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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外籍配偶遠渡重洋來台，卻

因人生地不熟而缺乏依靠，為協助

新移民適應生活並找到歸屬，伊甸

基金會在文山區成立新移民家庭

成長中心，助他們融入台灣社會。

　伊甸新移民家庭中心主任朱莉

英說明，當新移民有在台居留證申

請等身分權益問題、姻親相處離婚

申訴等家庭問題，或是想申請在台

歸化，都可以撥打中心電話做諮

詢，顧及到不少新移民剛抵台中文

不流利，也提供越南語通譯人員協

助處理。

　中心也積極開設瑜珈、舞蹈、電

腦、台語、烘焙、親子越南語班、

親子共讀等課程，有助於新移民增

進生活技能與親子關係，也能藉此

認識其他同樣身為外籍配偶的朋

友，身心方面都能獲得提升。而許

多新移民二代子女由於其多元的

文化背景相較其他同齡獨特，對

自身環境的接納度不高，不太敢表

現自己，新移民家庭中心為幫助二

代子女能更認識並肯定尊重自己

的國家文化，同時增加競爭力與信

心，設立了包含文化戲劇班、青春

期班與品格教育班等二代多元才

能培力課程，透過每月一至二次的

課程練習，磨練出勇於站上舞台的

自信；對於在多媒體操作與電視電

影製作感興趣的二代子女，也創立

社團給予他們發展的空間；並在年

底舉行二代培力營成果發表會，除

了戲劇班的成果展演外，會場也展

出多媒體與電影社團所製作的作

品集，讓父母能見證到孩子的成長

與轉變。

　此外，中心也在暑期舉辦海外工

作坊，選出十位二代子女到海外老

人安養院與殘障協會進行公益服

務活動，或是到當地小學做簡單的

中文教學，朱莉英表示，「這些年

齡不大的二代子女藉由一周的海

外志工體驗，不僅學習到如何設

計、舉辦活動，並提升溝通與分工

能力，甚至有一對兄妹小偉小婷藉

此回到了母親的故鄉，終於拜訪到

在越南從未見過面的祖父母。」

　新移民二代小婷提到，自己因好

奇而跟隨哥哥一同參加了中心舉

辦的戲劇課程與海外工作坊，學習

到如何融入人群，也不再因身分而

感到自卑，甚至對於能到越南探訪

親人而感到開心。而小婷媽媽胡小

姐也回憶道，剛來台時還不適應，

有許多需要幫忙的地方，透過伊甸

而獲得協助，而在今年丈夫去世後

要工作養家，伊甸也提供一個陪伴

孩子的環境，讓她減輕負擔。

　新移民家庭中心另外還提供家

庭關懷訪視、經濟補助、心理輔導

及法律輔助等多項服務，為經濟狀

況不佳的新移民家庭分擔經濟負

擔，聆聽他們在台遇到的困難，讓

這些新移民與二代子女，能夠更好

的在融入台灣社會的同時繼續熱

愛自己的文化，迸出多元而幸福的

色彩。

　記者程怡靜、黎海陽／台北報導

　今年入冬以來，忽冷忽熱的天

氣，不僅給民眾的穿衣選擇帶來

困擾，也連帶影響冬裝銷量下滑

近 50%。
　時序入冬，往年此時正是冬裝

銷售的旺季，今年雖然商家已紛

紛讓冬裝亮相，卻因為遲遲不降

溫，使得今年的冬裝銷售暫遇瓶

頸。對於冬裝銷售行情慘淡，服

飾業者郭美琦表示，縱使已配合

耶誕節和元旦實行各類優惠促銷

方案，但卻始終無法刺激買氣。

郭美琦指出，和往年同期相比，

今年冬裝銷量下跌將近一半，顯

然氣溫是最主要的因素。在她看

來，當前服裝市場顯得格外尷

尬，暖冬導致冬裝的銷量很難有

大的提升，即使在周末，也只有

零零散散的客流。

　適逢天氣「攪亂」，氣溫變化

大，往年暢銷的羽絨衣，今年更

陷入「賣不出」的窘境。服飾零

售商遊秀卿表示，以往這個時候

冬裝商機夯，但今年前來購買冬

裝的人流卻是少之又少，特別是

厚款的羽絨服，幾乎賣不動。她

坦言，羽絨服較為普遍，幾乎人

人都有，再加上近年服飾講求時

尚輕巧好搭配，因此今年熱賣的

款式以棉質衫，刷毛大學衫或長

版薄外套等較輕薄的服飾為主，

但若以保暖效果為前提，無可否

認羽絨服依舊是消費者的最佳選

擇。從事餐飲業的民眾陳秀鈴

說，若要添購保暖衣物，輕薄的

羽絨外套將會是她的首選，不僅

保暖成效佳，工作時四肢活動也

較為方便。

　不過羽絨衣價格落差大，掌握

挑羽絨衣基本原則，聰明挑選，

才不會花冤枉錢。

　記者曾勻之、蔡郁萱／新店報導

　近年來全台各縣市陸續推出寵

物的運動公園，讓都市的民眾有空

間與心愛的寵物一同運動。愛貓愛

狗的朋友們不妨趁著假日，帶著家

裡的毛孩一起去享受大自然吧！

　自從毛小孩的地位日漸升高，生

活中寵物友善的環境也越來越多。

除了常見的寵物餐廳、寵物旅館之

外，近年來全台各縣市也陸續建造

許多寵物的運動公園，其中大多數

是撥出公園的一部分空地來進行

規畫與建設，目的就是希望讓都市

的民眾有空間與心愛的寵物一同

運動的時候也能愜意的享受自然

風光。

　位於新店碧潭東岸的「親情河濱

公園」是新北市最早成立的寵物公

園，新北市高灘處工程施工科長

陳正琦指出，過去寵物公園多設置

平衡木、翹翹板等木製設施，近幾

年颱風來襲時，公園旁河川水位暴

漲，導致園區內設施嚴重毀損。高

灘處經過檢討及設計後，採用設施

減量設計，利用回收的廢棄輪胎和

水泥涵管，讓犬隻能夠鑽爬。

　園區內也將大、小型犬活動範圍

作區隔，並且設立雙層出入口，防

止寵物犬走失或誤闖車道造成危

險，另外園區也提供狗便袋和垃圾

桶清理狗便，並定期消毒，確保環

境整潔。民眾鄔小姐表示，自己一

周會帶狗狗來三次以上，看到有定

期作維持的公園會讓人更想造訪。

　寵物公園讓飼主及毛孩的生活

變得更加便利，但仍有部分民眾認

為寵物公園的乘涼地方不足，應該

多設立飲水機等公共設施。

　對此陳正琦表示，河川區域申請

自來水管道會比較困難，抽取地下

水也無法確保水源的潔淨程度，恐

怕會對寵物及民眾造成不好的影

響，故沒有設立水源區的計畫。但

針對民眾提出的遮蔭處不足的問

題，政府也會依據需求隨時增加行

動式帳棚供民眾使用。

　高灘處更呼籲民眾隨時清理自

家寵物的排泄物，避免讓環境變

得髒亂，並期許能透過與民眾的合

作，讓飼主與毛小孩們長久的擁有

舒適的運動空間。

透過台語、親子共讀班 融入台灣社會

文山新移民 找到認同感

親情河濱公園 毛孩好去處
人狗共嬉戲

暖冬來攪局 冬衣銷量差

▲持續的高溫讓民眾擇衣困難，使冬裝銷量銳減。   攝影／程怡靜

▲新移民在舞台上展現具有自己國家風情的舞蹈。　　 攝影／林聖捷

▲寵物公園的存在幫助都市裡的毛孩更加社會化。　　　　　　　　　　　　              攝影╱曾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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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居家照護 圓滿病患人生
　記者權貞穎、謝明晏／文山報導

　許多人都認為安寧緩和照護是

件沉重的工作，但仍然有一群人堅

守崗位，為病人努力。萬芳醫院安

寧居家護理師王曉紋表示，在這個

工作裡會學到許多生命的功課，也

看見了人間冷暖。

　安寧緩和患者分別來自不同病

房，經醫師診斷為末期病人，就會

主動與家屬討論，知會安寧團隊進

行安寧療護服務，以減輕家屬負擔

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生理、心理及靈

性痛苦，提供居家照護及緩和性、

支持性之醫療行為，以增進病人的

生活品質。

　王曉紋提及：「我的工作需長時

間接觸生死，然而死亡是每個人都

會遇到的事情。」提供安寧居家服

務，使病人能於熟悉的家中，持續

接受安寧療護之服務，包含領藥、

抽血等，使病人無需前往醫院看診

與拿藥，透過安寧居家護理師的訪

視，直接將病人的需求，立即通知

醫師，並給予調整藥物或治療，甚

至提供臨終關懷與處理，讓病人能

在家安息，以達成病人的心願，使

其沒有遺憾。

　護理師需要與每個家屬溝通及

提供家屬護理指導，安寧照護團隊

定期訪視。王曉紋提到在工作中面

對家屬，在溝通過程容易產生誤

會，除了癌症末期外，重度失智症

或肺部疾病等其他重大症狀，也已

包含在安寧照護的範圍內。非癌症

的疾病照護，與家屬的溝通上比較

困難。

　馬偕紀念醫院安寧緩和中心社

工師楊智凱提及，安寧緩和照護是

一種治療，並非等待死亡。安寧居

家照護團隊會與家屬開家庭會議，

與醫師、護理師、社工師、家屬或

是病患討論往後的生活方式。社工

師會幫助患者，在每個階段中設里

程碑，最終目的是希望病患認為人

生圓滿。

　楊智凱身為安寧居家照護的社

工師，他說必須去觀察每個家庭的

狀況，協助金錢上及精神上所需。

他曾在台北市精華地段，走進一戶

貧窮又髒亂的家庭，看見老人照顧

老人。那位照顧者臉上掛著疲憊，

已無力再繼續照顧，卻捨不得陪伴

一生的人離開，看著這樣的矛盾與

貧窮的現況卻無力改善。照護團隊

只能使用現有的資源，盡力去幫助

他們。

　王曉紋認為，在都會區內，大部

份的家屬認為在醫院較有安全感，

部分家屬對於居家安寧照護尚有

遲疑，也是安寧居家緩和照護仍需

要宣導的課題，這項服務是個正在

起步的工作，在未來還有更多進步

空間。

一米寬人行道 好難走
　記者郭育伶、陳心亭／文山報導

　台北市試院路是世新大學學生

及考試院公務員每天必經之路，然

而人行道寬度卻不到 1公尺，甚
至還有變電箱及電線桿佇立，完全

阻擋行人去路。

　台灣電纜地下化行之有年，但因

成本高、配電場所取得困難，民眾

抗爭等因素，工程進度非常緩慢，

正好前陣子遭逢颱風侵襲造成大

面積停電，地下化工程又再被提

起。相較於中南部，北部地下化完

成度較高，台北市中心又比郊區更

高，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對外聲

明，建築密度較高、交通流量較大

或架空線路供電困難的區域會優

先辦理。

　試院路人行道電線桿問題已經

很多年，因人行道已不算寬敞，又

有電線桿擋在路中央，造成民眾困

擾。根據內政部營建署規定，人行

道寬度不得小於 1.5 公尺，若是要
兩人一起併肩行走的步行寬度則

是大於 1.8公尺，才是可以舒適行

走的範圍。但是試院路上的人行道

卻只有 1公尺，著實小於標準不
少。文山區還有多處有相同情形，

包括興隆路、辛亥路等流量較大的

幹道。

　曾有學生自主發起倡議希望改

善問題，卻都無疾而終。世新大學

學生盧同學表示，一旦下雨就必須

收傘再開傘，非常不便。林同學也

說，為了避開電線桿就要走到馬路

上，但又會有車輛經過，非常危

險，使得她並不想走這條道路。另

外還有學生建議，取消試院路上一

格車位，把電線桿自人行道移至車

位與車位間，不僅人行道順暢，車

主也不必擔心愛車被雨傘刮到。

　然而地下化也並非解決問題最

好的辦法，因埋在地面下維修勢必

需要人孔蓋，對已經抱怨連連的路

面現況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如果遇

到水災則需抽乾積水才能搶修，相

當費時。該怎麼樣解決這項問題，

還待官方與民間多加溝通，希望能

盡快解決。

仙跡岩擋土牆 彩繪生態景觀
　記者孔祥智、范家瑢／文山報導

　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大地工程處

(以下簡稱大地處 )改造仙跡岩景

興路段擋土牆 (上圖，攝影／孔祥

智 )，美化外觀，融入民俗風情。

民眾陳丼泉說：「跟以前比起來，

美化後視覺上更享受。」

　仙跡岩風景區是台北市三大風

景區之一，大地處森林遊憩科科長

孫淑霞表示，隨著時間推移，原有

的設施會出現正常的耗損，景興

路的擋土牆也常因雨水沖刷，產生

青苔，出現堵塞排水孔的情形。景

東里里長高鳳謙提案，希望能改善

現況的不足，美化擋土牆的外觀，

強化仙跡岩風景區的特色。

　大地處森林遊憩科股長粘志偉

表示，仙跡岩以生態為主，結合仙

跡岩的景觀，融入當地的民俗風

情。這次牆面的設計是孩童在大

樹下玩耍嬉戲、捕捉昆蟲，營造出

歡樂的氣氛，四周環繞著許多的

小動物，如松鼠、蝴蝶、蜻蜓和

五色鳥，都是仙跡岩常見的物種。

粘志偉說，在入口區以八仙傳奇

的故事導入，觔斗雲和腳丫圖騰，

象徵八仙之呂洞賓曾於此留下足

跡的傳奇故事，強化仙跡岩風景區

地方的主題特色。

　美化牆壁外觀，提高環境品質固

然重要，但一切都需要建立在安全

之上。粘志偉說，擋土牆使用的立

體陶板圖樣厚度都在五公分以內，

以免過於突出導致路過民眾碰撞

受傷，且為保持擋土牆現有機能，

在排水孔重新設計時，也刻意使圖

樣避開排水孔，不破壞景觀。

　仙跡岩風景區是台北市民休閒

遊憩及親近自然的綠色休閒場域。

孫淑霞表示，美化擋土牆，希望能

夠提升市民的活動品質，突出在地

特色，期盼將來民眾對環境有更多

的關懷和認同感。民眾林韋翰說：

「每天都會經過這邊，看到變新之

後，覺得蠻舒服的。」

溫暖關懷 安寧醫護人員深入探訪病患家庭

雨天打滑事故多 標線塗料是關鍵
　記者布子如、王巧文、徐沛姍、

謝孟儒／聯合報導

　台灣地狹人稠、機車密集，摩托

車行經標線、行人穿越道 (俗稱斑

馬線）打滑自摔事故不斷。羅斯福

路五、六段、興隆路以及辛亥路等

主要幹道為交通事故多發地段。

　台北市交通局自民國 92年起就
經常接獲民眾陳情，認為道路標線

使用的熱拌酯料容易造成機車打

滑。民眾楊上弘表示，下雨天時剎

車，便容易發生打滑事故。民眾孟

晉瑭則說：「只要路上有一點濕濕

的，腳踩過馬路上的標線都會滑

倒。」民國 97年台中市率先嘗試
將行人穿越道與待轉區更換為 PU
材質，並以顏色區隔，防滑係數提

升，又更加醒目。

　事實上，台灣道路標線選用的熱

拌聚酯與標線漆，也是多數國家道

路標線的常見材質。國立台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周家蓓解

釋，衡量材質優良與否應取決於其

使用目的。熱拌聚酯耐磨，適用於

交通量較大的車道。標線漆則較易

磨損，平均一年到一年半需重漆一

次，但成本較低。她表示：「就看

整個在劃設的時候該如何衡量，是

需要耐久性，還是希望便宜。」

　周家蓓說，日本《施工管理要

領》規定防滑係數為 50，而台灣
防滑係數 45，其實也與多數國家
相近。她認為，如何制定防滑係

數，取決於其國家需要的防滑性

能。對於機車眾多的國家而言，道

路防滑功能十分重要。

　近年機車自摔比例有上升趨勢，

據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資料顯示，

民國 103年機車自摔事件占 35件
機車死亡事故中的 43%，比民國
102年上升 3倍。路口最容易發生
機車的打滑事故，周家蓓解釋，路

口標線如行人穿越道有潛在危機，

是因為行人穿越道的間隔密度較

短，瀝青面積遠低於標線面積，機

車行進不易避開白色標線。

　台北市交工處副隊長黃朝誠回

應，年前已把行人穿越道間距從

40公分調高到 80公分，有效增強
防滑性，而行人穿越道圖形根據中

央規範規限，目前未有新規畫。

▲居家護理陪伴讓病患重拾笑容。　　照片提供／台灣安寧照護基金會

▲摩托車在標線上煞車的痕跡。                      攝影／布子如



　記者魏莉穎、李振均、劉品彣、

戴若涵、高凡淳、許毓珊／新店

報導

　伴隨著 3C科技產品日趨進步，
國人近視年齡年輕化，滑手機不

再是成年人的專利，這些高科技

電子產品成為孩童的玩伴，導致

孩童高度近視的危險性提高；有

些家長貪圖方便，將孩童帶至眼

鏡行測量視力、選配眼鏡，但是

否曾思考過眼鏡行的驗光人員都

持有驗光師執照嗎？孩童的視力

健康難道要這樣賭一把嗎？

推行護眼護照 眼科免費驗光

　依據台北市 103年學生健康
檢查資料顯示，國小學童視力

不良率平均為 49.44 %，其中國
小一年級學童為 27.58 %，國
小六年級學童視力不良率高達

69.99%，意即十位小六學童就有
七位近視者，耕莘醫院安康院區

眼科醫師李詩韻表示，目前近視

的年齡層有明顯的降低，一般來

說，幼稚園的孩童不應該出現近

視的現象，但現在也已有近視案

例。她建議，家長一旦發現孩童

有近視的現象，就應該及時帶孩

子來醫院接受治療。

　現今雙薪家庭普遍，多數台北

市國小學童，參加兒童課後照顧

服務。以小六學童每日作息為例，

七點起床後至學校參加早自習，

四點鐘放學，隨即至補習班，八

點回到家，閱讀 30分鐘，收看

電視一小時，有些學童甚至平均

每日花三小時上網打電動。李詩

韻說明，近距離的用眼習慣不良

(見上圖。攝影／高凡淳 )，如看

書、玩平板這種近距離的活動過

多，加上時間過長，就容易近視。

　因應國小學童視力問題，避免、

延緩幼童早發性近視的產生，台

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於民國

104、105年針對國小學童發行
「護眼護照」，即每半年能於特

約眼科診所進行免費驗光，藉此

提高家長對於孩童視力問題的重

視，李詩韻表示也因為有這樣政

策的施行，孩童至眼科門診就診

的比率有明顯的提升。

　近視年齡年輕化，可能會帶給

孩童不少傷害，李詩韻表示，若

是越早近視，之後近視超過 600
度的危險性就會增加，變成高度

近視後，會衍生出較多的併發症，

如早發性白內障、黃斑部病變、

也容易有青光眼，因此現今需要

做的就是減少孩童近視的比率，

降低高度近視的發生率。

注意生活作息 延緩孩童近視

　一旦家長發現家中孩童近視，

可能會選擇帶往眼鏡行進行治療

及配戴眼鏡，中天眼鏡民族店店

長廖子麟表示，因為孩童活動力

較大，早期的玻璃鏡片可能會因

為碰撞而造成受傷的問題，因此

現今的眼鏡都以彈性舒適、輕量

化的框為主，他強調，主要為了

孩童戴起來舒適安全。

　根據美國小兒科醫學會建議，

二歲以下的孩童應盡量不要接觸

3C產品。日常生活方面，李詩
韻表示需把握幾項原則，第一是

看書的距離一定要夠遠，再來就

是看書、玩 3C產品的時間不該
過長，每次應以 30分鐘為限，
並輔以五至十分鐘的休息時間。

她也提到，學童時期的度數容易

增加，若不加以控制，每年會以

100至 150度的速度增加，隨著
學童就讀年級越高，近視的比率

也會越高。

　在校園裡，針對視力保健宣導，

國小袁主任表示，學校著重培養

學童良好的作息規範及生活習

慣，要求學童於下課休息時間至

戶外打球運動，並遵照教育部訂

定之「國民小學電子白板使用原

則」，控制課堂使用電子輔助設

備時間，保護學童視力，並於朝

會時間，以戲劇方式宣導視力保

健。此外，老師也會於家長日提

醒家長，注意孩童每日用眼狀況，

盡量避免使用電子產品。

驗光新法上路 保障兒童視力

　近視對於孩童產生影響，另一

方面，驗光師在技術上也受到挑

戰，民國 105年立法院三讀通過

《驗光人員法》，不僅明定驗光

人員相關法條，也規定驗光師與

驗光生均不能對未滿六歲的兒童

驗光，而 15歲以下兒童須在眼
科醫師指導下為之。家長王慧晶

認為法案通過對兒童視力更有保

障，因為自己生活在市區，到眼

科診所非常方便，而對於法案的

落實，她認為政府應加強偏鄉的

稽查。

　針對法案通過一事，新北市議

員陳儀君認為，《驗光人員法》

通過，對無照驗光人員有具體罰

則是值得高興的事，但「驗光人

員只要修讀相關科系高中畢業

即可參加考試，且罰則僅 15萬
元」，這和孩童終生視力健康並

不能畫上等號，建議能「提高罰

則，且在考試制度上能添加申論

題」，確實考驗專業的驗光需求。

　眼鏡行驗光師對於此法案的通

過也提出疑慮，廖子麟認為目前

是在法案剛通過的階段，考試院

並沒發布考試方向，只告知考試

科目及類別，他表示，對於第一

線的驗光人員來說，準備資料的

同時也不知道正確性，廖子麟期

盼考試院能盡早訂出相關考試方

向，或是提供指定參考書，才不

會浪費過多資源。

　廖子麟也提到，對於六歲以下

的孩童，還是會以處方度數為主。

他提到，因為醫生比驗光師研讀

的科目多，因此家長會比較相信

醫生，但門市的驗光人員也是受

過專業技術訓練，是沒有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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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不良 小四眼田雞多

　記者何懷恩、潘幸暉／新店報導

　中藥是中國老祖宗千年流傳下

來的智慧，但一直以來都被西醫質

疑。新店區幾家中藥房現正進行

店家改造計畫，以提升整體環境觀

感，並提供消費者更專業、開放的

服務內容。

　中藥的療效往往會受到西醫的

質疑，對此，中藥師陳雲表示，西

醫對於中藥的不了解，常會傳遞

一些錯誤的訊息給閱聽大眾，她澄

清，中藥材中的成分，對於人體是

安全無害的，絕非外界所說，中藥

含有重金屬之類的有害物質。西藥

師張志恒說，「其實不管西藥或中

藥，能救人的都是好藥。」他說，

許多人對中藥有成見，主因是中藥

沒辦法科學化，沒有科學實證來證

明療效。

　中藥的主要作用在於調節身體

機能，需要經過長期的滋補，來改

善身體的體質；而西藥則強調即時

性的藥效，適用於急症患者。陳雲

說，依照患者不同的需求和狀況，

會給不一樣的建議，她表示，中藥

是輔助人體機能、培養免疫抗體，

但西藥的立即療效也是不可或缺

的，兩者的共生互補，對人的身體

才是最好的。張志恒也抱持同樣觀

點，他表示，中藥的強項在於慢性

病，西藥則在於急性的症狀，中藥

是絕對有效的，但需要一個療程。

　陳雲建議，民眾在諮詢問診時，

必須要有良好的雙邊了解。中、西

醫有各自的專業領域，民眾須傾聽

中西兩方的不同意見，再做有利的

判斷。張志恒也認為，得依照個人

的身體需求，去尋求自己最適合的

療法。

中藥西藥各有療效 「共生互補」

▲中藥房有許多種少見的藥材。 攝影／潘幸暉

▲國小學童近視問題日益嚴重。 攝影／李振均

耕莘醫院醫師：高度近視易併發白內障、青光眼



　記者姚祖庭、周奕函╱台北報導

　假日旅遊，許多人腦海中第一個浮

現的是看展覽，除了歷史博物館以

外，民眾也可以前往台北當代藝術

館，感受現代美學的創意。

　曾經在台北當代藝術館擔任義工的

游藝婷說，自己當時主要擔當的職務

為展場執勤，但是仍然有許多細部分

配工作，像是展場布置、導覽人員

等。由於台北當代藝術館方重視展覽

的專業性，需參加展前培訓課程，提

升義工對展覽的敏銳度。游藝婷提

到，在展期之中能學到如何圓潤待

人，並在團隊中分工合作，豐富自己

的學習經歷。

　帶著小朋友來此看展的民眾黃小姐

說，台北當代藝術館的感覺很乾淨，

遊客之中好像存在著一種小默契，大

家都知道要保持輕聲細語。黃小姐覺

得這樣的感覺蠻好的，也是給小孩很

好的身教。

　針對展覽，黃小姐提到，沒有事先

預約導覽服務，比較有走馬看花的感

覺，但主要也是帶家人出來走走，所

以不會太在意。

　台北當代藝術中心位於捷運中山

站，交通十分便利。若假日有二、三

個小時的閒暇時光，不如起身踏出家

門，到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看看當期展

覽，體驗關於現代美學的誘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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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俐禎、邱曉昱／台北報導

　感應偵測的科技在各產業的應用日益廣泛，

近期英國推出「空氣鼓」，鼓手只要手持鼓棒

騰空揮舞，就能發出虛擬鼓聲。

　空氣鼓應用動作偵測的技術，在鼓棒上綁上

感應器，並與手機配對後，只要對著空氣敲擊，

就能藉由手機發出相應的鼓聲與鈸聲。世新大

學街音社鼓手葛長叡認為，空氣鼓比較像是一

個噱頭，在正式表演時，民眾比較在意視覺上

的效果，雖然空氣鼓能模仿打鼓的手感，但聲

音的細膩程度一定沒有真實的鼓來得好，震撼

效果也會減弱，不過，葛長叡也表示，對於在

表演前熱身，或者平時練習的專業鼓手而言，

空氣鼓攜帶方便，隨時隨地都能練習，不但省

下鼓組擺放的空間，且還能戴上耳機練習，不

會影響到其他人。

　樂器行業者吳柏勳則表示，鼓組的單價偏

高，攜帶也不方便，所以民眾普遍是以購買鼓

棒、節拍器等消耗品為主。另外，空氣鼓不但

省空間、價格低、便利性高，且可控制音量，

對於想學鼓的民眾來說，確實是不錯的選擇。

　除了空氣鼓之外，現今的科技，讓民眾即使

不會任何樂器，也能輕鬆做出屬於自己的音

樂。台灣原創數位多媒體公司的音樂設計者林

佳儀表示，在數位音樂製作的領域裡，不見得

要會彈鋼琴、彈吉他、打鼓，只需要一台電腦、

MIDI鍵盤跟喇叭，就能夠在家裡製作音樂了。
　空氣鼓應用動作偵測，讓樂器走向高科技，

對此，林佳儀更表示，在音樂科技上，將逐漸

邁入體感音樂的趨勢，未來樂器將結合身體動

作，即便是沒有音樂底子的人，也可進行音樂

創作。

　記者戴唯琪、沈奕萱／台北報導

　時代變遷，台灣產業轉型，各式各樣的

工廠轉型為觀光工廠，試圖在維持工廠運

作及發展觀光之間，找到最適當，且最適

宜的道路。

　位於板橋的玉美人孕婦裝觀光工廠，過

去是一間成衣工廠，目前傳承至第三代，

至今已成立近 50年。總經理洪啟峰表示，
大多數觀光工廠會以輕鬆玩樂為主軸，玉

美人卻將寓教於樂作為特色。洪啟峰說，

來玉美人可以體驗二種玩法，一種是體驗

人類誕生，另一種是了解衣服誕生的過程。

他當初構思活動時，是因為經濟部會定時

評鑑，到後來才發現不論是孕婦體驗，或

是親手製作孕婦裝等活動，對於工廠來說

都是有助益的，也成為了工廠的特色。

　剛開始想轉型成觀光工廠時，遇到許多

困難，不僅家中的長輩反對，員工不適應

新的經營模式，推廣品牌也是一件不容易

的事。洪啟峰表示，小公司僅能依靠民眾

口碑口耳相傳。

　而位於八里的鹽燈工廠也是不常見的產

業，說起鹽燈，大多數人都一知半解，然

而，鹽燈不只是美麗的裝飾品，也能夠淨

化空氣，Saltlife鹽夢工廠總經理侯建修表
示，當初只是喜歡鹽燈，收集資料後，發

現鹽燈的形狀、設計能有很多變化，於是

便成立了鹽燈工廠。成立至今三年，工廠

內的活動有手工 DIY，也有讓客人放鬆的
空間，更和附近的十三行博物館配合，舉

辦樂林日。

　以觀光工廠選擇地點的標準來說，

Saltlife 鹽夢工廠離市區較遠，民眾比較不
好前往。侯建修表示，地點偏僻，便需要

依靠行銷來推廣品牌，以客人口碑和網路

做廣告。侯建修表示，創新是他們一直不

斷嘗試的，找出適合跟鹽燈組合的商品，

構思新的鹽燈設計。

　工廠轉型成觀光工廠，行銷是一大難題，

然而若能運用網路的影響力，一傳十十傳

百，讓自身特色被看見，定能推廣品牌，

以拓展知名度。

　記者徐子雯、林郁婷／台北報導

　南門市場從古至今，以道地的外省口味之菜餚及南

北乾貨聞名。近年來因景氣不佳，買氣下滑，而開始

拓展網路行銷。

　百年來在南門市場總是能看到擁擠的人潮，店家的

生意絡繹不絕，店家的叫賣聲不絕於耳。

　近年來，因為景氣不佳、消費市場改變而讓南門市

場的生意不如以往。在假日也只有老顧客，或是較年

長的人來這邊採買，業者白玉嬌表示，他們已經在南

門市場 40年了，南門市場的景氣很不穩定。

　南門市場的店家為求出路，近年來開始經營網絡行

銷，打開了外國的市場。業者蔡子文表示，以往外銷

都以新加坡、日本為大宗，近年來最大的不同是多了

來自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的客人。

　業者利用網絡讓生意逐漸有起色，不受限於現場的

顧客，業者蔡小姐表示，現在很多宅男宅女，他們只

要上網點一點，菜就自動送到家裡來。

　南門市場雖然人潮不如以往，但店家利用網絡結合

實體店面，期望能夠透過網路行銷，吸引不同客群，

為南門市場在亞洲開拓新的一片天地。

產業轉型 觀光工廠拚人氣

▲觀光工廠內，父母親一起親手製作孕婦裝。                           攝影／戴唯琪

小型公司以口碑與特色拓知名度

數位樂器 演奏不受限

▲室外有公共藝術供民眾拍照打卡。               攝影╱周奕函

當代藝術館展美學
▼只要一台電腦、MIDI 鍵盤跟喇叭，人人都能做音樂。                  攝影／黃俐禎

▲不僅天氣冷颼颼，連南門市場的生意也不如復見。　  攝影／徐子雯

網絡行銷夯 南門市場拓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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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家柔、王怡文／台北報導

　出門不帶現金的生活你能想像嗎？只需要靠著一張信用

卡，或是一支手機，掃描一下 QR Code，使用電子貨幣來
支付，一切付費三秒內搞定，當你覺得一切都是夢的時候，

這樣的想像已經在瑞典如實發生，他們正朝著「無紙鈔化」

大步邁進，再也不用擔心忘記帶錢包。

　世新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何宗武表示，電子支付在人

們生活上更方便，政府在清算時，減少了很多交易成本，

另外鈔票不需儲存印製，流通貨幣計算也相對容易，央行

對貨幣的監理比較輕鬆，可以控管流通的數量。

　瑞典中央銀行調查表示，自 2009年起，瑞典使用實物現
金（包括硬幣和紙幣）的人口迅速下降，使流通量下降了

40％。因此，瑞典央行副總裁 Cecilia Skingsley於去年 11
月 16日表示，央行可能推出電子貨幣，成為第一個創立自
己虛擬貨幣的主要央行。

　根據斯德哥爾摩 KTH皇家理工學院技術研究人員觀察，
瑞典是有望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現金社會。根據瑞典中央

銀行的數據顯示碼，非現金交易的平穩增長，甚至比過去

十年多出 10%，達到了 92%的高峰，背後增長的主要組成
部分的支付工具一直是 Master／ Visa金融卡，自 2005年
以來增加了兩倍。

　何宗武表示，任何的事物都必須讓社會有接納的過程，

不能很躁進，西方跟東方文化的生活，經濟生活如果雜染

了很多的文化概念，改變就比較困難，有些國家對於貨幣

的文化意義沒有那麼強烈時，推行一種交易媒介的轉型，

就會比較簡單。行動支付之所以能在瑞典大幅普及，是因

該國人口密度低，鄉村地區人煙稀少，銀行維護分行和

ATM的成本很高。

　但很多事物的發生都有一體兩面，中央銀行行務委員兼

東吳大學經濟所兼任副教授李榮謙表示，民眾知道自己使

用電子支付很方便，卻不知道可能有被側錄的風險，民眾

往往對資訊了解不全，而引發卡債危機；此外，如果市場

基礎設施不完備，也會妨礙電子支付的使用。何宗武表示，

電子貨幣也沒有辦法完全防偽，電子貨幣是透過很困難的

密碼學產生的符號，儘管如此，電子貨幣卻還是不能杜絕

金融犯罪，而且會把社會生活的經濟活動，賦予科技專家，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將變成科技貴族在控制。

　隨著時代科技的進步，「無現金社會」有天將被實現，

重要的是政府配合著人民的意願，以及生活型態去做修正，

讓社會運作更加順暢，一步步朝向更美好的明天。

瑞典電子貨幣將上路 挑戰無現金社會

印度廢大鈔 拚長期經濟發展

資料來源／ paymentsblogger 製圖／陳家柔

資料來源／ paymentsblogger 製圖／陳家柔

Master ／ Visa 金融卡 信用轉帳 信用卡 不定額轉帳

2005-2014 年瑞典無現金交易比率

2005-2014 年瑞典無現金交易種類

　記者王怡文、陳家柔／台北報導

　以反收賄及逃漏稅為由，印度總理莫迪於

去年 11月 8日突然宣布廢除國內流通量最
大的 500盧比及 1000盧比，引起民間經濟
一片混亂。

　莫迪在 11月 8日全國演講上，無預警宣

布 500盧比及 1000盧比鈔票將在 72小時
內作廢並回收，並從 11月 10日改發 500
盧比及 2000盧比的新款鈔票。民眾只能把
鈔票存入銀行，或選擇短時間內換成新鈔，

而富人們手上許多來不及兌換的囤積黑錢，

不是成了河面上漂浮的廢紙，就是帶到杳無

人煙的地方點火焚燒。

　印度央行公布的數據指出，市面流通的

500盧比及 1000盧比總額共計 14兆，占
所有留通貨幣值的 86%。印度民眾習慣現
金交易，而許多收賄的富人們，將大面額紙

鈔都囤積在家中。莫迪的閃電出擊，讓平時

收受賄賂及逃漏稅的不法人士措手不及，一

時間國內出現各種各樣的洗錢手段，就是為

了趕緊將手頭黑錢脫手。「面額最大的紙鈔

通常都成為富人洗錢的工具，但對於一般百

姓來講，卻用處不大。」中央銀行行務委員

兼東吳大學經濟所兼任副教授李榮謙表示。

　儘管廢鈔行動短期成效顯著，但印度這次

換鈔行動對於國內黑金的打擊卻是有限的。

李榮謙進一步說明，印度並沒有完全廢除大

面額紙鈔，而是用新的 500盧比及 2000盧
比紙鈔替代，將來囤錢及非法交易的行為仍

然會出現，再加上換鈔有時間限制這點來

看，印度政府這次行動的真正目的，應該是

為打擊市面上的偽鈔。

　印度政府宣稱廢鈔的原因之一，是為了打

擊偽鈔。由於巴基斯坦境內的恐怖組織，長

年複製印度大面額鈔票，不但擾亂印度國內

經濟，更成了組織的資金來源。然而，外界

人士無法清楚辨識真假鈔，導致印度偽鈔問

題十分嚴重，據印度政府估計，市面上約有

40億盧比的現金是偽鈔。印度媒體宣稱，
廢鈔舉動已摧毀巴基斯坦的假鈔網路，但巴

基斯坦否定這項指控。

　關於廢除大面額鈔票是否能有效阻止印度

地下交易，也有許多質疑的空間。世新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教授何宗武表示，地下社會除

了現金，還會用比特幣或以物易物的方式來

達成交易，如果印度政府想藉此減少犯罪

率，並不會有什麼明顯的效果。「地下交易

的防堵很有可能就成了政府跟地下社會的

科技戰，而政府通常都不會成為有利的一

方。」何宗武說。

　目前除了委內瑞拉跟進印度腳步，於去年

12月 14日禁止 100元玻利瓦紙幣，澳洲
也傳出考慮廢除 100澳元紙幣；此外，歐
盟也早在 5月時就宣布將在 2018年永久廢
除 500歐元的紙幣。這股廢鈔風潮將延燒
到什麼時候，值得探討。資料來源／印度人民院  製圖／王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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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閃電出擊 防堵地下交易

　記者李謙慧、林捷倫／台北報導

　印度政府去年 11月 8日宣布廢止面額
500盧比與 1000盧比的鈔票，宣布不到四
小時立即生效，據印度政府說法此項政策是

為了打擊黑金、減少貪腐、逼出偽鈔，以及

對抗毒品走私的現象。

　在印度這個 78%使用現金交易的國家，
突如其來的換鈔，讓大批印度民眾爭相排隊

兌鈔。中央銀行行務委員兼東吳大學經濟所

兼任副教授李榮謙表示，這次兌鈔對兩種人

影響最大，第一是小攤販，由於廢鈔來的快

又急，加上配套措施的不足，使老百姓生活

大亂，現金短缺、經濟停滯，而新鈔發放又

過於緩慢，加上新鈔泡到水裡會變色、大小

不符 ATM規格，種種疏失使得許多中小型
企業紛紛倒閉；而第二種則是婦女，由於印

度社會女性低位仍處低落，加上金融管制嚴

格，銀行數量少，80%的婦女沒有銀行帳
戶，甚至可能一輩子都沒去過銀行，認為那

是男人的事，導致婦女無法證明其自身財

產，只能說是私房錢，而無法兌換。

　其實在印度總理莫迪突襲換鈔前，曾推行

過一次性的「黑金誠實申報計畫」，只要是

在 2016年 6月到 9月間，主動向政府揭露
持有黑金，在扣免 45％的稅金與罰款後，
便不處罰、不追究來源，並為其保密。根

據印度黑金研究權威庫馬爾博士（Dr. Arun 
Kumar）計算，印度大約有 2兆美元的黑金
在市場上流通（印度 2015年GDP為 2.183
兆美元），但最後這項計畫共追回約 5.7億
美元的黑金，相較於 2兆美元的黑金預估數
字，顯然還有一段差距。

　根據監察貪污腐敗的國際非政府組織「透

明 國 際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15年的清廉指數調查，印度在 168個國
家裡，與巴西、突尼西亞和尚比亞並列第

76名，對此中華金融業務研究發展委員會
秘書長徐千婷表示，政府突然宣布廢除大額

鈔票，就是為了打個措手不及，讓藏有大量

黑錢的人無處可逃，對貪汙、沒有報稅等

非法經濟是一大打擊。李榮謙表示，舊鈔已

廢，但新鈔還沒出來，過程過於粗糙且配套

措施尚未健全，不僅只是短期陣痛那麼簡

單，加上其時間點敏感，其中也包含政治因

素，整體因此得不償失。

　李榮謙間接指出，如果改變的只有換鈔層

面，這樣不足以完全阻隔黑金，印度繳稅人

口約占總人口的 1.6%，這還包含制度層面
的問題，先從開票、落實稅捐稽查、教育民

眾繳稅等觀念，將地下經濟搬到地上，從基

礎下手，才能改善當前情勢。李榮謙進一步

解釋道，該政策有利於印度長期經濟發展，

以前在銀行體系外的錢得以存入，使銀行存

款大幅增加，並有能力增加放貸，將地下經

濟導入地上，進而活絡整體市場，加上印度

近年通膨率降低、匯價穩定，財務已漸漸健

全，而廢鈔又將資金導入市場，縮小地下經

濟規模，他看好整體經濟趨勢發展。

換鈔措施不健全  攤販婦女陷困境

資料來源／印度統計局 製表／李謙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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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cars and motorcycles have 
been found to be the major source of pollution in 
Taiwan. In order to create a green city, som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come up with the idea of the 
rental electric scooters. We could consider whether 
we should own scooters or use the rental electric 
scooters instead.
    A startup company called WeMo Scooter is 
providing a brand new sty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aipei. User has to download an app on a mobile 
phone first to register; they could use the GPS to 
find an available  service nearby. At  present, it only 
serves Daan, Xinyi, and Zhong Zheng districts. It is 
an unprecedented way of using scooters. Jeffery Wu
（吳昕霈 ),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WeMo Inc.
（威摩科技）, says, it’s an idea of sharing economy. 
People could pay little but enjoy a full service. Out 
of concern for our environment, Wu says, he would 
like to build a cleaner city. However, due to the 
cultural custom, most of the local people prefer to 
own a car or a house to represent one’s social status. 
Wu says, it’s the crucial point of his company’s 
current difficulty. He believes that after spreading the 
information in all parts of Taiwan, people will accept 
the idea of sharing economy soon sooner or later.
    For now, WeMo Scooter is still on its trial run. 
Wu’s idea of creating a beautiful city through rental 
electric scooter could be accepted in a short time. 
It’s everyone’s duty to keep our environment clean 
not only for ourselves but also for the coming 
generations.

By Chen, Pin-hua（陳品樺）

Create a New 
Lifestyle via 

Rental Electric 
Scooter

                     

    G l o b a l  w a r m i n g  h a s  b e c o m e 
an  inc reas ing ly  se r ious  i s sue ,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wareness has 
been rising to fight dramatic climate 
changes.
    Amidst  the  global  t rend of  eco-
awareness,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not 
only have automakers gone green, but more 
consumers are now also tended to purchase 
eco-friendly cars and motorcycles.
    Most of the electric scooters are now 

as well-equipped as the petrol scooters, 
and offering equal or better performances, 
according to Tsai Chieh-huan（ 蔡 婕 歡 ), 
who has recently bought a electric scooter.  
“My electric scooter has a better pick-
up speed than the petrol one,” Tsai said in 
surprise .
    H o w e v e r ,  a f t e r  d e d u c t i n g  t h e 
governmental subsidies,  the electric 
scooters are generally still much more 
expensive than petrol scooters. As a result, 
the high price tag has been the main reason 
that stops people from buying them.
    In addition, the weight of the batteries 
makes the scooters much heavier, especially 
in the rear area where the batteries are 
installed.  For Tsai Chieh-huan, sometimes 
it causes problems when lifting her scooter 
up straight while parking.
    Another consumer who has bought an 
electric scooter, Chen Wei-han（ 陳 韋

涵 ), mentioned that, on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electric ones and petrol ones is the 
smoothness while traveling. Whenever you 
are making turns or riding over potholes, an 
electric scooter always offers smoother ride 
than a petrol one.

    Two of the main concerns of purchasing 
electrical scooters are: the distance range 
that it can run after a single charg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the charging stations in less 
populated areas.
    Some electric scooter companies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their charging 
stations, but for those who have need 
to travel long distances, they still won’t 
consider buying electric scooters today.
    Furthermore, electric scooters may not 
have enough power for any unexpected 
additional travel if so needed.
    And now, New Taipei City Government 
is promoting public rental electric scooters, 
allowing people to rent and return them 
just like the way we use u-bikes. But for 
most people, whether or not they will use 
the rental service depends heavily on the 
convenience of rental stations’ availability 
and locations.
    No matter what people may think about 
the electric scooters, one thing we can be 
sure of is, eco-friendly products will be 
the futur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nd 
we will definitely see more eco-friendly 
inventions  in the near future.

By Jasmine Casey Lee（李可心 )
Electric Scooters: Prons and Cons

By Hu, Fan（胡凡）

    Nowadays, the problems of pollution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Many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are working 
hard to find ways of reducing pollution. So, 
the electric scooter has become a hot topic 
and many people have gained an interest in 
buying electric scooters.
     Although the electric scooter research 
has been a great succes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solved for it to 
become a popular choice.
    F i r s t  o f  a l l ,  r i d ing  the  e l ec t r i c 
scooters can’t avoid pollution. Professor 
Cheng, Jung-ho ( 鄭 榮 和 ) said, “The 
advertisements which claim that the electric 
scooter is completely pollution-free is 
wrong. The electric scooter use electricity. 
Power generation is no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especially thermal power.” If the 

power generation mode does not change, 
pollution can’t really be reduced.
     Another problem of electric vehicles 
is the battery life. Take the commercially 
available electric scooter as an example, the 
mileage of the electric scooter is 100KM. 
If you want to ride an electric scooter from 
Taipei to Kaohsiung, you have to change 
the battery three times on the way. “I think 
the problem is anxiety about mileage. 
Because you have to find a charging station 
before the battery runs out,” said Professor 
Cheng, Jung-ho ( 鄭 榮 和 ). And if the 
charging method is a direct charge, instead 
of replacing the battery, people have to wait 
until  the battery is fully charged.
     The lack of charging stations is also one 
of the shortcomings. Construction of the 
charging station requires a lot of money and 

the company can’t invest a lot of money 
in the early time. A good strategy should 
exactly be investing in building charging 
stations in the initial period. Professor 
Cheng, Jung-ho ( 鄭 榮 和 ) said,” The 
problem  is like chickens or eggs : which 
came first? The companies will build 
more charging stations after selling more 
electric scooters. However, the customers 
don’t want to buy electric scooters if the 
number of charging stations is insufficient.” 
Building the charging stations with the help 
of governments maybe a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 lack of  money and 
technology restrictions, the electric scooters 
can’t be widely accept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e should understand what lies behind 
the scene.

The Future of 
Electric Scooters

▲Tsai, Chieh-huan（ 蔡 婕 歡 ） 
demonstrating her electric scooter. 
   Photo / Jasmine Casey Lee （李可心）

▲The gogoro electric scooters need to change two batteries.                                                                     Photo / Hu, Fan（胡凡）

▲Jeffrey Wu（吳昕霈）says, the idea of rental 
electric scooters is from sharing economy. 
                         Photo / Chen, Pin-hua（陳品樺）

Source / Executive Yuan
Lister / Zou, Fang-ting（鄒芳婷）,Hou, Tsai-hong（侯彩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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