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莊喻婷、張芷瑜／文山報導

　根據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人口政策科統計

數據，目前文山區新移民人數為 3617 人，

居台北市新移民人口第二高。政府每年、

在各區舉辦新移民生活成長營，透過不同

課程幫助新移民適應生活、對生活環境及

語言有初步了解。

　在台灣居住 14 年來自浙江的新移民課程

學員胡紅梅表示，參加課程最大的收穫是

讓她認識了許多朋友，在異地沒有親戚朋

友可以依靠，好在有其他同是新移民的「姊

妹」一起作伴。

　初來乍到的新移民，因為對中文仍不甚

熟悉，所以在實務上，新移民課程時常是

「資深帶資淺」，像是來台資歷較久的新

移民在課程中就會充當自己國家剛來台新

移民們的翻譯。參加新移民課程除了學習

外，更重要的是在異鄉找到同鄉的夥伴，

彼此加油打氣，像課程中參訪被稱作新移

民娘家的南區新移民關懷據點，可以聽見

她們總互相稱作「姊妹」，時時刻刻叮嚀

彼此、關心近況，讓新移民姊妹們知道自

己並不孤單。

　即便能讓她們更快適應台灣社會，要新

移民參加課程其實並不簡單，文山區公所

的新移民課程承辦人高傳勝表示，文山區

新移民人數雖多，不過外籍班招生不易，

有可能是家庭不鼓勵，又或是對她們來說

工作賺錢養家才是首要目的。

　回歸適應社會，新移民們大多重視語言

學習，為與台灣親人溝通或是工作需求，

會選擇閩南語課程，但學員程度參差不齊。

對此，新移民閩南語課老師李素香表示，

來這邊多是為了在緊張的異鄉生活中鬆一

口氣，就算很多人有心想學，但條件不允

許，要工作、帶小孩，學習對她們來說並

不輕鬆，所以課程也只能以求「最大公因

數」的方式來安排。針對課程安排，國立

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系主任李美賢提醒，

在課程方面應重視老師授課的文本內容，

若其教學內容帶有父權思想，如來台應該

學煮台菜、侍奉公婆等，教學的本意雖良

善，但這樣的文本影響可能造成壓迫。

　另一方面，針對新移民課程參與問題，

民政局人口政策科科員楊麗玉回應，除了

新移民的學習課程，政府也設計文化交流

的課程，像是新移民原屬語言班，透過語

言學習讓大眾或新移民的家庭能了解到她

們的語言及文化。此外，也舉辦各項活動

像是國際移民日，希望新移民能融入當地，

與在地居民文化交流。但是參與與否必須

回歸到各自家庭狀況及條件，政府多以鼓

勵的方式希望新移民能融入社會。

　不難發現對新移民來說，坐下來學習或

許是忙碌生活中唯一喘息的時刻，大部份

的人下課後都匆忙著要去接小孩或是回到

工作崗位。新移民隻身來台不易，除了生

活適應還須面臨種種社會挑戰，即便政府

投入許多資源在新移民政策上，最終是否

能得到成效仍回歸於新移民自身及其台灣

家庭。在鼓勵新移民學習的同時，台灣家

庭、大眾也應學習他國文化、換位思考來

擁抱跨族群環境，如此一來新移民適應社

會也能更輕鬆、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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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廖珮筑、程伃君／台北報導

　師範大學音樂節一連串精彩活動盛大展

開，各種形式的音樂表演輪番上陣，顛覆以

往對於古典音樂的印象，在學生們享受演奏

的喜悅時，也邀請民眾來一場音樂的饗宴。

　師大年度音樂盛事「2017 師大音樂節 --

一起樂遇」，由音樂學院策畫，音樂系、民

族音樂研究所、表演藝術研究所、流行音樂

產業碩士專班師生共同籌備，從 3 月 23 日

到 6月 14 日，共 40 場的音樂饗宴。「弦

琴逸致 -- 室內樂下午茶」則是由師大音樂

系教授楊瑞瑟所指導的師大音樂系學生演

出，共組成兩組絃樂四重奏及兩組弦樂八重

奏，除了古典曲目外，還改編台灣民謠、台

語流行歌曲、動畫主題曲等，透過演奏民眾

熟悉的歌曲，顛覆大眾對於古典樂艱澀難懂

的印象，並推廣古典樂給民眾。

　連續三年在文薈廳演出「室內樂下午茶」

的師範大學音樂學系學生黃祺浤認為，每一

次表演都有不同的感想，在舞台上學習到的

並不是在琴房可以獲得，而現場表演的臨場

反應與團隊默契十分重要，很感謝夥伴在他

不小心出錯時都可以及時搶救，黃祺浤也提

到，這次表演最大的收獲就是每位表演者都

在舞台上享受音樂，台下的觀眾也沉浸在音

樂的薰陶當中，讓他覺得很滿足。

　參與活動的師範大學生命科學學系學生簡

嘉德認為，原本他對於古典樂的印象是正

式、莊嚴的，但聽完這場表演後他發現原來

古典樂可以這麼輕鬆、有趣，能在文薈廳這

麼氣質的地方欣賞古典樂，是這個下午最大

的享受。除了室內樂的形式推廣音樂外，師

範大學音樂學系學生蘇澤鎮表示，每一學期

在國家音樂廳舉辦的管絃樂團公演，還有音

樂之夜的打擊樂都是很棒的音樂表演，鼓勵

民眾多加參與，讓音樂豐富每個人的生活。

　記者蘇子雁、劉蕙瑀／台北報導

　下著雨的國立台灣大學，空氣中夾雜著雨

水和泥土的清香。在校園一隅的怡仁堂，卻

絲毫不受大雨的干擾，場內表演團體正在舉

行最後的排演，場外人潮更是大排長龍，除

了台大的師生，許多校外民眾都來參加已邁

入第 23 年的台大藝術季開幕典禮。

　台灣大學日前舉行藝術季開幕儀式，除了

有校內團體帶來的精彩表演之外，更邀請到

由台大畢業學長姐所組成的「Crispy 脆樂

團」一同為一年一度最大的全校性藝術展演

活動揭開序幕。

　此次展覽的主題為「變形」，分別探討人

對自我身分的認同、科技對人的影響，以及

重新詮釋社會議題等三個展覽方向。從籌辦

到創作皆由學生完成，成品則在校園各個角

落展出，在欣賞靜態的展覽之餘，還將舉辦

各式講座、工作坊、影展、舞蹈劇場、編導

式攝影展、實境劇場，今年更是大量運用科

技互動裝置，將投影結合創作來呈現作品。

策展部公關韓馨儀坦言，在過去，台大的學

生會覺得藝術是一種小確幸或是屬於小眾。

此次的藝術季試著變換藝術表現形式，再詮

釋不同的科技現象甚至是社會議題，希望帶

給觀眾前所未有的五感享受。

　民眾張容其表示，互動裝置藝術能夠讓觀

眾與藝術品之間產生連結，令他印象十分深

刻。「變形」希望觀眾能夠脫去過往觀看藝

術作品的束縛和限制，切身體會並了解創作

的本質。

　而打破表演形式的疆界，也是藝術走入

觀眾心靈的一種方式。在學生餐廳旁的角

落，一群代表著不同心理認同的舞者，他們

運用俐落的手部動作與如同模特兒般的身

體姿勢，演繹了一場打破性別刻板印象的

Vogue 舞蹈展演。藉由表演傳達出，雖然

社會上依舊存在著對跨性別者的不平等，但

他們仍然正向地希望社會能包容他們，讓真

實自我得到解脫。

　藝術季召集人陳穎翰表示，雖然說台大有

戲劇系，但是整體來說對於藝術關注程度依

舊相當薄弱，希望藉由此次的藝術季，除了

可以為缺乏藝術風氣的校園環境中，注入一

些藝術氣息，更透過較為輕鬆的展演方式使

學生及民眾，能夠深度省思，在進步的現代

社會中所面對到的問題。

開辦成長營 新移民不孤單
慎選教學文本 擁抱跨族群社會

師大室內樂下午茶 
顛覆古典艱澀印象

▲完美演出需要有默契的隊友們互相協助鼓勵。                      攝影／程伃君
▲「數據制約、自由瓦解」的創作者，告訴
觀眾爬梳龐雜訊息的重要。  攝影／蘇子雁

變 形 藝 術 季 
打 破 表 演 界 線 



　對於校園性侵案件高頻率的
發生，《性別教育平等法》規定

每間學校必須設立性別平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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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興國中輔導主任蘇祐荻表

示，性教育課程分不同領域的課

程去教授，期望能讓學生建立兩

　林奕含在遺作《房思琪的初戀

樂園》中，道出年僅 13歲的房思
琪被補習班老師李國華拐騙，進

而發生性關係的故事，而這正為

林奕含親身經歷的翻版。此憾事

的發生，原讓大眾更注意性侵害

防治議題外，也對補習班等學習

環境安全提出質疑。

　對此，台北市教育局甫 5月推
動補習班「實名制」，要求補習

班必須公布教師姓名，在宣傳招

生、書面契約、廣告文宣上，涉

及負責人與教職員工的真實姓名

也得公開。台北市教育局終身教

育科補習教育股長薛家欣進一步

說明，考慮到目前化名的狀況相

當普遍，所以會考量在真實姓名

旁邊括弧加註化名來處理。此外，

台北市補習班管理平台也將建置

全市補習班教職員工名冊，讓補

習班定期回報教育局以備查。

　「『實名制』不是只有名字是

真的，而是我們的學經歷、可以

分享給學生的所有經驗都是真實

　記者洪羽潔、汪新亞、邱于庭、

　汪昱伶、蔡旻蓉、徐沛姍／專

　題報導

補教業安全疑慮 北市採實名制
化名須伴真名使用 建構安全防護

　女作家林奕含輕生一事，使各

界對補習班教師管理和學生安全

提出疑慮，台北市教育局於 5月
率先動作，規定補習班一律「實

名制」，並待教育部修法後，在

全台正式實施。

台北市領先 推補教老師實名制

教導正確觀念 孩子需求有取捨

使都擁有基本常識且了解應如何

妥善保護自己，但在面對不同心

理需求時，學生能否在當下做出

正確的判斷，避免行事衝動做出

令人遺憾的行為又是另一問題。

　許姓家長表示，自己並不擔心

未來將孩子送入補習班，只須特

別叮嚀孩子注意老師的言行舉

止，肢體語言是否毛手毛腳。而

就讀國二的蔡姓同學說道，對於

性教育課程，老師可以在課堂上

宣導，另外在健康教育課也可特

別提到。有交往對象的吳姓女同

學則表示，雖然目前自己有交往

對象，但如果與男友在面對性行

為上的討論時，她會勇敢的表達

自身意見，懂得保護自己。

性侵害防治宣導 難防範加害人

會，如果學生遭遇性侵事件，學

校除提供學生申訴管道，更要對

學生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碧潭派

出所巡佐施富國表示，性侵害案

件以熟識的朋友與師長長輩利用

誘騙方式發生性行為占大多數。

　遭遇性侵害時，受害者普遍尋

求幫助的管道包含警察機關與民

間團體。勵馨基金會研究發展專

員陳靜平建議，被害人遇到性侵

時，要於七天內至醫院急診室驗

傷，醫院內的社工師了解情況後

會陪同被害人進行驗傷流程與證

據蒐集，包含指甲採集與事發當

天未經清洗之衣物，醫院會將證

物送至鑑識科鑑定，並追蹤受害

者後續狀況，提供相關法律諮詢

與醫療安排，針對受害者進行諮

商輔導，幫助受害者找回對人際

互動的信任感。

的。」提到此制對補教業的影響，

劉毅英文班務主任紀淑瑜認為，

對於正派的補習班形象會更加

分，老師們在此時坦蕩守法的身

教更能正向影響學生。

　關於補教業行之有年的「化名

文化」，台北市議員李慶元解釋，

有些老師有違法兼課，或是身兼

不同補習班跑班的案例，取化名

除了避人耳目用途，亦使名號更

響亮。「『實名制』不只解決學

習環境安全問題，也可改善老師

違法兼課情況，久而久之，化名

成為實名，化名就沒意義了。」

　同樣贊成「實名制」的台北市

議員簡舒培，則是提出其他疑慮。

「我們現在完全沒有去查核老師

的身份跟他過去的經歷，這是現

實制度的缺漏。」簡舒培提到，

未來除了要跟教育部的不適任教

師查報系統進行查核外，應結合

警政刑案、性騷擾等記錄做比對，

以達到確實保護學生的目的。

　目前教育局也和社會局、警察

局合作，盼即時取得涉及性騷擾、

性侵害等加害人名單，將防護網

完整建立。薛家欣也補充，目前

台北市推動「實名制」還在糾正、

輔導的階段，未來將在教育部修

法後，才有法律的依據。　

性情感交流和懂得保護自我。蘇

祐荻表示，平日學校在教科書與

宣導活動中都有性教育的教導，

針對不同課程分別也有不同的重

點，健康課中主要教授青春期的

身體變化，輔導活動課則以孩子

的自我認同與健康的情感關係為

方向，公民課主要是針對相關的

法令做宣導，例如《性別平等教

育法》的知識及規範，及平日學

生在網路發言可能涉及與違反的

相關法規與注意事項。

　礙於現今資訊取得變得容易，

社會相較以前複雜許多，蘇祐荻

認為，平日及寒暑假前都會提醒

孩子們注意自身安全及健康的休

閒方式。孩子的生活方式及型態

有相當大的轉變。另因應家庭結

構的轉變，當孩子處於家庭功能

較不完整的情況下，孩子更可能

向外尋求其他管道來獲得自我認

同與愛的滿足。在這情況下，即

　針對防範性侵害，陳靜平表

示，鼓勵每個人正視和勇於表達

自身感受，並認為性教育更應教

導尊重他人、自己與情感表達。

　性侵害防制的宣導實施多年，

但性侵害案件仍層出不窮，施富

國表示，不同於一般毒品案與竊

盜犯，此類案件無法藉由外觀或

警方盤查詢問而破獲，通常只能

依靠當事人本身行為舉止異常或

周遭親人朋友發現異狀而向警方

提出檢舉，加上有的加害人其性

格與行為偏差，無法理性控制自

身行為，導致警方無法掌控，因

此執行上有一定難度。▲學校輔導課程中，教導兩性交往正確的觀念。 　　　攝影／邱于庭

　記者蘇媚、林銘翰／烏來報導

　近年來烏來受蘇迪勒、梅姬等颱

風重創，不僅多處道路坍塌，最知

名的「烏來台車」路基也遭掏空

而停駛至今。在林務局的趕工下，

目前台車修復工程已近完工，在地

居民則希望人潮能夠回流，創造地

方商業繁榮。

　民國 104年 8月蘇迪勒颱風重
創烏來，烏來一時成為孤島，不僅

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生活，也重創觀

光產業。「烏來台車」是串聯老街

商圈與瀑布商圈的重要交通工具，

但風災至今仍未修復完畢，讓瀑布

商圈不少店家大喊吃不消。

　瀑布商圈店家孟小姐表示，當地

所有攤商都在等待台車能夠儘快

重新通車。自從台車停駛後，多

數遊客不願意花費時間步行至瀑

布商圈，生意收入減少至少五成。

更有攤商抱怨道，林務局對台車修

復態度消極，通車時間一再延宕，

非常沒有效率。

　林務局烏來林業生活館負責人

尤小姐說明，目前台車鐵軌和枕

木鋪設完成，已經進入試車階段，

日後還要進行軌道高低差的微調

和壓力測試。至於通車時間，她表

示上級尚未表明通車時間，因此也

不方便透露時程。

　許多遊客來到烏來才發現台車

尚未開放，欲前往瀑布商圈只能沿

著溫泉街步行前往。來自花蓮的民

眾張小姐大喊失望，自己也是第一

次到烏來觀光，不過她還是願意花

費時間步行前往瀑布商圈。民眾楊

先生則表示，台車不僅是一種交通

工具，更是烏來最具特色的文化資

產之一，多數遊客乘坐台車不僅僅

是為了代步，而是為了體驗屬於烏

來當地特有的觀光設施，因此台車

一部分也掌握了烏來的觀光命脈。

　尤小姐對於台車重新開放表示

樂觀，認為屆時台車通車將會把

流失的人潮帶回。不過相比於風

災前，尤小姐說：「還是會有一定

的落差」，她進一步說明，仍有

一部分的人對於安全上有所顧慮，

因此未來如何長期推展烏來地區

的觀光，還端看林務局與新北市政

府的努力與推動。

台車修復近尾聲 烏來觀光盼重生

▲目前台車鐵軌和枕木已鋪設完成，已進入試車階段。  攝影／蘇媚 



　記者鄒鎮鴻、許哲瑗／台北報導

　天氣漸熱，一走出冷氣房即汗如

雨下，營養師倪曼婷表示，隨時補

充水分非常重要，但每個人該喝多

少水，需視體重及運動狀況而定，

平均一天約 1200毫升最恰當。
　正常人所需的水量是依照代謝

活性與環境而定，但由於環境、飲

食、生活作息每天都不同，所需要

的水分也會跟著改變。營養師孫語

霙認為，正確的喝水觀念是流失多

少，就補充多少。最簡單的計算方

法是由體重衡量，每公斤需攝取

30毫升的飲水量，也就是說一般
人一天需要攝取的水量為體重乘以

30；舉例來說，60公斤的成年人，
每天至少要喝 1800毫升的水；如
果運動量大、或體重較重的人，則

需補充比一般人更多的水分，每公

斤體重需攝取 40毫升的飲水量。
　除了飲水之外，倪曼婷也建議，

多吃瓜類的水果有助排毒解熱，例

如：西瓜有「天然白虎湯」之稱，

有助於降低體溫、緩解流汗、中暑

不適；而苦瓜清熱解毒，能預防中

暑、痢疾、惡瘡的發生。另外，蘆

筍性味甘寒無毒，可以幫助排毒，

有利小便的功效，非常適合炎熱的

夏天。

　倪曼婷也提醒，夏天容易流失水

分，特別是戶外工作者，需隨時注

意自身的身體狀況，一旦出現頭

暈、眼前發白、吃不下飯、全身癱

軟無力等症狀，很可能就是中暑、

熱衰竭的癥兆，須立即找陰涼處休

息，切勿硬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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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所需水量 平均 1200 毫升最恰當 
多喝水不一定沒事 體重運動量為依據

寵物鮮食當道 材料新鮮為主要考量
　記者戴葳、周宛蓁／台北報導

　寵物食品業蓬勃發展，毛孩的

飲食也越來越多元，人們不僅對

寵物的營養知識及犬貓的生理狀

況逐漸熟悉，也對毛孩的身體狀

況越來越重視，如何挑選正確且

適合家中毛孩的飼料，是民眾需

要了解的課題之一。

　飼料最主要的問題是過度加工

與人工添加物，且不符合犬貓真

正的營養需求。貓狗與人類不同，

主要攝取蛋白質為主，但飼料的

主要組成是澱粉，澱粉攝取過多

反而容易導致肥胖，而肥胖是不

少病症的主因。

　景文動物醫院獸醫師張元炫表

示，蛋白質的攝取會依據不同情

況有不同需求量，幼犬需要的蛋

白質為成犬的 3倍，在挑選飼料
時應選擇品質好的蛋白質、碳水

化合物含量低的產品。

　張元炫提醒飼主，挑選飼料前，

可先請獸醫診斷寵物是否罹患糖

尿病、慢性疾病、是否對特定食

物過敏等條件作為考量。

　許多飼主希望能讓毛孩食用新

鮮食材，而不是給予粉末調製、

加工濃縮的乾糧飼料。

　寵物飼料業者李維雄呼籲，挑

選飼料時切勿盲從飼料的價格，

應以營養師推薦的品牌且適合犬

貓的體質比較有保障，而不少飼

主開始在家自製鮮食，像是水煮

雞胸肉及青菜。　　

　寵物營養師胡雅涵表示，若長

期食用鮮食在調配時還是必須注

意營養上的均衡，一般飼主較難

衡量比例，容易造成營養失衡，

若沒有每一餐都吃的話，建議以

蛋白質攝取為主，沒有飼養經驗

的民眾則可以詢問營養師取得食

譜，對毛孩健康更有保障。 ▲飼主應注意寵物狀況，給予適當食譜。　　　　　　　　攝影／戴葳

機器人時代來臨 取代基礎勞動力
　記者周姈姈、龐

書亞／台北報導

　近年隨著工

資調整、一例

一休的法案通

過後，越來

越多資方開始

採取考慮以機

器取代部分基

礎勞動力，機器

提供的服務不僅

降低人工的出錯率，

更能 24小時不間斷的工

作，減少過去使用人力的困擾以及

顧慮。（如左圖。攝影／周姈姈）

機器的使用範圍並不局限於特定

產業，部分傳統小吃刀削麵業者引

進刀削麵機器人，不僅降低傳統刀

削麵師傅的職業傷害，也讓機器人

成為吸引客人的噱頭。刀削麵業者

陳老闆表示，刀削麵機器人能穩定

餐點的品質及麵條的粗細，很多客

人都覺得機器人削出來的麵條很

好吃，並且一試成主顧。

　機器透過程式設定、指定代碼的

輸入，反應及問題處理能力有限，

無法及時排解故障問題，因此也有

些人認為機器僅能處理已預設狀

況的設定事項，無法完全的取代人

工。就讀世新大學經濟系的張同學

表示，她認同機器的適度引用可以

為人類生活帶來更大的進步與方

便，但仍無法模擬人類的思考模

式、情感表達，所以基礎勞動人力

也有部分保留的必要性。

　科技的日新月異發展，取代人力

應為可預期的事，在生活中，我們

身處每天都在使用著機器帶來的

便利，小至手機處理隨身事務，大

至提款機甚至今年桃園機場捷運

提供的預掛行李機器服務，大大節

省臨櫃掛行李的時間，除去提著大

包小包的麻煩。

　機器終究為人類所發明，我們應

該學習駕馭機器的能力，而非與機

器競爭底層工作。世新大學經濟學

系教授陳世能認為，機器取代人力

將會帶來結構性失業，導致基層工

作機會銳減，現代產業多與科技結

合，學生未來若想求職，應多加強

科技資訊方面的專業知識與技能，

才能在科技洪流中與之並存。

北市二大廟 

　辛悅台身為宏碁的前行銷長，因為喜歡料理，毅然決然辭職轉攻咖啡

業，辛悅台也開課教學如何沖泡、烘培咖啡，讓來學習的人由深到淺去

了解如何做出好喝的咖啡。辛悅台表示，他希望能幫助弱勢族群擁有專

業技能，用自身的力量去改變世界 ( 圖文／圖佳 )

　記者董怡均、羅思霓／台北報導

　每年的白色及七夕情人節總能

看到許多愛人互表愛意，而沒有

對象的民眾也希望能透過神明幫

助獲得好姻緣，在台北市想向月

下老人求取姻緣，就屬迪化街上

的「霞海城隍廟」和萬華「艋舺

龍山寺」的月老最具盛名，許多

觀光客也都慕名而來，希望在月

老的幫助下能早日有情人終成眷

屬。( 如上圖。攝影／董怡均 )

　想拜月老，其實有許多「小撇

步」需要注意，如霞海城隍廟的

陳姓廟公就提醒民眾，向台北月

下老人祈求時，要先準備金紙、

香、喜糖、紅線和鉛錢等做為供

品，祈求時需報告自己的姓名、

年齡、住址，以及喜歡對象的類

型，拜完後將喜糖留下與人結緣，

廟方則將信徒祭拜的喜糖作為農

曆 5月慶典、廟會甜點製作、或
是來廟進香客吃的冰品、以及年

貨大街的平安茶之用。更重要的

是拜月下老人還是有禁忌，千萬

不可以太貪心，僅能選取一條紅

線，曾有信徒不小心取走多條，

卻惹來不必要的感情糾紛。

　曾向龍山寺月老求取姻緣成功

的羅小姐表示，自己和當時曖昧

對象認識近三個月卻沒有進一步

的發展，於是想尋求月老爺爺的

幫助，在擲筊成功後，過二個禮

拜就順利和曖昧對象交往至今，

直呼實在太神奇了！月老除了替

人牽紅線，也會幫助信徒斬斷「爛

桃花」，民眾呂家儀就曾經詢問

月下老人自己所心儀的對象是否

為正緣，結果過幾天就發現當時

男方劈腿，幸好有月老的幫助，

才不至於當別人的第三者。

　由於社會變遷快速，都會男女

忙於工作，或許疏於結交異性朋

友；如果您或您身旁的親朋好友

將達適婚年齡，卻未見紅鸞星動，

不妨前來霞海城隍廟或是艋岬龍

山寺，向月下老人誠心祈求，說

不定一段好姻緣就遠在天邊，近

在眼前！

參拜月老有技巧

焦
點
人
物

辛
悅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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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藝文發展始於 90 年代，那是一個精彩豐富的起跑點。近年來政府致力於推廣藝文活動，努力耕耘藝術土壤，鼓勵藝術創作者發揮創意，

表現台灣的人、事、物、景之美。儘管現在的藝術工作者有更多揮灑靈感的空間，但面對人才輩出、競爭激烈，年輕藝術家要出頭並不容易。儘

管前途艱辛，藝術家依舊花盡心思、展現創意，將自己的作品透過不同的方式來呈現。從字體創造到手染工藝，從表演到設計，年輕藝術家百花

齊放美學思維，為當代藝術環境打開全新的格局，為台灣的藝術風華寫下詩篇。

青年藝術家 打造藝文烏托邦

　在藝術路上，學校提供哪些教育

資源？藝術學子對未來又抱著怎

麼樣的心態？「想讀藝術類科系？

你需要具備新鮮的肝。」你一定聽

過類似的玩笑話，或曾耳聞就讀藝

術類科系的朋友為了作品或畢展

奔波，勞心勞力似乎已經成為藝術

類科系學生的共同經驗。

　針對就讀藝術類、設計類科系的

學生，藝術家廖堉安說道，台灣的

藝術風氣和從前相比已經提升不

少，現在的學生擁有更多機會展出

作品。他鼓勵學生遇到瓶頸時別氣

餒，只要堅持夢想，有一天一定能

成功、一定會被看見。

　但事實上，台灣每年藝術相關科

系畢業的大學生，只有 2 到 5% 的

比例成為藝術家，政府不願意挹注

大量的資金培育藝術人才，再加上

台灣學生普遍競爭意識低，不想跨

出舒適圈，因而藝術教育環境逐漸

磨損。

　明知前路坎坷，台灣藝術大學美

術系主任黃小燕仍奮力為學生開

路，「我知道很多學生恨過我。」

除了用超高標準審視學生作品，更

指派寒、暑假作業給學生，要他們

到廢墟景點，做全景設計等相關作

業，希望能激發學生的創意泉源。

　此外，藝術教育提供學生資源與

機會，像是與著名藝術院校簽訂為

姊妹校，國外大型藝術展也會邀請

優秀學生參與，只是這些機會擺在

眼前，就看學生有沒有心要爭取。

　面對藝術環境的挑戰，藝術相關

科系的老師們秉持教學初衷，為學

生打好基礎，學校也積極創造各種

展演機會，相信國內年輕藝術創作

者必定能擁有更好的起步，更寬廣

的創作天地。

攔轎體字體 展現廟宇文化獨特魅力
　從音樂專輯到廟宇文化，設計靈

感無所不在。台灣藝術大學四名學

生花一年時間以大甲媽祖為母題，

發展出一套具有文化意涵、信仰與

當代美感的中文字體，展示融合舊

有廟宇文化與創新設計的「攔轎體

字體家族」（下圖。攝影／陳心

宇），獲得金典新秀設計獎肯定。

　台灣的廟宇文化具有古典美與藝

術感，然而美麗廟宇內總會出現格

格不入的文宣品，學生陳彥慈表示，

會想要做字體設計是因為台灣廟宇

的密度為全世界最高，而廟宇也是

信眾們心靈寄託的所在，同時提供

場所讓街坊鄰居可以交流感情，與

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學生林品君期許這套字體在台灣

能使用跟統一，堅持這份構想跟初

衷，也期望字庫可以更完整且發行，

讓每間廟宇都能夠使用，對於所有

人的喜愛感到意外，但也非常期待

與開心得到正面迴響。

　生活中處處是藝術，但是不僅需

要發現的能力，更需要創造美感的

實力，從不統一的廟宇文宣字體發

想，到藝術創作並融合傳統文化，

榮獲「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這

群要畢業的學生，以字體創作這一

門藝術，為自己交出一份最榮耀的

畢業藝術作品。

創作與教學 雙向並行

　在專輯市場萎縮的時代，一個

好的專輯設計不僅為歌手加分，

同時也讓專輯成為可收藏的「藝

術品」，聶永真設計的李宗盛《山

丘》專輯，奪下金曲獎最佳專輯

包裝獎。他說：「對比其他設計，

專輯更有影像發揮的空間，玩得也

比較開。」

　聶永真表示，以李宗盛的《山

丘》為例，唱片公司沒有開設預

算上限，也給他絕對的創作空間，

所以他大膽地以卡帶的形式呈現，

在卡帶中置入紀念的意義，註記歌

中人生一瞬的蒼涼歲月，「每一張

專輯一開始都有一個很明確的想

像和企畫。」

　對於設計的意義，聶永真笑得開

懷，「很多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但其實我從不會定義設計這件事，

只是因為喜歡透過自己的手把東

西改變得更好，真的只是這樣。」

　一步步走在設計這條路上，聶永

真也同一般人一樣，會遇到瓶頸，

會因為負面評論懊惱；但是因為喜

歡，因為想要讓設計的價值不只是

把一個東西做好看，所以致力於賦

予一件事情美麗之外，也把自己人

生中的養分投注進去。

勇於破格 聶氏設計讓改變發生

藝術之路 現今大學怎麼鋪？

層層堆疊染料色塊 暈染彩色之路

　新銳導演邱衍偉的作品「該死的日子」，於「2015 台南 39 小時拍

片競賽」獲得首獎，並入選第 15 屆城市遊牧影展與第 31 屆柏林國際

短片影展，跨出台灣。

　邱衍偉原就讀成功大學材料系，但因熱愛影像創作，毅然決然從

學校肄業、北上考取電影碩士學位。他鼓勵對電影產業有興趣的

人，別把電影領域想窄了，在影像製作之外，也能透過相關知

識投入行銷、發行、代理、或策展等相關專業。邱衍偉強調知

識經濟時代的「橋樑」角色比以往更顯著，不管基本經驗分

享或進階教學指導，深入淺出傳授專業知識有其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創辦不簡單商行專賣皮件的兄弟

Sunnyboy 與 Charming。分別畢業於物理系與藝術相關

科系，他們說，什麼都碰一點，從實作中獲取經驗並

且從中改進錯誤，創意與創業的結合愈來愈完整。

　目前就讀台藝大戲劇系的張尹劭，因平時的自

我充實加上天分，得以參與捷克表演藝術節，

與各地熱愛表演的學子交流，讓他重新思索

面對表演的心態，過去的他沉浸於觀眾的掌

聲，現在他則更專注於表演當下的自己。

　表演之路未曾輕鬆，設計亦如是。目

前就讀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

設計學系的鄭同學表示，她知道藝術

這條路並不好走，然而在學校學習

的過程當中，她認為藝術在生活

中無所不在，學生不該看輕自身

在藝術領域的價值，應該勇敢

追夢。

邁向國際 只有更專注更精進

　獨特字體，專屬廟宇；艷麗手染，宛如萬花筒。手染藝術家連秀茹(上

圖。攝影／劉頤 )四年前開始自學手染工藝，剛開始常常失敗，但也

因為要求完美，多次嘗試，最後開發獨門染法，以手綁、紮染的方

式，呈現鮮豔色彩。連秀茹有感而發：「我覺得台灣的藝術家都

很有實力及才華，但是因為現在台灣環境有限，有些很好的東西

都沒有被看見，滿可惜的。」

 因緣際會至市集擺攤、經由網路銷售商品，連秀茹透露對手

染的堅持，「在能力範圍內能做到的，一定會去做」，興趣

成為她賴以為生的人生方向。

 一路走來，暈染繽紛，艱辛不足為外人道。現今社會極

度重視CP值，不少消費者期望以低價換取高質量商品，

而文創、藝術品卻難以等量齊觀。藝術最耗成本的是

藝術家竭盡心力的創作過程，就如同連秀茹的手染流

程，費心耗時，一整天甚至只能染製四到六件衣服。

  藝術評價有世代差異，年輕世代對文創商品的

接受度較高，不過連秀茹表示，雖然年輕人是銷

售主要族群，但也有媽媽來挑選手染衣服給家

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家人全都穿著手染 

T─shirt，拍照與她分享，她相信使用者的支

持對於創作者而言，具有正面的影響力量。

 連秀茹也認為台灣的藝術創作環境越來

越重視藝術家的創意，而不是單從材料

及價格來衡量作品的價值，她期待更

廣闊的創作環境。



By Hsu Yu-shan（許毓珊）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 公 視 ) has produced 
many good quality dramas that won 
Golden Bell Awards. This year, The 
Teenage Psychic（ 通 靈 少 女 ）it 
jointly produced with HBO gained a 
new audience in Taiwanese society. 
The Teenage Psychic is also popular 
worldwide. How can a Taiwanese 
television station produce a drama 
with an international television so 
successfully?
   Hu Xin-ping（ 胡 心 平 ）, 
deputy director of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s Marketing Department, 
said, “Every episode of  The Teenage 
Psychic is about 45 minutes. We 
made a long-time discussion with 
HBO Asia about what is the topic 
that we wanted to address: is it the 
coming-of-age of young girls or 
the temple culture, or is it about 

supernatural powers?” Marketing to 
23 areas that have different culture 
and languages, how to find the 
common theme that can be accepted 
by people in all these 23 areas?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spent lots 
of time discussing with HBO Asia 
about these questions.
   How to let  the foreigners 
accept the Taiwanese drama? Take 
Korean drama W（ 兩 個 世 界 ）

for example, the Olympic opening 
and medical issues are the cross-
cultural elements that Westerners 
can understand easily. “Drama is like 
a social movement, Shaudi Wang
（王小棣）director of The Teenage 
Psychic,” said. Wu Chih-yu（ 巫

知 諭 ）, the writer, researcher and 
producer of the “Guess Who?（ 誰

來晚餐）” Program Department of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said that they want to transfer the 
positive value and put some criticism

（批判性）into their dramas. Not 
only love story, but more things that 
can represent nowadays Taiwanese 
conditions and specific topics have 
been expressed in the plot.
   How did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and HBO Asia 
promote The Teenage Psychic? They 
used many ways to give this drama 
high publicity, such as issuing press 
releases regularly, posting ads on the 
bus stations and visting campuses to 
make students know about the drama. 
The production team advertised this 
drama to some students majoring in 
drama and  theater, as many of them 
desire to know how a young director 
had cooperated with an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team.
   On the other hand, HBO is a 
cable television, which held activities 
to  he lp  p romote  The  Teenage 
Psychic. The production team also 
published the story in  monthly 

magazines to increase exposure. 
“We had been raising the profile of 
The Teenage Psychic for about 10 
months before it was released, we 
also expected our publicity period 
will last until the end of May this 
year,” said Hu. They will watch the 
big data after every promotional 
c a m p a i g n  e n d e d ,  i n  o r d e r  t o 

understand audiences’ preference and 
the effects of the campaigns. When 
it comes to the plan of cooperation 
with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Wu 
said that more and more Taiwanese 
TV companies follow. They try to 
cooperate with Netflix（ 網 飛 ）, a 
company that offers the service of 
DVD renting in many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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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series drama The Teenage Psychic, debuted in April, 
has set a record as the highest rating of PTS productions. Based 
on The Busy Young Psychic（神算）, a drama produced by the 
same director Chen Ho-yu（陳和榆）, The Teenage Psychic 
has only six episodes but leaves its mark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mini-series,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Wake Up（麻醉風

暴）in 2005.
   “As the idol drama has been seen as poor in quality, The 
Teenage Psychic（ 通 靈 少 女 ）revived people’s confidence 
in the drama market,” said Lai Hsiang-li（賴湘莉 ), a student 
director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Everyone discusses this drama, 

even President Tsai Ing-wen. They talk about the medium as a 
bridge between humans and other realms of beings; they also 
talk about idols and the company HBO Asia.
   “I think PTS and HBO Asia —— these two platforms —— 
nourish our drama creation in Taiwan,” said Ho Huai-song（何

懷 嵩 ）,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Radio, TV 
and Film at Shih Hsin University（世新大學）. “As HBO Asia 
offers a different market, the value of The Teenage Psychic is 
enlarged and PTS gets a wider feedback. Such a success shows 
that we receive a nice feedback overseas. It also shows that our 
drama has proved the value of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 with 
its own charm fo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Compared with regular drama series, Mini-series is short, 
delicate and easy to get close to the audience,” Ho said. He 
believes that mini-series drama has blossomed because the 
network channels have increased and the way of living has 
changed. It is an excellent media that coincide with the feature 
of international themes.
   With the success of The Teenage Psychic, we could absorb 
lots of advantages from it, such as the filming techniques, 
the working system and even the marketing. The audience is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Taiwan’s drama makes a splash again, 
hoping that the drama industry will keep making progress and 
rise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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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ese Drama Hits Global Market

The Teenage Psychic a Big Hit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 Foundation usually produces one-act 
drama with about 6 episodes.Photo ／ Hsu Yu-shan（許毓珊）

By Chan Meng-hin（陳明憲）, Chen Ching-wen（陳靖文）

   The Teenage Psychic( 通 靈 少 女 ) takes Taiwan, and 
even Asia, by storm after being broadcasted by PTS（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and HBO Asia（Home Box Office Asia）
on April 2. Alex Hsieh（謝孟儒）, the executive producer of 
Fun Planet（靠北星球）, said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Teenage 
Psychic’s success is its wonderful interpretation of Taiwan’s 
culture and nature.

   Hsieh believed The Teenage Psychic acts as a reminder of 
other Taiwanese producers. He said, “we don’t need to produce 
specific works to meet one’s flavor. Instead, we should focus 
on Taiwanese culture, to tell our own stories in the best way we 
can. As such, other investors will invest capital and resources 
to your masterpieces eventually.” The Teenage Psychic is 
supported with capital and resources by a Singapore company, 
HBO Asia. This also enables the drama series to be broadcasted 

in 23 countries in Asia, and become a blockbuster.
   Other than culture, Hsieh brought up two more reasons 
for the success of The Teenage Psychic. The first is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cast and characters. The cast interpreted 
the characteristics, thoughts, behaviors so naturally that they 
pulled in the audience to feel in their shoes. The next one is the 
selection of venues. The crew has added credits to the drama as 
certain plots are presented in real-life venues.
   Lei Tat-weng（ 李 達 榮 ）, a junior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aid that The 
Teenage Psychic reminded him of his high-school days, the 
dilemma of having to make decisions and choices, and many 
familiar aspects of Taiwanese culture. The main character, 
Hsieh Ya-chen（謝雅真）has a supernatural ability which is 
a “destiny” for her to serve in the temple. Lei believed that a 
16-year-old student should have her own life, to go through her 
school life before serving as a Xian-gu（仙姑）—— a medium 
between humans and other realms of beings. However, Lei is 
still satisfied with the tragic ending as regrets will stay longer in 
his mind and enable him to make a thorough self-reflection.
   Hsieh also pointed out two common genres of drama that 
audiences love the most. The first one is non-fiction, through 
which the audience will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the character 
and view things from his or her perspective. The other is 
innovative topics, which have never been discussed before, such 
as the supernatural and psychic ability. The Teenage Psychic 
comprises both, consequently making a splash in Asia, it’s 
important to make films that represent Taiwan.

Analysis of the drama fever and the reasons for its success

Liu Chia-yu（劉家瑜）

▲It's common for people to worship their gods which comfort and soothe their souls. Photo ／ Chan Meng-hin（陳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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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老師／余陽洲　召集人／翁悦心　編輯／劉青、曾勻之

記者魏莉穎、蔡芃敏、李可心、胡皓宸、翁悅心／台北報導

　台灣從 2009年開始，為亞洲第一個發展公民科學的國家。隨著社群網路和智慧行動裝置的普及，加快了
公民科學活動的發起及人才的招募，也讓攝影、定位等調查工作簡易許多。以目前發展情況而論，和全球或

亞洲地區相比，我國毫不遜色，且發展面向多元。然而公民科學的龐大資料庫仰賴長期監測和普查，林大利

指出，工作未滿十年，都算草創階段，難看出確實的結果。

　而我國公民科學運用――路殺社，即是藉臉書社群軟體，吸引關心生態、意欲改善野生動物路死現象的人，

為世界第一個運用社群媒體蒐集路死動物資料的團體，該社團致力於改善路死，推廣全民關心環境議題並加

入科學研究的行列，鼓勵民眾參與環境學習活動，如協助撿拾和寄送路死標本提供典藏和研究。

　你以為科學只能發生在學術殿堂嗎？科學家都該像愛因斯坦一樣頂著

爆炸頭，探討繁雜的研究數據嗎？隨網路世代來臨，資訊傳遞快速，人

人都可成為科學家，公民科學開啟科學的神祕之門，鼓勵群眾參與知識

生產的過程，讓網路鄉民們也可以一邊湊熱鬧，一邊玩科學！

　公民科學乃結合公民與科學家的協力合作，在需要龐大資料採樣及分

析的研究過程中提高效率，並邀請公民參與科學研究產製的過程。不同

於「公民記者」，公民科學家志在參與了解，而非替科學發聲。

　相較於傳統網路環境，社群軟體 Facebook、Twitter、Flickr、Plurk、
Foursquare等，內容不再只由少數人提供和維護，而是集合普羅大眾。
使用者透過簡短的文字訊息，混合著照片、網址或地理座標，分享周遭

所見所聞，猶如「人體偵測器」，不斷觀察環境變化且報導地方資訊。

　隨著網路的普及，在科學家的規畫下，公民科學讓一般民眾有系統地

參與研究、探索問題、發展科學技術、收集與分析資料等，並分享成果

及其經驗。公民科學的興起，讓民眾有機會接觸主流媒體以外的資訊來

源，而在歐美國家，公民科學除了富有教育意涵，更提升研究採樣、分

析的效率，並廣泛應用於天文學，如星系動物園（Galaxy Zoo）、衛星
雲圖判讀的氣旋中心計畫（Cyclone Center Project）、環境監測及生
物多樣性監測的奧杜邦鳥類學會。以最具代表性的生態相關公民科學計

畫為例，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研究員林大利表示，英國之所以成為全

球指標，因其賞鳥人口約占總人口數的五分之一，且非政府組織的捐款

經費充裕、設備完善。相較之下，目前台灣大部分公民科學計畫經費仍

來自政府。

公民參與科學 
你可以再靠近一點

　英國作家狄波頓曾寫過，一個國家除了檢視自身教育制度，更應注意

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媒體替閱聽大眾「翻譯」複雜、專業的科學知識，

因此閱聽者對於科學內容的理解也取決於媒體的「詮釋」。針對此現象，

愛丁堡大學皇家學會院士，Steven Yearley博士認為，在資訊龐雜的時
代，媒體傳遞給閱聽者的資訊經常備受質疑。而公民科學存在的目的，

既是邀請大眾親身參與科學研究的過程，也讓研究受到更客觀的檢視。

　「詮釋角度」並非唯一影響科學資訊傳遞精確與否的因素，愛丁堡大

學科學技術與創新研究院高級研究員，Eugenia Rodrigues博士 (見圖

一、圖二。照片提供／世新大學公共事務處 ) 認為，媒體報導的頻率及

選擇的時間點，更深切的影響閱聽者對於科學資訊的觀感。閱聽眾對於

科學研究的信任度，常以媒體篩選出的訊息及其報導的時間點而有所誤

差。在 2009年的氣候門事件中，英國東安格里雅大學氣候研究小組被
發現誇大數據，以證明人為因素為全球暖化的導因。此一事件被媒體報

導後，大幅降低民眾對科學家及其研究的信任，然而，隨之發生的自然

災害事件，卻又在短時間內成為媒體的新焦點與氣候變遷的研究連結，

使閱聽大眾重建對科學家的信心。

　科普媒體在台灣的歷史逾 40年，第一本科普雜誌「科學月刊」（見

圖三。攝影／蔡芃敏。）創立於 1970年，現今除了書刊雜誌外，更有
許多以科普為主的社群媒體，如《泛科學》、《研之有物》和《科景

SciScape》。除了專門報導科學議題的媒體，主流媒體鮮少報導相關
新聞，顯現台灣科學新聞問題。

　「科學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但媒體要的只是快門的一瞬間。」中正大

學教授黃俊儒長期關心科學傳播，他認為科學和媒體本質上的衝突在

於：科學研究需長期觀察，而媒體和閱聽人卻無法耐心等待，科學家還

未能給出解答，媒體和閱聽人就驟下斷語。

　除了本質上的衝突，新聞報導正確性也是問題，屏東科技大學大科普

傳播學系副教授鄧宗聖表示，記者可能不熟悉相關議題，加上未經確切

求證，導致烏龍報導。他提到，曾有媒體報導，鳳梨施打生長激素，可

能導致食用的孩童性早熟，雖然隨即遭農委會駁斥，但不實報導已播

出，恐影響鳳梨價格及果農收入。

　黃俊儒也指出，國內新聞媒體政治化，「科技線」只是菜鳥記者的練

兵場。記者多半缺乏科學背景，外加主流媒體少有科學版面，專業科學

記者更遭忽視。他表示，理想科學新聞應在正確報導的基礎之上，以有

趣、易懂的文字傳遞複雜知識，讓閱聽眾進行全面的思考與再建構。

　公民參與雖大幅減少科學界投入的時間與人力成本，但不免造成資料的偏差和民眾對資料品質的質疑。英

國衛報曾指出，參與公民新聞資料採集的參與者，本身是被動的科學「參與人」而非主動的科學「研究員」。

若「參與人」對於議題有主觀認知時，所做的採樣也會有偏差，但當科學研究結果是仰賴科學家專業及民眾

共同完成時，公民的參與極可能帶來許多不穩定的變數。要解決以上問題，需擴大搜集範圍，稀釋偏頗資料，

並強化篩選機制，培訓志工調查能力，提升公民科學調查品質的同時，也考驗政府對公民科學的重視。

❤
❤

媒體與科學

公民參與科學研究

首屈一指 亞洲公民科學興起

公民參與 客觀專業遭質疑

媒體公民需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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