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廖芳鈺、陳心宇／台北報導

　東吳大學有個冷門的小眾社團，

參加人數算不上多，卻成為校內熱

愛傳統、醉心戲曲同學們的秘密基

地，今年更獲邀參加青年戲曲藝術

節，成為舞台上耀眼的一顆星。

　東吳大學的雙溪崑曲清唱雅集，

是一支有三十多年歷史的學生崑

曲社團，在一代又一代的傳承中，

培養了許多青年崑曲愛好者。然

而，這些社員們也並不是打從一開

始就與崑曲結緣，在《桃花扇》中

飾演春香的演員朱思晴說，以前她

跟戲曲完全沒有關係，甚至是玩搖

滾樂的電吉他手，因為在東吳大學

中文系學習，慢慢接觸傳統文化，

才發現了其中之美。不僅自己開始

學習、研究崑曲，更帶著家人朋友

一起看崑曲演出，向身邊人推廣崑

曲知識，甚至主動加入了「工尺譜

電子化」，著眼復原和傳承。

　可這些對傳統文化繼往開來的

殷殷期待，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

蘊含在年輕一輩的薪火相傳之中。

舉手投足，翻轉騰挪；腔格婉轉、

眼帶秋波，並非天生如此，全是靠

著日復一日的練習得來的。雙溪崑

曲清唱雅集，雖不是科班訓練，但

教起戲來，卻絲毫不馬虎。每周三

中午，戲劇系博士許懷之便會在社

團教室等待，以學長的身分教導大

家從最基本的崑曲工尺譜識音開

始，加上節奏和調式，將瀕臨滅絕

的識譜技能傳授下去。識譜會唱以

後，再由水磨崑劇團的吳曉雯、林

宜貞、林立馨等幾位老師，按戲曲

曲目和生旦，手把手分別教授拍曲

唱曲。

　社長王顗瑞介紹，一般都是針對

每一個社員們的特色，去幫他們安

排老師，從清唱開始學，找到他們

適合的聲音、表演及角色之後，再

更進一步的安排老師捏戲。有這樣

細緻耐心的教學還遠遠不夠，每到

大型演出前，社員們不厭其煩地練

翻袖，不知疲倦地唱同一折戲，有

時忘了吃飯時間，有時差點練到晚

歸宿舍。為了不影響正常上課和主

課學習，特別忙的時候，社員們連

洗澡都不忘哼上兩句，生怕一天不

練就生疏許多。某種意義上來說，

這些年輕人對崑曲也談得上執著，

他們本身更具堅韌和勤奮的品行。

　本次青年戲曲藝術節由大稻埕

戲苑主辦，不僅邀請專業戲劇團中

的青年演員來推廣演出，更給雙溪

崑曲清唱雅集這樣的業餘學生社

團登台唱戲，用實踐檢驗學習成

果，用舞台澆灌傳承之花的機會。

　王顗瑞表示，可以參加大稻埕戲

院辦的青春舞台非常開心。藝術節

提供台灣的戲曲青年演員、編導一

個創作、實驗、交流的平台，有利

於發揚新世代的戲曲創意與功底，

展現當代戲曲青年的思辨精神與

活力自信。

　崑曲就好比一幕永不謝幕的長

劇，場景一次次更迭、人物一年年

變換，轉眼已經 600年。殘破的
工尺譜、雅致的戲服、悠揚的笛

聲，還殘留著崑曲風雅之美，然而

這聲音太柔太細，以至於快要被歷

史遺忘。時代太繁華，繁弦急管

中，還有一群年輕人，願坐在戲台

前，聽妙喉婉轉，看水袖飄飄，品

味一方舞台上演繹的千年滄桑浩

蕩，體悟一個人的命運起落。

　同是這群人，掀開崑曲這圍幕，

描眉畫眼，粉墨登場，一顰一笑、

一吟一詠，將「情不知所起，一往

而深」包著對崑曲的發自內心的熱

愛和尊敬唱給觀眾。

中華民國一○六年四月十四日 星期五

第 2195 期

社長／黃惠英　指導老師／葉書宏　總編輯／高凡淳　副總編輯／陳品樺、周君燕 編輯／陳冠宏、蔡郁萱

探索新關鍵１

發行所／世新大學　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十七巷一號　電話／ (02)2236-8225 轉 4113　傳真／ (02)2236-9094　E-Mail ／ newsweek@mail.shu.edu.tw

　記者蔡旻蓉、徐沛姍／文山報導

　馬路如虎口，行車用路若稍有不慎，恐釀

意外。近幾年隨著智慧型手機日益普遍，加

上各類手機遊戲盛行，處處可見低頭族滑個

不停。這樣的行為不只可能造成交通紊亂，

更可能危害到自身與他人安全。

　紅綠燈秒數短則 30秒長則 90秒，不少
駕駛在停等紅燈時不耐久候，趁著空檔滑手

機，這樣一個看似平常的舉動卻可能讓人吃

上罰單。交通警察大隊文山第二分隊分隊長

劉憲樺表示，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規定，汽、機車駕駛若在行駛於道路時使

用手機，機車可處 1000元罰鍰，汽車可處
3000 元罰鍰。
　低頭族越來越普遍，走在路上滑手機的比

率增高，就連過馬路也要分心使用手機，這

個現象使交通安全多一份隱憂，學生許同學

表示，偶爾有重要訊息要回覆時，會在過馬

路的時候使用手機。針對此現象，劉憲樺提

到自己處理不少相關案件，行人過馬路時邊

低頭滑手機，卻推託車子並未禮讓；目前對

於行人過馬路滑手機尚無法則可管，因此只

能以口頭勸導的方式，提醒行人行走時，多

加注意周遭環境狀況。

　除了汽、機車駕駛在行駛中使用手機可處

以罰鍰外，自行車騎士同樣會因此吃上罰

單，劉憲樺表示，自行車在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中歸類於慢車，其中慢車包括：自行

車、電動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若自行

車騎士使用手機的話可處 300到 600元間
的罰鍰。

　分心使用手機容易降低對周遭環境的敏感

度，讓自己及他人陷入危險中。因此不論是

駕駛行駛在道路上或是行人過馬路，都務必

放下手機專心留意周遭；若能多一份用心，

就能減少一份意外發生。

　記者周姈姈、龐書亞／台北報導

　分享輪計畫是由台灣大學學生

發起，希望能夠解決台大腳踏車資

源閒置，將共享經濟概念運用於腳

踏車，盼將資源發揮最大效益，不

僅能帶給學生便利，也能處理台大

空間浪費。

　台大校園占地廣，腳踏車是學生

代步的最好工具，但過多的腳踏車

也造成校園空間占據的問題。學生

畢業後對腳踏車的處理方式多為

二手拍賣，但更多是閒置在校園成

為廢棄腳踏車，因此台大也特地制

定腳踏車管理與處理辦法，以鋁製

車牌及識別證來辨認腳踏車是否

有人使用，若無當年度識別證則為

無主腳踏車，在管理處拖吊保管三

個月之後無人認領將報廢處理，但

由於一年進行一次處理，廢棄腳踏

車的數量還是大大地占據了校園

角落。

　看見校園問題加上近年共享經

濟發酵，曾就讀台大的學生陳佾涵

自 2008年開始發起「分享輪」計
畫，他從閒置腳踏車問題探索新的

經營模式，不僅能替大學生節省買

車、租車的費用，也替校園過多腳

踏車的問題找到新出路，他結合網

路社群，學生透過官網或粉絲專業

即可租借，只要付 1000元的押金
便能免費使用單車一年，到期前學

生須將單車做全面檢查，確定無損

才可將單車交還，並拿回押金。分

享輪主要提供學生長期租用，透過

租借方式將每輛單車發揮最大效

益，並改善許多畢業學生「人走車

留」的情況，陳佾涵表示，經過計

算發現，一輛出租的單車可以讓三

人使用，透過共享機制讓資源有效

利用，減少閒置單車的數量，迄今

計畫也已擴及雙北 11所大學並且
擁有千餘台腳踏車的規模。

　分享輪立意良好，但台大學生使

用情況卻不如預期，沒腳踏車的學

生或是觀光客多以YouBike代步，
台大學生潘婷婷表示，身邊同學都

有自己的腳踏車，用租借的比較麻

煩，而且不會像自己的單車一樣愛

惜，用壞了要修理也會覺得很有負

擔。多數希望擁有自己專屬的腳踏

車，使用起來較方便也會更加愛

惜；儘管如此，分享輪卻受到許多

交換學生的歡迎，因為租期長正好

符合交換生的需求，來自馬來西亞

正攻讀碩士班的交換生劉彥伶則

認為，交換期間有免費腳踏車可以

租借很方便，省去買腳踏車的糾結

跟金錢。　

　台大分享輪一例，顯現出共享物

品的利弊以及受眾的侷限性，共享

經濟的核心理念，是「閒置資源」

的再利用。

低頭族世代
道路安全添風險

過馬路使用手機屢見不鮮 自行車騎士使用手機也算違規

雙溪崑曲 代代傳唱　

分享輪 盼以共享經濟解決閒置　

廢棄腳踏車 　

占據校園空間 

冷門社團成舞台之星 興趣和勤奮造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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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蘇媚、林銘翰／石碇報導

　石碇地區早年盛產煤礦，曾經風

光一時，不過隨著煤礦取之殆盡，

以及鐵、公路開通，石碇區逐漸回

復寂靜小鎮的原貌。

　淡蘭古道為清代淡水廳與噶瑪

蘭廳 (今台北與宜蘭 )交通往來之

要道，主要分為北路 ( 官道 )、中

路 ( 民道 ) 與南路 ( 商道 )。石碇

區烏塗溪親水步道前身為淡蘭古

道之一部分，屬於由深坑、石碇經

坪林到宜蘭頭城、礁溪的南路，為

商旅往來之必經途徑。

　石碇區烏塗社區結合華梵大學

環境與防災設計學系，共同提案參

與新北市社區規畫師競賽，並透

過城鄉發展局經費補助，集合師

生創意與烏塗社區居民記憶，整合

自然生態與人文特色，在烏塗溪親

水步道溪邊寮地區設置「生態藝術

牆」。烏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王

思婷表示，感謝新北市城鄉發展局

的支持與鼓勵，以及所有華梵大學

師生的努力，才能化不可能為可

能，順利製作出這面藝術牆。她也

指出，這面由馬賽克拼貼出的藝術

牆，呈現出早年石碇地區人民純樸

的生活，像是孩子在溪邊玩水、婦

人在河邊洗衣服，都是十分珍貴的

畫面。對此，華梵大學徐同學很開

心有這一次合作的機會，雖然不是

當地人，但因在石碇讀書，有機會

參與社區的景觀改善他覺得很榮

幸，也是非常難得的機會。經常到

此處健行的民眾余先生則認為，烏

塗溪親水步道平坦好走，且鄰近都

會區，是假日踏青健身的好去處，

他也肯定社區發展協會的努力。

　除了烏塗社區，位在石碇里的

多數商家並不知道藝術牆的存在。

他們希望未來烏塗里能夠與石碇

區內的其他鄰里合作，共同為石碇

區的社區總體營造盡一份心力。對

此，王思婷表示，未來將在社區的

各個角落裝飾及彩繪更多圖騰，將

藝術與在地產業結合，讓民眾來石

碇遊憩，藉由圖騰創作認識石碇的

景點，並且呈現更多的社區樣貌。

 河道上游定期清淤以治本 業者盼政府早日動工

藝術新巧思 再現烏塗之美

　記者劉瑋婷、范家瑢／文山報導

　105 年底開始動工的景行公園於 

106 年中逐漸完工，當初雜亂不堪

的公園，如今搖身一變成為里民閒

暇時的好去處。改建的內容不僅移

除周遭垃圾桶，也新增許多兒童遊

樂器材，讓小孩可以快樂地玩耍。

　公園位於景美鬧區，鄰近瀚星百

貨、愛買超市及公車站等，是許多

民眾經常活動的範圍，然而里民

許小姐指出，過去公園燈光昏暗，

園中的涼亭有許多吸毒犯、街友聚

集，容易成為治安死角，使人不太

敢靠近公園。景行里里長劉竹英說

明，公園改造的計畫除了將涼亭改

造成花圃並增加植栽外，還添設許

多遊樂設施，提供給小朋友玩樂，

同時把易積水處一併處理掉，減少

蚊蟲孳生，並將公園內外的垃圾桶

全部移除，減少垃圾大量堆積的問

題，落實垃圾不落地的口號。

　過去公園內只有一個溜滑梯和

四匹木馬，對於小孩來說選擇稀

少，且過去公園內的溜冰場，鮮少

人使用，下雨天又容易積水，故劉

竹英指出，在改建計畫中提議將溜

冰場的空間內增設遊樂設施，提高

使用率。而過去溜冰場邊的扶手，

則將它留下來當作圍牆，預防小孩

到處亂跑，使家長安心。

　民眾尹小姐表示，這邊環境乾

淨、舒適，蚊蟲也較少，自己可以

安心地帶小孩來此玩耍。劉竹英也

補充，公園內每二個月都會定期噴

灑除蟲劑，減少蚊蟲孳生，有效降

低居民被蚊蟲叮咬的機率。

　里民許小姐表示，公園前後差別

最大的就是亮度，涼亭變成花圃讓

陽光透進來後，整個公園的亮度提

升，可以一眼觀望整個公園，且改

建後成無菸公園 ( 如上圖。攝影／

劉瑋婷 )，植栽也增加許多，使這

邊的空氣變得清新。過去自己鮮少

來，現在天天都來報到。不過她同

時希望公園可以在夏季時修剪樹

木，避免颱風來臨時傾倒、折斷。

　現今在公園到處可見小孩嬉戲、

家長談天、老人話家常的場景，改

造後的公園不僅變得更乾淨美觀，

在無形間也促進里民間的感情、增

加對環境的認同。

　記者汪新亞、洪羽潔／文山報導

　來到新北市的碧潭風景區，常見

到遊客賣力踩天鵝船的景象。然而

每適逢暴雨，碧潭便因上游泥沙沖

刷造成水位降低，容易導致踩天鵝

船的民眾發生「擱淺」的窘境。

　知名觀光景點碧潭是民眾踏青

的好選擇，遊客騎乘天鵝船一覽湖

光水色的景象更是常見。不過每到

颱風季，上游泥沙被連續暴雨沖

刷，導致位於新店溪流域的碧潭長

年淤沙，水位越來越低，讓原本廣

大的水域出現許多沙洲，天鵝船能

夠騎乘的範圍也逐漸限縮。除了上

游泥沙沖刷外，原為抬升新店溪下

游水位的碧潭堰，也因去年蘇迪勒

颱風影響，造成壩體毀損更加嚴

重，兩邊夾擊下，碧潭的淤沙問題

更是雪上加霜。

　天鵝船業者林先生表示，原本碧

潭的高水位，因每次暴雨導致泥沙

淤積，河床一再降低，儘管政府定

期清淤，也很難根治問題。遊客盧

小姐曾在踩天鵝船時發生在沙洲

擱淺的插曲，「那時突然踩到一

半，船就無法移動，往下看才發現

船滑到太邊邊，碰到較大石頭加上

水很淺，就擱淺了。」她回憶，當

時店家未前來救援，所幸另一艘的

友人協助才脫困。

　林先生提到，搭船前事先說明安

全範圍（見上圖。攝影╱洪羽潔）

讓天鵝船隻發生「擱淺」的機率減

少許多，之前發生過遊客卡在沙洲

上，撥打 119 求救的案例，但其

實業者的電動船便能即時處理。

　對於修建碧潭堰一事，新北市水

利局河川計畫科科長陳炳宏表示，

經過多方分析後，預計今年七月提

出初步方案，並向中央爭取經費，

也強調目前碧潭堰的結構還不至

於潰決，並不影響下游安全。對

此，立法委員羅明才說：「將上游

淤積河道定期清淤，擴大河道，由

上游改善，才能治本。」並說明之

前質詢時，已請經濟部水利署進行

上游改善工程，應會降低颱風的影

響。被問及對下游碧潭堰的看法，

他則建議，新北市水利局先做簡易

壩，以解決尚未完工前的問題。而

關於疏浚工程的必要性，根據新北

市水利局第十河川局提供資料顯

示，目前碧潭堰上游河道通洪斷面

足夠，不影響河防安全，暫時無疏

浚必要。

　碧潭堰的興建能抬升水位，整修

後更有望配合生態規畫，以改善洄

游生物因堰體過高無法上溯的問

題，業者盼政府早日著手解決，回

復碧潭的觀光休憩品質。

▲石碇早期以採煤為業。　　　　　　　　　　　　　　　攝影／蘇媚

偏鄉學生少 雲海國小混齡教學
　記者汪昱伶、邱于庭／石碇報導　

　受少子化影響，新北市 106 學年度，針對學生總數 50人以下的

偏遠地區小學決定實施混齡教學；位於石碇區的雲海國小，每個年

級班級數只有一個，僅有 36 人是這次混齡教學試辦的小學之一。

　實施混齡教學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可以保障學生受教權益，例如：

適逢體育、綜合或需要較多人數一同參與的主題課程時，若班級學

生人數不到八人，常面臨無法有效進行體育活動，因此，為了讓學

童有機會進行更多元的課程內容，因而設立混齡的教學方針。

　針對二個相鄰年級進行合班，一二為低年級，三四為中年級，

五六則為高年級，共分為低、中、高三個不同的級別分別實施。礙

於國文與數學是較需邏輯推斷的學科，因此尚未實施混齡教學。雲

海國小校長劉世和表示，雲海國小在還沒試辦之前已經有這樣的教

學方式，家長對於混齡教學也都十分支持。

　身為混齡教學老師兼訓育組長的李沛瑩說道，實施混齡教學後，

體育課更易於教學，因為人數增加，以前一個班級只有四個人，籃

球無法進行三對三的鬥牛練習，樂樂棒球更無法有效的操作，現在

人數增加 10 人，不僅同儕間可以相互刺激交流，更可以提高學習

動機，相信會讓孩子更願意投入課程。家長會長何滿足表示，雲海

國小因為人數非常的少，孩子下課跟吃飯時間都是混齡。不僅大朋

友可以照顧小朋友，年紀較小的孩子也尊重較年長的同學，藉由老

師的帶領下，整個校園的氣氛都很好。

　混齡教學能讓孩子有更多機會體驗不同的課程安排，更配合各校

的特色主題來增進同儕間相互幫助與學習經驗，大孩子帶領年紀小

的學童一同克服任務與挑戰。雲海國小位居幽靜山林，周圍有豐富

的自然景觀與生態，因此安排登山與溯溪等「食農課程」，讓孩童

學習攀樹甚至動手製窯的體驗，擁有不同於都市小學的豐富課程。

 景行公園新風貌 里民遊憩好去處 

碧潭暴雨積淤沙 
天鵝船陷危機



　記者張小滿／台北報導

　綠色經濟相關產業備受民眾關

注，不僅能帶動社會經濟價值，

還能承擔對環境的社會責任，讓

人們從一些活動中學習環保相關

的知識。

　位於師大夜市的店家，不定期

舉辦回收油手工皂的製作教學以

及家電維修的服務，讓人們在共

享與回收再利用的過程中，參與

到綠色生活的行列中。業者譚琪

表示，這是一個以環保、資源再

生還有互相幫助為主要推廣目的

的空間。民眾劉如心坦言，這樣

的分享空間不僅能提供環保資

源，也讓手工的作品更有溫度。

　南機場內的南機拌飯，以共享

及循環再利用的理念，舉辦小家

電維修的活動。壞掉的家電通過

簡單的回收修理後重獲新生，企

業在經營的過程中，承擔綠色環

保的社會責任，也讓民眾從日常

落實綠色生活。

　近年來，許多以綠色環保為理

念的企業湧現，傳達對地球的友

善和社會責任。但財團法人商業

發展研究院研究員丁凡認為，大

部分企業還在摸索如何將資源再

利用的概念具體化，並與企業經

營概念做結合。她還提及，以循

環經濟為主的企業，大多還停

留在社會企業的階段，未來應

該要從社會企業走向以商業模

式為基礎的 B 型企業 (Benefit 
Corporation) 以兼顧獲利、維持
社會公平與達到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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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鄒鎮鴻、許哲瑗／台北報導

　台北慈濟醫院舉辦新生幼兒生

產與疫苗講座，希望透過與醫師

近距離接觸，教導新手爸媽正確

的醫療知識。

　主講人兒科部醫師蘇一宇表

示，普遍新生兒抵抗力較一般人

弱，所以，新生兒的疫苗注射十

分重要。至於孕婦不能施打疫苗

的說法，蘇一宇指出，胎兒的抵

抗力是依母體的免疫系統強弱而

定，以保護媽媽和胎兒的角度來

看，在疾病流行的季節，建議孕

婦施打疫苗以避免嬰兒因疾病而

受到傷害。

　婦產部的醫師陳怡伶則與民眾

分享懷孕和生產的知識。陳怡伶

表示，許多民眾就診時，會詢問

胎兒的胎位正不正，或是有無臍

帶繞頸的狀況。在自然生產的狀

況下，胎兒的頭部應朝下，但是

如果有胎位不正或是胎盤前置的

狀況，就必須緊急剖腹產。

　陳怡伶解釋，臍帶繞頸在一般

的狀況下影響不大，因為胎兒的

氧氣供應是來自於臍帶，並不是

自行呼吸，因此，在超音波產檢

時，除非胎兒的生命跡象不正常，

否則不會特別告知。

　陳怡伶提及，現在有許多年輕

產婦會因畏懼疼痛，而選擇分娩

減痛法來生產，在脊椎神經外的

空間注射止痛藥和麻醉劑。好處

是可以減輕孕婦生產時的痛苦，

但也要注意使用分娩減痛法會降

低孕婦和胎兒的血壓，若不慎注

射到靜脈，會造成頭痛、抽筋等

症狀，並非每次生產都適用。

　民眾邱敏芬表示，她是即將臨

盆的新手媽媽，聽完醫師的分享

與解釋後，不安的心理安定許多，

且更加期待孩子的到來。

　記者戴葳、周宛蓁／台北報導

　安樂死的議題逐年被重視，領

養動物的風氣也隨之升高，近年

來，各收容所也推出志工活動，

讓大家能接觸這群毛小孩及認養

觀念。

　新北市五股動物之家推出了一

日志工活動，讓民眾能帶毛小孩

出去散步玩耍，希望藉由與人類

的互動，重拾毛孩與人相處的熟

悉感及信任度。志工會將牠們的

特色及小故事分享到網路上，藉

由網路的力量讓更多人看見這群

需要家的流浪動物，提高領養率。

動物之家的長期志工王尹君提到，

只要愛動物，任何人都能擔任志

工，且一日志工的活動限制不多，

更能增加大眾認識牠們的機會。

　動物之家志工負責人表示，收

容所多數的狗狗都已經結紮，不

會有繁殖或病變問題，也替飼主

省下一筆費用。收容所的狗狗身

心都很穩定，因為曾經被遺棄過，

使牠們更珍惜和新主人的邂逅。

　目前新北市政府也推動「一日

飼主」的計畫，如果對照顧狗狗

有興趣，家中又沒辦法飼養，可

以向新北市動保處申請。

　一日志工朱婕寧提到，藉由活

動讓她真正的接觸，體驗一日飼

主的感覺，加深她想認養的決心。

除了落實推廣正確的飼養觀念，

更希望讓民眾更了解動物之家。

以共享為主軸 讓社區多一點綠

　記者廖珮筑、程伃君／台北報導

　由台灣大學舉辦的校園馬拉松

賽，吸引了近 4000人參與。天公
不作美，下起綿綿細雨，但參賽

者們依然熱情不減。今年新增晶

片服務，讓流程更加精簡快速，

選手們能在雨中盡情衝刺挑戰自

己，同時進行一場校園巡禮。

　參賽的不只有在校生與教職員

們，還可以看見畢業許久的校友

們回母校共襄盛舉，有些校友們

都已白髮蒼蒼，仍然來跑馬拉松，

讓這場校園馬拉松更添加傳承的

意味。( 如上圖。攝影／廖珮筑 )

　台灣大學體育活動組組長胡林

煥提到，並不會因為天氣因素而

取消比賽，但遇上雨天，一定會

請裁判去提醒選手們注意一些地

滑的路段，期許這場馬拉松可以

提高運動風氣，並且促進師生間

的交流與情誼。

　過去比賽是由裁判按碼表記錄

時間，並以人工手抄成績，今年

首度新增了晶片服務，只要將晶

片繫在鞋帶上，便可以直接感應

得到成績，流程不但簡化許多，

計時也更加準確。連續參加五年

馬拉松的台灣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學生王贊鈞表示，晶片確實方便

許多，之前跑到終點站後需要自

己去登記名字跟時間，再去拿水

跟證書，總共要跑三個攤位，但

今年只要花 30秒跑一個攤位就結
束。

　第三次參加馬拉松的台灣大學

工商管理學系學生吳詠筠認為，

雖然台大校園馬拉松只有五公

里，而不是專業的馬拉松比賽，

但透過每年一次的參加，對自己

而言是突破自我的舞台，今年雖

然下雨，但她十分享受在雨中衝

刺的感覺。王贊鈞則表示，一開

始只是因為體育課加分而來報

名，後來越跑越上癮，每年來參

加台大校園馬拉松賽成為一種例

行公事，在自己熟悉的校園裡跑

步，邊跑邊欣賞校園，別有一番

風味，期許更多人能加入這場台

大專屬的馬拉松盛會，共創美好

回憶。

幼兒疫苗講座 專業醫師報你知

▲師大夜市的店家，會不定期舉辦回收油手工皂的製作教學。攝影／張小滿

▲懷孕是夫妻兩人的事，小孩的健康由兩人共同把關。攝影／鄒鎮鴻

推廣一日志工體驗 盼降低收容率

▲藉由一日志工體驗活動，增加對毛孩的認識。

校園馬拉松開跑 
 熱血傳承不畏風雨

首添晶片服務 精簡賽事流程

攝影／周宛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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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脈相傳 展現偶戲魂
　記者林冠宇、王懿萱／台北報導

　你最後一次看布袋戲是什麼時

候？你對布袋戲的了解有多少？

隨著科技發展，人們的娛樂方式也

更加多元化，傳統布袋戲逐漸式

微，已成為一種不可逆的現象，但

即使在這樣的前提下，仍然有一群

年輕人因為相同的使命感而聚在

一起，共同為布袋戲努力，一起為

老觀眾演出，同台透過戲偶揮灑熱

忱。布袋戲團團長黃盟傑說：「只

要還有觀眾來看，我們就會一直努

力下去。」

  雖然布袋戲起源於大陸地區，但

傳到台灣後演出方式已經有些相

異之處，其中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口

白。黃盟傑表示，與其把戲偶操作

的活靈活現，講口白更是布袋戲的

靈魂。舉例來說，在大陸地區每個

角色都有專屬的配音員，但台灣的

布袋戲不一樣，不論戲中有多少角

色都是由一人包辦，揣摩每個角色

的個性、聲音是演出布袋戲最困難

的地方。

　布袋戲式微的情形不僅是演出

人員短缺而已，製作戲偶的技術也

面臨挑戰。黃盟傑表示，現存的布

袋戲道具師傅大多年事已高，雖然

有後輩願意傳承，但雕刻的刀工缺

少經驗，雕出的戲偶自然少了幾分

細膩，對於戲團來說，他們目前只

能盡量購買、訂製，先囤積一些零

組件以備不時之需，處理方法相對

消極，卻也別無他法。

　現今的布袋戲為迎合觀眾口味，

在戲偶及劇本上都做出許多新的

嘗試。新式戲偶 ( 左圖。攝影／林

冠宇 )參考人體工學，成品更擬人

化，其細緻程度可以到眼睛會眨、

嘴巴會動，但這種布袋戲偶在外台

較不適合，原因是偶的五官比較

小，外台的觀眾不容易看見，相較

於傳統的布袋戲偶，頭部大、角色

特徵明顯，新式戲偶多用於室內拍

攝。劇本方面為因應時勢，許多劇

團保留傳統的古書戲、劍俠戲，另

外改寫民間、外國故事甚至是偶像

劇作為劇本，希望能達到吸引更多

觀眾的效果，力求突破目前困境。

　參展民眾劉先生表示，他對布袋

戲的興衰有很深的感觸，從前布

袋戲的演出是一位難求，現在除了

電視頻道之外，幾乎看不到布袋戲

了，在科技發達的年代，他很感謝

還有人願意傳承這項傳統技藝，讓

布袋戲可以求新求變，為人所知。

針對傳統布袋戲逐漸式微，黃盟傑

認為布袋戲的沒落不能怪人們不

持續收看，而是時代不斷在進步，

從電視到電腦再到手機，人們的娛

樂方式越來越多，人們再也不需要

為了看一齣戲而走出戶外。即便布

袋戲沒落已成事實，但對於劇團來

說，觀眾的多寡並不重要，重要的

是「傳承」，只要還有觀眾收看，

偶戲團都會身負使命的努力下去。

　記者劉頤、郭宣暄／台北報導

　台灣竹子品質首屈一指，進而產

出相當多的竹藝品，未來除了手

工製作也期望量產，藝術及實用並

重，將美學帶入生活。

　竹子在過去日常生活與產業都

占有一席之地，更是文化重要元

素，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許

耿修主任表示，台灣是全球前三大

的產竹地區，高產量且種類豐富，

竹加工技術產業更是引領世界，而

竹工藝文化也有很悠久的歷史。希

望藉由這次的展覽來向國內推廣

竹藝。

　《竹跡》展覽主要分為三個部

份，竹藝術創作的精神、竹纖維創

作的細膩度、以及竹融入生活的當

代設計，展場則以清朝詩人王慕蘭

《外山竹月》這首詩的意境為主

軸，將詩中所描述的深山之月穿透

竹林的氛圍再現於展場之中。而展

品則邀請到日本當代竹藝師本田

聖流以及中臣一，作品皆表現日本

職人縝密的工藝技巧，還有法國裝

置藝術家 Laurent Martin-Lo 呈現

出竹藝品的曲線，藝術創作家用手

部肌肉、心靈與竹對話，創作出細

膩富有靈魂的作品 ( 右圖。攝影／

劉頤 )。

　竹藝品同時也是環保意識的展

現，竹編使竹子的壽命延長，加上

相關單位的推廣，有越來越多人願

意開始學習竹編，竹編初學者 Esir
說：「這個展覽我盼望已久，國際

以及台灣的作品都很完整的呈現，

佈置及區塊介紹也很完整，對一個

竹編初學者來說，多樣貌的竹藝品

是很好的激勵。」

　竹藝由早期滿足農、漁、牧、獵

等生活中各種需求，走過器物的悠

悠歲月，到了近代經濟的繁榮，竹

藝展現了手藝繁複細緻的技巧，將

實用主義提升至工藝鑑賞的竹編

與竹雕藝術的領域。近年來重視生

態與環保，世界上許多國家給予竹

木在裝置及建築的期待與可能性，

期望未來環保兼具美觀及實用性

的竹藝品能更加普及。

當代竹藝破框架 走出新《竹跡》

　記者蘇子雁、劉蕙瑀／台北報導

　走進展廳，映入眼簾的是一件影

像裝置，電視內的演員隔著玻璃，

正和觀眾私密的講述一段故事，言

談間彷彿不單只是介紹寶藏巖的

歷史而已。

　早期公館寶藏巖歷經清領、日

治時期、中華民國政府治理至今，

因許多來台的老兵群居在這裡，而

成為眷村。其後台北市政府以整頓

市容與水利維持為由，強拆違章建

築物，引發居民抗爭，後來在各方

團體的奔走下，民國 95 年被規畫

為「寶藏巖共生聚落」，期望透過

藝術家與居民共同創作，達到「共

生」目的。催發《寶藏巖歷史重述

展》的產生，策展人許峰瑞表示，

透過藝術將帶給民眾對於寶藏巖

不同切入點及觀看方式。

　藝術家何采柔的作品《某日在寶

藏巖》，影像中的演員拿著電話

筒，隔著玻璃透過最傳統的口耳相

傳，和坐在前面的觀眾講述過往。

何采柔利用最擅長的劇場經驗，使

視覺上除了坐在影像裝置前的一

位觀眾外，其他觀眾亦能以旁觀者

的角度，透過展間其餘牆面的話筒

窺聽，使觀眾有一個不同於以往的

觀展方式。

　許峰瑞當初受到文化局的邀請

後，曾為展覽呈現方式苦思許久，

現今寶藏巖藝術村已成許多人拍

照打卡的景點，假如以單純的文件

展呈現，對民眾來說太過枯燥乏

味。若觀眾能在第一眼就被展覽內

的特殊劇場呈現吸引，前往第二個

展廳觀看相關研究資料，就能由淺

至深了解整個展覽。

　在展間的一隅，可以見到一份由

過往寶藏巖歷史剪報所凝結成的

《市民報》。這些媒體報導看似提

供閱讀者客觀的文本平台，但經由

編年式的剪報蒐集加以重建而成

的歷史，隱晦透露出政治權力的展

現，也是政府及市民社會對寶藏巖

的意識形態，歷史寫作所能技術的

事件只占曾經發生的一小部分，無

法確切地呈現最完整、最正確的歷

史痕跡。

　現代快速化的社會，使人們很容

易遺忘過去，但透過展間內大量的

出版文獻、居民照片，甚至是公共

藝術空間，在不同時間用不同角度

所擷取到的畫面，留給觀眾細細品

味，在當代社會標榜著進步發展的

狀態裡，所無法忘懷的過去。

重述寶藏巖 凝視過往

　記者黃晴、陳韋蓉／台北報導

　《臺灣詩選》邁入第 15 年，歲月荏苒，編委將於

明年交棒給下一代的創作者，故藉此新書發表會，

集邀台北詩歌節策展人鴻鴻與詩選主編焦桐對談。

　紙本沒有手機螢幕的聲光效果好，凝固的文字也

沒有鮮豔的視頻誘人，所以許多現代人不大讀詩。

但出版社二魚文化與詩選主編暨現代詩人的焦桐不

信邪，他們依舊整理出民國 105 年的《臺灣詩選》，

新書在金石堂發表，以詩作註記過往的一年。

　焦桐說，詩該是簡單的東西，詩選越薄越好，民國

105 年的《臺灣詩選》是十幾年來最薄的一本。焦桐

說選詩只有一個標準，就是藝術性，也就是要讓人

感動。今年，他將詩選的首獎頒給了有河書店的

女主人金隱匿（左圖。圖片提供／二魚文化）。

隱匿做為年度詩獎的得主，獲得焦桐在這本詩

集中唯一的落筆，焦桐這麼作結：「寫完了隱

匿的序，我便無法再多寫了。」

　台北詩歌節策展人鴻鴻說，詩不一定要一讀

就懂，念出來的時候，每一個字句含在唇齒間震

動的波幅，或圓膩、或咬舌，那就是詩給人的啟

蒙。焦桐也說，讀詩是他自己最愉快的體驗，雖然

不一定完全都懂，但值得用每一天最清醒的時光來面

對它。

　讀詩是生活，寫詩亦然。訪談末尾，焦桐現場讀了

黃梵的〈老婆〉一詩，讀畢，他如頑童般露齒一笑

道：「不覺得這樣曬恩愛很高明嗎？」詩雖本於日常

生活，但它是一種曖昧的產物，不該大剌剌的直視，

應該要給予讀者旁敲側擊的空間，寫詩，越是若隱若

現，欲語還休，就越是能導引出巨大的情感張力。

　鴻鴻則說寫詩就跟打架一樣，那是人對於情感的掙

扎與抵抗，這種對社會或是自己的拉扯是自我防衛的

本能，也是詩的出口，「所以寫詩拯救的第一個人，

常常就是作者自己。」

　詩，如此這般溫柔而耿直，像一把鋒利的刀割開社

會不安的咽喉、也是流滿奶和蜜的深情告白、亦能夠

成為半夜，那些覺得生活太不溫柔的人，最後的發

洩，《臺灣詩選》花整整一年，也望讀者們這一年，

能用眼熨燙過每一痕墨跡，繼續讀著詩，爬格子。

信手捻成詩 
詩自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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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President Tsai Ing-wen 
took office last year, her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Five-day Work 
Week Plan, under which workers 
enjoy a regular day off and a flexible 
rest day per week. The policy aims 
to reduce work time and increase 
overtime pay for workers, which 

seem to be a boon to them. But 
how has it actually affected media 
industry workers?
   If employees work on regular  days 
off, employers have to give call-
back pay :on rest days, employee  
can’t do any work. T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policy improved 
reporters’ work environment or not, 
Chen Shu-chiang( 陳 蜀 強 ), a TV 
Journalist in Taiwan Television( 台

灣 電 視 台 ) said  that it does. Big 
companies  a re  warned  by  the 
authorities about labor inspection. 
So the Five-day Work Week Plan has 
reduced reporters’work time from 16 
hours to 11 hours every day. Before 
the policy was announced, most of 
reporters’night shift was from 8:30 
p.m. to 1:00 a.m. of the next day. 
After the policy was launched, many 
companies like Sanlih E-Television 

Inc.( 三 立 電 視 台 ) and Formosa 
Television Inc.( 民間全民電視台 ), 
started to adopt a new night shift 
system—from 2:00 or 3:00 p.m. 
to midnight or 1:00 a.m.  the next 
day,”said Chen.
    Talking about the days off of 
reporters, Chiang Meng-chien ( 江

孟 謙 ), a reporter in United Daily 
News Group ( 聯 合 報 系 ) said,“in 
the past, we can accumulate our 
leaves and plan to travel within six 
months; under the new policy, we 
need to take some days off within 
one month. It’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e.”However, in addition to the 
problem of days off, Chiang doesn’t 
think the new policy has affected 
him much. For him, the media 
industry works in a “responsibility 
system,”with no overtime problem -- 
journalists need to finish their work 

but if there is nothing important 
happening, they can do what they 
want.  Compared to other jobs, 
the working time of reporters are 
relatively free and flexible.“Media 
work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jobs;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more 
when making policies, ”said Chiang.
    Facing the new work rules, 
reporters serving in traditional 
newspapers are actually overloaded 
b e c a u s e  n o w a d a y s  i n t e r n e t 
environment requires real-time news, 
said Lee Chih-te ( 李志德 ), director 
of News Department of the Public 
News Service. To adjust the shift 
system more properly, Public News 
Service’s News Department decided 
to practice“2 regular days off plus 2 
rest days in 2 weeks” ( 兩周變形工

時 ) that the policy allows. However, 
he keeps a positive attitude on“one 

regular day off and one flexible rest 
day ”though the policy decreases 
the flexibility on employees taking 
shifts.“In the long term, I consider 
it is a good policy for the career 
development to a reporter,”said Lee.
    Different jobs have different 
features. How to calculate the salary 
when an unusual condition happens? 
When big events happen, most of 
reporters are willing to go back to 
work; they do not think that they are 
working overtime. Does it count as 
overtime or not? It really confuses 
both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he 
biggest problem now is that details 
of the Labor Standards Act have not 
yet been announced. Mayors of the 
six municipalities are still waiting for 
a reply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owever, it's not an easy problem for 
the government to solve.

By  Chan, Meng-hin（陳明憲）

      Chen, Ching-wen（陳靖文）

    The Legislative Yuan ( 立法院 ) 
has revised the Labor Standards 
Act and implemented the Five-day 
Work Week Plan to ease Taiwan 
laborers’heavy workloads. This 
brought significant controversies 
between entrepreneurs and laborers. 
Chang, Chyi-herng（ 張 其 恆 ）, 
associate professor &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ion for Labour Research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國

立政治大學）, said,“Entrepreneurs 
and laborers should understand each 
other’s needs, and try to reach a win-
win situation.’’
    The aim of Five-day Work Week 
plan is to ensure laborers have 
enough rest. Under the scheme, 
laborers work for five days and 
get two days off weekly. There are 
certain names for these two days, 

one is fixed day off, and the other, 
flexible day off or rest day. For fixed 
day off, employers cannot require 
employees to work unless there ar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n the other 
hand, Chang said,”Flexible day off is 
actually a new concept.” Employers 
can still ask employees to work, but  

with certain compensation. The new 
measure stipulates that if employees 
work on flexible day off, employers 
have to pay 133% of hourly pay for 
the first  two hours, and 166% for 
ensuing two hours onwards. The new 
regulation is predicted to decrease 
the chances of employers requiring 
employees to work overtime.
    Can the Five-day Work Week 
plan bring benefits to both laborers 
and businesses? Labor groups have 
protested how the flexible day off 
works. They think enterprises are 
still gaining the upper hand. From the 
employees’ point of view, they may 
get less wages as employers want to 
avoid overtime pay to cut personnel 
costs. The plan also puts enterprises 
in troubles: their personnel costs 
increase, which may result in a rise 
of product prices, which is not good 
for consumers.

    Any way, the five-day work week 
plan doesn’t really fit every job. 

There should be more thorough 
regulation for specific industries 
such as tourism and bus service. For 
example, when tour guides go on 
a weekly tour to Europe, he cannot 
stick to the law. Laborers overall 
don’t really hope to cut down on 
working hours and get less pay. 
Chang said,“Sometimes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in conflict with social 
progress and worker wellbeing. Our 
government needs to find out the core 
impact and to deal with it.’’ Chang 
also suggest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consult both the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to know both sides’ 
needs. The government can’t make a 
decision without listening.

By Chuang, Li-cheng（莊立誠）  
      Lam, Tsz-ching（林梓晴）

    One regular day off and one 
flexible rest day under a Five-
day Work Week Plan ( 一例一休 )
principle was launched by the Tsai 
Ing-wen ( 蔡 英 文 ) government 
in December, 2016. The policy 
seemingly brings a lot of benefits to 
the laborers, such as guaranteeing 
the i r  ho l idays ,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orking environment, 

etc. However, does the “one regular 
day off and one flexible rest day” 
measure work out well in every 
industry?
    The Tsai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new policy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labor rights.  However, it is also 
seen as a disguised form of forcing 
employers to give employees enough 
rest time. Chen Jin-zhong( 陳 進

忠 ), a tour bus driver of Yu Sheng 
International Tour Service, said the 

five-day work week principle is not 
suitable for some tourism workers. 
Most of tour groups from Mainland 
China spend 7 to 8 days traveling 
around Taiwan. Drivers and tour 
leaders always need to get up early 
to get everything ready for the 
customers. Especially for drivers, 
after they send all passengers back to 
hotels, they need to clean up the tour 
buses. 
    Honestly, the basic salary of tour 

bus drivers is very low, and they 
could only earn more money by 
taking more tour groups. Excessive 
fatigue could lead to dangerous 
driving.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raising their basic 
wages , said Chen.
    Lin Yu-rou( 林妤柔 ), who works 
at a local travel agency , said that 
the travel agency is faced with the 
problem of increasing personnel 
costs. The tour bus driver should 

regularly take days off, but there 
are “ low seasons and high seasons”
（ 淡 ／ 旺 季 ）for  tour agencies. 
Scheduling shifts for the drivers 
will be much more difficult. Though 
the operation costs will increase, 
they will not shift their burden onto 
consumers. From another point 
of view, the “one regular day off 
and one flexible rest day” policy 
seemingly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rking environment.

New Labor Policy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Every Industry

A Policy Sways the Media Industry

Academic Says Tailor-made Rules Should be Applied for Specific Industries

▲Some stores raise products’ prices 
to cope with high personnel cost. 
Photo／ Chan,  Meng-hin（陳明憲）

▲The government should listen to 
both the employers and employees 
and make a conclusion. 
Photo ／ Chan,  Meng-hin（陳明憲）

▲Chang, Chyi-herng（ 張 其 恆 ） 
suggests that businesses and labors 
should consult with each other to 
understand their respective needs. 
Photo ／ Chan,  Meng-hin（陳明憲）

▲Employees working in Taiwan 
Television（台灣電視台）. 
      Photo ／ Hsu, Yu-shan（許毓珊）

Photo ／ Hsu, Yu-shan(許毓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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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使台灣技職教育嚮往以德國

作為模範，德國技職教育訓練「學

徒制度」，相較於台灣技職教育體

系差異甚大。台中私立葳格高級中

學校長許焴楨提到，德國從小學四

年級後便依能力及興趣分為就職

及升學取向的國中。反觀台灣將學

子學習技能最黃金的時間拿來讀

取學位，反而減少能透過實作學習

的機會。

　再者，德國的技能檢定則由民間

性質的工商總會舉辦，每年對檢

定內容做檢討，使檢定符合業界

需求，且工商總會定期舉辦職業訓

練，使學生順利銜接職場。台灣的

職業證照是由勞委會舉辦，由政府

所主導，故舉辦單位對檢定內涵項

目的認知與業界需求有落差，業界

無法藉由求職者的檢定及證照篩

選出所需人才。許焴楨表示，德國

在實施雙軌教育的主導權在工會，

並站在業界的角度去徵人，台灣則

是由學校角度去審核業界。張仁家

認為，台灣現在的丙級、乙級證照

不被企業認可，證照已成為學校讓

學生升學加分的工具，儘管由勞動

部發給，卻無法與業界接軌。

　虎尾科技大學學生黃琮翰表示，

專業證照是在就讀松山工農時考

取的，升上大學之後，不論是技

能、證照，或是學校教授的理論以

及實作課程，都需要由學生自己去

努力進修研讀。吳崇文表明，產業

發展腳步快速，學校教授的理論趕

不上業界進步，因此鼓勵校方成立

工作坊，建立實作環境供學生練

習，加強學校與產業接軌。

　黃偉翔說明，在台灣的產業體制

下，公司型態以中小型企業為主，

比例高達總數的 98%，在資金及
員工數量有限的情況下，無法挪出

人力帶領實習生，技職教育的實習

無法發揮效用。張仁家也建議台灣

亦可落實產業學院的概念，讓技專

院校與產業合作，使企業與學校達

成協議，在實習結束後留用學生，

並提供經費提升企業培訓之意願。

　「台灣技職教育的定位應與普通

教育有清楚的區隔。」張仁家認

為，二種類型學校的課程設計、師

資、教學內容應有所不同。

　欲改善台灣的技職體系，德國台

灣協會前會長劉威良指出，一個

屬於台灣的技職體制是需要國家、

學校、企業三方合作制定而出的，

從觀念上就需要有所改變。吳崇文

認為台灣可以由工會、學校或是產

業聯盟發起，建立政府體制之外的

認證機制，確實鑑別能力，使人才

能夠確實為產業所用。張仁家則建

議，台灣應以職能為標準制定一個

學歷、學力和技術的對照，成為一

個資歷架構，打破企業用人以學歷

當標準的陋習。

　依據台灣內政部統計處資料顯

示，我國 105年底 15歲以上人口
之教育程度，大專以上以 43.6%
位居第一，其中大專以上人口 10
年內就上升約 11%。另就行政院
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指出，105
年 15歲以上的勞動人口共 1172
萬 7000人，失業人口就有 46萬
人，其中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人口

占失業人口約 41%。顯示出台灣
受教育人數雖然逐漸增加，但仍舊

出現大量的失業人口，也造成民眾

反思所學是否保障就業。

　民國 40年代至 70年代，是台
灣技職教育最興盛的時期，當時台

灣技職學制相當多元、複雜，除了

高職、五專之外，還有四技、三專

等學制，後當時政府為求台灣產業

轉型，將教學資源投入到技職教育

中。民國 58年起，鼓勵增設職業
學校，逐年調整高中與高職的學生

比例，從原本的六比四，至民國

70年調整為三比七。大量學子進
入技職體系，修業完成後投入生產

線、製造業，為台灣提供大量勞動

力，也帶動台灣經濟快速成長。

　直至 80年代，政府為教育改革
以及少子化考量，漸漸廢除專科等

制度。且推行高等教育普及化，廣

設大學、高級中學，造成高中數量

比高職數量多。在當時，高中有近

300多間，高職 155間，數量差
距來到二倍之多。普通大學學生數

量也從 1984 年的 17 萬 3000 多
人，成長到 2007年的 112萬人，
增加約 6.5倍之多。
　另外，專科學校的關閉與改制，

也是造成技職教育逐漸式微的原

因。政府輔導專科學校升格為四年

制技術學院，後成為科技大學，學

生畢業後擁有與大學同等學歷，但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

育研究所教授張仁家表示，當時普

通大學校數約有 70間，其中有 36
間私立學校、34間公立學校；科
技大學為 59間，只有 14間公立
學校。因此，許多家長認為就讀普

通大學能進入公立學校的機會較

高，加上考不上高中才去念高職的

迷思，而導引孩子在國中之後選擇

就讀高中而非高職。

　除了學校數量之外，實作時間

減少也是現今台灣技職教育發展

的困難所在，民國 75年之後，政
府要求高職學校增加史、地、公、

物、化等一般科目上課時數，網路

獨立媒體技職 3.0執行長黃偉翔表
示，增加一般學術課程造成學生實

作時間大量減少，導致出現學校所

學與業界所需不對等情況。華碩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人資長吳崇文

指出，學生除了須具備基本學理，

還須有積極學習的態度，進入職場

後，再由企業端投入時間培養學生

建立實務經驗與危機處理能力。

　相較於台灣學生出社會的產學

落差嚴重，德國雙軌技職體系可說

是全球各國技職教育借鏡的典範。

德國在雙軌體制的教育下，從基礎

教育、中等教育至高等教育一連貫

的栽培，讓德國面臨歐債危機時，

青年失業率低於 8%，遠遠低於其
他歐洲國家如西班牙、義大利的

56%及 38%，此外，歐美各國在
面臨金融風暴時，青年失業率高

達 20%的比比皆是，但不論德國
的總體失業率有多高，青年失業率

不僅比其他國家低，甚至還低於平

均失業率。因此，許多歐洲國家都

紛紛向德國取經，期望德國協助該

國建立雙軌制的技職教育。

　但德國的教育環境卻與台灣大

不同，德國的教育體系為 12年至
13年的義務教育（6至 18歲），
學生在基礎教育階段時（6至 10

歲時）就做了很多職業探索的課

程及性向測驗，因此學生較能了

解自己未來發展的方向，到小學

畢業後就開始分流。德國臺灣協

會前會長劉威良解釋，德國 10歲
後就是中等教育，學生面臨選擇

中等教育下的四種學校，五年制

的國民中學（或稱主幹中學）、

五年制的實科中學屬於技職體系；

10年的綜合中學及 5年的文理中
學屬於一般體系。因為必須在較早

的年齡就面臨對未來的選擇，所

以學生的壓力也很大。且在學生

在 15歲時還可以有第二次的教育
選擇機會，也就是職業性向轉換。

而當學生 15歲畢業時，他們還有
一年的「基礎職業訓練年」，提升

技術訓練。由此可知，學生在德國

教育體制的規畫下，從職業認識、

職業試探到職業養成最後職業準

備完全是一氣呵成。

　學生在雙軌體制底下除了學校

課程也需與業界進行近似台灣的

「建教合作」，其最著名的部分就

是「學徒制度」。德國與業界接

軌的方式，上至政府，下至學校，

左至企業，右至工會的方式進行，

德國政府提供經費給德國工商總

會，由工商總會主導企業與學校的

合作，張仁家說明，工商總會嚴格

審查適合的企業，而後企業才能收

學生，也從業界的角度找合適的學

校，再請學校幫忙找尋適當的人才

培育。此外，因業界最清楚現今社

會最需要的技能，專業執照考試、

核發也由工商總會負責，以確保考

照技能符合業界所需。總體來說，

因雙方環境不同，工會定位不同，

張仁家認為，不贊同台灣去學德

國，但還是可以作為一個目標。

記者／程于晏、王芳瑋、鄭詠心、李瑞瑾、林庭羽、許珮姿

雙軌並行育人才 師徒制度重實作

學校企業相附合 確實接軌學與用

技職教育起落大 家長迷思限發展

▲德國技職教育與台灣之比較。 製表／曾勻之

▲張仁家認為證照現已成學生升

學加分的工具。 攝影／林庭羽

產學落差嚴重 
技職教育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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