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柏翰、林欣慧／文山報導

　位於指南路二段的人行道空間

狹小，人潮眾多時顯得擁擠，為此

公務局新建工程處展開多次評估，

盼能讓人行道有更大的空間。

　萬興里里長詹晉鑒表示，對於指

南路的人行道拓寬，萬興里 90%
以上的居民都不贊同。為了拓寬人

行道，新工處目前規畫將道南橋

下往動物園方向的車道從原先的

五米縮短至四米，但此規畫的可

行性並不高，原因在於這十年間，

政府前後已拓寬三次車道，並為拓

寬車道，拆除附近的店家和住屋。

如今卻突然改口說車道的寬度足

夠，要拓寬人行道，恐引起當地

地主和居民的反彈。

　新工處共管科科長陳昭志表示，

在經過數次評估後，決定將原先

規畫的車道縮短一米改成半米，

但在召開現場會勘和說明會時，

當地居民大多不贊同拓寬人行道，

認為此舉會影響當地交通，因此

目前只能先試著和公園路燈工程

管理處進行協調，嘗試將號誌桿、

燈桿和公車站牌的位置調整，並

繼續和當地民眾溝通，取得共識。

　許多政治大學的學生對於人行

道的拓寬表示贊同，其中周姓學生

進一步表示，現在的人行道確實

太過狹小，尤其是在等待公車時，

人潮一多空間便會變得十分擁擠。

　對人行道拓寬議題，當地居民

與學生意見分歧，如何在雙方間

取得平衡與共識，將是新工處未

來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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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韋可琦、祝敏婷／新店報導

　新店街道上不時上演警方與流

動攤販的捉迷藏遊戲。流動攤販表

示，警察一早開了一張單，等下又

回來。

　民眾譚小姐認為，通勤族多是上

班路過順便買早餐，方便又快速，

因此攤販違規並不會影響自己的

購買。大坪林捷運站附近餐飲業者

表示，警察現在抓得很緊，但仍有

幾攤是固定天天來擺攤的。

　警察局新店分局今年 10月至 11
月的違規攤販取締從去年的 366
件增加至 442件，而民眾檢舉的

案件從 303件減少至 277件。新
店分局交通組組長林錦郎表示，警

方在今年嚴加取締違規攤販，執法

力道增強，也多派警力執勤。

　近年來用路權受到社會重視，若

流動攤販在道路上擺設攤位，警方

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2
條罰款新台幣 1200元。在建國路
市場外設攤的就是新北市合法化

營業的攤販。水果攤販表示，只要

攤販一占用到馬路，警察也是會來

開單。

　水果攤販也說，台灣傳統市場周

遭的交通一定會比較亂，不像大賣

場有地下室停車場，倒霉的話就被

警察開罰單。建國路市場的業者認

為，主要的問題是民眾隨便停車，

尤其假日人潮多，情況更嚴重。

　林錦郎表示，流動攤販常常是警

察來了開單，警察走了又跑回來，

就好像捉迷藏，問題始終沒有解

決。因此，他非常樂見建國集合攤

販成為榜樣，免於警方疲於奔命，

這樣也能將警力挪用到其他地方。

他希望攤販能夠請民眾買菜時把

機車、汽車停好以後再來購物，以

免違規停車造成塞車，或是影響路

人行走，市場才會比較有秩序。

　記者高子涵、莊詠豪／台北報導

　大豐國小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佛朗明哥舞社，

舉辦特色期末展演，將表演舞台拓

展至校外，融合耶誕主題舉辦「佛

朗明哥聖誕舞會」，邀請家長一起

同樂。現場由兩校學生共同演出，

更有西班牙道地美食、音樂，展現

豐富異國文化。

　佛朗明哥舞社團指導老師吳郁

璇表示，西班牙藝術文化不應只是

一堂舞蹈課，更是生活的一部分。

秉持這樣的理念，吳郁璇堅持於社

團課程之外籌辦特色活動，讓小朋

友親自感受西班牙文化的魅力。

　吳郁璇說明：「我在每年年初就

開始籌畫，一年總共有二次，第一

次是配合西班牙 3、4月的春會，
一次是耶誕舞會。」希望學生不只

是學習，更實際體驗特色文化，因

此，舞會從表演內容到場地皆用心

安排，要將文化與演出充分結合。

　本次選在西班牙道地餐館，從餐

廳裝飾至美食、音樂都散發著西班

牙的獨特風味，表演內容也包括學

生舞蹈、才藝表演，讓異國文化脫

離課堂的制式規矩，成為生活的一

部分，讓學生自然大方展現自己，

更能夠從中體會異國文化的魅力。

　利用這樣的方式，學生透過輕鬆

氛圍展現自己，家長更能共同參

與分享成果。「舉辦舞會像是把家

長也帶進西班牙的氣氛中，讓孩子

把學到的、體驗到的才藝呈現給

家長，也讓自己感受到真的很歡

樂。」家長李怡青表示，自己十分

樂見這樣的成果展現。

　此外，興福國中一年級學生陳

韻安，自國小開始參加佛朗明哥

舞社已有五年經驗，期間最遠到

過台南表演，「每次不同的地點

及不同的觀眾就是在訓練台風。」

她表示，相較於學校表演的經驗，

更要懂得適應場地等狀況，透過每

次表演能更了解異國文化，也享受

表演當下。

　吳郁璇提到，除了春會、耶誕舞

會多樣的成果展演方式，也曾帶孩

子到孤兒院進行愛心義演，用熱愛

的文化表演，幫助更多人。社團課

程不再侷限於課堂，文化藝術與

生活產生連結的方式可以更多元，

透過多樣的課程設計，學生不僅更

了解不同的文化精髓，也利用活動

機會散播歡樂、分享自我，將異國

文化真正落實於生活中。　

指南路二段窄 交通易打結
政大學生盼拓寬人行道 居民反彈怕交通受影響

新店攤販與警捉迷藏

學生舞出西班牙魅力
學習佛朗明哥舞

▲吳郁璇（前排左 1）致力將異國文化融入生活，用心安排期末演出。                  攝影／高子涵

▲民眾貪圖方便把機車停在路旁到市場買菜。          攝影／韋可琦

▲人行道空間狹小，造成空間擁擠狀況。              攝影／李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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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河堤擬增建網球場
　記者洪羽潔、林欣頻／文山報導

　文山區網球運動者人數多，球場

供給不足成了最大問題，文山網球

委員會盼有更多球場供民眾使用；

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在民眾陳情後，

已向有關單位反應。

　景美橋旁河堤原有三座網球場，

加上景美二號水門處的福和一號

到四號球場共有七座，但靠近景美

橋的二座因土地爭議於去年拆除，

剩餘的一座目前正在整修當中。

文山區體育會網球委員會主委黃

宏揚表示，目前委員會內約有 120
位網球運動者，若包含會外的運動

者則將近 300 人，僅存的四座球

場與運動者人數差異懸殊，造成僧

多粥少的窘境；黃宏揚也提及幾乎

每天到晚間 11 時多都還會有網球

運動愛好者在此打球。

　除了運動場地不足之外，現有的

部分球場也有問題待改善，包含球

場地面傾斜、燈光投射位置不佳、

場地大小不符合國際標準等問題，

尤其福和三號、四號球場的地面傾

斜最為嚴重，場地不平穩使運動者

不易保持平衡容易有摔跤、扭傷的

危險，球友張先生說：「球場地不

平，跑起來不僅累而且很危險。」

也有球友建議政府在工程驗收時

期應找一些民間組織（如文山網球

委員會、景美網球聯誼會）來驗收

及監督，才能建設符合使用者需求

的場地，不浪費公帑；對此簡舒培

也解釋，以往堤外建設都由台北市

政府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

處）承辦，以致運動場地有部分不

合用或有缺失，今年初台北市市長

柯文哲也要求未來河濱公園的運

動場地由水利處評估後，交由體育

局進行工程發包及執行，避免類似

情形再次發生。

　簡舒培收到民眾陳情後找來相

關單位評估可行性，決定在目前的

福和一號及二號球場旁向外擴建

二座球場，但過程繁瑣需要一段時

間，因該土地未登錄地籍，要先請

人來做測量後由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先收歸國有，水利處及體育局才

能去借用這塊地進行後續的施工

規畫，預估於民國 106 年 10 月底

完工。

熱心店家打造安心走廊
　記者羅紹齊、柯欣妤／文山報導

　文山區曾位居台北市政府警察

局公布的「易發生婦幼犯罪被害地

點」之首，今已無列入榜中，警方

除了於陰暗處申請加裝路燈、加強

巡邏，也推動「安心走廊」服務，

給民眾多一份保障。

　文山二分局家庭暴力防治官劉

汝東解釋，當初公布的 12 處易犯

罪被害地點是因為地處環境昏暗

（如指南路一段道南橋下）、出入

性人員複雜（如萬芳醫院捷運站出

入口）等預防性因素，而非實際發

生過性侵或性騷擾案件，警方也於

市府公布地點後，每三個小時進行

排班巡邏、設置巡邏箱，也向公園

路燈管理工程處申請加設路燈，確

保婦幼夜歸安全。

　劉汝東表示，自從台北捷運鄭捷

隨機殺人案後，捷運站遇到緊急事

件已經建立標準作業程序，未來如

果在捷運站出入口遇到性侵或性

騷擾事件，捷運警察隊都可立即處

理。針對婦女、幼童常經過的學校

周遭，內政部於今年推辦「安心走

廊」，協同各學校附近里辦公室及

經篩選過的商店等，成立愛心服務

站，一旦遇到突發事件都可以協助

報案，目的在於組成社會安全網

絡。劉汝東呼籲，所有愛心服務站

民眾皆可利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婦幼專區」查詢，如遇緊急事件可

就近尋求協助。

　截至民國 105 年 9 月台北市易

發生婦幼犯罪被害地點，文山區已

無於名單之中，不過居住在道南橋

附近的政治大學學生黃閔貞表示，

曾經看到朋友於網路上提醒同學

附近有可疑人士，雖然該地今年已

無於名單之中，自己平時行經時仍

會多多提防。住在道南橋下方附近

的居民張先生表示，平時都有看到

員警巡邏。

　易發生婦幼犯罪被害地點名單

警方每三個月更新一次，民眾可多

留意自家附近是否上榜。政府公告

易發生犯罪被害地點目的希望民

眾提高警覺，行經公告路段時應多

加留意，遇到可疑份子應通報警

方，除了自我保護，也是給其他用

路人一條更安全回家的路。

供不應求 簡舒培獲民眾陳情 向有關單位爭取

▲民眾時常於晚間在景美河堤打網球。                攝影／林欣頻

▲位於指南路一段的道南橋下方偏僻、陰暗。          攝影／羅紹齊

專家鼓勵精障者積極爭取工作
　記者汪昱伶、邱于庭／文山報導

　萬芳醫院醫療傳送中心主任曾

柏（上圖，攝影／邱于庭）說：

「幫助精神障礙者溫飽是一部分，

但讓他們從家走出來才是最主要

的目的。」

　伊甸基金會活泉之家日前舉辦

精神障礙者工作講座，曾柏勳針

對精神障礙者就業前的準備工作

提出「賓士理論」，指的是精障

者與其家長、輔導機構、雇主(曾

柏勳 ) 和客戶 ( 萬芳醫院 ) 間應

充分溝通，要讓其他三方知道精

障者們的學習程度、目前對外的

接受程度，以及如何提供精障者

們真正的需要。

　由於精障者的工作狀況較特

殊，以致不敢在求職時提到自身

問題。曾柏勳認為無論是照顧者

或精障者，都不應把曝露精神障

礙當作一項缺點，反而要誠實說

出來，讓老闆或其他同仁們方便

處理他們的狀況。至於精障者們

在求職時，最重要的是不要請求

企業雇用，而是以說服的姿態，

告訴企業雇主，他們願意做、願

意學習，相信他們未來能做更好。

　具有照顧精障者經驗的張先生

表示，由於精障者服用藥物的關

係，情緒感受非常敏感，症狀一

發作便難以控制自我，影響身邊

工作同仁，而此次講座讓他更明

白，在求職上雖然還是有辛苦的

一面，但照顧者及精障者發揮更

大的毅力，還是能感受到職場上

的多元面貌。

　除了讓精障者們每天紀錄

工作技能，志工會以娛

樂吸引他們的興趣，

願意主動學習新

技能。曾柏勳說

明，家長和輔

導機構除了對

精障者有信心、

保護他們以外，

更要適時走出保

護圈，尋找工作

機會，機會不是雇

主給予，而是精障者

們向雇主爭取而來，用正

能量、正面思考應徵工作。

客戶

雇主

機構 身障者
家庭

長者染諾羅 恐引併發症
　記者楊安安、許祐祥／文山報導

　每年的 11 月至 3 月為諾羅病毒

的好發季。景美全心醫學聯合診

所醫師蕭文黌提醒，患有腎臟、

肝臟或心臟方面疾病的年長老人，

若同時感染諾羅病毒，就可能引

起休克或嚴重的併發症。

　世新大學衛保組組長鄭嘉莉說：

「教育部或衛福部，不管是群聚

或是好發季節都會來文，我們會

根據教育部的要求提醒，發布在

我們的粉絲專頁和最新消息。」

　世新大學學生餐廳沒

有裝修之前，衛

保組張貼海

報宣導，

在好發

季 節

提 醒

同 學

要 注

意 的

相 關

事項。

　鄭嘉莉

說：「 針 對

諾羅病毒我們不

需要特別做檢驗，好發季

節我們會利用各種宣傳管道去做宣

導。」至於學生餐廳因會留有檢

體，目前自助餐大部分都是熟食，

所以如果有問題都能夠送檢。

　諾羅病毒屬於多種型態的病毒 

，感染後人體不會有自體免疫力能

抵抗，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疫苗，所

以明年冬天好發季一不小心就容易

再中獎，在這季節，吃東西時前還

是要盡量勤洗手，並且避免生吃海

鮮、貝類等可能帶有病毒的食物。

　蕭文黌（圓圖，攝影／許祐祥）

說：「如果家中有確診患者、或者

得知周遭朋友感染諾羅病毒，即使

症狀好轉，病毒還是能夠帶菌傳染

長達二週，所以與患者接觸時還是

得多加注意。」諾羅病毒藉由人與

人之間互動所造成的傳染力很強，

民眾也要養成勤洗手的習慣。另

外，家中如有被患者碰觸過的物

品，酒精無法有效殺菌，要使用稀

釋過的漂白水（市面上的漂白水一

匙，配上一公升的清水）擦拭，病

毒就能被消滅掉；如果病患有很嚴

重的噁心嘔吐，導致衣物、被單遭

到污染，就必須要用上述五倍的漂

白水配上清水來浸泡消毒，才能避

免全家跟著感染。

賓士理論

召集人／王信硯　編輯／傅大容、薛宇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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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李冠勳、汪薪／新店報導

　為了解決流浪動物問題，近年

來政府積極推行「動物零安樂死

政策」，新店動物之家也大力宣

傳「領養代替購買」。

　大多數民眾都以為路上的流浪

狗是被主人拋棄的，社團法人台灣

動物協會專員郭詠怡表示，其實

是因為很多主人對自家的狗採用

放養的方式，又擔心狗怕痛或是

經費上的考量，沒有帶狗去結紮，

導致它們和其他的狗生下流浪狗

的第一代，真正被惡意棄養的狗

可能只有 2% 而已。

　除了狗本身的生存以外，流浪狗

也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例如公

共衛生、噪音問題、交通意外等。

公共衛生方面，流浪狗為了求生

存，主要的食物來源就是從垃圾桶

裡翻出廚餘食物，或者是菜市場攤

販的剩菜，吃完之後隨地排便也

會造成環境的惡臭與髒亂。噪音

方面則是流浪街頭的狗因為缺乏

安全感，在聽到其他狗吠時也開始

亂吠，成群的狗一起吠的情況下，

就會發出極大的噪音，造成社區

的不安寧。交通意外也屢見不鮮，

在交通繁雜的路口，常常會有狗

被車撞倒，或者是車輛為了閃避

狗而發生交通意外。

　近年來，政府和民間團體也在積

極地灌輸正確的養狗觀念給民眾，

以「領養代替購買」和「沒有購買

就沒有繁殖」呼籲民眾在寵物店購

買寵物之前要三思。許多非營利

民間團體並沒有政府補助，完全

靠民眾的募款來支撐團體的營運。

收容所的地點選擇也是歷經波折，

大家都不希望收容所蓋在自己家

旁邊，因此收容所不得不往偏遠

的地方走，這對時常要回醫院復

診的狗又是一大折磨。

　記者蔡芃敏、林昱萱／新店報導

　「動物零安樂死政策」將在民國

106 年正式上路，新北市議員金中

玉表示，政府會提供相關單位一定

的預算。

　「動物零安樂死政策」讓流浪動

物免於被撲殺的命運，但因經費、

人力、場地等因素，目前只有三個

縣市分別是新北市、高雄市、台東

市達到「零撲殺」的標準。金中玉

表示，政府會提供相關單位一定的

預算，也會購買檢驗合格的飼料并

提供舒適的場地，確保流浪狗在

動物之家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提高

「認養率」是該政策中十分重要的

一環。對此金中玉表示，動物之家

會舉辦認養活動，讓民眾能夠在活

動中，認養投緣的狗，認養活動的

成效相當不錯；新北市的動物認養

率從民國 104 年 86%，今年提升

至 94%。除了認養活動，動物之

家會幫等待主人的狗注射疫苗，也

會定期檢查，確保動物身體狀況。

　金中玉表示，若沒有確實為流浪

動物結紮，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流

浪動物，從而衍生更多社會問題。

對此，民眾張小姐表示，相當贊同

零安樂死政策。她希望相關政府單

位能夠真正落實，讓每一隻動物能

夠有活下去的機會。民眾蔡先生則

表示，政府應有良好的配套措施，

並加強生命教育宣導，讓社會大眾

懂得尊重每一個珍貴的生命。

　目前政策最重要的就是「提升認

養率、降低棄養率」，並且加強

民眾的「生命教育」，提倡以「領

養代替購買」，唯有如此，才能真

正達到「零安樂死政策」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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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蔡家愷、林韋宏／新店報導

　位於新店達觀社區的二叭子植

物園區，擁有豐富的動植物，每個

月都會由園區內志工舉辦各項活

動，並用導覽的方式進行推廣，這

裡也逐漸成了民眾閒暇時攜眷遊

玩的場所。

　謝平是二叭子植物園唯一的導

覽員，他說道，剛搬到這裡時，發

現生態如此豐富的一塊地卻未曾

被挖掘與推廣，深感可惜，於是就

向園區高層提議進行相關的復育

工作，每週開展導覽或是 DIY 等

老幼皆宜的活動，二叭子植物園也

才因此吸引對生態環境有興趣的

民眾前來參觀。

　謝平表示，在推廣時也遇過不少

的問題，像是遊客在對生態的知識

稍有不足的情況下，對園區環境表

現較不莊重的態度，肆意破壞園區

的動植物，以及不經意地帶走屬於

園區內的東西，破壞園區原本的生

態，造成園區財產的損失。

　除此之外，由於今年初一場意外

的大雪，園區溫度降至冰點，也使

得園區裡亞熱帶的植物因無法適

應其極端的氣候與氣溫導致枯萎，

區內損失慘重。另外，顧慮到油煙

等汙染物會嚴重影響在地的動植

物，經過多次的討論後，園區宣布

原本的烤肉區將自民國 106 年度

起取消，謝平再次強調，希望大家

以不破壞環境為原則，前來植物園

區欣賞與享受生態環境。

　謝平提到，自己平時在粉絲專頁

或是同好會的群組裡宣傳，每個

月有定期的導覽活動。特別的是，

24 日的導覽活動有十幾位目前從

事旅遊業的朋友慕名而來，希望能

充實自己對生態環境的知識。導覽

參與者劉小姐表示，在從事旅遊業

以前就很喜歡自然環境，後來發現

若能豐富自身的生態知識，了解各

種動植物獨特的習性與特徵，例如

哪些植物可以吃，或哪些植物在受

到碰觸後會有甚麼生理反應，便能

在旅行中挖掘到不同的樂趣，而非

純粹的觀賞美景或是呼吸新鮮的

空氣，同時，她也相信經過此次的

導覽能使她在事業上有不一樣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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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梁恩祺、圖佳／新店報導

　據衛福部統計，癌症一直佔

據死亡原因第一位，如何防治

癌症與民眾息息相關。調查顯

示，肥胖會增加患癌的機率，

因此醫師建議可從減重做起，

均衡的飲食與適量的運動有助

防癌。

　美國癌症協會調查顯示，肥

胖會增加罹癌風險，特別是子

宮頸癌、胃癌、大腸直腸癌、

腎癌及乳癌等「頭號殺手」。 

控制體重有助降低罹癌機率。

耕莘醫院衛教師朱幼平表示，

把體重控制在理想範圍內，是

有效降低癌症發生率的方法。

　許多民眾為了在短時間快速

減重而選擇節食或是特殊減肥

方法，如只吃蔬菜或吃肉減肥

法、水果減肥法、斷食法等，

但長期節食或不均衡飲食會導

致身體缺乏足夠的營養素，基

礎代謝率降低，減重效果無法

持久，且容易造成免疫力下降

等傷害。

　朱幼平指出，減重最重要是

「少吃多動」。生活中三餐要

均衡飲食，配合適量的運動，

面對生活中的壓力也要尋求方

法緩解，培養良好的生活習慣。

民眾李先生認為，減重最重要

是配合運動。

　朱幼平也提醒民眾，要戒菸

戒酒，不要經常熬夜，良好的

生活型態才能全面的有效預防

癌症。

控制體重 降低罹癌率

　記者劉羽恒、李奕寰／新店報導

　新店動物之家收養來自新店、汐

止、坪林、石碇、深坑及烏來六個

區域的流浪動物，收容所陳姓獸醫

師表示，在雙北實施零安樂死的這

兩年，所內的動物數量依然維持在

穩定的進出平衡狀態，但在流浪動

物的安置上仍困難重重。

　位於新店安康山區的新店動物

之家，收養了近 150 隻流浪狗，

當中大多數的犬隻，是政府單位接

到民眾通報後捕捉的混種犬，俗稱

米克斯。「牠們大部分都沒有攻擊

性，卻因為民眾看不慣流浪狗在住

家附近遊蕩，而通報捕捉。」陳姓

獸醫師無奈的說，流浪動物的安

置問題不僅需要政府的政策規範，

更需要民眾對於動保意識的認知，

他說，常常有民眾在路邊發現一窩

幼犬，便全部抱過來收容所尋求安

置，而幼犬必須由志工輪流帶回家

照護餵養，缺乏照顧及抵抗力弱的

幼犬可能就因此夭折。

　而談及目前雙北所積極推行的

零安樂死政策，陳姓獸醫師認為，

許多民眾心存僥倖的認為，將動物

送進收容所也不會讓牠遭受安樂

死的噩運。以新店動物之家為例，

目前的認養率約為八成，死亡率約

為一成，但他強調，並不是台灣所

有縣市的動物之家及收容所的認養

率都這麼高，而如果所內的動物數

量超出範圍，獸醫及志工就會相對

人力不足，進而影響犬舍內的清潔

狀況，產生疾病傳染問題。而雙北

的動物之家為了提高認養率，積極

利用網路平台宣傳，每個週末也會

定期舉辦聯合公益義賣以及認養活

動，期盼能為流浪動物找到一個溫

暖的家。

二叭子植物園 烤肉區取消

宣導不足 加強生命教育
人力不夠 流浪狗安置難

 結紮不力 引發社會問題 

▲減重除了注意飲食外，也要

配合適量的運動。 攝影／圖佳

▼民眾與樹蛙近距離的接觸。   攝影／蔡家愷

▼收容所內的流浪動物等待新的主人收養。攝影／劉羽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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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禪叩鐘
    迎新年

　記者莊立誠、張珈瑜／台北報導

　位於北投的法鼓山農禪寺建築風格莊嚴、

現代感十足，是時下年輕人外拍、打卡聖地

之一，農禪寺在跨年時也會舉辦有別於其他

晚會的活動，讓跨年多了不同的慶祝方式。

　在每年的 12月 31日，全世
界的人都在狂歡準備迎接新年

的到來。跨年民眾除了能選擇

參加令人亢奮的跨年演唱會，

及欣賞炫目的煙火之外，仍有

其他不同的慶祝方式。法鼓山

農禪寺舉辦了跨年法會、元旦

健走等活動，讓民眾以禪坐、

沉澱身心來迎接新年的到來。

　跨年法會已經舉辦了四年，

農禪寺常運法師表示，舉辦跨

年法會的用意在於，以另一種

方式來表達雀躍跟興奮。鑑於

有些人不喜歡喧鬧，跨年法會

希望為民眾提供一個不一樣的

選擇。

　今年的活動比以往的念佛，

還多了誦金剛經及叩鐘的部

分，是佛教禮俗裡特別的儀式。

法師及信眾們會一路暢誦金剛

經到午夜，最後再以叩鐘方式、

倒數迎接新年到來，倒數完畢

則會點亮大殿牆上縷空的心經

牆面，象徵以佛法照亮新的一

年、新的開始。

　元旦當天早課完畢後，許多

民眾會在寺裡用早齋，農禪寺

的常鐘法師表示，健走活動當初的理念出自

於佛教裡的「經行」。隨著年紀增長，人們

也忘了行走最初的目的及意義，藉由緩慢的

繞行水月道場，讓民眾在新的一年變得更有

活力。

元旦露營
    好溫馨

　記者翁于婕、潘姿穎／台北報導

　元旦連假將至，近幾年台北 101跨年煙
火儼然成為一項指標性的慶祝活動。不過，

除了看煙火以外，三天假期中民眾還有什

麼活動可以選擇呢？

　民國 105年進入尾聲，耶誕節結束後跨
年，元旦連假緊接而來，不少民眾提前規

畫假期行程，希望能為今年畫下一個美好

的句點。民眾陳俊凱表示，今年一家四口

決定和朋友一起去露營，在山上悠閒的跨

年。他的太太徐翊凌也提到，平時夫

妻倆就十分忙碌，過去幾年元旦都還

忙著加班，這次難得可以全家出遊，

二個孩子第一次露營，也都很期待，

不過礙於連假通常車多、容易塞車，

所以就近選擇北部的營區。

　住在景美的陳昭仁一家人近幾年跨

年連假也都選擇在山上露營度過，陳

昭仁認為，露營可以更親近自然，山

上景緻優美、空氣清新，加上收訊

不好，家人會收起個人 3C產品，聚
在一起享受清閒的時光，家人間互動

變多，感情也更好了。陳昭仁說，目

前就讀大學和高中的兒女就算課業繁

忙也不曾缺席，連親朋好友都紛紛加

入，「元旦露營」已成為家族裡最重

要的聚會之一。陳昭仁的兒子則表

示，以前曾帶布幕自製露天電影院，

白天可以去附近走走，也會在營區玩

桌遊、打球等等之類的，大家一起就

很有趣。」

　雖然倒數、放煙火似乎是跨年假期

必備的傳統，不過民眾也越來越偏好

其他慶祝方式。但不論跨年或元旦連

假要怎麼安排，最重要的還是和家

人、朋友聚在一起，互相陪伴、祝福，

迎接新的一年。

民眾拾獲傷鳥 保暖最重要
　記者吳冠輝、黃俊翔／台北報導

　為了讓受傷野鳥有初步的照顧，台北野

鳥協會野鳥救傷中心經營一個短期的救護

站，接獲民眾發現的傷鳥，經由專業醫師

診斷和療養，回歸大自然。

　野鳥救傷中心由二個專職行政人員和一

群志工提供協助支援，在第一線進行搶救，

讓傷鳥接受治療，在康復後回到大自然。

　台北鳥會教育推廣副組長呂佳璣表示，

近來夜晚較寒冷，提高了傷鳥的比率，都

市中以斑鳩為最大宗，常發生撞擊大樓玻

璃的事件，建議民眾如拾獲傷鳥，因先以

保暖為主並且餵養少量水分，作為最初步

的急救。近來受凍的鳥類遽增，如要使傷

鳥保持恆溫，應以燈泡加上暖爐並加上葡

萄糖水，才能提供熱量維持生命。

　由於救傷中心無法收容太多的傷鳥，因

此傷鳥會由救傷中心人員協調，送去志工

家中居住，等待身體恢復健康再於原地野

放，過程中志工會觀察牠們是否能獨立進

食，具備飛行能力，以便往後回到大自然

能適應而不受到危險環境。擔任多年的救

傷志工高康敏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

一次一隻照護中的綠繡眼，因為人們的疏

失而被誤踩，器官皆已破裂身亡，對於自

己照顧的傷鳥發生這種事實在無法接受。」

　目前台北鳥會的救傷主要集中在台北市

區，台北鳥會期望將來能夠完成全台的救

傷鳥系統，並透過教育宣導，喚起民眾對

環境保護與物種維護的意識。

　記者李玟逸、李祐萱／台北報導

　隨著冬天的到來，不少民眾會選擇吃羊

肉爐或是麻油雞來暖和身體，但你知道燉

補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有哪些族群

是不適合食補的呢？

　中藥進補是冬天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進

補時應以性質較溫和的食材為優先，如當

歸、枸杞、紅棗、黃耆，這些都是民眾至

中藥店最常購買的藥材。中藥行業者謝福

松表示，在挑選藥材時只要注意不要發霉、

不要蛀蟲、聞起來沒有酸味就可以購買。

　另外，新聞上也常可以看到有人食補之

後反而適得其反，民眾李先生表示，以前

總認為食補是「多多益善」，到了近期才

改變這個觀念。到底何種類型的族群不適

合食補？中醫診所院長陳萬慶表示，一般

來說如果有三高症狀（高血壓、高血糖、

高血脂）、有慢性疾病（如過敏、肝硬化、

慢性潰瘍等）或是有感冒症狀的人都不宜

食補，所以要補之前還是應該先詢問專業

的醫師，才有保障。

　陳萬慶也提到，一般民眾最常吃的火鍋，

甚至是冬天常吃的羊肉爐、薑母鴨，除了

熱量高以外，搭配食用的高麗菜也因為含

有大量鉀離子，在長時間的燉煮之下等於

有濃縮作用，鈉與鉀的含量都會特別高。

至於許多民眾冬天會有手腳冰冷的症狀，

陳萬慶則建議可以適當的食用十全大補湯，

但他也呼籲，因為每個人體質不同，進補

之前最好還是先詢問專業的醫師較為恰當。

▲仙跡岩周圍沒有高樓遮蔽視野，親民的海拔高度對於跨完年整夜沒

睡想去登山的人來說，是個好選擇。    圖／林梓晴、文／鄒鎮鴻

三高族群食補 當心補過頭

▲元旦健走將由法師帶領，繞行水月道場，以沉澱心靈迎接新的一年。     攝影／莊立誠 ▲在山上露營更能專注在彼此間的互動，促進家人間的感情。           攝影／潘姿穎

跨年登山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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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程沛茜／台北報導

　科技發達帶動各種數位平台，例如社群媒體、通

訊軟體、儲存資料用雲端等，而這些網站或應用程

式只要輸入密碼就可以登入，資訊安全的控管顯得

格外重要。另一方面透過技術、人工智慧的發展，

商業型態也正在轉型，稱作「數位經濟」。

　越來越多人在網路上分享資料，而在加入網站會

員時也常常被要求提供個資，這時設定密碼至關重

要，增加密碼強度可以減少被駭客盜用的風險。而

資訊安全也有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以及可靠性

的特質。

　世新大學資訊管理系三年級學生李承宣表示身邊

朋友曾被盜用臉書帳號，他原本以為常使用的人應

該不會被駭客盯上，沒想到朋友的身分、照片還是

被盜用，且反過來假裝是本人發送交友邀請，才讓

他警覺。李承宣也提到，假如發現個資被盜用，第

一時間應與該網站聯絡，且更改密碼時，英文字母

跟數字交錯，可加深駭客破解難度。

　進入資訊安全網，它提供民眾「資訊保安自衛

術」，在其中「處理帳戶及密碼指引」的部分，它

提供給民眾一些不易被駭客破解密碼的撇步，例

如，不應使用能在英語或其他外語字典中查到的單

字、不使用廣為人知的縮寫等等。

　長庚科技大學保健營養系三年級學生莊珮琦說

明，有一陣子較不常使用臉書，想要使用時卻發現

無法登入，所幸綁定的信箱中有一封告知在一陌生

的 IP位置登入過的信件。「那一陣子這種情況很
常發生，短時間內改了二次密碼，但還是覺得不太

好，後來我把臉書設定成不公開，也綁定信箱跟手

機，只要有在其他地方登入我就會知道。」

　美國網路業巨擘雅虎公司（Yahoo）在 2014年
遭大規模攻擊，五億用戶的資料遭竊，甚至銀行帳

戶有關的資訊都可能被有心人士竊取。詐騙手法層

出不窮，民眾想要保護自己的資料，還得好好地設

計出一組複雜卻又不至於忘記的密碼，儼然已成為

一個重要課題。

　記者許珮姿、謝佩珈／台北報導

　韓國總統朴槿惠爆出「閨密干政」醜聞，不但造成韓

國社會動盪，更衝擊韓國經濟。而韓國的「財閥經濟」

也在此次事件中，顯現了其嚴重缺失。

　台灣與韓國同列亞洲四小龍，但是經濟型態卻截然不

同。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支撐著經濟；而韓國則以政

府扶植大企業來創造「經濟奇蹟」，奠定韓國在亞洲的

地位，同時也打造出許多國際企業，例如：三星、LG、
現代等。許多台灣人總是羨慕韓國人的薪水優渥，甚至

對台灣的經濟失望，世新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謝宜倪則表

示，其實不能只看薪水的高低就判定經濟狀態，即使韓

國的名目薪資比台灣高，但是相對的物價也高，實質薪

資都跟台灣差不多。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 ( 人均 GDP)
排名也可以看出，若就市場價值或國際匯率來評斷經濟

成果，韓國的人均 GDP確實贏過台灣，但因為韓國物價
高，消費力和生產力都不一定比台灣好，若加入此因素，

台灣的人均 GDP是優於韓國的。
　韓國以「財閥經濟」為經濟主體，其實相當危險。謝

宜倪提到，從幾個月前三星 Note7爆炸停產事件來看，
證明該企業經營績效在政府長期扶持下，卻呈現走下坡

的趨勢。韓國企業的產值佔該國產值比重相當高，一旦

出問題對其造成的影響較大。此外，朴槿惠醜聞爆發後，

更可以看出官商勾結的嚴重。謝宜倪表示，因為大企業

需要政府的關照，因此企業花錢關說也造成政府貪污。

如果企業的運作是來自長期和政府的關係，可能侵襲企

業的競爭力，也讓這個國家更加貪腐，更破壞其他有潛

力的企業，整體而言對國家經濟發展是不利的。

　過去韓國的舶來品非常昂貴，為減少外商公司與國內

廠商競爭，國家鼓勵大家使用國貨。但是在韓留學生黃

品瑜就表示，大部分的台灣人覺得韓國人都使用國產的

三星手機，但其實現在的年輕人幾乎都使用 iPhone。另
外，經過此次三星手機爆炸，也影響了大眾對品牌的信

任度。謝宜倪表示，其實韓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遇到瓶頸，

當初扶植大企業是希望經濟能夠起飛，但是現在的經濟

已穩定，應該是轉型的時候，她建議引進專業經理人來

管理企業，而非是家族企業管理模式。

　今年韓國除了大企業爆出品管問題影響貿易產值外，

韓國總統的醜聞也影響經濟，數次遊行造成店家生意直

直落，民眾消費力也不如從前。謝宜倪指出，如果這件

事情持續很久沒有落幕，韓國的生產活動就會下降，對

於經濟是相當大的影響。但她認為韓國是法治國家，一

定會有制度化的處理方式，不會有太激進的反抗活動，

造成社會經濟的劇烈動盪。

傳統產業電子化 人力需求將大減

駭客手法再創新 密碼防盜有妙招

韓國經濟低氣壓 總統企業皆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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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小百科

機密性（Confidentiality)
資料不得被未經授權之個人、實體或程

序所取得或揭露的特性。

對資產之精確與完整安全保證的特性。

已授權實體在需要時 ,可存取與使用之

特性。

始終如一預期之行為與結果的特性。

完整性（Integrity)

可用性（Availability)

可靠性（Reliability)

資料來源／國立聯合大學資料安全宣導網站 製表／吳宜庭

　記者陳祈安／台北報導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近日發表 2017年數
位經濟發展趨勢，其中包含平

台經濟、中介價值、共享經

濟、網路紅人等等。

　隨著全球數據流動率激增，

行動購物興起，加上服務創

新，許多新興媒合平台出現，

提供市場需要的資源。數位頻

寬的進步與傳播媒體的環境改

變，也使「科技業」與「通路

行業」結合，造就現在的科技

改革。IBM大中華區全球科
技服務部風險管理經理陳秋男

說：「在未來新型態裡面講就

是高度的自動化。」分享經濟

的出現，提供數位平台資源，

使傳播更具有即時性，行動購

物的普及，也增加了移動性，

虛擬世界裡的資源會越來越豐

富。而比特幣交易所仰賴的區

塊鏈的技術，也被很多銀行使

用，對電子帳戶的認證有很大

的幫助，同時也減少了人力成

本。世新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

教授許素華說，以銀行櫃檯為

例，存放款在網路上交易即可

解決，所以直接面對客戶的員

工會減少，而在後台寫軟體程

式的人會增加，另外，當客戶

在網路上操作基金買賣時，也

需要理財專員在網路上提供服

務，這也是未來人力之所在。

　每個新經濟形式的產生，一

定會對過去的傳統模式產生衝

擊。許素華表示，以房仲業為

例，以前是要拼命打電話聯

絡，現在時間上要求更快速，

因此更多利用通訊軟體來溝

通，以提升服務效率，加上數

位經濟強調資訊透明，有仲介

作為中間人，使買賣雙方更放

心，可加速促成交易。陳秋男

表示，虛擬化裡面需要值得信

任的角色，在這情況下中間人

就有很重要的份量，然而中間

人的模式可能轉型，可能是一

個「平台」，以 Uber為例，
在平台中搓合，把司機跟乘客

串聯，以滿足雙方需求。

　行政院院長林全曾表示，政

府將全面推動產業創新與數位

經濟，提升國家產業的附加價

值，也將培養大專院校的人

才，在未來提供知識與服務。

陳秋男認為，懂得數據分析以

及數位行銷與創新是不可少

的。許素華指出，電腦技術已

經是最基本的技能，年輕人應

有更高的積極性，不斷的去創

新，別苦守低薪工作。

　面對數位經濟的發展，法

規卻成為阻擋的要素。近日

Uber事件鬧得沸騰，也讓人
省思傳統的法律規範是否還有

效力。以往政府都扮演中心點

去管理，但現今科技進步的速

度極快，可能無法達到網路的

高速需求。陳秋男認為，「去

中心化」成了政府的課題，政

府可能不是主導者，而是扮演

管理平台的角色。

　很多事情需要大破大立，唐

鳳作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希望

能轉變數位經濟的可能，但不

應該是靠一個人改變國家數位

經濟環境，建立公平、平等的

平台，讓相似的業者去競爭，

而不是惡鬥使數位創新踩緊急

煞車。

2015-2020 年產值年複合成長率比較

資料來源／ Morgan Stanley、NOVONOUS Research Institute、Alarm.com

製表／陳祈安、貝薈涵

平板 家庭自動化個人電腦 智慧手機 工業 4.0

智慧醫療 行動支付 網路銀行 自動車

數位經濟類型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南韓經濟政策不確定指數

南韓經濟政策不確定指數
資料來源／ STOCK-AI



    Adequate workout and appropriate 
diet can improve your health, help 
your body get in shape and stay fit. 
Besides regular exercise, diet plan is 
also a key to keeping your body in 
great shape.

Everyday Food Plan
    Many people think that eating less 
and refusing to eat starch will help 
them lose weight. However, Donna 
Chen（ 陳 怡 錞 ）, a professional 
diet i t ian,  indicates that  i t  is  a 
misunderstanding which will make 
the BMR（基礎代謝率） decrease 
and result in regaining weight easily.

    In addition, not absorbing enough 
starch could reduce your muscle 
and do harm to your body, caus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心 血 管

疾 病 ）. Donna recommends eating 
starch with low GI（升糖指數）, 
for instance, brown rice, grain, root 

vegetables, and oatmeal- which are 
all better than white rice. Fats make 
hormones, and not having enough 
fat could cause endocrine disorders
（ 內 分 泌 失 調 ）. For those who 
are afraid of fats and insist on eating 
boiled food, Donna warns that 
everyone must have at least one 
spoon of oil or equivalent fat value 
of nuts per day.

Workout Food Plan
    Before exercise, Donna suggests 
that we have some carbohydrate 
with low GI or medium GI like toast 
and low sugar fruits. Our body is in 
hydropenia（缺水）during exercise, 
so we should drink water instead of 

tea or coffee which includes caffeine 
that will make us urinate more. For 
those who have exercised for more 
than an hour, juice is a nice choice 
because it includes water and sugar 
which can replenish what the body 
needs. After exercise, you could 
have food with sugar, carbohydrate 
and protein, for example, soy milk 
and banana or buttermilk with 
sweet potato in 30 minutes, which 
is the time for glycogen（ 肝 糖 ） 
replenishment and let nutrients get 
into the muscle for muscle recovery.
    Many people eat whey protein       

to accelerate muscle-building, but 
actually you should take in protein 
from natural food, for example, meat, 
beans, fish, nuts, and milk. Only 
when you can’t eat that much food, 
should you eat some whey protein.

Eat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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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red to the pas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bodies and appearance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going 
to fitness centers in their free time 
and tell people they are on a diet,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even if they 
are slim enough. Why body image is 
important? What makes Taiwanese 
pursue slim figures?
    Tseng,Yu-han（ 曾 幼 涵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Psychology of Soochow University
（ 東 吳 大 學 ）, points out that it 
seems to have “Halo Effect”（月暈

效 應 ）on this issue. For example,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fat”, there 
will be some words that come up 
in your mind such as lazy, dirty, 
ugly, etc. Not to mention our media 
ranging from television, movies to 
the internet, which always show the 
image of good-looking people- they 
have a nice body. So a social sense of 
beauty has been built up.
    “Because of self-identity（自我認

同 ）, young people like to explore 
themselves and care about what 
people think about them. They are 
in a transition period,” said Tseng. 

Nevertheless, if people take their 
figures too seriously, they may try 
intensive ways to lose weight such 
as stop eating. After all, it might 
influence their mentation; moreover, 
they could have anorexia（ 厭 食

症 ）. Tseng suggests that develop 
other life goals or focus on the other 
things. However, working out or 
keeping exercise is a positive thing 
that could help people get healthier 
and happier. Don’t turn them into a 
pressure! A good lifestyle or personal 
image should be based on a healthy 
body.

By Chang, Chih-yu（張芷瑜）

Discover Body Image deeply

By Wen, Zih-syuan（溫子萱）, Lan, Ting （藍婷）

Fitness is a Way of Self-seeking!
    Humans have a desire for perfection, 
including appearance and body shape. 
People go to the gym for different purposes: 
some for losing weight, some for shaping 
up, and others for enjoying exercise.
    “I think, fitness is the most cost-effective 
investment,” said Luo, Chong-yu （ 羅

崇 瑜 ）, a man who has worked out for 
more than a year. He was 114 kg and 50% 
body fat, but now he boasts a standard 
body shape, having lost forty kilograms 
in about four years. Losing weight only 
with diet control is not an appropriate way, 
so he began to exercise. He keeps going 
to the gym three or four times a week 
for an hour. In the process, many people 
have seen his changes, which makes it 
harder for him to implement weight loss 
projects. For example, he met with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becoming lazy or the 
weight didn’t change, but he would still try 
to break through them. It can be seen as a 

psychological challenge of fitness for him.
    The fitness coach, Ryan, who has worked 
in a well-known chain gym for more than 
seven years, started workout because of 
he used to be very thin and didn’t want to 
be considered weak. Ryan said, “Most of 
people may b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ir 
weights, but the real point is the body fat. 
Lowering the body fat is not easy, so doing 
aerobic exercise（有氧運動）and weight 
training together is necessary.” Moreover, 
the hardest part of any exercise is to 
persevere, and we need to have the correct 
concept first, so we can effectively achieve 
the goal we set for our body.
    Though the benefits of workout projects 
are increasing lung capacity, muscle 
endurance and preventing osteoporosis（骨

質 疏 鬆 ）, no one should be mocked for 
their physique.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determine their appearance. But if you want 
to pursue health, fitness is worth a try!

▲ Tseng, Yu-han（曾幼涵）,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Psychology.                                       Photo / Chang, Chih-yu（張芷瑜）

▲ To stay fit, we should keep exercise and eat healthy. 
Photo / Li, Man-hua （李曼華）

▲People are using fitness equipments in 
the gym.        Photo / Hsieh, Pei-yu（謝珮瑜)

By Chuang, Yu-ting（莊喻婷）

Get in Shape and Stay Fit
Basal metabolic rate

The rate at which energy is used 

by an organism at complete rest, 

measured in humans by the heat 

given off per unit time, and expressed 

as the calories released per kilogram 

of body weight or per square meter of 

body surface per hour.
GI

G l y c e m i c  i n d e x  i s  a  n u m b e r 

associated with a particular type of 

food that indicates the food’s effect 

on a person’s blood glucose (also 

called blood sugar) level. A value 

of 100 represents the standard, an 

equivalent amount of pure glucose.

The suggestions from fitness coach and a successful experience

◄Luo Chong-yu （羅崇瑜）, the man who 
keep going to the gym three or four times a 
week.                       Photo / Lan Ting（藍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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