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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偏見 擁抱移工
四十分之一的喜與悲

▲對移工的看法有所扭曲，會衍生對他們的偏見與歧視。攝影／貝薈涵

記者程怡靜、貝薈涵／台北報導
穿梭在人頭攢動的台北街頭，常
常都可見到東南亞移工的身影。不
論下雨天還是豔陽天，他們總是毫
無怨言地默默撒種耕耘，為的就是
讓遠在故鄉的親人能獲得一份最
基本的安穩。
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有超過 60
萬來自東南亞的移工和我們一起
生活，平均每 40 個人，就有一位
是東南亞移工。
秉持讓更多人重新認識東南亞
移工的理念，「四十分之一」特
此 舉 辦《600,000 JOURNEYS：
六十萬個旅程；六十萬個故事》年
度特展，記錄並傳播移工的故事。
「四十分之一」是一個關心東南亞
移工議題的非營利組織，告訴大家
這些東南亞移工在台灣的生活故
事，還有他們的悲傷與快樂日常。
每每提到這些移工，人們總是
會以一種輕視的眼光來看待他們，
下意識地為他們貼上「身份卑微」
的標籤。「四十分之一」的社群經
理張正儀說：「他們跟我們一樣，
都是充滿故事的人；都是誰的父母
誰的兒女；都在為了理想的生活打
拼，有時候快樂有時候悲傷；都需
要被看見被理解，需要在異地的時
候，想家的時候，遇見一份陌生的

奇癢無比
蕁痲疹纏身
春夏交替好發 應避免過敏原
記者鄒鎮鴻、許哲瑗╱台北報導
因蕁麻疹奇癢無比的症狀造成許多民眾的
煩惱，皮膚科醫師張元清叮嚀，春夏交際之
時是過敏原的好發時節，提醒有蕁麻疹相關
病史的民眾應小心避免。
蕁麻疹造成紅腫、發癢的症狀困擾著許多
民眾，張元清表示，蕁麻疹是一種過敏性疾
病，好發於季節交替之時，尤其五月正處於
春夏季節的過渡期，潮溼的天氣和冷熱變化
大的氣溫，皮膚易過敏的人比較容易產生蕁
麻疹。
蕁麻疹的過敏因素有藥物過敏、食物過
敏、灰塵、紫外線和精神壓力等等。張元清
表示，蕁麻疹基本上需要靠藥物的治療，如
果是慢性蕁麻疹、患者除了在患部塗抹藥
物，也需要服用藥物來控制，且療程常需數
年之久。他指出，大部分的過敏原來自於食
社長／黃惠英

指導老師／葉書宏

物灰塵，現代人因為環境汙染的關係，過敏
的人越來越多，找到自己過敏的食物或是過
敏原，並避而遠之才是解決之道。
長期受到蕁痲疹困擾的鄭茹芝說道：「過
敏的症狀在春夏之際特別容易發生，尤其是
洗完澡之後，乾燥的皮膚會出現一點一點紅
色的凸起物，非常難受，如果沒有塗抹乳
液，整晚會癢得無法入睡。」她無奈地表示，
許多不認識蕁痲疹朋友，看到她身上一點一
點紅紅的症狀，常誤以為是傳染病，不敢靠
近她，讓她曾經一度對自己的外表感到非常
沒自信。
患者羅先生表示，因為居住在木柵，天氣
較潮濕，開始有尋痲疹的症狀發生，求診中
醫師後得知不能常吃過辣的食物、且要定期
更換窗簾、棉被及枕頭套，在中醫長期的治
療後，他的症狀才受到控制。

總編輯／高凡淳

副總編輯／陳品樺、周君燕

盼福利獲重視

溫暖。」
這些從異國漂流而來的人們，遍
布台灣，深入城鄉，人數以桃園為
最，再來是新北市及台中。男性移
工多半從事漁工農務、進入工地或
工廠，彌補台灣基層勞力的缺口；
將近九成的女性移工則進入醫院
或家庭擔任看護或幫傭，肩負起原
本應由國家福利承擔的長期家庭
照顧工作。
在台灣工作九年的印尼籍移工
Liena 提到，她的家境十分困苦，
因為房子產權的問題，媽媽得一直
向人借錢打官司，家裡也因此負債
累累。那時她才 18 歲高中畢業，
她不斷地告訴自己要努力工作以
填補債務。她把在台灣賺到的錢幾
乎都寄回去買地和蓋房子，但當她
真正有機會回家看，發現原來她寄
的錢根本不夠。
現在的她，已經準備回故鄉步入
人生的另一個階段，但她依然難忘
在台灣工作的這段經歷。她認為，
來了台灣工作之後，她的生活獲得
極大的改善，經濟資源方面變得較
為充裕，不至於掙扎求存，同時，
她也與當地人建立連結，有了歸屬
感，對這片土地也有某種無法磨滅
的情懷。
二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因為這群

乘載著不同文化人們的參與而變
得複雜，多數人認為他們所帶來的
是「問題」，比方說，文化語言的
差異及相近的生活空間會產生隔
閡；或因為一些莫可名狀的價值
觀，而對這些外來者抱有優越或拒
斥的心理；又或者因為制度的設
計，讓彼此對立。
對外籍移工並不陌生的民眾張
雅築表示，東南亞移工福利被剝削
的事件時有耳聞，他們在這裡遭受
許多不平等的對待，但真正向他們
伸出援手，試圖改善這種情況的人
卻不多，她希望政府能將心比心，
與非政府機構聯手，著手改進移工
福利問題，讓他們在號稱「最美的
風景是人」的台灣，能夠感受到平
等友善的對待，並且完善地被包容
在台灣的社會體系裡。
他們並不是單純的勞動力而已，
而是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
一個社會的進步，常常取決於我們
如何對待來自不同種族、文化與階
級的人，而如何對待移工，就像如
何對待曾經夢想或已經出國工作
過的自己。摒棄對移工的歧視與刻
板印象，勇敢地張開雙臂擁抱他
們，你會發現，其實他們一點也不
可怕，只要你願意，他們也可以是
社會的一份子。

活到老 學到老
跟隨潮流
銀髮族 3C 化
記者張芷瑜、莊喻婷╱新店報導
因應台灣社會高齡化，各地方政府倡
導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也希望藉由銀
髮課程預防老化。2017 年新北市政府整
合松年大學及樂齡學習中心，推出「銀
髮大學院」，藉由整合資源讓銀髮族終
身學習更有效率。
台灣高齡化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理事
長楊志良提及，孤寂對健康是最大的傷
害，多參與活動可以鼓勵長者走出家門。
68 歲的排舞課學員謝曉貞，參與松年大
學由新女性協會舉辦的排舞課，在早上 9
時踏入體育場與其他學員一起熱身、練
習排舞，謝曉貞說：「因為我不太會，
上課的姊妹們都很願意互相幫助、一同
複習。在家也沒事，能一起說話的感覺
很好。」與新北市政府合作銀髮大學院
的天下一家社教服務中心主任曹慧如更
進一步提及，有課程目標固然是重點，
但另一方面，現在的老人家需要陪伴，
要多鼓勵他們走出來，多認識同儕、與
外界接觸。

上月初，社政體系的松年大學與教育
體系的樂齡中心合作整併後，二者使用
同一套網路平台，讓各自學員認識另一
管道及教學課程。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老
人福利科股長石育華表示，整合後，除
了能就近取得課程資訊外，內容也更加
多元化，從體能健身、語文學習、休閒
娛樂等，到今年新增電子 3C 課程，希望
藉此能讓長輩和年輕族群打成一片。
據 2012 年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公布之老
人健康促進計畫中指出：「台灣有近五
成老人缺乏運動，老年人因身體機能自
然退化，會造成身體活動能力的大幅滑
動；若因不活動所造成的身體機能退化，
其對身體活動能力的影響甚於自然老化，
進而影響晚年的生活品質。」針對銀髮
大學之重要性，石育華回應，其實健康
的老人占大多數，如何讓健康的老人更
健康，或許應逆向思考將投注在少部分
醫療資源的成本轉過來，增設長者學習、
培養體能的管道，讓健康的長者把健康
的時間延長。
編輯／陳冠宏、蔡郁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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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林里太陽能供電 成效不彰
曾獲全國低碳示範社區 民眾盼市府重新檢討
記者蘇媚、林銘翰／新店報導
坪林區依山傍水，被規畫為水
源保護地，坪林區公所也接受環
保署補助，在區內設置六所環保
公廁。其中，大林里更被環保署
遴選為全國低碳示範社區，不但
擁有新北市第一座太陽能環保公
廁，協德宮也成為全國第一座碳
中和示範廟宇。
新北市政府近年來也投入經費，
期望把大林里的經驗，推廣至轄
區內所有社區，朝低碳社區的目
標邁進，使其符合綠建築、綠色
能源、循環資源、綠色交通及永
續生活環境之綠色未來城市五大
面向。
協德宮為大林里的信仰中心，
在經費補助下也在遮雨棚上方裝
設太陽能發電模組，但是協德宮
的太陽能發電系統已經故障二至

三年，早已不具發電功效，廟方解
釋，當初市府積極想要推動坪林
的低碳旅遊，因此包括協德宮在
內，多處公共設施設置太陽能板，
然而裝設的太陽能模組品質不佳，
無法發揮太陽能發電的最佳效益。
許姓廟祝手指天花板的燈管說明，
在發電模組故障失效後，區公所才
重新採購 LED 燈管，作為暫時的
替代方案，不過長期觀察，使用
燈管比起太陽能發電，反而能省
下大量電費，他們不禁說道：「使
用太陽能的效益真的比較大嗎？」
廟方在供電系統失效後也向坪
林區公所申請報修，但是公家單
位態度消極，僅表示將再觀察。
許姓廟祝認為重新修理的費用龐
大，必須先將遮陽板拆除，再清
理卡在太陽能模組上的落葉殘枝，
才有可能重新使用。他也認為市

府在推動低碳社區總是後繼而無
力，對於後續作業缺乏積極作為。
針對綠能公廁，遊客朱先生表示
這是一項很好的設施，不過他認
為公廁位置過於偏遠，交通不甚
方便，而且缺乏路標指引，他希
望市府在推動特色觀光時，能有
更好的配套措施。里民林小姐則
表示，低碳社區的推動不應該限
縮於太陽能，他認為包括路面柏
油的鋪設、電動公車以及電動機
車的推動，才是讓居民更有感的
措施。
新北市政府雖然大量投資於低
碳社區改造，但在投入成本與使用
成效卻有很大的落差。協德宮廟
方期望坪林區公所以及新北市政
府能夠重新審視低碳社區的規畫，
搭配完善的配套措施，不要讓「低
碳社區」的美名只是虛有其表。

▲大林里太陽能發電瓦數顯示板。

攝影／蘇媚

改造廢棄牆 軟貓伴候車

▲軟貓用五種語言與路過民眾打招呼。

攝影／洪羽潔

監視器巷弄死角
社區里民守望相助
記者蔡旻蓉、徐沛姍／文山報導
近年來，隨機攻擊事件層出不窮，公共治安的維護顯得更為重
要。由當地居民自願性組成的社區巡守隊，在警力監督之餘，加強
地方維安管理。
隨著科技的進步與普及，隨處可見的監視器，為警方查案時協助
破案的好幫手，碧潭派出所巡佐施富國表示，現今多數案件靠著調
閱監視器便可破獲，但社區巡守隊的幫忙仍不可缺少。平常警方巡
邏時較少觸及到巷弄內，甚至機車無法到達的地方，這些地方上的
死角，憑藉各里的巡守隊，利用徒步的方式代替警方巡視，有效遏
止社區犯罪的發生率。
新店區新德里的守望相助隊成立至今已有 16 年，秉持「警力有
限，民力無窮」的信念，社區居民熱心組成巡守隊參與，四人成組，
每日從晚間 11 時到凌晨 2 時服勤，三人身穿反光背心、配戴防身
物品於社區巷弄進行夜間巡視，另一隊員留守崗哨，利用對講機與
巡視隊員保持聯繫，共同維護鄰里治安。除了一般社區巡守，守望
相助隊長黃兩成表示，捷運隨機殺人案發生後，守望相助隊也曾與
警方合作，除固有警力之外，守望相助隊也派隊員於捷運新店區公
所站巡邏站崗，保護民眾安全。
巡守隊隊員必須具備防竊、防盜、防搶的維安常識，並定期接受
訓練提高危機處理及應變能力，警方也會定期提供指導課程，傳授
巡守員簡便的防身術與法令知識，幫助巡守人員培養自我保護能
力，並避免因協助逮捕不當而陷入法律糾紛之中。
社區環境安全需要居民與地方警察共同合作，唯有警民同心協
力，才能打造更優質的社區環境，提升治安品質，嚇阻犯罪。
召集人／林欣頻

編輯／林昱萱、陳心亭

記者洪羽潔、汪新亞／文山報導
位於羅斯福路六段的滬江中學
公車站，後方閒置牆為社區髒亂
點，夜晚容易成為治安死角，景行
里里長劉竹英上任後，便著手改
造，帶給居民一個安全、舒適的候
車環境，也促成軟貓牆的誕生。
滬江中學公車站於景美醫院對
面，舊式候車亭後方的廢棄牆面雜
草叢生，吸引街友聚集飲酒，也有
不少拾荒者會將資源回收堆放於
此處，形成環境及治安死角，引起
居民恐慌。而該處是橫跨台北市及
新北市的雙北公車站之一，接駁人
數眾多，劉竹英認為應立即改善，
並說道：「我站在景美綜合醫院門
口觀察許久，想先把候車亭廢掉，
減少環境、治安的死角。」後決定

找台北市議員簡舒培幫忙，向國有
財產署爭取該牆面的認養，並聯絡
台北市公共運輸處廢除公車亭。
適逢文化局推行「2016 台北世
界設計之都」計畫，輾轉找上軟貓
牆設計師「歐歐」，設計出一幅數
隻黑白相間的軟貓，躺臥在牆面
上，用五種語言向路過民眾打招呼
的壁畫。充滿朝氣的軟貓卻出自於
歐歐的情緒低谷，歐歐笑說：「它
是心情有點低落時，突然間冒出來
的產物，很生活、很日常。」就如
同軟貓牆的設計概念，低調的、軟
軟的、慵懶地貼近人心，配上五種
招呼語，帶給都市叢林中忙碌的人
們一點樂趣。
簡舒培已協助多次景美地區鄰
里美化，每回都遇上不同的挑戰，

她表示，此次與國有財產署爭取牆
面使用歷經多次的溝通，因國有財
產署認為該面牆上所有物品都是
財產，連一根廢棄水管也不能拆
除，多次居中協調後，終於成功完
成美化工程。電子站牌取代舊式候
車亭，也將設計透視的新式候車亭
讓候車的民眾能夠有遮風避雨的
地方，也能一覽軟貓風情，預計於
四月底完工。
軟貓牆在鄰里之間廣受好評，於
滬江中學站候車的萬隆居民吳小
姐表示，看起來清爽舒適，比以前
好多了，對軟貓牆讚譽有加。劉竹
英近期規畫將景美捷運站一號出
口牆面美化，融入里內美食、三級
古蹟集應廟、百年國校等元素，透
過牆面美化的方式延續社區價值。

木柵公園面積遼闊 照明不足埋隱憂
記者劉瑋婷、范家瑢／文山報導 下午在公園內走動的居民寥寥可
木柵公園位於興隆路四段，前身 數，尤其夜晚更是沒有人願意進
為公用墓地。因公園和路面高低起 入。附近居民楊小姐表示，近期公
伏大，必須倚賴階梯才能進到公園 園內的萃湖有觀賞螢火蟲的活動，
內部，且夜晚燈光照明不足，讓附 但入夜後的公園因燈光照明微弱，
近許多居民擔心治安問題。
十分昏暗，故不太敢帶小孩子們前
木柵公園占地約 4 萬 664 平方 往；也因公園內晚上幽暗，成為治
公尺，面積廣闊，由華興里及明義 安的死角，期許未來能有個巡邏隊
里共同管理，華興里里長林堃池指 維護大家的安全。
出，木柵公園在生態化計畫工程中
針對公園安全柵欄的設置，楊小
有拓寬草皮面積、增設步道。然而 姐希望可以依照公園的地形波度
因公園地處高勢，需走上樓梯方能
進到公園內部，對於許多年長者及
行動不便者來說相當不方便。若要
將公園的地勢降低，勢必又是一項
浩大的工程。即使如此，民眾仍盼
公園能多增設無障礙設施，提供老
年人及殘障者使用。民眾黃小姐也
表示，公園的無障礙步道偏少，坡
度較不平緩，對於年長者及行動不
便者來說，顯得吃力。
白天走進公園內，可以明顯看出
綠樹成蔭、枝繁葉茂的景象，到夜
晚時，卻因燈光照明不足，顯得陰
森，使人不敢靠近。林堃池補充，
會有二、三個團體在公園內運動， ▲白天時可見孩童在遊樂場嬉戲。

比例增高，維護居民的安全，因為
公園的地勢偏高，現階段的柵欄卻
是一般高度的柵欄，若是推娃娃車
或是輪椅，則無法起到任何的防護
作用。
對於公園的改善計畫，林堃池表
示，想要提升公園的使用率，必須
要先思考如何改善，才能讓居民願
意進去公園內活動，也會將里民的
聲音反映給政府。對此，政府方面
截至目前為止，尚未回應。

攝影／劉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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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音樂節 系列活動盛大展開
零經費基礎

▲民眾坐在草地上欣賞音樂電影，別有一番風味。

帶來多元風格作品

圖片提供／台大音樂節

竄紅 實況主 變身天王秀綜藝
記者陳沛婍、黃俊翔／台北報導
實況攝影棚是近年興起的一種
娛樂模式，許多才華洋溢且樂於分
享的人，透過視訊直播展現自己的
才藝，「實況主」這個新世代的職
業因應而生。
實況主亦即在網路上直播玩遊
戲的人，有名的實況主只要一開
台，便動輒上萬人同時觀看這些高
端玩家「表演」操作技巧或是破
關，讓觀看的網友拍案叫絕。
題材的選擇與實況主自身的特

質很有關聯，實況主也能在直播
中使特殊才藝，例如歌唱、繪畫、
舞蹈等動靜皆宜，樹立出實況主不
同他人的風格。
全職 YouTuber「老爹」任桓志
表示，本身遊玩一些小品遊戲和觀
眾互動，初期為了想要快速走紅，
瘋狂發表實況作品，縱使觀看人數
不太理想，仍有觀眾期待每周的新
影片，因此對忠實觀眾萌生一種責
任感，而他也非常珍惜與粉絲互動
的機會。

上班族兼實況主「新大」張品新
表示，本身是玩神奇寶貝遊戲而受
到關注，但只要在實況當日主題非
神奇寶貝時，觀賞人數就會大打折
扣，不過觀眾會對直播內容產生記
憶點。
張品新印象最深刻的直播經驗
是第一次收到觀眾捐贈的時候，他
說：「自己也沒想到能像其他實況
主一樣受到重視。」雖平常工作繁
忙，但秉持著再累也要對得起觀眾
的精神，持續在實況直播中努力。

記者廖珮筑、程伃君／台北報導
第四屆台大音樂節正式展開，一
系列活動把多元的音樂作品風格帶
給觀眾，在沒有任何政府、學校的
補助下，學生憑著網路集資以及對
音樂的熱情，依然風雨無阻展開本
屆盛會。
台大音樂節從 4 月 24 日到 5 月
13 日，一連串的活動接二連三登
場，包括講座、展覽、音樂工作坊、
音樂電影院、野台表演等，本次主
軸為「趁我們還敢做夢」。
台大音樂節總召張達元表示，為
了延續去年的主題「趁我們還是學
生」帶來的熱潮，今年不想只侷限
在學生、音樂這二大元素，經過討
論後，決定以「趁我們還敢做夢」
作為今年的主軸，期望讓更多音樂
圈以外的民眾與有「夢想」的人認
同他們的理念，並鼓勵他們勇敢追
逐夢想。
不同於其他音樂節，只有大型野
台表演或舉辦音樂比賽，台大音樂
節用更多元的形式，將音樂傳遞給
民眾。
今年新增「週一音樂電影院」，

是在周一晚上藉由露天電影院的方
式，在台大校園的草地上播放音樂
電影，讓民眾接觸到音樂不同的面
向，例如：音樂製作的過程、音樂
人的傳記等，除了聽覺上的刺激，
還能運用視覺感官重新認識音樂的
樣貌。
第一次參加台大音樂節的台大物
理治療學系學生郭澤勳認為，有別
於好萊塢的動作片，音樂電影院播
放的影片對他來說很新穎，讓他對
音樂又有不同的認識。
這場台大音樂節是由來自北部
11 所學校的學生所籌辦，不同的
背景讓他們碰撞出更多火花，但在
沒有學校、政府的補助下，他們憑
著自己的力量在網路平台上募資，
親自到公司拜訪、拉贊助，寄出超
過三百多封郵件，目的是為了讓更
多人接觸到音樂、讓更多有實力的
人有管道被看見。
張達元提到，好的舞台結構、燈
光、策展、藝人邀請等，都需要資
金，只有學生的努力依然不足夠，
期望有更多人支持，共同為台灣音
樂圈盡一份心力。

環保月亮杯 經期用品新革命

中途咖啡廳興起 讓愛不「留」浪
記者戴葳、周宛蓁／台北報導
近年來，動物保護意識抬頭，
流浪動物中途咖啡廳越來越多，
希望能幫助流浪貓狗找到新主人，
為流浪動物的問題找出新的解決
之道。
台灣首位將咖啡廳與中途之家
做結合的動保人士譚柔表示，希
望能免除民眾進入收容所的沉重
心情，讓欲領養的民眾在輕鬆愉
快的氛圍下與流浪貓狗 ( 以下簡
稱浪浪 ) 相處，也能透過高曝光
率的方式送養。
欲領養者在帶浪浪回家前，必
須通過中途咖啡廳特別設立的審
查制度，在領養前需多次來店裡

與浪浪相處，與浪浪熟悉並了解
其性格，也讓店家評估其是否適
合領養。店家更會定期到新主人
家裡做家訪，並探望重獲新生的
浪浪們，確保浪浪都幸福的生活。
譚柔提到，他經營的咖啡廳不收
品種犬，讓每隻流浪動物都擁有
被愛的權利。店家會將客人每筆
消費金額的百分之三捐贈給 TNR
流浪貓狗助紮計畫，減少流浪動
物不斷繁殖的根本問題，也作為
動物的醫療、檢驗經費，讓流浪
動物有良好的生活環境，同時更
增加被領養的機率。
民眾陳小姐表示，自己非常喜
歡中途咖啡廳所營造出的溫馨氛

圍，這樣的發想不僅能讓民眾有
更多機會接觸流浪動物，同時也
更能增加流浪動物被領養的機率，
店家也不忘兼顧牠們良好的生活
環境，達到雙贏局面。
透過與固定的愛媽愛爸 ( 盡心
於動物保護運動的人士 ) 及愛狗
人士合作許多中途咖啡廳持續送
養流浪貓狗（如上圖。攝影／周
宛蓁）。然而，流浪動物的數量
不減反增，不僅是政府在立法約
束上的責任，關鍵在於大眾的觀
念偏差，若人們將寵物定位為具
陪伴功能，且可隨意棄置的動物
而非家人，流浪動物的問題將永
遠沒有解決之日。

記者龐書亞、周姈姈／台北報導
台灣月亮杯透過募資平台集資，
歷經二年奮戰，終於順利取得醫療
核准，可透過網路購買，近期在藥
妝店也已上市販售，讓女性在生理
期時，可以有更多樣的選擇。
每當月經期來潮時，大多數女性
使用傳統式衛生棉，常感到悶熱濕
黏，尤其當夏天來臨，更令人感到
煩躁，長期悶熱將導致長疹子、紅
腫發癢。
台灣月亮杯創辦人 Vanessa 在
美國留學時，看見國外女性生理用
品蓬勃發展，她認為台灣女性也應
該有更多經期用品可以挑選，她表
示，希望讓女性從小就能明白，女
性生理用品不是只有衛生棉一種選
擇。透過找到合適自己的產品，讓
月經不再成為困擾。
一般女性使用月亮杯 ( 如上圖。

攝影／周姈姈 ) 上手時間最快幾個
月，最晚則需一年，女性可依自己
經期流量選擇不同大小的月亮杯。
經期使用月亮杯，游泳、泡溫
泉、跑跳都不是問題，能有效改善
悶熱感。
使用過月亮杯的林小姐表示，月
亮杯給她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清
爽」，讓她完全擺脫經期長疹子的
困擾，不僅提升舒爽度，也能減少
垃圾量，月亮杯讓她不再擔憂經期
帶來的困擾。
傳統衛生棉會製造大量垃圾，放
置過久也會散發出異味，但月亮杯
的 壽 命 長， 可 使 用 10 至 15 年 之
久，只要在經期結束後，使用熱水
清洗乾淨放置回專屬的棉袋中即
可，待下次經期來時可重複使用。
月亮杯不僅環保，也讓女性減少
繳納「月經稅」的重擔。

召集人／莊詠豪

編輯／邱曉昱、黃俐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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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台劇新疆界 植劇場的溫柔革命
嘗試的舞台，透過這些嘗試，也能讓台灣戲劇圈擁有
全新突破，甚至為未來創造更多豐富的內容。
除了開創台劇全新面貌，植劇場製作群也有感於台
灣演員不是尚未成氣候，便是前往中國發展，因此找
尋好演員，並訓練紮實演技基礎，成為植劇場首要努
力的方向，「Qplace 表演教室」與植劇場同步成立，
舉行海選招募 20 多位新演員展開培訓，並隨即投入
植劇場的戲劇作品。在「天黑請閉眼」有精彩演出的
朱盛平，因劇中角色黃毓秀打開知名度，朱盛平表示，
從小她就有強烈的表演慾，並樂於嘗試新事物，因此
便與好友參加海選，也很幸運地脫穎而出。
在訓練期間，朱盛平說印象深刻的一場課程是模仿
百年前的歷史人物。她說當初安排這堂課程的目的，
是希望學員能在僅有文字記錄，沒有影像的情形下
自行塑造角色，在那個夜晚大家都沈浸在自己的角色
中，也讓他們覺得揣摩角色是一件迷人的事，並使他
們重新思考作為演員帶給觀眾的使命感。
「台灣電視戲劇一場溫柔的革命」是植劇場賦予台
灣戲劇的全新期許，改變的路程儘管艱辛，植劇場仍
為台劇跨出勇敢的第一步，就像安哲毅說的：「我們
開了一扇窗，邀請有興趣的人欣賞，進而啟發他們的
想法。」

記者邵永輝、易俐廷／台北報導
由王小棣導演領軍，「植劇場」近期在台灣影視圈
掀起一股浪潮，秉持改造台灣影視環境的初衷，帶給
觀眾突破性的戲劇成果，而劇中新演員的精彩演出，
透過「Qplace 表演教室」的磨練 ( 右圖。圖片提供／
Qplace 表演教室 )，更為台灣戲劇人才扎下厚實根基。
「小清新」、「偶像劇」在近年逐漸成為台灣影視作
品的代名詞，台灣戲劇陷入框架而無法突破，千篇一律
的劇情造成觀眾逐漸流失，收視率也開始下滑。而自民
國 105 年下半年開始，由導演王小棣擔任推手，集結眾
多知名導演、編劇，共同推出的全新計畫「植劇場」，
為台灣影視圈注入一劑強心針，大膽推出過去鮮少嘗試
的類型劇情，並重新從根本的劇情、演員、製作投入心
力，除了找回流失觀眾群的肯定，也期許能為電視戲劇
奠定良好根基。
，同為植劇場重要推手的導演安哲毅說：「當初植劇場
會成功建立，功臣就是王小棣，因為有感於產業環境並
非理想，因此開始思考如何脫胎換骨，間接成為製作植
劇場的契機。」對於全新型態戲劇的挑戰，安哲毅表示，
過去的作品承載著期許與社會對話的動機，但現在反而
會經過包裝後，以貼近觀眾想法為主要考量。而造成廣
泛討論的懸疑驚悚類型，安哲毅說，植劇場是一個提供

邪典狂歡 「洛基恐怖秀」
記者蔡曉松／台北報導
「邪典」，泛指所有能群聚小
眾影迷狂歡的地下經典，這些電
影有些名不見經傳，只在影迷間口
耳相傳；也有一些賣座鉅片如「星
際大戰」（Star Wars），讓一群
死衷影迷心甘情願全心投入電影
世界中沸騰熱血。在「邪典電影」
的歷史中，「洛基恐怖秀」（The
Rocky Horror Picture Show） 是
難以被忽視的經典作品。
在台灣，少有影迷變裝觀影的大
型狂歡活動。自第一屆金馬奇幻影
展首度引進國外「洛基恐怖秀」，
讓民眾變裝參與，並且在廳內布置
不同於一般戲院放映的聲光效果

與劇團演出，每年都一票難求，成
為影迷一年一度的狂熱盛會。
「這部電影最大的魅力，是它讓
我們看到所有典型的正常，都有不
正常的可能。」金馬執委會執行長
聞天祥表示，「洛基恐怖秀」呼喊
出酷兒（Queer）的靈魂，代表叛
逆的多元特性。這無關於觀眾的身
分與性向，都能夠透過這部電影宣
洩自我。「我們看『洛基恐怖秀』
的結尾，選擇讓主角法蘭克博士迎
向悲劇死亡，表現豐富的情感」，
他說，「這部電影在不正經的外表
下，其實擁有一個勇敢的靈魂，去
面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
「洛基恐怖秀」在台灣的成功經

驗，對於亞洲的觀影文化是一個
奇特衝擊，亞洲各地影展、外國媒
體，都曾經來觀摩金馬奇幻影展的
成功經驗。聞天祥認為，面對一個
更多元化的社會，「洛基恐怖秀」
狂歡場讓影迷可以更深入參與這
部電影的世界。現場觀眾陳先生表
示，自己是第二次在金馬奇幻影展
觀賞「洛基恐怖秀」，影展內的氛
圍，是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
影迷能夠跟著影片直接互動、對
著銀幕上的角色叫囂、跟著情節歡
呼。八年的狂歡場放映，金馬奇幻
影展打開了觀眾與電影的固定位
置，顛覆傳統的「看電影」，注入
更多活力與刺激。

珍愛自然 Anadou 木偶藏寓意
記者林冠宇、王懿萱／台北報導 有感情寄託。
展場內的木偶作品大多溫馨可
現代人面對鋼筋水泥叢林已是
稀鬆平常的事，而木造的建築、家 愛、生動靈巧，整體童趣十足，然
具、物品才能使人停下腳步欣賞。 而每一個木偶都有屬於自己的故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木造儼然成 事，以穿著反光背心的石虎斑斑為
為一種慢步調的生活藝術，然而樹 例，這件作品反映出台灣石虎生存
木只能是商品或工具嗎？藝術工 空間受到壓迫的問題。由於人類的
作者銀濟春透過創作木偶來表達 開發，使原本生活在森林中的石虎
理念，希望大家能給予樹木多一份 時常需要越過馬路覓食，石虎不幸
尊重與珍惜。
遭車輛輾斃的事件也層出不窮，為
Anadou 木 作 創 作 展 在 上 月 15 石虎穿上反光背心是希望他們在
日於木平台展覽空間開展，是藝 活動時能更加安全，凸顯石虎生存
術工作者銀濟春的創作個展。其 的困境，也反映出人類的自私。
中「Anadou」一詞取自於魯凱族
銀濟春的作品還有一項明顯的
對於「樹」的稱呼，原因是原住
民相信樹木是存在著靈性的，並
且始終尊敬著樹，而原住民對樹
木的信仰恰巧與作者的創作理念
相互呼應。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
其實有許多木材遭到濫伐與浪費，
對此，銀濟春表示，現今大多數的
人只把木材當作一種商品或工具，
對木造產物並不帶有感情，因而造
就用完即丟的風氣。為了使木材在
人們眼中不再只是商品，銀濟春
透過雕刻木偶，賦予木造產物更
多意義，讓木材可以是心靈歸屬， ▲志工熱心的為民眾操作展品。
召集人／耿采維

編輯／傅大容、吳冠輝

特色，那就是將木作與齒輪機構結
合，在許多零件經過豐富的創意和
精細的計算後，木偶可以做出跑步
或是仰臥起坐等動作，這樣的結合
使木偶更加靈活且生動有趣味。觀
展民眾黃小姐表示，現場的作品很
有特色，儘管售價比一般木造家具
高出一些，但作品本身展現的溫度
與生命力仍然是讓人心動的主因。
銀濟春希望透過木偶作品來提
醒大家，我們應該感謝樹木帶給我
們的美好生活，其實樹木也和人一
樣，我們應該給予多一份尊重、多
一點珍惜。

攝影／林冠宇

任性而活的歌者克里夫
記者廖芳鈺、陳心宇、陳映羽、
牛雨晗／台北報導
「我相信在我們可以為自己決
定負責任的時候，也許我們還是可
以去嘗試，去認識自己的本性，然
後去好好的過生活，從那個時候開
始，也是一個重新認識我們自己的
開始。」
在台上唱著「任性而活」的克里
夫 Cliff（ 上圖。攝影／陳心宇 )，
總會在演出現場為這首歌說這麼
一段話。不遷就生命的安排，他做
了大部份人都深感疑惑的決定，從
台大畢業後順利成為工程師，卻辭
去人人稱羨的高薪職位，從零開始
投入音樂創作。
「一個一個階段都有存在的意
義，即使在當下不知道在做什麼，
過了這個階段再回頭看，每一個階
段都有它存在的意義，只要你有用
心在過生活。」
克里夫大學玩樂團的經歷、偷偷
寫歌寄給因為工作壓力而不再展
開笑顏的同事等，這些歷程都成為
他在音樂路上成長茁壯的養分。克
里夫看著同事心情改善，讓他體悟
到音樂是可以帶給人們正向的力
量，又或是環島旅行一路上的所見
所聞，讓他體會到未必要把自己侷
限在工程師的身份上。
克里夫喜歡漫無目的旅行，觀察
並思索生活中的大小事，一路上看
見的風景和遇見的人們，都是創作
的靈感來源。不論是皮膚癌患者的

「黑子」，還是講述台南知名的糯
夫米糕的「米糕哥歌」，這些人物
故事在他的歌中傳唱到更遠更溫
柔的地方去了。
在新推出的 EP《在霧散開之前》
中，也寫下「台八線四公里」記載
自己在旅行途中搭便車的故事，湛
藍的天空、雪白的雲朵，與好心拎
他上車的司機與其母親的笑容，為
他的旅程添上名為人與人之間的
尊重與信任。讓他在隔年再次前進
大禹嶺，想帶著這首歌與感謝的心
情，去拜訪那位宣稱住在台八線四
公里的司機大哥，儘管與他擦身而
過，但也讓他遇上許多溫暖的人。
「不管身處在什麼地方，生活
的周遭如果多花一些心思去留意，
看生活和目前所在的方式會慢慢
有些不同。」克里夫看似自由的生
活背後，是對日子的珍惜與計較，
也許是因為擔任工程師的經驗，也
可能是與生俱來負責的個性，克里
夫對任何事物都很仔細耐心，從他
每天依舊花上許多時間練習吉他，
在包包中總帶上一本書的習慣中
就能看出克里夫其實在看似任性
的背後，高度的自我要求。
即便追夢的故事這麼多，而那些
夢與遠方似乎和我們的生活離得
太遠，我們依舊需要像克里夫這樣
的音樂人，用歌聲傳遞那些應當被
留心與關注的美好，用音樂譜出的
溫柔堅定，為每一顆焦躁不安的心
帶來一絲撫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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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ing Money from Live Streaming

Users Fund the Hosts by Virtual Currency
By Chan, Meng-hin（陳明憲）, Chen, Ching-wen（陳靖文）
Live streaming has become a trend and a platform for people
to spend and earn. A fortuneteller Kayo Kimo ( 凱佑 ‧ 秦沐 )
joined UP live four months ago; currently he has accumulated
over 1 million followers and has earned over NT60,000 on
monthly basis.
Kayo said,“I didn’t expect that much. I first tried the live
streaming function on youtube and then the company (UP live)
came to invite me to be a host on the forum. And surprisingly
I got a really good outcome. ” He said that live streaming acts
as a virtual channel to the consumers. As UP live is a public
forum, people tend to look for his shop concerning private
issues.
Live streaming application enables users to be an audience
as well as a host. The popular form of live streaming is young
ladies casually talking, singing and dancing via personal
computers and smartphone. The critical point lies in the fact
that audience can give out virtual coins to the hosts that they
like. And of course the audience need to pay genuine money
for the virtual currency, and what the hosts received can turn
to be real money with a sum of commission contributed to
the company. User Chen said that the system is so convenient
because they can pay directly via wechat pay and credit card,
which helps the audience to spend on virtual currency.
Kayo believes that the crucial point for his success is that he
is unique, users can’t find another host to offer fortunetelling
service in Thai style through live streaming. Moreover, he also

Courtesy of PikoLive( 皮克直播 )

complained that it is unfair for females can easily get much
attention when they wear sexy clothes and do nothing. On the
other hand, males may need to perform real talents if they want
to get the attention.
His form is comparatively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hosts as

Live Streaming Effects on Society

fortunetelling is kind of a talent and a constantly, regularly
live show, that is why he can keep a regular base of viewers.
He divides his live broadcasting into three parts: commenting
on the overall luck of every horoscope, answering doubts and
giving suggestions to the first ten audiences.

Photo ／ Chan, Meng-hin（陳明憲）

By Hsu, Yu-shan ( 許毓珊 ), Liu, Chia-yu ( 劉家瑜 )
There are many kinds of live streaming( 直播 ), including ordinary person live show, game
streamer( 遊戲實況 ), electronic sports( 電競賽事 ), and selling goods. Why is live streaming
so popular now?
Anchors interact with their audiences in several ways: through chat room, taking audience
requests for songs, fans meeting, call-in and playing online games together. In order to attract
and keep audiences, anchors of ordinary people live shows are focusing on personal talent and
appearance. Rather than copying others, it would be better to create one’s own irreplaceable
strengths, like personal features.
Asked if business operators are worried about the challenges created by live streaming, Luo,
Hao-feng( 羅皓丰 ), founder of PikoLive( 皮克直播 ) said they are not very worried because
various businesses still do not and are trying to combine their own industry with live streaming.
As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new ways of live streaming, it is promising actually.
From PikoLive’s newest investigation data, people aged between 18 to 24 account for

56.88% of live streaming activities, those aged from 25 to 34 account for 38.05%, and those
in the 35-44 age group, 3.30% only. Males account for a whopping 95.59% whereas females
represent 4.41% in the live streaming industry. The statistics prove what Wang, Chih-chien( 汪
志 堅 ), director of E-Business Center and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has observed that people have more leisure time
as the social structure changes. People are seeking more exciting and interesting ways of
amusement. Because of more mature and cheaper internet environment, live streaming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ways, especially to teenagers. Adolescents tend to pursue
good-looking stars and the opposite sex. Some of them who spend much more time online than
average are called otaku( 宅男 ).
Another live streaming feature is letting the users feel like being in a virtual situation. Take
goods-selling for example. Anchors often demonstrate how to use products to audiences. People
will be influenced by other users because of the sense of obedient to the public( 從眾性 ). The
next step of forming fixed audiences is to induce the audiences to keep using it.

By Lam,Tsz-ching( 林梓晴 ), Chuang, Li-cheng( 莊立誠 )
Chen Hao( 宸浩 ), a live streamer from mainland China, loves to share some topics and have
online chat on his channel. As he is studying in Taiwan, his channel is followed by the audience
in both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Based on the popularity data on the internet, he is followed
by nearly 80,000 fans.
Langlive app( 浪 直 播 ) is his main streaming platform. He got unforgettable experience
on his channel.“At the mainland streaming platform, I would like to sing the songs that the
audience required. When the streaming contract was coming to an end, there are many followers
who keep expressing their sadness over the upcoming loss of my streaming, sharing the story
while they were watching the channel, and even sending the online points to me.”Chen Hao
remembered that he had cried while live streaming because it was a touching moment of his

streaming career.
Talking about the difference of live streaming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Chen
Hao says that Taiwanese followers are interested in the entertainment and the content of his
speech, but the mainlander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ppearance or special ability of the
streamer.
On the streaming contract, Chen Hao was required to stream at least 15 days a month, 1
hour a day. If the time of live-streaming was more than the contract, that would count as his
bonus income. In Taiwan they watche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hannel to decide whether they
deduct the wages or call off the streaming contract. Chen Hao believes that the market of livestreaming has been saturated. Live-streaming has to be done with other different features.
Otherwise it would be substituted.

A Chat with Live Streamer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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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邦交國再減
中國施壓如何自處
記者魏莉穎、蔡芃敏、李可心、胡皓宸、翁悅心／台北報導
2016 年 12 月下旬，就在蔡英文就任總統七個月，我國非洲三友邦之一的聖多美普林西即終止對台關係，並隨即與中國建交；這是 2000 年迄今，第 12 個
與台斷交的國家，而我國友邦目前僅存 21 個，此外，西非的奈及利亞 ( 非台灣邦交國 )，也於今年初在中國要求下，迫我代表處撤出奈國首都。凡此種種，
顯示台灣外交情勢日益艱困，顯示中國對台施壓之迫切性，而如何突破中方打壓、防止邦交國繼續減少，也是新執政團隊極需思考的課題。
由於兩岸對抗的歷史因素，我國對外關係並不穩定：1949 年底，國府遷台初期維持有 47 個邦交國；1960 年代，因國際間民族獨立運動的興起，大批新國
家成立，台灣藉此局勢，與多國建立外交關係，1969 年多達 70 國；1971 年後，隨冷戰局勢改變與退出聯合國，短短二年內近 30 個國家相繼斷交。往後，
我國政府僅能以「台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中華台北」、「台灣」等名義參與各大世界重要組織。
新認為，此種僥倖、鴕鳥心態，並
非正確外交方針，他預測未來美、
中國自 2005 年起，在非洲大規 中的「戰略互疑」將更不易消除，
模投資，過去西方國家對非洲提出 甚至更形嚴重，兩國恐愈來愈難
的發展模式為「華盛頓共識」，即 在國際領域或爭議性議題上合作，
政治民主、經濟私有化，降低政治 包括經貿、北韓與伊朗核武發展、
干預。然而大陸對非洲的援助，則 東海、南海、台灣和網路安全等議
本著平等、互利、雙贏的精神，奉 題，「這次蔡政府慶幸安然過關，
行「不干預內政」更為吸引非洲各 並不表示未來美中峰會台灣都能
國政府。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也曾表 有驚無險」因此唯有透過良好的溝
示，中國旨在幫助非洲發展基礎設 通管道，政府主動改善兩岸關係，
施、改善農業和減少貧困。
我國才能在美、中之間擁有發言的
蔡政府上台後不承認九二共識， 權利。
兩岸關係因此急凍。而聖國與我國
斷交事件，大陸外交部表示，歡迎 維繫友邦 億萬預算遭質疑
聖多美普林西比回到「一個中國原
則」的正確軌道；總統府發表聲
據 政 府 公 開 預 算， 去 年 編 列 1
明，譴責大陸趁勢操作「一中原 億 4 千萬台幣於國際關懷及救助，
則」、破壞兩岸穩定，對兩岸關係 隨邦交國不斷減少，民眾提出「邦
的長遠發展更是毫無助益。由此可 交國無用論」、「金錢外交」之質
見兩岸在一中政策、九二共識並無 疑。究竟台灣為什麼需要維繫友
達成交集。對此，淡江大學外交與 邦，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參事兼
國際關係學系教授陳一新表示，兩 副執行長李憲章表示，基於過去受
岸關係的處境勢必危及我國外交 惠於各國，必須展現回饋國際社會
策略。要和大陸從事外交上競賽， 的表現。許多世界經濟大國每年投
首先得處理好兩岸關係，若繼續對 入國際援助得佔其 GDP 之 0.7%，
抗，將會是零和遊戲，無法創造雙 而台灣每年僅提撥約 0.3%。
贏局面。
此外，邦交國得以協助我國參加
本月初所舉行的川習會，全球矚 國際組織，目前已成功加入 58 個
目，而結果大多均在個專家學者意 全球組織，37 個為正式會員國，
料之中。峰會期間，並未談及台灣 其餘則以觀察員及其他身分參與。
議題，對此，綠營表態「台灣沒有 由此可見，與邦交國維持友善關
被拿出來談，台灣過關了」。陳一 係，對於提升我國在國際間的知名

台聖斷交 受大陸因素影響

度，有很大的幫助。
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七
條，每個聯合國會員國，不論國家
大小都有一個投票權，針對各項表
決議題時，投下代表國家的意見。
因此這些邦交國在聯合國中為台
灣發出的聲音，對台灣來說寶貴而
重要。同時中國一直不承認台灣
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斷壓縮我國
國際空間，欲壟斷中華民國的邦交
國，在這樣的情勢下，維持與他國
的外交關係更顯重要。
台灣外交政策太過依賴「金援外
交」的方式常被人詬病。陳水扁政
府時期推出的「榮邦專案」因為龐
大的外援金額甚至被批評為「凱子
外交」。聖多美普林西比以「台灣
不願意負擔 2 億美元金援的要求」
為理由與台灣斷交。根據外交部公
開資料顯示，2015 年台灣「對外
援助」方面的花費為 3 億美元。

踏實外交 我國表現積極
加拿大常駐台灣的資深政治評論
家寇謐將，致力於研究兩岸局勢。
他曾在今年新上線的評論網「守望
台灣（Taiwan Sentinel）」建議台
灣，特別是針對較不需要仰賴金錢
外交模式互利的國家，加強耕耘非
官方（unofficial）的外交關係。
目前中國已與非洲五十多個國家
地區建立貿易關係，且對非投資超

過 100 億美元，面對大陸勢力於
全球各地崛起，如何創造我國邦誼
價值為首要課題，總統蔡英文曾
在 2011 年演講時指出 :「台灣唯
有讓自己具備跨領域、跨文化及跨
時差的條件，才能凸顯價值而掌握
競爭力。」然而，陳一新認為，在
外交現實面上，全世界僅看實力，
不看軟建設，台灣的人權、自由、
民主、文化固然珍貴，但相對於中
國的經濟、國防實力，非洲國家更
為需要。
台 灣 以 經 濟 實 力 世 界 排 名 27
名，爭取加入各國際組織，然而李
憲章表示，我國出口經濟過度依賴
中國，必須加強與更多國家的經貿
往來。就當前踏實外交政策而言，
我國也積極投入國際援助，含基
礎建設、衛生醫療、農業技術提升
等，協助資通訊科技發展，縮小數
位落差，提高國際知名度，地方政
府也締結姊妹市，推動城市觀光，
促進觀光收益。
除此之外，國內 NGO（非政府
組織）組織享譽國際，如佛教慈濟
基金會為「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
非政府組織的特殊諮詢委員」、濕
地保護協會、紅十字會等，許多國
際救援活動也都不乏台灣非政府
組織的身影。李憲章指出，外交部
定期舉辦國際事務人才的培訓課
程，徵選 NGO 重要幹部前往海外
實習，就國際目前關注要點進行實

務交流，強化國內非政府組織與國
際合作，進行國際關懷與救助，並
協助國內 NGO 在台舉辦重要國際
會議或活動。藉由非政府組織的運
作，加強台灣國際名聲，供政府與
各國建立良好關係。

國際交流 從國民外交做起
因著實質外交關係受中共打壓，
國民素質儼然成另類國際形象代
表。隨度假打工在台掀起一陣熱
潮，截至 2016 年共計 22 萬人參
與，國際青年度假打工可促進國際
交流，外交部也設立單一入口英文
網站，提供英文介面方便操作，吸
引更多外國青年來台，提升我國國
際能見度。李憲章強調，保障國人
在海外權益為首要之務，如工安問
題、醫療服務等。
而針對台灣人去年在澳洲的詐
欺案件，李憲章則說，透過國民外
交雖可有效與國際接軌，但民眾須
謹守各國法規，避免破壞台灣良好
國民素質的美名，外交部每年也定
期舉辦宣導會，藉以傳達正確觀
念，樹立國人良好形象，達到國民
外交之效益。公眾外交之範疇也擴
及台灣人出國旅遊、觀光客來台、
外交小尖兵計畫、國際青年臺灣研
習營及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等，
我國國人的任何表現，皆代表台灣
形象、國民素質。

▲台灣邦交國分布圖。製圖／胡皓宸
指導老師／余陽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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