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星期五

第 2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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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洪羽潔、汪新亞／文山報導

　近幾年新出廠的汽、機車，都有

加裝日行燈，據歐美經驗，日間行

車開燈能夠降低車禍發生率。然而

卻有民眾因此接到罰單，遭檢舉未

依規定使用燈號。

　接獲遭誤罰的林小姐反映，家庭

出遊時，發動車輛自動開啟的日行

燈，遭誤認是霧燈而拍照檢舉，返

家後竟收到「未依規定使用燈號」

的罰單，引發一連串申訴問題。另

名遭誤罰的民眾簡小姐無奈表示，

因為家中車輛較新，原廠新車即

裝有日行燈，卻被民眾誤解檢舉，

林小姐說：「很擾民啊，還要去跟

交通裁決所去做申訴，罰單要繳不

繳，繳後如何退款，後續還有一堆

問題要處理。」

　對於檢舉民眾的誤解，國產車銷

售經理李信志解釋，車子一旦發

動，日行燈即會啟動，無論日夜協

助照明；而霧燈則適用於雨天或起

霧時協助照地，並說明目前自家於

2017年推出的車輛，為配合政策，

一律配有日行燈，而 2016 年上市

的車款則不在此限。談起日間行車

開燈的政策，李信志表示，國外已

行之有年，如美規車款早就規定裝

設日行燈，然而日後若強制執行日

間行車開燈，所有進口車會全面裝

備日行燈。

　對此新制，交通部路政司監察科

科長趙晉緯說明，機車於 2017 年

起、新式小車於 2018 年起、新式

大型車於 2019 年起，需要依法規

配置日行燈才可領牌，而此規定將

不溯及既往，已領牌車不受影響，

不須進行改裝。談起日行燈的制

度，趙晉緯解釋，此舉是修正車輛

安全的檢測基準，因為日間行車開

燈可以提升辨識度，進而增加行車

安全性。

　台北市議員阮昭雄聽聞民眾遭

誤罰一事直呼：「非常不應該！」

他呼籲執行機關應釐清事實，避免

誤會守法民眾，倘若未來此政策要

嚴格施行時，要備有更明確的規範

及宣導，例如，新進駕駛員考照

時，將日行燈相關概念設為必考

題，或與車商合作，讓民眾了解備

有日行燈可提高車輛交通安全係

數。當大眾廣為知悉此政策時，可

避免誤解、誤罰的狀況產生。

　趙晉緯回應，建議警政署及相關

機構，未來遇到檢舉有疑義時，應

將資料交由監理單位協助做釐清。        

而交通部已於 2016 年開始陸續要

求公務車輛及客運業者帶頭進行

示範，此外也透過電視及廣播媒體

宣導「於白天行車時開啟頭燈」的

概念。

　記者廖珮筑、程伃君／台北報導

　第 47 屆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由

國立台灣大學主辦，各地運動好

手齊聚一堂，更被視為世大運的

前哨戰，有「台灣第一速」之稱

的楊俊瀚雖舊傷纏身，但仍打破

大會記錄摘下金牌，而在五天賽

事圓滿結束後，選手盼未來能改

善場地規畫。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睽違 38
年，在 106 年再次由國立台灣大

學接下主辦權，有別以往，本次

賽會除了 14 項必辦競賽與 1 項示

範競賽之外，本屆賽事首次增辦

角力競賽項目，讓國內角力好手

能一展長才。此外，包含世界球

后戴姿穎參與的羽毛球項目，以

及曾在奧運射箭項目中奪下銅牌

的譚雅婷及林詩嘉，讓賽事更加

有看頭，還被視為台北世大運的

前哨戰。

　有「台灣第一速」之稱的短跑

好手楊俊瀚，在 200 公尺賽事中

即使身體不適，依然跑出 20 秒

66 的佳績，雖未破全國記錄，但

仍奪下金牌並打破大會紀錄，蟬

聯二連霸，楊俊瀚表示，雖然想

拼全國記錄，但舊傷還是不太舒

服，所以採用比較保護自己的跑

法，看到成績後還是很開心，去

年的成績沒有比 20 秒 6 還快，對

這屆大運會的表現還算滿意。楊

俊瀚也提到，目前最大的目標放

在 8 月的世大運，會盡全力將獎

牌留在台灣。

　五天的賽事已圓滿落幕，美中

不足的是田徑比賽的場地規畫有

待加強，本次獲得田徑 800 公尺

賽事銅牌的台灣師範大學學生陳

彥文認為，比賽、檢錄場地遮陽

的區域太少，加上這幾天天氣十

分炎熱，多少都會影響到選手們

身體的狀況。除了遮陽的區域需

要增加外，陳彥文也表示，比賽

場地的空間雖然很大，但田徑選

手暖身的地方沒有適當的規畫，

希望未來主辦單位可以改善，讓

台灣的賽事邁向國際的水準。

　記者程怡靜、貝薈涵／台北報導

　走在溫州街口、羅斯福路上，

到處可見年輕面孔。一台筆電、

一本書、一杯咖啡，是他們的日

常。咖啡對現代人來說，是每天

的早餐、是熬夜的陪伴、是心靈

的慰籍，然而對殷海光而言，咖

啡飄香所承載的，卻是台灣 50 年

代難能可貴的自由。

　殷海光故居坐落在溫州街口的

小巷子裡。推開緊閉的門，映入

眼簾的是溫馨文雅的庭院，襯托

著一棟藍色的日式建築。這裡，

是殷海光一家曾經生活的地方。

名為「孤鳳山」的小山以及「殷

夫子讀書台」的石桌、石椅，都

是殷海光一鋤一鏟砌成的。身為

台灣大學哲學系的教授，殷海光

常在這些角落與學者及學生邊喝

咖啡，邊切磋學問、談論理念，

對學生帶來很大的影響。

　民國 38 年，台灣全面實施戒

嚴，言論自由遭壓迫，國民黨政

府使用專權控制台灣社會。為了

民主自由、言論自由，殷海光、

雷震等人創辦《自由中國》雜誌，

殷海光更是當中的健筆，寫了許

多社論，批評當時威權的政府統

治。基於教授的身分，殷海光逃

過逮捕的命運，但政府忌諱殷海

光對學生的影響，以調虎離山之

計，迫使他離開台大，聘任其為

教育部委員，不願為教育部效勞

的殷海光，遭軟禁在家，著作《中

國文化的展望》也被查禁。

　「他很不快樂。」已故殷夫人

夏君璐在紀錄片中表示，殷海光

像自我放棄似的，罹患胃癌後不

顧身體狀況，每天在庭院裡做苦

工，最後於民國 80 年逝世。「由

照片可以看到短短的三、四年，

他的外貌衰老得很快，對一個胸

懷大志的文人會覺得有莫大的同

情。」從照片裡尋找蛛絲馬跡，

民眾王方美看見殷海光等人當初

為了自由付上沉重的代價，不由

得為著能生長在自由發表言論的

時代感到幸福。

　故居裡的書架上，22 冊作品集

裡大部分為散文集，其中還有受

歐陸哲學家海耶克影響的翻譯作

《到奴役之路》，以及專書《中

國文化的展望》。值得一提的是，

殷海光與夫人夏君璐 220 封的書

信也被整理成書信錄，展現如此

不畏強權、言辭文章犀利的批判

家，鮮為人知的一面。

　踏進故居，安逸靜謐的環境宛

如世外桃源，外界的風暴猛烈摧

毀，但藍色的小門背後是溫暖的

避風港。

　20 幾年後的台灣，擁有亞洲最

完善的民主政治體系。然而，提

及像殷海光那一代的自由主義先

驅，人們似乎已經漸漸淡忘。財

團法人紀念殷海光先生學術基金

會執行秘書謝嘉心認為，但還好

還有故居作為媒介吸引遊客，讓

他們在參觀過程中認識殷海光。

她笑說：「（故居）有點像是張

開一個陷阱，等大家跳進來。」

　言論自由、民主自由得來不易，

然而如今口無遮攔、肆無忌憚卻

成了台灣社會與媒體的窘境。上

一代的爭取是為了這一代的權

益，但這一代的濫用，卻造成下

一代的傷痕。自由一體兩面，過

去有人為不自由負盡責任，而現

今是否也有人願意為過度的自由

負起責任呢？

殷海光故居 見證時代的瞬息萬變

　交通部建議　疑義交監理單位協助釐清

日行燈、霧燈搞不清 民眾無辜受罰

▲民國 45 年，殷海光與家人遷

居此地。故居不僅開放讓民眾

參觀，更設立教室，邀請許多

教授針對不同的書籍或議題開

課，讓有興趣的民眾也可以前

來上課。　　　攝影／貝薈涵

楊俊瀚摘金
破全大運紀錄

為世大運暖身 場地規畫待加強

▲轎車的日行燈被誤認為霧燈而遭

檢舉。        圖片提供／林小姐

▲故居的窗格子擺設了殷海光
的 照 片。　　 攝 影 ／ 貝 薈 涵

▲楊俊瀚打破紀錄奪冠。 攝影／廖珮筑
▲遮陽區域的規畫格外
重要。 攝影／廖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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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智比例攀升

人臉辨識效率高 指紋建檔難實施

愛與關懷 讓輟誤不再

　記者蔡旻蓉、徐沛姍／文山報導

　台灣患有失智症的老年人口不

斷攀升，根據台灣失智症協會資料

顯示，台灣 65 歲以上的老人，每 

13 人即有 1 位失智者，80 歲以上

的老人則每 5 人即有 1 位失智者。

失智老人走失事件層出不窮，對此

政府與民間機構提供相關辦法協

助走失之失智長者尋找回家的路。

　當失智長者病發時，最常發生的

情況為走失事件，為協助走失的失

智長者，目前常見的解決措施包括

人臉辨識、指紋建檔與愛的手鍊。

　為了預防走失，愛的手鍊上有一

組編號與 24 小時服務電話，編號

代表使用者，裡面有使用者基本資

料與三位聯絡人的電話地址，使用

者包含失智老人、精神障礙與智能

障礙者。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

盟社工洪詠寧表示，愛的手鍊推動

至今已發放 2 萬 3128 條並成功尋

獲 5863 人次平安返家。

　人臉辨識系統與指紋建檔作業

則由警察局負責辦理，只要擁有國

民身分證的民眾皆可使用人臉辨

識系統，其方法為替走失的失智老

人拍攝臉部照片上傳至系統，並

與系統內的國民身分證相片比對，

過濾失智老人的個人資料。雖然人

臉辨識系統快速方便、精確性高，

但碧潭派出所警員李柏昇表示，如

果當事者當時臉部遭受外傷而被

包紮，會導致機器判斷不出結果，

無法獲取其個人資料。

　然而指紋辨識在實施上面臨相

當大的困難，李柏昇表示，台灣目

前只有犯過罪的現行犯才擁有指

紋紀錄，因此對國人來說透過指紋

協助失智老人是有難度的。碧潭派

出所巡佐施富國認為，台灣民眾自

我意識高，覺得指紋按捺是對個人

隱私、資料的侵犯，而產生排斥。

　失智老人的人數不斷攀升，除了

多陪伴失智者外，文山第二分局警

員蕭媛元建議，可於失智長者的

外套、衣服放進寫有個資的紙條，

或配戴具有定位功能的手錶，手錶

除了具有打電話、定位的功能，家

人也可事先輸入失智者的資料，讓

警方更快速的協助失智老人返家。

　記者張芷瑜、莊喻婷╱台北報導

　高中生小傑（化名）上學時只帶

美工刀、一隻筆，立志當流氓逞威

風，經協會輔導後，帶他到幫派見

習，而第一堂課就是「如何砍人」

嚇得他直呼，還是學校好！

　像這樣的個案，都是基於對幫

派、暴力的不認識才誤入歧途。當

中輟生或中離生（以下統稱中輟

生）比例趨於穩定的存在社會中，

這件事是否真的如同大家所認知

的都只是「特例」？中輟的動機有

許多，不乏是青春期的叛逆、家庭

因素或是對學習體系的不適等，而

這些中輟青年，在輟學初期時若有

人拉一把，則能改變他們一生。

　對於中輟原因較單純的國中中

輟生、高中中離生，大多是不適應

以升學為導向的教育體制，或者是

家庭因素迫使他們必須中斷學業。

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以

下簡稱：台少盟）專案經理張祐嘉

指出，班導師是學校內與學生最常

互動的角色，因班級學生多及行政

繁忙，很難照看每個學生，加上校

內輔導人力不足，即便有駐區社工

師，也須兼顧多所學校而分身乏

術。文宣員王今暐說明，政府對於

社工人力資源的投注經費少，使

人力缺失，即便學校有輔導資源，

因家庭因素中輟的學生回到社區

內仍無人協助，在偏鄉地區更是嚴

重，因此他建議政府可投入資源於

中介教育上，透過不一樣的教學環

境讓中輟學生適性發展。

　台北關懷青少年協會執行長盧

冠穎表示，當個案為犯罪的中輟生

時，許多人會咎責是孩子不學好，

其實家庭教育才是影響孩子發展

最重要的一環。協會輔導時，會先

透過與個案父母分別訪談，深入了

解家庭情況、心理狀態等，建立完

整背景資料後，才進而接觸個案本

身。面對不易敞開心胸接受輔導的

個案，以性格分析作為輔導開端，

先了解個案的個性，採取不同溝通

方式，而非制式化輔導過程。從民

國 105 年到今年 5 月台北關懷青

少年協會總共輔導 32 名個案，在

輔導的過程中，除了「愛的教育、

鐵的紀律」為基礎輔導外，也格外

重視家長對於個案的關懷及溝通。

　對青少年來說，陪伴與傾聽或許

是支持他們走過這段複雜多變的

青春期唯一出口。學校、家庭、社

會等，對中輟青年的關注、投入的

心力及資源環環相扣，在中輟生被

視為燙手山芋時，許多民間團體仍

積極嘗試引導他們走向正確道路，

也期許政府更加正視中輟問題。

　記者蘇媚、林銘翰／新店報導

　新店國小校長宿舍興建至今近

90 年，建築逐漸隱沒在雜草中，

經由居民及校方的努力，促使新

北市政府陸續啟動修復工程，藉

由導入參與式預算，以及社區規

畫師的進駐，期望能活化閒置空

間，進而回饋給社區居民。 

　新店國小原為日治時期新店公

學校，老舊宿舍群散佈在學校周

圍，早年提供教職員及眷屬居住。

校長宿舍坐落於宿舍群中心，興

建於昭和元年（民國 17 年），為

一磚木混合建築，因外觀保存良

好，經文化局鑑定後登錄為新北

市歷史建築。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副工程

司陳盈宇表示，校長宿舍翻修的

主要突破為拆除二側的高牆，並

在房舍周圍種植綠地（如右圖。

攝影／林銘翰），使其與社區更

為融入。城鄉局將其功能定義為

「社區客廳」，期望能供社區民

眾使用，也因其地點位於國校路

 　記者汪昱伶、邱于庭／文山報導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在民國 103 年的資料顯示，推估至少 4 萬名

以上的兒少過去一年仍深受霸凌傷害。進一步分析過去一年兒少被

欺負、霸凌的類型，以「言語嘲笑」(73.1%)、「關係排擠」(63.5%)

比例最高。

　曾擔任過高中班導師，目前任職景興國中學務處生活組長的邱

翰諄說道，和高中相比，霸凌事件在國中可能更容易發生，因國

中生心智年齡上仍在形塑成長階段，較不成熟，再加上學生對於

霸凌的認知容易與家長有些出入，有時可能只是生活中的言語，

或同儕間肢體上無意的冒犯，常造成學生之間有所誤會，最後不

幸產生所謂的校園霸凌。

　現代霸凌日益猖獗，而且不單單是台灣，國外的霸凌事件也層

出不窮，對此，邱翰諄表示，現在設立許多法條，容易讓校園霸

凌被放大看待。學校宣導方面雖然都是由學務處出面，但最重要

的還是與學生一線接觸的班導，他們的處理才是最重要的。

　反霸凌只是一種方式，重點還是在學生個人身上。邱翰諄期望，

還是學生時期，學生們可在校園中經由許多師長的教導提醒，從錯

誤中學習，讓他們了解「禮儀」和「尊師重道」的核心價值；如果

不夠了解其中意義，往往容易演變成不尊重，進而產生隨便的態

度，唯有學習尊重自己並尊重他人，學會拿捏適當的距離與分際，

才可能避免後續的爭執產生。

　為了減少霸凌發生，景興國中輔導室主任蘇祐萩認為一般都會

從預防開始做起。透過輔導老師的觀察、學生週記與班導及班級

的互動等，提早了解是否有演變成霸凌的可能。學生方面，無論

加害或受害者的心靈和行為上都有輔導之必要；而家長方面，則

透過家長日親自與家長互動，傳遞正確定義「霸凌」的觀念，或

平日家長與導師聯繫、討論時，讓家長明白，在發現霸凌後應如

何有效面對並陪伴孩子們一同走出傷痛。

▲青年就業輔導課程活動。　照片提供／台灣少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

新店國小校長宿舍 公民參與社區營造

 走失案件頻傳

上，取名為「國校小客廳」，陳

盈宇期望，以校長宿舍為基地，

推動整個碧潭周遭的社區總體營

造。新店國小也鼓勵學童及老師

提案，有學童認為能夠規畫為社

區活動中心、「桌遊教室」；有

些人則認為可以設置書報區及閱

覽室。新店國小結合學校長期推

廣的資訊教育，將方案公告於網

路，透過網路投票選出二案，與

社區民眾的提案一同對外發表，

讓學童與在地居民共同決定校長

宿舍的願景。　

　家長黃媽媽認為，參與式預算是

公民參與的實行，也是公民教育的

實踐。透過參與式提案，孩子能重

新認識身處的環境，對於社區的感

情也更濃厚。國校里里民呂先生認

為，校長宿舍只是個開始，希望未

來能有更多議題被討論，不再是全

面接受市府的做法。

　陳盈宇認為現階段的案例都是

實驗性做法，無法保證未來是否能

持續推動。但不可否認，參與式預

算的確是進行社區營造的一種工

具，也讓居民找回對社區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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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試衣鏡 體感互動免試穿
虛擬試衣僅輔助 真實試衣仍重要

　記者周姈姈、龐書亞／台北報導

　近年各大科技公司都利用 VR
（虛擬實境）技術結合線上遊戲、

電影開發商機，智鏡科技公司則結

合虛擬實境與鏡子，研發出虛擬試

衣鏡，提升消費者選購服裝的便利

性，省去反覆穿脫的麻煩。

　虛擬試衣鏡結合 3D 投影技術、

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

境）、互動觸控、體感控制等技

術。透過 3D 投影技術偵測身形及

尺寸，精準運算後，展現 3D 試衣

影像，使用者可以自由走動和轉

身，使試衣效果更真實。

  試衣鏡不僅能試穿衣服，還有照

相功能，消費者可將換裝的效果按

下照相，發送至社群網站，與好友

分享並詢問意見。

　目前，虛擬試衣鏡的效果能隨著

使用者移動 3D 呈現，總經理黃仁

安則期望，技術可以精進到完全取

代使用者原本身上的衣服，讓試衣

影像的投射更貼合身體曲線。

　虛擬試衣鏡的出現，改變民眾既

有的購物模式，不必再抱著一堆衣

服進出試衣間。透過試衣鏡可清楚

瀏覽店家提供的衣物款式，篩選不

合適的衣物，再將適合的帶進試衣

間試穿，這也讓許多民眾可以大膽

嘗試不同風格的穿搭。

　使用過虛擬試衣鏡的民眾曾小

姐認為，試衣鏡會增加購衣動機，

但每個人的身形不一，還是要透過

試穿，才能知道是否合身。

　試衣鏡雖無法取代真實試衣間，

但這項技術目前已應用於網路購

物平台，在網路上建構自己的身

形，選購衣物時讓電腦會為民眾判

斷是否合身，減少消費者買到不合

的尺寸，造成退換貨的麻煩。

取代現金消費 行動支付掀起風潮
　記者張小滿／台北報導

　Apple Pay 於 3 月 29 日在 台

灣上線，各大行動支付軟體市場

爭奪戰也正式開打。不過，行動

支付帶給人們方便的同時，普及

率以及安全性方面也存在問題。

　支付軟體中涵蓋的消費範圍相

當廣泛，如：停車費、信用卡、

餐廳、便利商店、計程車以及百

貨公司，都能用手機輕鬆完成付

費。Knowing 新聞網執行長楊方

儒坦言，雖然大量行動支付的方

式湧現，但是市場使用量卻顯得

有些低迷。

　2016 年中國行動支付交易超

過約新台幣 57.4 兆元，其中杭

州行動支付的普及率為 85%。資

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進

行「行動支付消費者調查分析」

於 2016 年的研究發現，台灣智

慧型手機使用戶中，已有 19%
行動支付使用者，較 2014 年成

長 4 倍，雖成長速度極快，普及

率卻只有 10%。

　行動支付軟體使用者劉如心表

示，因為台灣目前沒有統一的行

動支付軟體，若想隨時隨地使用

行動支付，必須同時下載許多應

用程式才能完成，讓她覺得快捷

付款的同時手續有些繁複。

　中國民眾楊嘉瑩則認為，在中

國消費的方式主要為微信支付，

相較台灣多種軟體、不同類型的

支付型態較為方便。

　行動支付使交易快捷，但支付

軟體過多也造成便利性的問題。

每到不同的地方消費，需要裝不

同的支付軟體，支付過程需要手

機網路的供應，沒有網路則無法

完成支付，這樣也在無形之中帶

來不方便。便利商店店員徐子涵

則認為，訓練員工需要成本，他

們也對支付的安全性存在疑慮。

　風險投資專家張華雪認為，行

動支付在台灣還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雖然普及有難度，但以目前

的成長速度觀望還算樂觀。

　世新大學經濟系副教授謝宜倪

則認為，行動支付使購物變得方

便，不過仍有支付安全問題需要

克服，以及更完備的驗證技術加

以把關。

　記者戴葳、周宛蓁／台北報導

　台北市陪伴犬協會是由一群愛

狗人士組成，理事長蔡文輝希望藉

由訓練犬隻，探訪育幼院進行生命

教育及養老院弱勢關懷，並於公開

管道協助政府教育飼主，建立正確

飼養觀念，減少犬隻棄養問題，也

主動參與消防局搜救犬的培訓，盼

能提供搜救犬良好的生活與訓練。

　蔡文輝表示，協會是以犬隻為主

進行對人的關懷，聘請德籍教練

Stefan 幫助消防局救難工作犬教

育訓練，並協助犬隻退休後的生活

安置問題，秉持著「以人為本」的

營運宗旨。協會也有多名訓犬師可

供民眾詢問有關愛犬的教育問題，

訓犬師楊振海呼籲大眾，如出門一

定要繫牽繩，犬隻如具攻擊性建議

戴上口罩，經矯正後才卸下，切勿

因溺愛而讓愛犬失去理智。他也提

到，飼主們應該要有基本的五個基

本訓練：坐、臥、停留等待、召喚、

腳側隨行，透過訓練讓牠成為貼心

的陪伴者，而不是麻煩製造者，也

可以減少棄養的情形發生。

　近年來陪伴犬協會吸引許多民

眾加入，會員呂政達表示，參與訓

練毛小孩的過程中，狗就像一面鏡

子，可以從牠身上看到自己的成

長，互相陪伴。除了協助政府單位

加強搜救犬能力，提升國際救難

效率及寵物飼養責任推廣外，在

管制流浪動物方面，蔡文輝表示，

民眾撿到流浪動物時，應送到動物

之家，藉由政府單位讓飼主找到愛

犬，而不是帶回家中等待飼主認

領。( 如上圖。攝影／戴葳 )。

　台北市陪伴犬協會期待未來有

更多的社會資源投入，把教育訓練

納入送養的一環，讓民眾對育犬觀

念更完整，並且把愛動物的心延續

下去。

陪伴犬協會成立 為社會共盡心力 

擁抱毛小孩 注意人畜共通疾病 　記者鄒鎮鴻、許哲瑗／台北報導

　大多數人下班回家最期待的就

是一開門，毛小孩興奮地撲上來打

招呼。然而，衛生措施若沒做好，

不僅毛小孩會生病，人類也會受到

影響。

　在台灣，貓和狗是普遍民眾會飼

養的寵物，一般民眾較擔心人畜共

通的疾病，例如狂犬病、弓型蟲感

染症、黴菌和跳蚤等。狂犬病是一

種由狂犬病病毒引起之人畜共患

傳染病，沒有接受疫苗免疫的感染

者，當神經症狀出現後幾乎必然死

亡，通常死亡原因都是由於中樞神

經系統被病毒破壞。大群動物醫院

醫師張詠瑄表示，狂犬病疫苗的效

力可長達一到三年之久，若被患有

狂犬病的犬隻咬傷，也不會感染到

狂犬病。

　弓型蟲感染病則是一種在細胞

內寄生的原蟲，而貓科動物是主要

的宿主，雖然無法在人體中繁衍，

但受到感染的孕婦有流產的危險。    

弓型蟲最主要的感染途徑是透過

貓的排泄物以及生食，張詠瑄表

示，其實孕婦只要避免接觸貓的排

泄物和確實煮熟食物，就可以避免

染病。愛貓人士吳先生則表示，為

了愛貓和自己的健康會定期帶牠

去施打疫苗和健康檢查。

▲試衣鏡增加顧客願意嘗試更多樣化衣服的意願。                                      攝影／周姈姈

▲可愛的毛小孩，是許多人心中甜蜜的負擔。　　　　 攝影／鄒鎮鴻 ▲疫苗注射證明。 攝影／許哲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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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邵永輝、易俐廷／台北報導

　絢麗的特技，搭配詼諧的橋段，

舉手投足都成為觀眾驚呼與爆笑

的焦點，他們是今年世界小丑大賽

團體組金牌得主，來自台灣的杜偉

誠與夏臨威。

　擁有 50多年歷史的世界小丑組
織，在全球共有 4000多名會員，
每年定期舉辦大型聚會及賽事，

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好手切磋交流。

近年來，由於亞洲的會員人數持

續增加，每 4年會在亞洲地區舉
辦全球性比賽。今年 3月在泰國
的比賽中，共有來自 38個國家的
220名參賽者，杜偉誠與夏臨威用
精湛的演出，跨越語言藩籬，贏得

全場一致青睞。

　就讀於國立台灣戲曲學院的杜

偉誠與夏臨威，幾乎一半以上的童

年生活都在學校度過，杜偉誠從小

自認天分不如人，一開始連最基本

的劈腿、拉筋都不會，時常被老師

處罰，而家中務農的夏臨威，談到

進戲曲學校的契機，他自嘲：「其

實是因為不喜歡念書。」小小年紀

就離鄉背井的他，坦言起初極度不

適應學校生活，但都因為不想辜

負家人期許，於是二人繼續練功，

而這一練，就是 10年。
　兩人的默契，從 17歲正式成為
街頭藝人之後開始培養。戲曲學院

出身的他們，原本以為在街上做一

些高難度動作就能夠吸引觀眾目

光，但後來逐漸發現，這些華麗的

炫技，效果有如曇花一現，無法讓

觀眾駐足，於是在 3年前，開始
接觸小丑表演，同時也遇到一位帶

領他們展開嶄新旅程的貴人——

周子汧。

　從事小丑表演工作多年的周子

汧，看準他們的練功底子，認為將

這些技藝，加入小丑表演中，能創

造出獨樹一格的風采，經過半年的

準備，杜偉誠及夏臨威果然不負眾

望，將「台灣」這二個字，宣揚國

際。來自東方的民俗技藝，遇上源

於西方的小丑文化，二個看似不相

干的領域，卻意外能夠巧妙融合，

他們的表演能殺出重圍，背後也象

徵著多元文化之間，能夠相互理解

及交流。回國後，有感於台灣人普

遍對表演藝術認知不足，因此成立

工作室，希望將他們那引以為傲，

視如珍寶的 10年練功底子，傳承
給下一代。

　即使沒有經費補助，靠的全是

接案表演賺來的錢，赴他國參賽，

也許旁人都笑他們傻，但對他們來

說，站在台上表演的每一刻，都是

種近乎奢侈的享受，因此就算不被

外界看好，杜偉誠與夏臨威也堅持

要堂堂正正，當個散播歡樂種子的

小丑。

　記者黃晴、陳韋蓉／台北報導

　一代傳奇畫家常玉逝世滿 50周
年，藉此機會，寶麗廣場特別邀請

到國立歷史博物館副館長高玉珍，

以常玉為主題召開講座，為民眾介

紹常玉顛簸而綺麗的一生。

　常玉出身書香門第與富裕之家，

奠定了他受培育、習書畫的大好基

礎。上世紀初的偏遠之地四川，有

著川蜀之地特有的富庶氣質與人

文底蘊，常玉在人文氣息如此濃厚

的地方長大，也薰得了一身藝術家

特有的灑脫氣息。

　民國初年，常玉赴法國學習繪

畫。巴黎畫派可說是蕩子畫派，藝

術家們都是在巴黎的異鄉客，常玉

沒有執著自己的中國身份，天性的

輕盈讓他和巴黎無縫對接，在充滿

自由氛圍的大茅屋學院隨興習畫。

　常玉畫作的風格受到他幼年學

習書法和中國傳統水墨的影響，從

他畫作的線條中，可表現出屬於書

法運筆的流暢性，帶著以「書法入

畫」的獨特逸趣，重複利用中國最

傳統的書寫工具——毛筆，一筆一

筆畫出他眼中的現代裸女。常玉畫

作中的東方元素並非中國文人畫

的出世與傲氣，而是充滿傳統中國

工藝繽紛的裝飾元素，而在充滿東

方氣息的畫作中，又可以嗅出一絲

柔和溫順的西方韻味。

　然而晚年常玉家道敗落，他從浪

蕩公子變成天涯淪落人。常玉在異

國為異客，但始終恪守中國文人氣

節，所以常玉不被西方人士賞識，

在巴黎仍然沒有名氣，過著孤獨寂

寞的生活。

　「看著他的畫，你就可以知道，

畫中這個女人是很孤獨的，他的畫

風充滿孤獨寂寞。」前來觀展的遊

客黃美琴憶道。

　以常玉最後的畫作《孤獨的象》

做結，高玉珍引用海明威的話－－

如果你在年輕時去過巴黎，那麼巴

黎一生將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

席流動的饗宴。希望前來聽講座的

民眾能永遠記得這位險些被時代

遺忘的傳奇畫家，也呼應了這次演

講的主題：相思巴黎，在台北遇見

常玉。

中西合璧新火花 丑出新高度

▲杜偉誠及夏臨威以油漆工造型參加小丑大賽。　 圖片提供╱ 杜偉誠

《小情話》虛假真實難辨別
　記者劉頤、郭宣暄／台北報導

　世新大學圖文傳播暨數位出版

學系畢業展覽《MEME》在松山文
創園區展出，展品以多元形式呈

現，而 MEME是文化資訊傳承的
單位，也是創作者的想法、風格及

理念故事的傳播過程。

　展覽的主題為 Richard Dawkins
在《自私的基因》一書提到的，存

在生物個體身上的基因看似因繁

衍而不朽，但在傳承過程中卻容易

被取代或產生變異，而人類創造的

文明，卻可能因產生共鳴而得以永

續流傳。就如同現在的全民媒體時

代，人們為使自我認同的想法能夠

延續，努力強化自我內容的影響和

傳播的能力，使其在社會的洪流下

獲得注意。

　　畢展總召余秉軒表示，展場沒

有固定的動線，可以依著自己想走

的路線，邊走邊看不同類別的作

品，而圖傳系展出的作品多是使用

平面媒材傳達理念，因著觀賞的人

有不同的解讀，產生更多的體悟，

觀展民眾熊洋分享一部作品底下

的文字描述：「第一張照片寫著十

個人欺負一個人叫霸凌，第二張為

一百人欺負一個人是正義，而當數

量變成多數的時候，霸凌跟正義其

實是一體兩面的，我認為這還蠻有

內涵的。」

　在這個資訊快速流通且資料爆

炸的時代，圖傳系的創作者們使用

了多樣的素材去呈現他們想要表

達的思想以及概念，創作者皆有對

作品的自述紙條掛在牆上，方便觀

看也可以帶走，作者也在現場親自

解說每一幅作品背後所富含的深

遠意義，不只眼睛欣賞，更有言語

互動，使作品理念深植觀者心中。

《MEME》厚積薄發

中國馬諦斯 常日如玉 相思巴黎

　記者林冠宇、王懿萱／台北報導

　當人們追求更便利的網路時，或許也正助長著網

路中的虛假。現今社會中，許多人透過社群、交友

網站認識更多朋友，然而你永遠不知道螢幕的另一

端是否如你想像。

　《小情話》個展主要描述網路世界中的種種現象，

藝術家廖堉安透過創作，將網路中的虛假拓印在紙

上，提醒觀展民眾，當網路一天比一天便利，虛假

往往也如影隨形。

　全展以網路議題為主題，試圖討論網路世界中「不

真實」的現象。以《網戀》(下圖。攝影／林冠宇 )

這幅作品為例，畫中的人物被蒙蔽雙眼，對所擁抱

的事物渾然不知，廖堉安表示該作品主要闡述網路

交友、戀愛，人們容易被美好的事物沖昏了頭，然

而在穿越螢幕的另一個世界，你永遠不會知道對方

是否如你想像的真實。

　廖堉安擅長於色彩創作，因此這次的展覽中，眾

多的黑白作品是藝術家對自己的挑戰，他希望透過黑

白與彩色的交互呈現，來模擬大眾面對情感的種種狀

態。假如眾多的網路行為被拆解成單調的編碼，就如

同畫中世界只剩黑白時，你還能看見多少色彩？當網

路分解成編碼，你還能定奪幾分真實？

　《小情話》個展位於台北晶華酒店 B2藝廊，由於
展場鄰近飯店，參展的民眾在心態上能以較為輕鬆的

心情觀賞，在瀏覽以網路議題為主軸的畫作中能更有

感觸。觀展民眾宋小姐表示，她個人特別喜歡《翻白

眼練習》這幅作品，黑白的色階使畫作欲傳達給人的

無奈感更為強烈，畫中動物被周遭的一切逼著走的情

境引起她的共鳴，她認為這次的展覽中，這幅畫最能

吸引她。

　《小情話》個展勾勒出資訊時代人們的生活點滴，

也許人們感到欣喜，也許人們遭受蒙騙，或對生活感

到百般無奈，在廖堉安的色彩心理學與圖像的互動

間，他邀請觀者一同進入畫中，體驗超短暫冒險。

▲網路世界人與人交流像披戴著假面。攝影／林冠宇

▲《大腦酬償》探討會上癮的精神物質對於人類的影響。  攝影／劉頤

「我的生命中一無所有，我只是一個畫家。關於我的作品，我認為毋須賦予任何解釋，

當觀賞我的作品時，應清楚了解我所要表達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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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su Yu-shan（許毓珊）, Liu Chia-yu（劉家瑜）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people care about their 
appearance: they hope to look attractive. There also has been 
more and more medical cosmetic news on TV. With the increase 
of medical cosmetic consumers, the increasing chance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entering the medical cosmetic market has 
caused the shortage of medical staffs. What is the incentive for 
medical professionals entering the medical cosmetic market?
    Huang Chun-yuan( 黃俊源 ), a plastic surgeon( 整形外科

主治醫師 ) at Taipei Municipal Wanfang Hospital( 萬芳醫院 ) 
said, “It is people’s natural instincts try to be beautiful, people 
like to be good-looking, so, they may choose to have a plastic 
surgery, such as nose augmentation( 隆 鼻 ), double-eyelid 
surgery ( 割雙眼皮 ) and liposuction( 抽脂 ).”The training of 
physicians for plastic surgery is easier than that of other medical 
professions, and the effects of plastic surgery can be seen 

pretty quickly. Many nurses are tired of working in hospitals, 
and working in the medical cosmetic industry need to contact 
customers more often. If the medical staffs like this pattern, they 
will transfer their jobs to medical cosmetic clinics.
    In recent years, many medical staffs choose to enter the 
medical cosmetic industry, Wang Chia-chen( 王佳珍 ), director 
of dermatology( 皮膚科主任 ) at Cardinal Tien Hospital( 天
主 教 耕 莘 醫 院 ) said, “noting there are higher profits in the 
medical cosmetic industry. Compared to other treatments, 
this industry has less medical disputes than others like  
cardiothoracic anesthesia ( 麻醉科 ) and cardiology ( 心臟科 ).” 
In general, physicians who entered this industry do not have 
such a big pressure. Besides, this kind of surgery rarely cause 
deaths or result in severe complications.
   “The medical cosmetic industry is like a service industry,”said  
Huang Wan-ting( 黃琬婷 ),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Medical 

Cosmetic Division at Humanity Medical Cosmetic Clinic( 美

仁欣醫學美容診所 ). The medical staffs in medical cosmetic 
clinics need to introduce some medical courses to customers, 
they also need to listen to customers’needs, and, especially, they 
need to have not only professional knowledge but also truly 
love to serve people.Like other staff members, the medical staff 
also need to serve hospitably, nowadays, who need to learn how 
to get along with customers.“We need to smile and be patient 
with our customers. Plastic surgery industry is kind of service 
industry indeed,”Huang said.
    Although many medical staffs like to enter the medical 
cosmetic industry, the imperative thing i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amend relevant regulations, inspecting the medical 
equipment more seriously and train physicians who aimed at 
working in the medical cosmetic industry more strictly, so as to 
prevent uneven qualities of medical service in this industry.

Social Media Whip Up Cosmetic Surgeries VogueSocial Media Whip Up Cosmetic Surgeries Vogue

Potential Risks behind BeautyPotential Risks behind Beauty

The Incentives of Medical Staffs in the Medical Cosmetic IndustryThe Incentives of Medical Staffs in the Medical Cosmetic Industry

    By Chan Meng-hin( 陳明憲 ), Chen Ching-wen( 陳靖文 )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he growth 
of social media, cosmetic surger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in Taiwan recent years. Diyo Chan( 陳錦坤 ), a junior 
of English Department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wanted to have 
double eyelid surgery, but she hasn't done so because of the 
risks of the surgery.
    According to a popular online media, the cosmetic surgery 
that most Taiwanese do is double eyelid surgery, the second 
place being breast enlargement, followed by cosmetic nose 
surgery, facelift, and liposuction,in that order.
    Diyo said that she first came across cosmetic surgery 
via YouTubers and street billboards. YouTubers introduce 
the picture and describe thoroughly the entire process in 
YouTube videos. And she started to realize and zoom in on her 
imperfection and intended to do the surgery to become more 
beautiful. She said, “My eyes have different ocular forms, as 
one is double eyelid and the other is not, which doesn’t look 
good.’’
    Jayden Lai( 黎湧楠 ), an intern at Far Eastern Plaza Hotel 
Taipei, had been suffering from sleep apnea and malocclusion 
for the past years because of his jaw structure. Jayden’s jaw used 
to be crooked and consequently influenced his work and rest. 

He searched much information and took in his friends’advices 
and made up his mind to do the orthognathic surgery years ago. 
His jaw was adjusted to the right position after surgery, which 
also gave him a better look.
    The reason for Diyo not doing the surgery is the risks 
accompanying the surgery. She believed healt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eauty. As cosmetic surgery does have risks and 
medical after-effects, people should clearly understand how 
the surgery works and what consequences it could bring before 
doing surgery. Likewise, Jayden pointed out that his intention 
isn't to be more good-looking, but to have a better life and get 
rid of those health problems he used to suffer from.
    Social media do influence people’s willingness  to do 
cosmetic surgery. People who did cosmetic surgery share their 
experience rigorously, attracting and encouraging other people 
to do it. In addition to social media, the Korean wave may also 
be a vital cause of the cosmetic surgery trend.
    In Korean drama,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mostly good 
looking and have a good life with another stunning partners. 
Other than that, the K-pop stars are mostly perfect in body 
figure and appearance. As such, people develop a stereotype that 
people with nice looking faces will always get more chances 
and live a better life, a perception that boosts cosmetic surgeries.

    People define cosmetic surgeries differently, and the resulting 
beauty also differs. It’s undeniable that self-concept is deeply 
affected by comparisons. And social media play a crucial role 
in creating perceptions of beauty. With advanced medical 
technology and the widespread ideas of cosmetic surgeries from 
social media, the trend should be long-lasting. People have 
their rights to change their appearances and body figures.  The 
only question to ask is if you can accept the consequences that 
cosmetic surgery b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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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do plastic surgery or not, you should 
balance the pros and cons first. Nowadays, 
influenced by Korean opera and TV stars, lots 
of people tend to have plastic surgery, however, 
there are lots of potential risk. According to the 
expert, before taking the surgery, people should 
balance the pros and cons thoroughly, also have 
a complete discussion with their doctors.
    In modern times, with the advanced of 
medical techniques, many people tend to do 
plastic surgery. Although the plastic surgery 
industry has been mature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potentially risks. There are several 
seasons lead the phenomenon so popular, such 
as the Korean opera, entertainers on TV shows, 
etc. “People usually do not think thoroughly 
before they come to doctor, ”said Lu Xin-

ning( 呂歆寧 ), a Registered Nurse( 護理師 ) 
of Department of Surgery( 整 型 外 科 ) of 
Taichung Veterans General Hospital( 台中榮民

總醫院 ).From Lu’s point of view, she agrees 
with the cosmetic surgery( 美容整型 ),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people should keep 
the healthy mind.
    Chiu Wen-kuan( 邱 文 寬 ), a surgeon 
of Wangfang Hospital( 萬 芳 醫 院 )said 
that patient who is operated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may exposure to high risk. “It’s 
a good phenomenon that many people start 
to care about their appearance, even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consider to have the 
plastic operation. It could not only build one’s 
confidence but also enhance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opposite sex, ”said Chiu.

   “Even a lipid surgery( 抽脂手術 ) could be 
fatal if the wound weren’t treated properly,” 
said Chiu. No matter what kinds of surgery 
you take, a successful operation requires 
the complete discussio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Chiu also points out the Taiwanese 
patients’ top three ranking of plastic surgery, 
lipid surgery, breast augmentation( 隆 乳 ) 
and double eyelids( 雙眼皮 ). “Above all the 
surgeries, taking good care of the wound is the 
most crucial things to do after the operation, he 
emphasized.”
    As the saying goes,“Every natural action is 
graceful.”People could build the confidence in 
variety of ways. Before taking plastic surgery, 
we should know that, the real beauty lies in 
one’s pure heart.

   
   

   
    

BeforeAfter

▲Jayden Lai（ 黎 湧 楠 ）describes how his health is 
improved by orthognathic surgery. 

Photo ／ Chan Meng-hin（陳明憲）

▲In Ta ipe i  Main  Sta t ion  there  are 
a  l o t  o f  cosme t i c  su rge ry  c l i n i cs . 
               Photo／Lam Tsz-ching（林梓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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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華語熱 

　中國自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
經濟成長迅速，吸引大量外資投

入，如今經濟實力已躍升世界第二

位。另一方面伴隨貿易往來日益頻

繁與文化交流，致使外商對華語也

有迫切的需求。

　如今，「華語熱」招來 3000萬
非華人學習者。在美國，至少有

600所大學提供專門的華語課程，

2000多所中小學將華語列為選修；
由於華語教師短缺，不少美國人到

中國或來台灣學習華語，台灣與中

國也積極成立華語系所，除了接納

外籍學生也培育師資，可見華語教

育的龐大商機。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秘書長董

鵬程表示，旅居海外的 6000多萬
華僑，無論在科技、經貿產業等，

都占有一席之地，華語在東南亞更

成為主要的商業語言。不過他提

到，許多華僑會講華語，卻不知道

如何教華語，因此回到台灣尋求華

語教學的資源，而後 1956年台灣
師範大學成立國語教學中心，教人

學習華語，更成為外國人學華語的

首選。40年後該校再成立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應用實務與學術研

究，培養華語教學師資。

　目前，不只台灣成立華語文教師

的培訓機構，國際間對華語教師的

需求也大幅增加，領有專業華語證

照的教師即具有優勢。教育部也於

2006年 11月辦理第一屆「對外華
語文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讓通過

考試的人領取官方認可的華語文

教師專業證照，除有資格在國內外

教授華語，能增加海外就業機會。

　雖然兩岸在華語教學都扮演重

要的角色，董鵬程認為台灣的軟實

力與教學歷史優於對岸。因中國於

文化大革命時期破壞許多經典古

籍，導致中華文化斷層，而台灣則

保有中華文化的精華，且華語教育

發展較早，在海外已培養眾多華

僑、擁有豐富的教學資源。

華語學習風潮起 中台競爭市場

　作為華語教師的主要輸出地，兩岸對師

資的資格認定也不盡相同。在台灣，華語

文教師的培訓管道主要有大專院校及民

間教育機構二類：前者有台灣師範大學、

政治大學、銘傳大學等，通常是開設華

語教學相關系所，或設有語言中心開辦

華語教學學程，包括基本的語言、語音、

語法等專業訓練。另有學校會安排國內外

實習課程，讓學生能累積教學經驗，參加

政府的認證考試，有助於學生畢業後外

派從事教學工作；後者主要為開辦華語

師資培訓班，可協助學生考取美國、英

國華語師資國際證照，並提供實習機會，

累積實務教學經驗。

　在中國，必須通過「華語作為外語教學

能力認定考試」，才可以到世界各地教授

華語。若想要到英美任教，跟台灣一樣，

必須擁有華語師資國際證照，才可以在二

國任教。

　針對兩岸華語教學的差別，廈門大學海

外教育學院博士研究生蔡武提出他的觀

察：台灣的外國學生可以在華語文中心

或培養華語文師資的在各相關系所如華

語文學系、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等處學習；

在中國，不論是外國人至中國學習華語，

還是培養未來本國人至海外教華語的師

資，都在同個學院內，如此可讓學生提早

應用華語教學，也可以接觸外籍學生。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系系主任江惜美

表示，台灣培養華語師資的優勢在於會漢

語拼音及注音，能夠配合學生需求進行教

學。此外，中國使用簡體字，中國教師對

外教學也以簡體字為主，而台灣教師則是

繁體字、簡體字都會在培訓時能夠自由轉

換書寫方式、運用得宜。

　此外，台灣教師在科技能力及線上教學

方面也占有優勢。例如，上課時運用數

位教學，使用電子白板、設計多元教材，

讓課程內容更活潑多元。江惜美提出，因

台灣比較自由，思想更為民主以及開放，

教師更樂意與外國學生討論政治及國際

敏感議題。

　隨著海外華語熱興起，相關師資也愈

顯不足，江惜美舉例，目前印度缺少近 1
萬名華語教師，台灣卻無法快速養成大

量華語教師。相較台灣華語師資人力的

不足，中國能以人海戰術擴大華語教學

市場，再加上政府支持，在世界各國設

立孔子學院，以學術合作名義免費提供

海外學校師資及教材，致力向世界推廣

華語，並提供僑胞及外國人正規的華語

學習管道。

　台師大應用華語文學系約聘教師孫懿

芬指出，中國成立國家華語國際推廣領導

小組辦公室積極與外國大學接洽，於校

內建立孔子學堂教授華語。但初期因即

輸出大量的師資良莠不齊，與學習者偶

有摩擦；近年來則是提高篩選標準、增

加測驗難度，藉以提升師資水準。遍及

各地的孔子學院，已壟斷華語教學市場，

台灣逐漸將華語教學年齡層下調，進入

國高中甚至國小，開拓另一個教學市場。

　為因應不同年齡學習狀況，在教學模式

上，除依不同年齡層編寫教材、給予分

級外，也適時調整教學方法。蔡武憶起

曾在菲律賓教導中小學學生的經驗，提

到當地因擁有多元的文化，學生較活潑、

好動，因此須隨時注意學生行為。此外，

小學及中學的學生性格較不相同，需要不

同教學方式，例如對待小學生就需利用

活潑及獎勵的手段，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中學生面臨叛逆期，所以要具備同理心，

以公平公正的方式對待他們，並與他們

做朋友。蔡武補充，師生關係是相互的，

以學生為中心，根據不同的特點因材施

教，教學效果才能達到最好。

　台灣與對岸相較之下受限人力與資金，

無法提供大量師資與教材對外合作。台

師大應用華語文學系系主任林振興指出，

目前政府政策鼓勵華語教師出國，但在

事後配套方面不夠完整，若是教師派駐

至較落後的國家，在初期適應上的幫助

與後續生活上的照應就不足夠。為解決

這方面問題，江惜美提及，政府也於近

年增加出國補助，盼能鼓勵優良華語教

師至東南亞以及南亞地區教學。

　面臨對岸的競爭，台灣的優勢在於更

為民主自由、能接納多元文化，在教學

部分還有拼音及注音雙能力、簡體繁體

字轉換運用等部分。江惜美表示，盼台

灣能以菁英人才及以文化交流方式推廣

華語，與中國師資合作，學習他人長處，

共同推廣華語文化。

孔子學院斷市場 台另闢出路

培養師資各有方 台重多元能

記者鄭詠心、林庭羽、程于晏、王芳瑋、許珮姿、李瑞瑾／採訪報導

競爭當前 台灣如何自處

▲台灣華語教師除注音之外還須會以拼音教授外籍

學生。 攝影／程于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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