在平台一定跟著內

容，不能只知道學別人。許碧芳指出，影片內容需

要多一點自我看法跟風格，去秀他們的專業，不然

人氣上上下下，很快就被市場淘汰。

　沒人能明確預估網紅經濟還能持續多久，但自媒

體時代的來臨，想紅不是件難事，只要願意抓住每

個秀自己的機會、勇於突破自我，網紅經濟的龐大

商機就掌握在你我手中。

自媒體創商機 網紅掀熱潮 

網紅經濟 人氣成買氣

跟著人潮走 電商直播新趨勢

YouTuber 攻略大解析

資料來源／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製表／陳家柔、吳宜庭

資料來源∕艾諾資訊 2016 網紅生態白皮書　製圖∕李謙慧

第一種：
參與 YouTube 合作夥伴計畫

第二種：
參與 YouTube 影音分潤計畫

第三種：
成為名人賺取線下收入

第四種：

申請在每一條影片中選擇性地添
加廣告，透過廣告的點擊率及播
放時間來獲取金錢。

綁定 Google AdSense，依照影片
的點擊流量、影片的觀看時間，
通過Google的廣告分潤來賺錢。

透過產品的置入，大量的業
配、主持、接案子賺取線下的
收入，是更快賺錢的方式。

YouTuber 可選擇與多頻道聯播
網 (MCN) 合作，藉由第三方服
務供應商，提供其他多種服務。

資料整理／陳家柔　製圖／吳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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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land in New Taipei 
City
    The 2016 Christmasland was 
opened on Nov. 19, one of the series 
of activities planned by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The most attractive landscape was 
the new 3D light show, co-projected 
w i t h  40  C h r i s t i e  B o x e r 4 k30 
Roadster projectors, which is put 
on every half hour from 17:30 p.m. 
to 22 p.m. This year the cartoon 
characters in the light show are still 
Santa Bear and Square-head Bear’s 
family who are dressed as Santa 
Claus. On the surface of the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s building, 
the 6-minute light show presents the 
fantastic adventurous journey led by 
Santa Bear in the Milky Way and the 
candy factory.
    Besides, the 360-degree 3D label 
flash Christmas tree also has new 
looks this year. The patterns on the 
Christmas tree are synchronized 
with the light show to interact with 
viewers. And every event won’t be 
completed without a food court.  
However, many people don’t think 
the Christmasland is perfect. Mr. 

Xu（ 徐 先 生 ）said, “I think they 
should change the music because 
the Christmas day is a peaceful 
festival. I prefer songs that are 
more gentle and soft.” “I think it 
looks like a huge asparagus. It isn’t 
a Christmas tree. And we won’t 
come to the Christmasland again,” 
said Miss Shen（ 沈 小 姐 ）, who 

was accompanied by her boyfriend. 
And Miss Li（ 李 小 姐 ）feels 
disappointed with the dessert village. 
She said, “ I can’t understand why 
the dessert village has a fast food 
restaurant and other irrelevant 
things.”
    Of course, many people give 
a posit ive evaluation.  “I  come 

here every year and I think the 
Christmasland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beautiful,” said Mr. Chen 
（陳先生）. “The light show is my 
favorite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Christmasland received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feedbacks, 
the combination of festival and 
technology is a innovative idea.

    “ C h r i s t m a s  C h a r i t y  R o a d 
R u n n i n g ”  w a s  h e l d  o n  t e n t h 
December with over 4,000 people 
participating. All proceeds from these 
activities would be donated to“Kid’s 
Bookhouse” （孩子的書屋）.
    The event was held by Advance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台

北 建 築 世 代 會 ）and Kid’s 
Bookhouse, with many businesses 
co-sponsoring.The opening is a 
drum performance by the children 
from Kid’s Bookhouse who had won 
fourth place in a major drumming 
competition.（鼓藝薪傳大賽）Sean 
Chen（陳信安）, who is a retired 
basketball player, was an ambassador 

of Christmas Charity Road Running. 
    Chen, Chun-lang （ 陳 俊 朗 ） 
is the founder of Kid’s Bookhouse. 
When he returned to his hometown, 
Taitung, he found that many children  
lacking of company would wander 
in the communutiy. He started to 
company children by helping them 
do homework and teach them music. 
As t ime went on,  some people 
had same faith and created more 
Bookhouses in separate community 
to help the needy children.
    Kid’s Bookhouse made a lot of 
efforts to improve society. To create 
more jobs, they learnt and taught 
parents how to plant non-toxic 

crops. The organization also holds 
meaningful activities. For example, 
tours of biking or kayaking around 
Taiwan.
    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said that they would 
ho ld  Chr i s tmas  Char i ty  Road 
Running every Christmas gain more 
popularites in charity work, and 
share love with every single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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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Markets 
in Taipei 
Streets

By Chen, Pin-hua（陳品樺）

    As Christmas come by, we 
can see there are a lot of festivity 
decorations on Taipei streets.  
This year, there are several 
exclusive Christmas markets. 
Of  a l l  Chr i s tmas  marke t s , 
Strasbourg Christmas market and 
the Christmas market opened 
by China Airlines are the most 
popular.
    Strasbourg Christmas market, 
which originates from France, 
feature most of the vendors 
selling special delicacies from 
the European country. In the 
plaza are two huge Christmas 
trees, which attract young people 
to take photos and post on their 
blogs. One of our interviewees, 
Miss Sui says, “the trees are 
very beautiful indeed; however, 
the whole market area is too 
crowed.” Mr. Quan says, “if 
you had never seen people in 
Taipei, you might want to pay 
a vis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one that was opened by 
China Airlines, gathered food 
from four countries. Delicacies 
from Germany, Holland, Italy, 
and Austria were served. The 
event lasted from Dec. 9 to 11 
only. For those who wanted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hristmas market, there 
are  a lso  some act iv i t ies  to 
join. Nevertheless, one of the 
interviewees says, “The idea 
of the market is good, yet it is 
so crowded that I could barely 
move my feet freely.”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some disadvantages, the true 
m e a n i n g  o f  C h r i s t m a s  i s 
supposed to bring the whole 
family together and for people 
to be thankful for everything 
they’ve gotten this year.

By Hu, Fan
 （胡凡）

The Real Meaning of Christmas

Not Just Road Running
By Tsou, Fang-ting（鄒芳婷）

    It’s that time of the year with all the 
joys of Christmas. When December 
comes, streets are decorated with 
light, Christmas trees are standing 
everywhere, and people hanging out 
with their love ones, celebrating this 
festival.
    Christmas is when people gathering 
together to celebrate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Israelites have always eagerly 
waiting for the Messiah, the savior of 
their nation to restore Jewish kingdom.
    Yet, Christian people believe that God 
sent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save the 
human beings from sins. And they also 
believe that, Christmas is the season of 

joy, Since God showed His great love 
by giving his only son.    
    When Jesus was born, there were three 
wise men travelled far to bring gifts to 
Jesus. Therefore, that’s the reason why 
people have the custom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presents at Christmas.
    However, little do people know 
that Jesus wasn’t born on December 
25th. According to Pastor Thomas 
Tsai（ 蔡 垂 德 ）the senior pastor of 
Taipei Covenant Church “with the 
clues provided from the Bible and 
astronomical calculation, most of the 
scholar conclude that the real date of 
Jesus birth is on March.”    

    “The reason why people celebrate 
Christmas on December 25th can trace 
back to AD336, the year that have the 
first recorded date of Christmas being 
celebrated. A few years later, Pope 
Julius officially declared the birth of 
Jesus would be celebrated on the 25th 
December.” said Pastor Tsai.
    But no matter the real date of Jesus 
birth, the most important meaning of 
Christmas is to “give”.    
    So, for this Christmas, let’s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show the love to our love 
ones, with a present, a wonderful dinner 
or a hug. Please don’t forget to “give” 
on this very meaningful day of the year!

▲People taking pictures in front of a big Christmas tree.                     
                                       Photo / Jasmine Casey Lee （李可心）

▲Sean Chen（陳信安） is an ambassador of Christmas Charity 
Road Running.                                 Photo / Tsou, Fang-ting（鄒芳婷）

▲Lights like sky fill with stars hanging upon the sidewalk.                                          Photo / Hu, Fan（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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