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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社群、直播，自媒體的年代，「網紅世代」
風起雲湧，你或妳是追蹤訂閱的粉絲呢？還是，有
一天，你或妳也想紅？

無論是圖文並茂的插畫、搞笑幽默的短片、化妝或
料理的教學、或是直播遊戲實況，網紅的類型多元，
有的是提供知識，或幫助紓壓，又或著是某一幅插
畫、某一句話，與你產生共鳴。網紅正全面進入我
們的生活，也許不需要為這個現象賦予一個定義，
網紅之所以會紅，就在於他們或她們與粉絲之間的
連結與互動，產生了虛擬與真實間的意義。

去年12月份的《桃園誌》，我們探討了「厭世代」，
而這一期，我們則是要真實地走入「網紅世代」的
虛擬世界中。透過全國最大知識型 YouTube頻道
「阿滴英文」和圖文不符共同創辦人張志祺，對談
這樣的現象。我們也發掘有許多網紅，與桃園有著
很深的連結，像是從求學、服役到工作都在桃園的

插畫家洋蔥；在蘆竹開店，不定期舉辦藝術工作坊
及講座的插畫家目前勉強；桃園出生的知名實況主
鳥屎及攝影師 Kris，還有許多來自桃園的網紅，正
努力地在虛擬和真實世界中，闖出一片天下。

要成為網紅，其實是一門學問，並沒有想像中容易。
網紅除了要具備個人的鮮明形象，還需要大量吸收
資訊，內化成自己的內涵，更需要與粉絲互動，在
瞬息萬變的網路世界，掌握粉絲的喜好。

他們紅不紅？由你和妳決定，但是只要掌握了這些
自媒體時代的關鍵，也許你或是妳，就是下一位網
紅；每個人的小宇宙，也許都能成為別人生命的篇
章。紅不紅？其實也由每個自己決定。

PREFACE  —
—
—

 䋑涸鑨

             Mar, 2018            桃園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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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平鎮區出現許多有趣的空間，從香港客聞名
而至的立體拉花咖啡店，到蔚為風潮的桌遊店、軟
式飛鏢舖，交通相當便利的平鎮區，距離中壢市區
只要 10分鐘車程，還沒造訪過這裡？找個周末，
騎著 YouBike來一探究竟吧。

㸢㾋Ⱇ㕨㣔䍌♴  ꨎ㣔⛳〳⟃䳸寂♲㼩♲
平鎮舊稱「安平鎮」，代表著「望郷平安」，早
年移墾，許多宋氏宗族移入形成村落，「宋屋」
因而得名。最初由於血緣關係形成的街庄，時至
今日仍有濃厚的人情味，走進宋屋公園，有小孩

嬉戲歡笑，街坊鄰居坐在樹下話家常，去年 12月，
公園內的天幕籃球場啟用後，不用擔心下雨無處
去，不少長輩會在這裡打拳，學生也在課後來球
場報到。如果你也想舒展筋骨，不妨報隊來場三
對三鬥牛。也可以在公園一隅租借 YouBike，展開
一日探險。

耢倞谁俒⚥䗱  ꄴ派騗歲谁遯
宋屋公園旁的壢新醫院是桃園公衛群的重要節點之
一，這幾年也致力推廣藝術與文化活動，醫院內的
公共空間，許多藝術家的作品為醫院增添色彩與溫

撰文—郭佩怜 · 攝影—留榮鋒

Green Travel ——— 假遤㼭䲿呪

槹ტტถถ，獨梊螂蝡皃㮆অ݄蒂，疰ᓒӥڊ疑愊，樋碂瑿吚ဉ咳泷衝萈，ইຎ螭ฎమࣁช碻碿碻襁，战ग़Ո犖战疰螡䢔绸ڡ

Ӟᑁӥ蚏य़襁，旉薫犖磪詼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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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般人忌諱上醫院，「聯新藝文中心」也為你
找到一個「上醫院」的另類理由。

位於壢新醫院 3樓的「聯新藝文中心」，是全國
首家整合人文藝術與醫療等跨界資源的藝術生活
館。聯新藝文中心今年與策展人黃鈴雅合作，規劃
2018年度展覽，首先登場的「生—生」繪本聯展，
將展出到 3月 25日。「生」，是「新生」，象徵期
待著嶄新的生活；同時也是「生病」，代表期待重
生的那天，由台灣4位新銳藝術家崔永嬿、黃立佩、
九子（黃鈴馨）與詹迪薾合作，以繪本故事探討「特
殊疾病和醫病關係」。 聯新藝文中心是結合人文藝術與醫療等跨界資源的藝文空間。

宋屋公園內的天幕籃球場，就算下雨也可以盡情揮汗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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椚䚍＆䠮䚍 Cafe'  馄蟠用넓䬘蔅
走進「理性＆感性 Cafe'」，立刻被明亮又溫馨的
擺設吸引。提到店名，很多人以為與珍．奧斯汀的
小說《理性與感性》有關，店長蕙珊說：「每個人
都有這兩個面向！我理性，先生比較感性，朋友也
常討論這個話題。」自然地就決定以它當店名。

蕙珊和先生兩人原本從事服務業，夢想開一間屬於
自己的店，他們在 2014年決定回到平鎮創業，開
設這間生活感十足的咖啡店。偶然看到日本咖啡店
製作立體拉花，覺得很可愛，於是開始自學摸索。
萌萌的立體拉花彷彿有著療癒魔力，目前有柴犬、
胖丁和白白熊日記等 14種可供選擇，還有客製化
服務。店內也提供其他輕食，鋪滿棉花糖的花生厚
片，得趁熱大口咬下，烤得酥脆的棉花糖，和綿密
濃稠的花生醬融為一體；喜歡畫畫的男主人也會在
鬆餅上桌前，用巧克力醬畫出各種圖案，又是另一
種驚喜。

⢵㜥♶䳄ꨶ麉䨡  泇呲麉
過去，「大富翁」是許多人玩桌遊的共同回憶，
三五好友圍坐桌邊，一次次擲骰走向未來不同的機
會與命運。隨著 3C及網路遊戲的盛行，許多遊戲
跑到冷冰的手機螢幕裡，如果你還是喜歡跟一群朋
友同樂，「瘋桌遊」絕對是好去處。

「瘋桌遊」平鎮店陳列著玲瑯滿目的桌遊，各國設
計的遊戲，從策略遊戲、益智遊戲到推理遊戲，不
同種類應有盡有。如果一時不知如何選擇，可以請
店長艾瑋介紹，他會依年齡或偏好的遊戲類型推
薦。像是益智類的「璀璨寶石」，或是「炸彈競技
場」和「帽子戲法」，都是近期熱門的遊戲。許多
爸爸媽媽會帶著小朋友來這裡度過一下午，一個人
來也完全不需要擔心，幾巡遊戲下來，就算是陌生
人也能瞬間拉近距離。店內經常爆滿，若想在假日
前往，記得先打個電話預約。

ꅼ佞䨾剤頾腋ꆀ  굳ꖒ莦 CASA DARTS

延平路上的「CASA DARTS」是一間新式飛鏢舖，
這幾年台灣興起一股飛鏢熱，看似簡單的動作，但
要將 3支飛鏢集中射往一個特定區塊，需要技巧及
專注、穩定度，也能培養運算及判斷力，相當具有
教育性。老闆溫肥大哥原本在台北擔任會計師，跟
朋友到酒吧射鏢、加入鏢隊，一頭栽進軟式飛鏢的

櫃上陳列著玲瑯滿目的桌遊，一定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

超萌的立體拉花咖啡，配上鬆餅及棉花糖厚片，還有香港客人專程慕名
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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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辭去工作回到平鎮開設 CASA DARTS，短
短一年多，已經成為鏢隊口中的「道場」，不少鏢
手在此互相切磋。

一般人印象中，飛鏢總是與酒吧連結在一起，為了
節省租金，店面經常開設在地下室或是 2樓以上，
溫肥大哥認為，飛鏢其實不分年齡，適合全家一起
參與。因此，CASA DARTS是一間位於 1樓白天
營業，且室內禁煙的新式飛鏢舖，他想讓自家小孩
在店裡開心成長，也讓更多家庭能一起到店裡同

樂！店內採用日本系統的 Darstlive機台，可以隨
時和世界各國好手連線切磋，從店內陳列的各式鏢
頭、鏢身、鏢翼和鏢桿等，也不難看出小小飛鏢上
的大學問。射出的一瞬間，飛鏢彷彿能把累積的負
能量全然釋放，正中紅心振奮的同時，又像得到足
以讓你迎接明天力量，這不也就是小旅行的意義！

▂ 

耢倞谁俒⚥䗱 ｜ ADD－桃園市平鎮區廣泰路 77號 3樓·TEL－ 03-494-
1234轉 8274·HOURS－平日 09:00-12:00 14:30-17:30 18:30-21:30、週
六 09:00-12:00（週日及國定假日休館）．可預約團體參觀

椚䚍＆䠮䚍 Cafe'  ｜ ADD－桃園市平鎮區育達路 67號·TEL－ 0963-
420692·HOURS－平日 11:00-18:00、假日 09:00-18:00（週四公休）·
FACEBOOK－理性＆感性 Cafe'

泇呲麉 ｜ ADD－桃園市平鎮區文化街 278號·TEL－ 03-492-8159·
HOURS－平日 13:00-22:00、假日 10:00-22:00（週一公休）．FACEBOOK－

瘋桌遊平鎮店

CASA DARTS ｜ ADD－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 366號·TEL－ 03-401-
4407·HOURS－ 10:00-17:00．FACEBOOK－CASA DARTS

明亮通透的 CASA DARTS，許多常客一待就是一整天。

飛鏢從材質到形狀，小細節裡藏著大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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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關注動物議題，並創刊台灣第一本動物議題
雜誌《窩抱報》，總編輯蘇于寬也認為「源頭管理」
最為重要。他指出，過去許多的討論都著重「救
援」、「收容」等末端處置，但真正的關鍵在「源
頭管理」，否則實施零撲殺只會導致收容數量大
增，在收容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反而損及個體動

從 1998年制訂《動物保護法》，至今也即將屆滿
20年，台灣社會對於「動物權」的認知也持續進步。
2013年紀錄片《十二夜》描述著流浪狗在收容所
內，12天無人領養即進入安樂死倒數的殘酷，讓流
浪動物問題受到關注，促使政府修法，2017年 2月
全國公立動物收容所全面實施「零撲殺」政策，而
社會上也有一群人用自己的方式持續為動物發聲。

倞⥃佟瘼  捀嬁㼭㷛䭨䎋犷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長郭承泉表示，人與動物的關
係，是形同家人一般的存在，升格以來，桃園市
推動「新動保政策」，包含「落實源頭管理，降
低收容負擔」、「改善動保設施，擴大收容能量」、
「提升動保預算，補強動保人力」3個面向。郭承
泉強調「源頭管理」是最根本的做法。

撰文—盧逸峰 · 攝影—蔡耀徵 · 圖片提供—桃園市政府 

喵星人也是會願意出門踏青，到寵物公園曬曬太陽的。

城
市
裡
的
毛
小
孩

動
物
與
人 

幸
福
共
好

Taoyuan's Vision——— 䑞錬鷴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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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高低起伏的層板和跳台讓貓咪活動，這就是
順應動物習性的規劃；另外，犬舍也分區設置，
狗狗也能到戶外跑跳、享受陽光，還會替幼犬拍
照，上網尋求送養，落實「以領養代替購買」。 

蘇于寬說，窗明几淨的動線規劃，讓他看見這座
動保教育園區的「開放與透明化」，這是一座城
市向前進步的重要前提。不過蘇于寬特別提到：
「不該以更多收容空間為目標，應該強化生命教
育的功能。」對此，郭承泉表示，未來園區也會
肩負起教育功能，宣導尊重生命的觀念。

럊箁⡑㽷  㢵⯋뢶♴彂걧盘椚
郭承泉指出，桃園在 2015年實施《桃園市動物保
護自治條例》，成立動物保護諮詢委員會。針對
無飼主犬貓執行絕育疫苗回置（TNVR），有飼
主的家犬貓也可享有絕育補助，並持續推廣寵物
登記，從源頭有效管理，控制流浪動物數量。另
外，也重視狂犬病防疫工作，桃園在偏郷及高風
險地區的狂犬病疫苗施打率達 95%，是全國第 1。
流浪動物的成因複雜，但多半源自於飼主的棄養，
郭承泉指出，「強化飼主責任」也是政策上考量
的重點。考量到飼主衝動棄養的可能性，因而祭
出棄養前刊登讓渡 30日專區，郭承泉說，有許多
人因而回心轉意，效果相當不錯。今年 2月起，

蘆竹寵物公園內擁有廣大的腹地，可以放心的讓毛小孩盡情奔跑。

物的福祉。

提到流浪狗問題，蘇于寬說，這個結構性問題有
其複雜的脈絡，但主要原因是棄養與飼主不明確
的放養犬。可以從兩個面向來看，一是餵養行為，
讓人抱持著「有人會照顧你」的鴕鳥心態，因而
肆無忌憚的棄養；二來也正因為餵養行為，讓流
浪狗群聚、繁衍，導致越餵越多，進一步引發鄰
近社區的衝突，將犬隻視為威脅、引發殺機，受
苦的仍是動物。

暟⥃隌來肬㕨⼦  㿂倴嬁㼭㷛涸㹻
郭承泉強調，因應「零撲殺」政策，動物收容時間
延長、收容需求也增加，位於新屋區的「桃園市動
物保護教育園區」正進行改建工程，預計今年 7月
完工。屆時犬貓收容能量倍增，從目前的 500隻
擴增到約 1,150隻，園區內的醫療照護設施也將同
步更新；此外，也向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商借周邊
1,800平方公尺的保安林地，提供毛小孩更寬敞的
活動空間。

蘇于寬說，理想的收容空間應該以「提升動物福
利」為核心，滿足動物習性。他曾在去年前往新
屋區的動保教育園區採訪，發現較多行政資源投
入後，收容環境已有所改善。不僅有獨立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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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實施「家犬訪問計畫」，選定新屋區及觀音區
作為優先試辦區，以逐戶訪問普査的方式，瞭解
區域性家犬飼養型態、數量及種類，同時宣導「絕
育、晶片植入、施打狂犬病疫苗」飼主責任三合
一的觀念。

갸皿䲿넞酢⯏➃⸂  字♧饱⸗⸂
桃園這兩年的動保預算規模都超過 1億元，郭承
泉說，升格前桃園的動保預算約為 5,500萬元，
預算倍增顯示桃園對於動物保護政策的重視。除
了改建動保教育園區，也將陸續在各區增設寵物
公園，另外，也增加獸醫師及動保人員，提供毛
小孩更完善的醫療及生活照顧。

郭承泉也認為，動保政策的落實需要由下而上一起
努力，桃園推動「桃樂動物友善城市專案計畫」，
以「里」為單位成立桃樂動保志工隊，目前已有
1,217名志工，透過社區力量推廣寵物登記及施打
疫苗及絕育，並協助通報動物保護案件等。同時，
「荒野絕育三合一巡迴絕育專車建置計畫」也在

今年上路，「丫桃號」、「園哥號」2台三合一絕
育專車，深入偏郷巡迴，執行絕育、晶片植入、
施打狂犬病疫苗等工作。

蘇于寬觀察到，動物保護因為不是主流民生議題，
所以在資源分配上往往無法受到重視，因此，如
何讓有限資源發揮最大效益是其中的關鍵。蘇于
寬說：「我們仍希望資源能集中於源頭管理的措
施為優先，唯有能明確地指認與管理每一隻犬貓，
在未來才真正能夠降低流浪動物的數量。」他也
建議，應該密切掌握不同地區、不同飼養型態，
然後投入相對應的資源去執行，以免造成資源分
化下的耗損。

嬁㼭㷛僽䧮⦛涸㼭㷛  䩧鸤暟䎋犷㙹䋑
來到位於南崁大橋下的蘆竹寵物公園，可以看到
飼主帶著毛小孩在草皮上自在地奔跑。郭承泉說，
桃園市推動「一區一寵物公園」，未來在龜山、
平鎮、楊梅、桃園、龍潭、大溪等地，會有 8座
寵物公園，讓市民朋友有更多空間與寵物同樂。

Ӥ瑽�—— 「ㄚ桃號」與「園哥號」三合一絕育專車，將巡迴偏郷執行絕育、
晶片植入、施打疫苗工作。 ӥ瑽�—— 為推廣寵物登記制度，2018年起植
入晶片一律僅需繳交 300元，免收登記規費。 ݦ瑽�—— 寵物友善餐廳內
的游泳池，讓毛小孩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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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承泉強調，每座寵物公園的設置都與當地居民
充分溝通，期盼能在促進與毛小孩情誼的同時，
也建立起社區的動物保護意識。另一方面，桃園
市也推動「寵物友善餐廳認證」，2017年已有 21
家餐廳獲得認證，讓飼主與毛小孩們可以在衛生
管理完善的空間裡一起用餐，同時也是同好聚會
的絕佳場所！

▂

暟陾겗，欰ㄐ涸铭겗 ──「跟動物有關的都是生命的課題，希望用文
字的力量喚醒民眾對動保的認知。」──窩抱報總編輯·蘇于寬

彂걧盘椚，䖰⡹䧮⨞饱 ──「新動保政策，著重源頭管理，你我都應該用
負責任的態度，面對每一個生命。」── 桃園市政府農業局長·郭承泉

Adopt,
Don’t Buy!

TNVRխ 
國際間用於解決流浪動物問題的處置方式，分別為捕捉（T, trap）、絕
育（N, neuter）、疫苗注射（V, vaccinate）、回置（R, return）。「生
育控制」為其核心概念，以結紮降低流浪動物的持續繁衍，也能達成疾
病防治，而有地域性的犬貓回置於原地生存，自然生老病死，達成流浪
動物自然淘汰的效果，一般認為 TNVR所耗費的資源較安樂死低。

呠㕨䋑 21㼀暟㊥귭䑼խ 
https://goo.gl/5t3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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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一
個You

都
是
一
個
小
宇
宙

撰文—楊孟珣、李亞庭 · 攝影—Kris Kang、鄭弘敬、王玫心、唐健哲 · 圖片提供—圖文不符、

阿滴、洋蔥、鳥屎、再拒劇團、Kris Kang、目前勉強

Cover Story ——— 㼓佦✲

《碻դ褾扮》้ࣁ 2006ଙ疥「֦」（You）螡傶ଙଶ觓襇Ոᇔ，ᶎӤӞݣ礰
Ӥࣳ襎脲，犥现Ӟ㮆य़ጱਁ縄「You」，虡监ࣖࣁ襎脲獮ጱྯӞ㮆「֦」，
犥现ྯӞ㮆「֦」ಅ揙糽ጱय़ᰁ獉。

《時代雜誌》2006年的預言看似十分不可思議，
當時，Facebook、YouTube平台才剛起步；然而
在十多年後的今天，在台灣見證了一波波網紅創
作者的崛起，從部落客、圖文插畫家，到廣受矚
目的 Youtuber、直播主、Instagramer等，網紅正
全面滲透我們的生活日常，成為社交場合談論的
焦點、企業品牌合作的亮點，或是陪伴人們舒壓
的一帖良藥；更可能化身為另一種形式的意見領
袖，影響人們對於各類議題的認知與想法。

成為網紅，並沒有想像中簡單，他們或她們產出
的每一篇內容，都需經過一番準備，平時也得大
量吸收訊息，維持創作能量；成為網紅，也沒有
想像中困難，自媒體的時代，賦予每個人機會，
從插畫創作、英文教學、到實況主，只要是自己
擅長而且熱愛的事，又有著與眾不同之處。下一
位網紅，可能就是你或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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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不符 vs阿滴
興趣結合職業 網紅新世代

「圖文不符」共同創辦人張志祺，與可謂全國最
大知識型 YouTube頻道「阿滴英文」創辦人阿滴，
結識於一場以群眾集資為主題的論壇，當時身為
訂閱式集資先驅的阿滴，與在教學募資平台開設
線上資訊設計課程的張志祺同為講者，台前台後

的分享與交流，讓正值創業初期的兩人一見如故。
從個人創作者發展為團隊規模，從默默無聞到百萬
訂閱戶，兩人各自引領著網路資訊設計及 YouTube
英語教學的潮流。回顧剛開始創作的起點，兩人不
約而同地表示：「一開始只是因為個人興趣而創
作，直到成立公司，才開始考量現實層面。」

張志祺回憶，2014年伊波拉病毒疫情爆發，他與
一群關注社會議題、國際議題的年輕人，透過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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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懂、設計精美的圖文「懶人包」，在網路上吸
引百萬點閱率，進而引起公部門注意，「那時意
識到這可以是門生意，才決定把創作流程化、規
模化。」同樣是「把興趣當飯吃」的阿滴，則是
從擔任英文教學顧問時期，就不斷思考著如何讓
年輕人透過有趣的方式學習英文，2015年 1月在
YouTube成立「阿滴英文」頻道，短短 3年就累
積 130萬訂閱戶，這過程中，透過訂閱式集資與
接案子，才讓阿滴擁有較為穩定的收入。

鎎ꠗ䒭꧌须  㖈婫ꃏ莻〵㼦䪪귢ⴕ
相對於一般大眾熟悉的「一次性」群眾募資，
2016年從美國引進的「訂閱式集資」，強調以長
期訂閱的方式，讓創作者從支持者端獲得穩定的
贊助收入，更能專注於原創內容的產出。張志祺
表示，訂閱式集資提供創作者找到關鍵少數的方
式，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去中心化的概念，將創
作者是否能生存的決定權，開放給整個市場。「如
果未來有更多創作者加入，也許能讓訂閱式集資
的機制更完善。」阿滴也有感而發的說，訂閱式
集資把粉絲金字塔化，「雖然很殘酷，但只要有
千位死忠粉絲願意買單，創作者就能養活自己。」

阿滴也說，關鍵是一定要持續更新作品，否則退
訂率會非常高。

䪪ⵌꡠ꒳㼱侸  䪾磌窣殆♴⢵
在網紅眾多、討論類型也多元的今日，阿滴分析，
通常訂閱戶在五萬以下算是比較小而精準的分眾，
若想讓訂閱數往下一階段邁進，就必須調整經營方
向，找到一群認同自己理念及興趣的「關鍵少數」。
「後來我讓妹妹（滴妹）加入，透過我們兩人的互
動增加趣味性，才突破十萬訂閱戶的關卡。」

張志祺也說，經營的過程必須不斷調整方向，才
能吸引更多人關注。兩人也異口同聲的表示，最
重要的是網紅必須不斷創作，讓粉絲看見自己的
成長，才會願意留下來。

就像每個時代都有引領潮流的人物，網紅的型態
更是多變，阿滴指出：「每一年都會紅某一類型
的影片，並且吸引一批創作者模仿這個模式。」
張志祺認為，跟風、模仿不見得不好，但必須內
化成自己的內容。「重點是透過你的觀點去詮釋，
讓觀眾看到不一樣的畫面。」

ૢ瑽�—— 阿滴英文給予訂閱式集資讀者的回饋雜誌《RDE英語閱刊》。
....................................................................

瑽�—— 阿滴英文頻道影片之一「10ݦ 句校園常用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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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不符有感於八仙塵爆與輔大心理系酒後性侵事件，社會中瀰漫著「責怪受害者」的相關議論，推出「為什麼，我們會指責受害者，而非加害
者呢？」影片，榮獲 2017金點設計獎年度最佳設計獎。

⫄黃姻焷鎝䜂  䲿⼮ⰗⰟ莅
張志祺秉持「弭平資訊落差，創造溝通可能性」
的想法，創作內容常常與社會議題有關，例如探
討八仙塵爆事件、探討高鐵營運問題等等，透過
與公部門合作，進一步吸引更多人關注公共政策，
「我不做無法解釋清楚的案子。」張志祺強調，
圖文不符的初衷，就是傳遞正確、完整的訊息，
如果議題無法釐清，他寧可賠錢也不願意對外發
布不清楚的資訊，就曾經有一件案子幾乎已經完
成，因為資訊交代不清，而中止與客戶的合作。

而著重英文教學的阿滴則說：「我會評估這項公
共議題是不是讓我有共鳴，再決定是否合作。」
阿滴也表示，如果公部門能夠讓他自由發揮，就
算經費不如一般商業合作案來的多，他仍願意以
一己之力推動公共議題。張志祺則說，近年與公
部門合作過程中，可以感受到政府部門的進步，
「有過合作經驗後，公部門就會理解，與網紅合
作是一個好的模式。」

Ӥ瑽�——YouTube頻道「阿滴英文」創辦人阿滴。ӥ瑽�——「圖文不符」
共同創辦人張志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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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on Man

内心的小劇場就是人生腳本
1992年出生的洋蔥生長在網路圖文作家蓬勃發展
的時代，因為對插畫的興趣，加上看見許多插畫
家在網路上爆紅，讓他起心動念，趁著大四推甄
上研究所的空擋拿起畫筆，開啟了 Onion Man的
第一頁。

「剛開始畫當然都沒有人看，直到半年後才慢慢
有人關注，前半年都在自嗨。」洋蔥自嘲地說，
畫插畫是一條「險路」，決定成為全職插畫家時，
還曾擔心到失眠。從默默無名到累積一定人氣，
洋蔥投入圖文影像創作近三年，累積近百萬臉書
粉絲，他的作品，從早期由流行歌曲諧音衍生而

成的唱歌小劇場，到描述生活情節的邊緣人系列
短劇，都帶有洋蔥式的「中二」風格，加上平時
不斷自我充實、吸收大量資訊，以及從粉絲角度
思考，觀察喜好，推出一部部引起熱烈迴響的作
品，維持粉絲專頁的討論度與黏著度。

從小到大，從求學、服役到工作都在桃園，洋蔥
對這片土地有著深厚的情感，「我喜歡桃園輕鬆
的生活步調。」去年起，洋蔥更與桃園市政府合
作，以帶點誇張的敘事手法，宣導道路安全觀念、
桃園春節服務不打烊等看似例行性議題，他直言，
「我的作品向來比較跳脫一般框架，很謝謝市府

當缺乏創作靈感時，洋蔥時常會到咖啡店轉換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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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屎
劇場與實況的跨界火花

現實與虛擬的界線日漸模糊，在實況主的直播下，
虛擬世界也能如臨其境。雖然「實況」是這短短幾
年間快速竄起的潮流，但能細數開台緣起甚至演進
的人屈指可數，對實況的歷史信手拈來的鳥屎，堪
稱實況主元老。

鳥屎本業其實是劇場演員，生於中壢的眷村家庭，
王偉忠執導的《寶島一村》就是他的童年記趣。同
為劇場演員與開台實況主，跨域的生活激盪出他對
「表演」的心得，「看戲滿足了人的窺探欲望，實
況雖然是真實的，但其實也有窺探的概念，這兩個
領域從某種層面來說是相似的。」鳥屎補充，現在
愈來愈多的實況講究橋段與腳本，儼然就是一場正
規表演，對鳥屎而言倒成了另類的學以致用。

身為知名實況主，鳥屎曾因為好意，分享其他實
況主的實況台，竟引發其他站台的爭論，他因此

沒有過多侷限，讓我用自己的語言大膽寫腳本，
做出忠於自我風格的作品。未來如果有機會再跟
公部門合作，我會想再嘗試。」

活躍於多個社群媒體平台，談起自己創作的動力，
洋蔥說，現代人生活忙碌，可能沒時間到電影院
看一部兩小時的電影，「可是我的作品只要花 1
分鐘就可以看完，如果有人花 1分鐘看我的作品，
能夠釋放平時面對的各種壓力，那我的努力就值
得了，這也是我創作的出發點。」面對千變萬化
的圖文市場，洋蔥希望自己被更多人看見，不只
侷限於網路平台。「有人欣賞自己的作品，是很
幸福的。」洋蔥秉持創作初心、不斷嘗試新的表
現手法，盼望隨著他一同成長的粉絲看到更多面
向的Onion Man！

洋蔥許多作品描述生活情節，且風格相當「中二」。

鳥屎樂於在實況中與粉絲分享生活，其中名為「燒餅」的愛犬深受粉絲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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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自己的言論會有影響他人的能力，從此更加
謹慎。鳥屎也希望自己的粉絲具有思辨能力，「我
會教育粉絲，要有自己的立場，而不是盲目追
隨。」鳥屎說，他會與粉絲分享自己的想法，但
不會強加意見，而粉絲也能表達他們的想法，就
算是反對或質疑也沒關係。或許這也是鳥屎粉絲
黏著度高的原因，不炒作也不討好觀眾，定位清
晰，做自己喜歡的事，「認同的人就會留下來。」。

談起實況在現代生活扮演的角色，鳥屎表示，從
精神層面來說，實況能夠滿足現代人尋求慰藉的
需求，「當觀眾與實況主因為同一個橋段一起笑
出來的同時，就產生了某種默契、某種連結。」

對於劇場工作和實況，鳥屎顛覆外界的看法，「劇
場工作不是想像中的嚴謹，開實況也不是想像中
的輕鬆簡單。」對鳥屎來說，在兩個工作之間切
換就像是種充電。鳥屎也嘗試將劇場與實況做結
合，例如在劇場設計開實況的橋段，或是實況直
播劇場表演，在不同領域跨界演出，產生不一樣
的火花。

2017 年鳥屎於再拒劇團演出的舞台劇《春醒》。

Ӥ瑽�—— 鳥屎與另一位實況主小葵共同開台。ӥ瑽�——喜愛歌唱的鳥
屎常在網路上分享自彈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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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 Kang

從觀景窗與世界對話

從觀景窗和被攝者在無形中牽起連結與共鳴，遊
走於藝術創作與商業攝影間，他是出生於桃園八
德的新銳攝影師 Kris Kang。

Kris自 2008年的街拍攝影展覽中嶄露頭角，發表
《BONSAI /盆栽》與《少女圖鑑》兩本個人攝影
集後為人所熟知，前者以盆栽擬人化，隱喻生而
為人的各種姿態；後者顛覆世人對「少女」的想像，
為另一群「女孩」發聲，看似截然不同的主題，
其實都在傳遞「以人為本」的精神。
　　
從「記錄」開始攝影生涯，有別於多數人將攝影
稱為興趣，Kris拿起相機只因為「有話想說」。

透過攝影作為媒介，在鏡頭捕捉下的那一瞬間，
傳遞他的精神語彙，「攝影是一種說話方式。」
Kris笑說自己其實比較怕生，不太跟人說話，甚
至跟家人間的相處，都是相對疏離的。隱身在觀
景窗後的 Kris，就像他和社會連結的縮影，在距
離之間產生微妙的平衡，甚至成為他影像創作的
養分，透過每一幀照片，傳達出他對「人」的想
法與認同。

因此觀看 Kris的作品，就像直接與他對話，在無
形中產生共鳴與慰藉，在《少女圖鑑》發表後，
有許多讀者熱情的與 Kris討論兩性議題，「他們
告訴我，透過這本攝影集，他們覺得有人理解他

隱藏在觀景窗後的 Kris，在鏡頭捕捉下的那一瞬，傳遞他想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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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Kris希望有更多人看見，社會上還有許多
有著不同特質的人。

雖然收到許多迴響，Kris也希望持續拍攝人像主
題，但他認為，若將人像拍攝與公共議題連結，
容易落入「弱勢、特殊人士」的角度，「我還在
找適切的主題，我希望議題的詮釋不能只是關懷
的角度。」
　　
Kris記憶中的桃園，只存在兒時中，現在的八德
樣貌也和以前截然不同，但若有機會，Kris仍想
回桃園拍攝地景，「桃園的建築、地平線等，這
些地景與人的互動，是我和這塊土地的連結，這
個念頭會在我心裡發酵一段時間，等時候到了，
我就會去做。」Kris也期許想要進入攝影圈的朋
友，「保持心態的沉靜很重要，」必須明確知道
自己的目標，才知道要往哪個方向走下去。

目前勉強
揭開人心底層的渴望

坐落在南崁的百色美術，清新店格佐以玩色童趣，
很難想像這間店的主人，竟是以黑色幽默見長的
插畫家目前勉強。美術科系畢業的他，從大學開
始累積相關作品，鮮明風格讓人過目不忘。「長
得和您一樣難看的漫畫。」直戳核心又極具挑釁
的描述，是目前勉強粉絲專頁唯一的一句介紹。
隨興的線條、粗獷的畫風，和可愛絕對沾不上邊，
甚至讓人不忍卒睹，卻又忍不住繼續看下去，這
就是目前勉強吸引人之處，畫風看似黑暗、暴力，
卻又隱藏人性之觀察與溫度，彷彿隱約會刺痛心
底某處，又在詼諧、消遣中帶過。「每個人都有
慾望，我喜歡將這些無形的情緒具象化。」目前
勉強解釋道。

「人跟人之間有著互相牽引的力量。」這是目前
勉強繪畫的核心，也是這奇怪取名的初衷，對人
際關係議題較為敏感的他，認為「勉強」一詞十

百色美術除了販售一般美術用品外，更引進多種稀奇古怪的趣味商品，
反映目前勉強的幽默玩心。

Ӥ瑽�—— 《BONSAI /盆栽》以盆栽隱喻人的姿態。 ӥ瑽�——透過《少
女圖鑑》，Kris希望有更多人看見，社會上還有許多有著不同特質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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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細膩的目前勉強，認為「勉強」一詞十分適合用來形容人與人間的
互動。

目前勉強畫風看似黑暗，卻又隱藏人性的觀察與溫度。

分適合用來形容人與人間的互動，不管出於非自
願、被迫，在社交當中都是「勉強」的表現。此種
人性間的情緒拉扯與自我對話，在插畫中以黏稠、
滑膩的動物擬人具象，青蛙、魚類、透抽等黏滑生
物，一再重複在目前勉強的作品中，「插畫的重點
在於感官的衝擊，這樣的形象就像人身體內的某部
分，從點到線的敘述，成為一個故事線。」

為了避免教條式的說嘴，目前勉強習慣隱諱的方
式，他笑說：「直白就不有趣了！」無論短篇或長
篇，目前勉強將他對人的觀察、社會公共議題產
生的靈感以變形、擠壓、內塞等視覺衝擊的畫面來
表現，看似同樣的角色，卻在不同階段擁有不同性
格，無法單一界定，因為那個角色不是固定的人
物，而是人心底慾望的投射，「我希望我的作品，
能夠讓觀看的人產生共鳴。」可能粉絲在觀看的同
時，會產生某個經驗的既視感，進而會心一笑。

曾在外地工作，最後重返故鄉桃園，開了屬於自己
的美術用品店，目前勉強為符合在地的親子市場，
亦開設色彩工作坊，讓小孩從插畫中尋找樂趣，或
許繪圖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是某種舒壓與放鬆，無
論是繪畫者還是觀賞者，都能得到某種釋放。

就像《時代雜誌》封面上的小標寫的一樣，只要
掌握了資訊時代，每個人都可以進入你或妳的世
界。在大家進入他人的虛擬或真實世界的當下，
別忘了，自己也是一個小宇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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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 4個孩子的爸爸，劉勝全議員對於與學童相
關的政策推動，舉凡教育資源、親子空間、交通
安全等議題，都是他關注的焦點。

蘆竹區年輕家庭多，教育需求大，充足而多元的
教育資源一直是劉勝全努力推動的方向。他專業
地分析蘆竹的教育現況，由於南崁地區學校有超
收情況，他致力於協助周邊學校發展辦學特色，
如雙語、生態與資優教育等，吸引學童轉移入學，
除了能緩解特定學校超收情況，更能拓展教育多
元性。

劉勝全對教育的用心，更擴及對於親子空間的爭
取，例如將北區兒童之家古蹟與歷史建築原址，
轉型活化為南崁兒童藝術村。他更建議，將「桃
園兒童文學館」、「南崁兒童藝術村」及「桃園
市蘆竹區婦幼館」進一步整合為「桃園兒童藝文
園區」，讓資源更集中，設施更完整。此外，劉

勝全細數其努力推動的蘆竹區五大公園，如五酒
桶山生態公園、海湖運動森林公園等，不但是鄉
親休憩的好去處，也是兒童安全遊戲的好所在。

希望各項公共政策都能貼近民心，劉勝全認為參與
式預算可鼓勵公共參與及創意提案，像外社社區提
出「親子童樂樂陶陶」計畫，以親子手做童玩，兼
顧親子關係與傳統技藝傳承，並邀請新移民與弱勢
團體參與，獲選桃園市 2017年參與式預算，就是
讓預算更貼近市民朋友需求與期待的範例。

劉勝全語重心長地說，不論是學童安全，或是年
輕人就業，甚至都市與產業的發展，便捷的交通
都是不可或缺。接下來，他希望爭取桃園捷運綠
線的高架段先行，「不僅可以增加交通便利性，
更能提升機場建設的完善化！」

「讓我們一起變得更好，也讓桃園的未來更好！」
劉勝全對於桃園還有相當多的期許，不論提升教
育資源、交通便捷與加速電纜地下化讓市容美化，
及建設污水下水道等，他期待與市府及市民朋友
共創更美好的家園。

▂

撰文—許容禎 · 攝影—王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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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政賢議員長期主張友善多元族群、友善創業青
年，同時大力推動藝文生根，他希望桃園是個像
家一般的美麗桃花源。

林政賢對多元族群有著深刻的關懷，他除了持續
推廣閩南文化節，更爭取成立新移民事務專責單
位。同樣從外地到桃園深耕，他特別有感「出外
人」生活不容易，也讓他對於新移民事務著力更
深。曾經在一場寒冬送暖活動上，一位帶著孩子
領取物資的新移民母親，特別向他道謝，點點滴
滴都成為他的動力。而在林政賢的持續督促下，
「新住民事務委員會」與「新住民聯合服務中心」
陸續成立，讓他備感欣慰。

林政賢心中的桃花源，就是「幼有所養、老有所
終、壯有所用」。因此，他除了持續為弱勢家庭
寒冬送暖、爭取育兒津貼、提倡對高齡長者的照
護，由於曾擔任桃園縣青年創業協會理事長（現
桃園市青年創業協會），深知青年創業籌募第一
桶金的困難。在他的積極爭取下，桃園市於 2016

年起擴大實施「青年創業貸款利息補貼」，依規
定之申貸方案，青年欲申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
貸款金額以新台幣 300萬元為上限，創業貸款利
息最高 24個月由市府補貼。 

「桃園是工商大市，也是國門之都。」林政賢希
望這個國門之都能夠美麗而偉大。他認為，一座
偉大的城市，應該有一座偉大的圖書館，圖書館
兼具涵養文化、傳播知識的功能，在他努力爭取
下，未來的「桃園市立圖書館總館」，是結合展演、
商業、文化、與休閒活動等功能，未來桃園文化
新地標。此外，他也推動成立「桃園市民管樂團」
等藝文表演團體，推廣市民朋友接觸藝文活動風
氣，提升城市文化素質。

「我希望讓桃園成為台灣的新都心，也是族群融
合的美麗桃花源，讓『出外人』都能深刻感受這
裡就是自己的家！」林政賢堅定地說。

▂

撰文—許容禎 · 攝影—林軒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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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土地代書出身的黃傅淑香議員，對建築法規、
都市景觀發展等內容十分熟稔，擔任民意代表以
來，解決的土地、建物陳情案件數以百計，除了
仰賴專業知能，也因為她為公義發聲的「俠女」
性格，用溫暖與魄力，當市民朋友最堅強的後盾。

「現在所做的，都是為了下一代和這座城市的未
來發展。」黃傅淑香提起鐵路地下化的翻轉歷程，
步步艱辛，但為了建立更便捷的交通網絡，也考
量鐵路地下化後，平面道路縫合所帶來的城市發
展長遠效益，她始終站在最前線，爭取鐵路地下
化的實現；相同地，「捷運綠線中壢延伸線」、
「333」福利政策的實踐，都是黃傅淑香鍥而不捨
地堅持得以落實。接下來她仍持續為中壢火車站
後站發展、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等政策推動奔走，
堅持她所信仰的公義精神。

黃傅淑香的專業，也展現在身為女性和客家人的
多重身分上。「很多女性不是沒有意見，而是不

會表達。」有感於此，黃傅淑香成立桃園市婦女
發展協會，鼓勵女性學習、參與公共事務勇於發
聲。而過去的語言政策，使得許多客家人不敢、
也不會說客語，「客語，就是客家文化的根。」
黃傅淑香透過推廣沉浸式教學、嬰幼兒客語教材
等方式復甦客語，甚至親自為客語卡通配音，更
爭取於中壢區設立「客家文創中心」，將傳統客
家文化傳承給下一代。

一座城市，除了保存文化的根，也需要借鑒其他
城市的成功經驗。黃傅淑香每年走訪不同國家，
深入考察當地的交通建設、社會福利、議事制度
等，她將相關城市經驗帶回桃園落實於問政，希
望讓桃園茁壯成為宜居宜業的國際城市。

「桃園的未來與進步，需要全體市民朋友共同努
力。」一路走來，黃傅淑香堅持做對的事，她也
相信，桃園發展的新頁，正在眼前展開。

▂

撰文—賴俊瑋 · 攝影—王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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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桃園市議會唯二席的山地原住民族籍議員，
陳瑛議員長期捍衛原住民族人權益，白天上山、
夜晚下山的服務行程，已成為她的日常，雖然辛
苦，但對陳瑛而言，只要能提升族人的生活品質，
再多的奔波都値得。

雖囿於地形限制，但復興區的生活機能尚有發展
空間，陳瑛也持續爭取各項建設，如建置「防救
災共構共站行動通訊平台」，即是落實原住民族
地區「通訊正義」的第一步，能暢通災時通訊，
保障族人安全；「用油正義」也同樣重要，復興
區目前僅有一座加油站，除了居民生活不便，也
連帶影響觀光意願，透過陳瑛發聲，目前已規劃
在後山的巴陵設置第二座加油站。

深知觀光產業及特色農產是復興區居民長期倚賴
的經濟來源，如 1月的梅花季、2月到 3月的櫻
花季、拉拉山水蜜桃、甫啟用的羅浮溫泉區、新
溪口吊橋等的推廣工作，陳瑛不遺餘力，拉拉山

水蜜桃更已成為桃園原住民族的代名詞，有「水
蜜桃界的 LV」稱號。陳瑛臉上滿是笑容的說，她
希望未來興建「水蜜桃生態館」，結合研發中心，
呈現水蜜桃產業的過往故事和創新作為，運用觀
光資源強化特色農產發展。

發展觀光之餘，族人的教育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透過原郷教育改革，桃園的原民教育才能向前
大步邁進。」因此陳瑛在桃園升格前即倡議興建
原住民族高中，在她的積極推動下，高中現已定
址羅浮，目前進入環評階段，她也希望未來從幼
兒園到高中，族人都能接受部落文化的洗禮，讓
原住民族的教育權更有保障。

「全球化的快速傳播讓大眾文化趨向單一化，因
此，原住民族各族群文化的獨特性，更能彰顯其
存在的價値。」回顧原住民族文化發展，陳瑛下
了註解，背負著族人期盼的她，也會持續跨越山
頭，將福祉歸於族人。

▂

撰文—賴俊瑋 · 攝影—林軒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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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Cal View ——— 耷➃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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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喻文霖 · 攝影—蔡耀徵

2017 ଙ「 Ӯ ኴ 狒 请 純 梁 秂 搴 」（World Bowling 
Championships）ࣁ聅㾴ේ姘ےේ膐ᤈ，Ӿ苉褧狒请純ݷ
疥珂ၴ柵，ࣁካৼ獊殻搴Ӿ犥 5,221獤൹ᰂ，䅑ӥ㮆Ոኞ႕Ḓ
ᶎӮ梁搴ᰂ粞，犖ฎ౯㾴褧ݥӤᒫ 2ᶎካৼ獊殻ᰂ粞。

去年成功在世界保齡球錦標賽摘金的吳浩銘，17
歲因為跟著父親休閒時，開始接觸保齡球，憑藉著
對保齡球的熱情，以「飛碟球」球路，在「2006
年菲律賓風暴保齡球盟主挑戰賽」中，從資格賽一
路打到冠軍賽，獲得第一名佳績。一度因為生計考
量，吳浩銘有 4年時間暫停保齡球選手生涯，轉行
嘗試其他工作，當過便當店員，也當過水電工。但
難忘對保齡球的熱愛，2010年，28歲的他再度重
返賽場。「當時還年輕，回來打球體力還可以，而
且我最愛的始終是保齡球。」吳浩銘說。

吳浩銘認為要打到最後一球，才會知道自己是否有奪牌的運氣。

飛碟球優點在於直球的正向破壞力，被擊中的球瓶會橫向傾倒、彈跳，
增加連環撞擊其他球瓶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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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球協會成立教練團，選手持續練球技，並進行
重量訓練、核心運動。吳浩銘認為比賽是靠著九
分實力、一分運氣，打到最後一局、最後一格、
最後一球，才會知道自己是否有奪牌的機會。吳
浩銘希望能延續亞洲室內暨武藝運動會及世錦賽
好成績，再度挑戰今年 8月印尼雅加達第 18屆亞
洲運動會，及11月香港世界盃男子保齡球錦標賽，
重返亞運奪牌。

▂

ꅾ鵦⥃룲椕㠢  欽굳焈椕ⱄⶾ囙罇
 重返賽場後，吳浩銘表現亮眼。去年 9月榮獲「中
華民國 106年全國中正盃保齡球錦標賽」男子個人
第 1名、男子盟主第 1名、男子全項第 2名，及男
子雙人組第 1名，同時也代表我國參加中亞土庫曼
阿什巴德舉行的「2017年第 5屆亞洲室內暨武藝
運動會」，拿下一面銅牌。中華隊也在保齡球男子
團體賽中，靠著吳浩銘連打7次全倒，獨拿256分，
拿下團體金牌。

對此成績，吳浩銘感謝教練楊振明的幫助，讓他
成績突飛猛進。其實，教練指導是培植選手相當
重要的一環。吳浩銘觀察到，國外參賽年輕選手，
多來自相對完整的體制，如香港會支持得牌項目
的職業退休選手，轉作教練培訓選手。「多虧有
楊振明教練指導，我們才能在土庫曼亞洲室內暨
武藝運動會的比賽，得到個人銅牌、團體金牌的
成績，也讓飛碟球重現！」年近 60歲的楊振明教
練，是全亞洲 90年代保齡球資深國手。「他能看
出你犯的一點點小錯誤，並且馬上提醒你，彷彿
是一起在打球，讓我們很有安定感。」吳浩銘說。

⚆歲鮪涸㛚䭰  䩧ⵌ剓䖕♧呔剓䖕♧椕
對吳浩銘來說，他渴望打球的興趣能「當飯吃」。
運動員代表國家參加國際賽事獲得好成績，才有
被培訓的可能，得以保持日常的練習與生活收入。
「平均 1年參加 2場國際賽事，沒比賽時就回家
吃自己。」他表示，1天大約需要 1,500元練球費
用，但他重返球場後，盛極一時的保齡球風氣急
速下降，競爭對手越來越少，這幾年幸運的有中
華民國保齡球協會理事長吳福龍全力支持，提供
保齡球館練習，才能讓他無後顧之憂專心練球。

目前吳浩銘正在接受亞運選手培訓，爭取代表台
灣參加今年亞運保齡球賽。這次的亞運培訓由保

吳浩銘採用出手後手掌朝下的「飛碟球」球路，在國際保齡球競賽中，
台灣選手以飛碟球著稱，與國際上多使用曲球參賽相異。

2010年重返賽場後，吳浩銘仍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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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可以聚會。」黎雲英因此離開社工一職，用自己
的方式服務同樣是新移民的朋友。

從小吃店入門，黎雲英創業之路越走越寬廣。為了
服務更多新移民姊妹，也希望有更大的空間提供越
南語教學及才藝課程，黎雲英乾脆租下婚紗店現
址，和幾位姊妹合作，結合越式美食餐館，提供複
合式服務，自己也回頭做起婚禮企劃，一展她的時
尚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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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喻文霖 · 攝影—林亭౫

ℂ吖暱᪭獈໘瑼玄碁獺禂，讝襇舣（-ʖ�7¡O�"OI）奾ݳ硢
䌕裾౮缏奋ମ、ಭ蛪ᐒ㿁、墯旰ၚ㵕，犥䋿褬ᤈ㵕傶碝ᑏ

࿆现ᑏૡ๏䛑ൔ，犋㰍傶犢㮉憒㴟奰蛪य़Ԫ，ๅ疑暱癲

。磧፥䡗ጱ眤㵕ࢧ犢㮉縄獮，ತک

렽饱⹅孵  捀✫雊㨢㧶⦛湱翹
來自越南義安省（Tʘnh Nghʖ An）的黎雲英，來
台已逾 16年，一開始在桃園的電子工廠內擔任品
檢員，後來邂逅了同公司的工程師，共同組成家
庭，並成為人母。但即使有了家庭，黎雲英與生俱
來的商業天賦仍蠢蠢欲動，提起人生第一次創業，
是 16歲就讀高中時，父親送她人生中第一台相機，
激發她對攝影的興趣，而在越南經營起婚禮藝術
館。「爸媽總說我是家裡最花錢的孩子，卻願意不
斷投資我的夢想。」黎雲英感謝父母讓她在創業路
上無後顧之憂。

來到台灣後的黎雲英，也不是一開始就有創業的勇
氣，離開電子工廠後，她先在教會內擔任社工，但
終究還是要考量現實經濟問題，服務 4年後，黎雲
英為了分擔家計，決定重拾創業熱情，在內壢經營
起「越鄉小吃店」，「因為我想要有一間店，讓姊

Glo-Cal View ——— 耷➃纈⫹

Candy㭶秲䏅  欬蹓ꅾ植馊⽂⫄窡
「取名叫 Candy婚紗店，除了是我的英文名字，
也因為結婚是一件甜蜜的事。」黎雲英笑著說，忠
於越南傳統，她特別購入多套越南國服「奧黛（Áo 
Dài）」，奧黛的樣式類似旗袍，卻帶有更多越南
文化特色，以絲綢軟性布料剪裁合身的長衫，搭
配一條喇叭式寬褲，兩側開衩至腰際，走路時如裙
擺隨風飄逸，是越南傳統婚禮中必備的禮服。「衣
服看起來好看，穿起來卻不一定適合，但我能看出
哪件最適合新人，常常到頭來他們還是挑我推薦
的。」黎雲英看禮服的精準眼光，讓她在姊妺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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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雲英展示她從越南胡志明市採購來的傳統國服。

聲大開，短短時間內，就已幫助數十對新人完成終
身大事。

黎雲英根據客戶需求，從婚服租借、妝髮設計到婚
禮主持都一手包辦，她也顧及有心學習的越南姊妹
及移工，與多所大學的攝影社合作交流，請他們開
課教授攝影和外拍課程，同時也開設新娘秘書課
程，讓更多姊妹有機會習得新技能。

♶隶涸ⴲ邪  雊殯ꀀ影军涸⫹㹻ꀀ
「我覺得桃園是個很有活力的城市。」這是黎雲英
眼中的桃園，但這幾年，桃園火車站後站沿路的東
南亞店鋪逐漸減少，「希望假日有更多活動可以參
加，也能多運用車站附近的閒置空間。」黎雲英在
擔任桃園市越南婦女協進會、桃園市關懷新移民姊
妹協進會理事長後，更積極和各縣市合作，舉辦多
場演唱會、選美比賽、足球賽轉播等活動，像是今
年初，在桃園藝文展演中心所舉辦的「愛無國界、
讓愛飛翔」演唱會，邀請當紅越南歌手來台表演，
結合選美比賽，就吸引超過千人參加，讓同鄉們重

溫家鄉回憶。她也建議政府制度設計可以更友善，
如新移民或移工朋友，中文學習經驗多為日常口
說，在向政府單位提案時，也許能考量以口語陳述
代替文字企劃書。

現在的黎雲英，擔任婚禮活動企劃之餘，也回到越
南投資、開設公司，身分越來越多元，唯一不變的
是她的初衷，為新移民和移工朋友們服務，是一種
緣分，也是一輩子的幸福。

▂

Candy婚紗店結合誠心越式美食餐館，店內招牌料理為越南牛肉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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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Adventure ——— 㣐㙹㼭✲

「໘瑼 3蒈」ฎ໘瑼ጱܻኞᑡߝ圵，犋㰍क़ࣳ觼笕、ส紶ڼ蝚，ๅ磪茐窵窵ጱ臜詂ޱ，琲蚏㬵ݗ眤讞ଶ禅֯。ᛔ 2010ଙ蚏蝫
媲ࢥଙ糷獊㾴܈य़妿َঅ罡、2015现 2016ଙ獊㾴ݷ罡叨瑿٢敎搴、2017ଙๅ糷「ݣ傀ᑡ罡螈Ո٢敎搴」ݣ傀অ罡奲现ݣ傀
磪秚罡奲櫕碘٢敎，绗ᒌ໘瑼 3蒈磪茐Ջ讕䰬ጱ諆ێ，蝡皃ଙ胼䄪౮傶ᑡ罡埈搴ጱଉ㵛敎？

撰文—鄭雅文 · 攝影—林亭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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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In Taiwan涸⮛葻㛇㔔  呠㕨 3贫
以台稉 2號為父本、台稉 4號為母本的桃園 3號，
是純種本土香米，結合兩者的優點，使得桃園 3號
米粒外觀渾圓透亮，又散發淡淡的芋香，這優良稻
種的幕後推手正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作物改良課長林孟輝回想 80年代，隨著台
灣經濟條件的改善及國人飲食習慣的改變，稻米產
量開始過剩，因此稻作品種改良目標由增加產量轉
向提高品質。起初研發出帶有花香氣味的香米，消
費者普遍反應不佳，直到引進日本香米大正撰，其
淡淡芋香味深受大眾喜愛，使桃園農改場開始思
考，並著手培育這類型更具市場吸引力的稻種，
歷時 10年餘，終於育成桃園 3號，並取商標名為
「新香米」。

相較於氣候溫暖的中南部，北台灣的農業環境，夏
季炎熱多雨，冬季強勁東北季風吹拂，第一期稻作
在寒冷的2月底、3月初插秧，炎夏7月中下旬收成；
第二期在炎熱的 8月初插秧，寒冷的 11月中旬收
成，氣候環境相當嚴苛，而桃園 3號育成地位在桃

園新屋，還有海風鹽分吹襲，培育過程經歷嚴苛的
環境考驗。林孟輝以「大隻雞慢啼」形容桃園 3號，
雖然初期生長緩慢，卻能儲備養分，讓植株更強壯，
耐得住強風吹拂，顆粒也更飽滿，也因此桃園 3號
耐受度特別高，在台灣各地都能順利適應。

呠㕨 3贫銴⫹㷛㶩♧垺  䜫䗱撑俲
桃園 3號在推廣初期，農民的接受度不高，主因為
桃園多為年長者或兼職務農者，無法有太多精力照
顧稻米，而桃園 3號是需要悉心照顧的品種，發芽
期長，也不能施過多的肥料，林孟輝說，照顧桃園
3號要像照顧孩子，好好觀察它，依需求給予它想
要的營養。顛覆以往的種植經驗，所幸找到願意配
合的農民，經過 5年不斷嘗試，改善土質、種植設
施等，原本不被看好，竟以黑馬之姿，2010年由桃
園大園農民陳燕卿種植的桃園 3號，一舉入選全國
十大經典好米，之後更連年得獎，聲名遠播。

桃園 3號米粒剔透晶瑩，是稻米競賽中的常勝軍。

剛發出嫩芽的稻苗，準備搬進田中進行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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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理陽從五年前開始種植有機米，除了不能噴撒農
藥、化肥外，有機耕作的生產環境，土壤及灌溉用
水，皆不得檢驗出污染，甚至種子種苗都必須受檢，
條件相當嚴格。他選擇桃園 3號作為種植品種，主

澄黃的水稻稻種，象徵來年的豐收。

磝磝ⴕ僈  兪槇鷴❮涸珨琝㼂瀖
2017台灣稻米達人冠軍賽台灣好米組冠軍得主呂理
文，以及台灣有機米組冠軍得主呂理陽，皆為種植
桃園 3號而雙雙獲獎。桃園 3號在種植上極度考驗
農人的技術和經驗，天還沒亮，呂理文就出門巡水
田，巡完才回家吃早餐，日復一日，心繫他的田。
呂理文說照顧桃園 3號最重要的是「預防勝於治
療」，因此安全用藥非常重要，在炎熱的季節透過
水流降溫，池塘裡的魚健康與否，是水質的生態指
標，面面俱到就能避免桃園 3號得到稻熱病。而他
也觀察出，同樣一株稻穗，桃園 3號結的米粒比其
他稻種多而密實，產量豐富，米煮起來粒粒分明，
口感香Ｑ，讓很多人吃過桃園 3號米，都回不去了。

以桃園 3號得到台灣有機米組冠軍的呂理陽，也顛
覆大家對桃園的刻板印象，許多人都懷疑，工業區
眾多的桃園怎麼可能種得出有機米，對此呂理陽特
別說明，桃園的農業用水和工業用水完全分流，農

業灌溉用水引自石門大圳，來自山裡純淨泉水，水
質優良清澈，且北部夏季常有的西北雨，也給了稻
米天然的養分，所以稻米能長得豐盈飽滿。

農人不畏嚴寒天氣，在田中辛勤培育稻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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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 3號經常一得獎就賣到缺貨。

因為桃園 3號具備良好基因，只要熟悉它的個性，
桃園 3號其實相當強韌，而「重質不重量」更是栽
種的要點，讓作物有更多的生存空間，空氣在稻梗
間順暢流動，以水流促進散熱，並重視地力的養成，
休耕時翻土，讓土地好好休息，稻米自然能健康茁
壯。以有機方式種出的桃園 3號，吃起來更散發清
雅的甜味，越嚼越香。

農人辛勤耕作的同時，也讓大地生意盎然。春耕時
節的嫩綠，夏季翠綠，秋天金黃，冬天回到土地本
色，如同呂理陽說：「稻田讓我們看到四季。」桃
園 3號在觀音、八德、平鎮、新屋、大園等地皆有
種植，假日閒暇時，不妨跟著桃園 3號的稻田地圖
逛逛，探訪周邊景點，安排一趟說走就走的旅行。

倞㾋珨碜佦✲긭 ｜ ADD－桃園市新屋區中華路 242號·TEL－ 03-477-

2124轉 202·HOURS－ 08:00-17:00（週一及例假日公休）．參觀遊客及
團體原則採預約制。
2018呠㕨鴍噠⽈錒剚 ｜ DATE－ 4/4－ 5/13．VENUE－新屋氣象站旁

來到新屋稻米故事館，映入眼簾的建築物是日治時
期建造的儲糧倉，保有從前農民生活的軌跡，高達
3層樓的大型碾米機，牆面刻畫的尺規，古老的農
具，更有著桃園 3號的詳盡介紹，走在園區中，讓
人彷彿回到舊日時光。騎著 YouBike隨興漫遊，再
繞到田邊休息，或到今年春天桃園農業博覽會，親
身體驗各式農事生活，聞著淡淡芋香的米飯香氣，
感受土地傳遞而來的濃厚生命力。

▂

䊩㕮 ——  在寒冬中悄悄生長著的桃園 3號稻苗，由種稻達人呂理文親手管理栽種。〸㕮 ——  獲得 2017台灣稻米達人冠軍賽台灣有機米組冠軍的呂理陽，
是家傳第三代務農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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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天氣裡，來碗熱騰騰的拉麵絕對必要！喜歡
口味渾厚、湯頭濃郁的人，可以到龜山區的「小判
拉麵」，體驗豚骨拉麵濃厚滋味；喜歡稍微清淡口
味、層次鮮明的人，不妨到桃園區的「あお．実家」
品嚐以雞骨蔬菜高湯為基底的中華拉麵，店內還提
供炊飯等日式家庭料理供選擇。

Finger Licking ——— ㅷ呠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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㼭ⴼ䬘띳խ胲罉꠸洅罉꠸撑곃㷸䓍㧶涸胋
穿著和服便服「甚平」、踩著近 3公分高的木屐，
胖老闆羅凱文和瘦老闆楊德利兩人，活像是漫畫
裡走出來的卡通人物，說起話來一搭一唱，默契
絕佳。同樣是工科背景出身，羅凱文曾擔任義大
利麵店的店長、楊德利曾開過關東煮店，因為對
拉麵有著高度狂熱，2年前決定一起創業圓夢。

店名小判，取自於日本招財貓手中緊抱的金幣，
象徵著好運及財富。2位老闆都是銘傳大學（桃園
分部）的校友，在母校附近開這間拉麵店，主打
精心調製的醬汁與湯頭，希望給學弟妹更多用餐
的選擇。

讑犋ݝฎ讑，ݱୗݱ䰬ጱ仼毣膏ݗ眤ฎ讑ጱ羊苉ಅ

！粬ᜋݶ磪犋ݱ，瑿讑ࣁ2疑໘瑼。ࣁ

撰文—詹雅婷 · 攝影—施純泰

「小判拉麵」湯頭香濃醇厚、麵條軟硬適中、吸附湯汁恰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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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噌豚骨拉麵（左上）、赤蔥豚骨拉麵（右上）及醬油豚骨拉麵（下，蔥加量）。

㛚䭰韂남剓넞  ♧鹎䠮「怏㾋慮⾩禺
「客人一進到店裡，就能聞到濃濃的拉麵香，不
是很棒嗎？」楊德利笑著說。當初為了開店，2人
吃遍全國各地的拉麵店，當他們吃到味道濃郁的
「大和家」拉麵，發現這間橫濱家系支派的拉麵，
實在美味，因此決定以「濃厚系」為主軸，研發
獨家的湯頭和醬汁。

店內招牌「醬油豚骨拉麵」的湯頭，以大量骨頭
歷經 13至 15個小時的熬煮，呈現極為香濃醇厚
的口感。醬汁則是先用甜味蔬菜如洋蔥、蘿蔔熱
炒後，加入 3種台灣在地醬油，混合其他配料一
同浸泡，等候 1個月的時間，滋味甘醇。

除了湯頭醬汁外，麵條和桃園六六製麵合作，客
製化可適度吸附湯汁、硬度偏高的中直麵。叉燒
肉先醃後滷，得花上 4天的功夫。配菜採用鮮
綠的菠菜和黑色木耳、自製溏心蛋則加入米酒和

清酒烹煮，帶有迷人的酒香，是客人最愛的特色
配料。

㟞韂남慮䏞 No.1  ㍅鳯䗳럊饕詙韂남䬘띳
除了醬油豚骨拉麵，店內也供應「味噌豚骨拉
麵」、「鹽味豚骨拉麵」、「赤蔥豚骨拉麵」和
週三限定的「二郎拉麵」。「味噌豚骨拉麵」以 3
種在地味噌混合搭配，口味不會過於死鹹，炙燒
後再與高湯混合，帶出香氣與鮮味。「鹽味豚骨
拉麵」則在豬肉和雞肉煮出的高湯內，加入岩鹽
與湖鹽，搭配昆布、干貝、小魚乾熬煮，光製作
期就需要 1週，再放置 1週後，才能讓所有味道
融合。

對於嗜辣客人所推出的「赤蔥豚骨拉麵」，利用
數種辣椒調製獨門辣醬，並以蔥絲取代一般蔥
花，帶出更強烈的嗆辣感，只要喝一口湯，就能
從嘴巴暖到身子。週三限定的「二郎拉麵」，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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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較其它湯頭更為濃郁，配菜使用大量的高麗菜
和豆芽菜，叉燒也從 1片升級為 3片，適合食量
大的客人。「歡迎所有喜歡吃拉麵的饕客，來嚐
嚐我們熬煮 13小時以上的濃郁湯頭！」羅凱文和
楊德利將持續以高標準，為大家煮出最完美的
濃郁拉麵。

ֶ֮．㹌㹻խㅷ傈䒭㹻䌢繡
店外以溫潤的木質搭配大面積玻璃窗，「あお．
実家」位在桃園區寶山街巷弄內，あお指的是藍色，
在日本藍色的青鳥象徵著幸福到來，実家則是家鄉
的意思，老闆呂偉誠希望客人能把這裡當作「另一
個家」，能在這個溫馨的地方，吃到營養又新鮮的
日式家常料理。

「あお．実家」的前身是桃園首屈一指的熱門拉麵
店「麵屋嵐山」，招牌是豚骨拉麵，門口經常是大
排長龍的盛況。呂偉誠說，當時光是湯頭就要熬煮
一整天，每天凌晨 3、4點起床準備，到晚上 8、9
點才能休息，幾年下來，他與太太決定做些改變，
讓工作與家庭取得平衡，也不想讓客人排隊半天才
能吃到一碗麵。因此，呂偉誠 2017年底重新調整
營業時間和菜單，秉持熱愛日常和食的初衷，以
「あお．実家」為名，再次開張營業。

慮⾩⚥螠䬘띳  䖰弔걧ⵌꂂ俲贖贖欽䗱
承襲過往最拿手的拉麵，「濃厚中華拉麵」混合和
風魚介高湯與雞骨蔬菜高湯，加入少量豚骨與乾貨
熬煮湯頭，口味清爽富層次感。醬汁用雲林西螺御
鼎興的純手工柴燒黑豆醬油來調配，麵條則選用台
南製麵廠的捲麵，可沾附較多湯汁，吃起來彈牙
順口。

拉麵的叉燒肉由桃園祥興畜牧場直送的黑豬肉醃製
而成，溏心蛋使用蛋黃較大、口感濃郁的烏骨雞蛋，
蔥花則選用宜蘭三星蔥，每樣配菜都不容小覷。

䠦く碜㽠럊拡궤  鹋♲䲀ⴀ劍ꣳ㹁⤑殹
店內還有多款「炊飯」可供選擇，「炸豬排炊飯」
中炸得金黃酥脆的豬排，同樣選用祥興畜牧場的黑
豬肉，店家親自敲打斷筋、醃漬，採用各半的生、

「炸豬排炊飯」店家親自醃漬黑豬肉，以各半的生、熟麵包粉裹覆，有
著特殊香氣。

㼭ⴼ䬘띳 ｜ ADD－桃園市龜山區明德路 318號·TEL－ 0977-407-907·
HOURS－平日 16:30-售完 (週六公休 )·FACEBOOK－小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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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麵包粉裹覆，有著特殊香氣。「野菇炊飯」裡有
金針菇、杏胞菇和秀珍菇等多種菇類，蛋奶素的客
人也可以放心食用。

每週三店內也販售「期間限定便當」，結合老闆喜
歡的食材，料理出美味多變的便當，第一檔推出的
滷大腸蓋飯，受到廣大食客歡迎。接下來実家預計
推出漢堡排飯，將用牛、豬絞肉混合調味、手工拍
打完成，先煎後烤保留肉汁，並搭配特殊醬汁。
 
此外，店內也免費供應老闆娘彭絳君家人在苗栗栽
種的烏龍紅茶，甘甜順口、香氣足。「あお．実家」
用心做出每一道料理，希望饕客來到這兒就像回到
家裡，嚐到溫暖與呵護。

▂

「野菇炊飯」裡有多種菇類，蛋奶素的客人也可以放心食用。

ֶ֮．㹌㹻 ｜ ADD－桃園市桃園區寶山街 210巷 31號·TEL－ 03-325-
1955·HOURS－週三 11:00-售完為止 (僅供應限定料理外帶 )·週四至周
日 11:00-18:30（週一、二公休）·FACEBOOK－あお．実家 -另一個家

「あお．実家」用心做出每一道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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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是全國地方政府首創的
專責一級機關，自 2015年 4月 1日成立以來，
支持青年創業追夢，更帶動桃園智慧城市發展。
2016年成立以物聯網創新創業為主軸的青創指
揮部；2017年底甫開幕的安東青創基地，引進
台灣微軟資源，減輕青年創業技術成本；今年
則將啟用以 AI人工智慧等為主軸的新明青創基
地；除此之外，提供青年朋友玩樂新選擇，提
供露營、住宿與高低探索體驗的永安青年體驗
園區也將在今年開幕。

為了拓展青年的國際視野與能力，青年局透過
補助鼓勵桃園的青年朋友擔任國際志工，參與
國際間展覽、競賽、會議等活動，為他們的夢
想裝上翅膀，更透過「桃園青年國際參與成果

Grand Event ——— ♧劍♧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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໘瑼ฎم᮷Ӿ磧ଙ斕ጱउ૱，傶ԧ׀覇ଙ๏ๅ疝皞ጱ膚ݣ，疻匍獺膏䌕裾，犡ଙ 3์ 29෭覇ଙ℄獮盅，「ᒫ 2䌵覇ଙ蘄
扇甛㹓䨝」ܨ疥౮缏，犖疥褢媲膐旰「覇ଙ獺碝獺禂㾴褬抷䃧」、「覇ଙԏज़」、「໘覇ԏจ螡瞪搴」、「໘覇ଙ苉䨝」缛

覇ଙ蝰羬ڜၚ㵕，虏Ո眤کݑ໘瑼膏໘覇犋ݶ犥ஃጱ䰬ᨩ。

撰文—蘇鵬元 · 攝影—留榮鋒 · 圖片提供—蔡濟民、張智宇、桃園市政府

青年朋友透過桃園青年國際參與成果博覽會，分享國際體驗學習及競賽

等寶貴經驗。

博覽會」，讓青年朋友間透過分享，共同學習
國際經驗，這些都是希望每個年輕人都能愛上
桃園，提升對桃園的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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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䎃镪鑉㨽㆞剚  雊䎃鰋➃莅䋑佟
桃園人口平均年齡不到 38歲，年輕人的需求與
想法對於桃園的發展至關重要，2016年成立第
1屆青年諮詢委員會，邀請青年朋友參與市政，
29位青年諮詢委員背景多元，包括：在學學生、
律師、企業家、樂團指揮、創業指導社長等，
年齡層跨越高中二年級 16歲到 38歲。在 2年
共 8次大會上提出 40項議案，充分展現青年創
意，更以「青年共享及循環經濟：工具圖書館」
案獲得教育部「106年青年團隊政策好點子競
賽」肯定。

另外，市府在規劃青年社會住宅方案時，就運
用青年諮詢委員會瞭解青年朋友的現況與需求，
也有青年諮詢委員主動提供建議，像是建議發
行超過 100萬張的桃園市市民卡，結合各項藝
文表演資訊，鼓勵市民踴躍參與藝文活動，並
能透過大數據統計，作為未來舉辦藝文活動的
參考，目前，也已納入文化局政策執行方向。

這樣雙向有效的溝通平台，也獲得其他地方政
府的認同，紛紛派員觀摩。為了讓更多青年朋
友的聲音落實成為政策，從去年 10月起辦理的
第 2屆青年諮詢委員會重新遴選，預計增加 10
位委員，並在 3月 29日青年節當日，舉辦第
2屆青諮會的第 1次定期大會。期待新一屆的
青年諮詢委員踴躍參與會議，並廣泛參加地方

桃園青年諮詢委員會召開定期大會，發揮創意、提供市政未來方向建議。

去年桃青之星選拔賽冠軍王承渲，以精湛舞藝獲得評審青睞。

事務，提出更多富有創意、符合青年需求又兼
具可行性的建議，讓市府納入政策執行，共同
推動改變桃園。

呠ꫭ⛓僤鼇䬫飓  㾝植剓㥪涸荈䊹
今年的青年週系列活動之一「第 2屆桃青之星
選拔賽」，運用大舞台來選拔多元才藝各方面
都優秀的年輕人，也是桃園學子自信地展現各
項才藝的絕佳機會。去年，第 1屆桃青之星選
拔賽冠軍，來自治平高中 2年級的王承渲，
以精湛的舞藝獲得評審青睞。從小就對跳舞充
滿興趣的她，小學時就會看著韓國明星團體
的MV練舞，直到高中才正式參加社團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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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選拔賽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複賽結束
之後，收到不認識的參賽者的臉書訊息稱讚她
舞藝精湛，也因為選拔賽優異的表現擄獲不少
粉絲的心。

今年第 2屆的桃青之星選拔賽將與伊林娛樂合
作，冠軍得主不但可以參加「璀璨之星」多樣
化培訓課程，還有機會到 Lamigo桃猿隊主場表
演。資格審查報名至 3月 12日截止，3月 25
日舉行複賽，4月 1日進行決賽。王承渲以過來
人的身分建議所有參賽者，「不要緊張，展現
最好的自己給所有人看。」

呠ꫭ㎗䎃螠剚  㣆䟝♶緄䌏
桃青嘉年華會則結合動態與靜態活動，展現桃
園青年多元發展面向，自 3月 31日開始，一連
兩天在中正公園舉行，現場設置超過百個攤位。
3月 31日的青年之夜，邀請第 1屆桃青之星前
10名得主，重現去年精彩演出，4月 1日是第
2屆桃青之星選拔決賽，以及桃園市內大學與高
中職的才藝性社團、舞蹈、街舞社團的表演。

靜態活動部分，桃青嘉年華會特別將龍潭的「菱
「桃青之星選拔賽」提供一個大舞台，讓多元才藝各方面都優秀的青年
有展現自我的機會。

潭街興創基地」帶到活動會場展示分享，菱潭
街原為龍潭沒落的老街，由龍潭青年張智宇、
蔡濟民等人，聚集在地青年的想法，並與既有
攤商溝通協調，透過市府參與式預算計畫的協
助，打造「硬頸市集」，活化舊街注入新能量，
是青年參與社區營造的成功案例。

去年桃園青年社團盛典活動，由各校多元社團踴躍參與展現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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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潭菱潭街興創基地」透過參與式預算方式，用青年力量賦予廢棄老街新生命。

呠ꫭ⛓僤鼇䬫飓㜡そ须鎝   

https://goo.gl/zuEcPa

ꫭ䎃ⶾ倞ⶾ噠㕜ꥹ锸㠢  ｜ DATE－ 3/30·TEL－ 03-422-5205轉 5009·
HOURS－ 09:00-16:00·VENUE－ 古華花園飯店（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398號）

呠 ꫭ ㎗ 䎃 螠 剚 ｜ DATE － 3/31、4/1·TEL － 03-422-5205 轉 7005·
HOURS－ 16:00-20:00、09:00-17:00·VENUE－ 中正公園（桃園市中壢區中
美路 86號）

ꫭ䎃⛓㢹 ｜ DATE － 3/31·TEL － 03-422-5205 轉 7005·HOURS － 16:00-
20:00·VENUE－ 中正公園（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 86號）

此外，現場還能進行青創新體驗，將安東青創
基地 VR虛擬實境設備帶到現場，打造室內體
驗互動專區，讓體驗者感受虛幻又真實的科技
魅力。桃青嘉年華會也將為今年 4月 4日舉辦
的「2018桃園農業博覽會」暖身，會場週邊
將設置桃青創業市集，將邀請今年進駐桃園農
博青創市集的攤商提前擺攤，讓市民朋友搶先
體驗。

▂



ᒫ 15疄 SBL᩻羷罐純肥搴 ֺᤈ搴

      （ࢥ）3/1

18:00 (螈ོ VSࠧݣ )    

20:00 (絇瑼 VSݣ补 )    

3/2（Բ）
18:00 (螸 VSᰂ蟸 )
20:00 (ᤶᵇ VSݣ补 )

      （م）3/3

17:00 (絇瑼 VSᰂ蟸 )        

19:00 ࠧݣ) VS 螸 )

3/4（෭）
17:00 (螈ོ VSݣ补 )
19:00 (ᤶᵇ VSࠧݣ )

疄盅搴

      （م）3/31

17:00（ֺᤈ搴ᒫ      （純褧ݷ4,5

19:00（ֺᤈ搴ᒫ （純褧ݷ5,6

໘瑼૱缏誢胍記
໘瑼玟ӣ࿆᪠Ӟྦྷ 1蒈

誢胍ੴ
03-3194510#6012

2018໘瑼૱㯽翄瞁ใവ皞羬ڜ—
Ӟஞ瞁玀㿁 揘ᐟ䁭ࡅ

3/2 (Բ )  
19:00-21:00

໘瑼य़䏁瘂盓䋠
໘瑼૱Ӿ瓧玟Ӿྋ᪠ྦྷࢥ 26૭ 36蒈

玕ੴ蔭ᄍ萬蔩ᑀ
03-3322592#8307

107ଙ໘瑼૱Ӿੜ䋊肥ݳ螀㵕䨝 م) 3/3 ) － 3/6 (ԫ )   
08:00-17:00

໘瑼૱缏ኦ䕩䁰
໘瑼૱໘瑼玟ӣ࿆᪠Ӟྦྷ 1蒈
໘瑼૱缏်穰
໘瑼૱໘瑼玟Ӿଘ᪠ 34蒈

硽胍ੴ誢胍狒؋ᑀ
03-3322101#7452

107ଙ玖秡䳨臺疄 䳨臺玄ॊ藨挨磈䌕疑覿浙ၚ㵕

م) 3/3 )  . 3/4 (෭ )

م) 3/10 )  . 3/11 (෭ ) 

08:00-17:00

毣妿㾴夵盢記 (䁭ݷ蒂 )
໘瑼૱य़競玟盋岉᪠Ӟྦྷ 1268蒈

觓ว玟ᓕቘ蒂๐率വ皞抓
03-3946061#142

褷窊玕誢涢ၚ㵕

م) 3/10 )  . 3/11 (෭ ) 

08:00-17:00

ઊ蝿ਮӾஞ
໘瑼૱盋岉玟苉褡 7蟠 29蒈

䳨臺玄ॊ藨挨

م) 3/17 )  . 3/18 (෭ ) 

08:00-17:00

毣妿㾴夵盢記 (䁭ݷ蒂 )
໘瑼૱य़競玟盋岉᪠Ӟྦྷ 1268蒈

2018獊㾴ਮ疑෭ Ӿ瓧䁰

م) 3/3 )

09:00-12:00

Ռၹ䋠獮皞䁰
໘瑼૱Ӿ瓧玟皤ଘ᪠ 198蒈

ਮ疑Ԫ率ੴ硽咳疻ᑀ
03-4096682#2006 ੜথ 

碝䁰

3/4 (෭ )

09:00-12:00

裾ᐣ䋠獮皞䁰
໘瑼૱碝玟裾ᐣ᪠ 1096蒈

ଘ椆䁰

م) 3/10 )

08:00-12:30

ӣ瘂䋠獮皞䁰
໘瑼૱ଘ椆玟瞺岉ᥜ᪠ 112蒈

薪ᶪ䁰

3/1 1 (෭ )

08:10-12:30

Ӿ岉؊敋䁰
໘瑼૱薪ᶪ玟Ӿ岉᪠ 2蒈

2018㾴褬ਮ疑窕ᤈᶪ禼℄ 稧ࠖʒၹ螡

م) 3/3 )  
09:00-17:00

补မ皞䁰
໘瑼૱Ӿ瓧玟ز玕᪠

ਮ疑Ԫ率ੴ硽咳疻ᑀ
03-4096682#2008 㴤ੜথ

稧ࠖʒၹ螡

3/4 (෭ )  
09:00-17:00

碝玊獍瑼ॠ癷純䁰
໘瑼૱ଘ椆玟Ӿܻ᪠ 58蒈

ၚ㵕 碻樌 瑿讨 Ԇ旰 /ၜ扇襎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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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㾴褬ਮ疑窕ᤈᶪ禼℄ ᩻砷奲

3/11 (෭ )  

09:00-14:00

ਮ疑玕記ᄍ萬皣
໘瑼૱谍ᄣ玟Ӿઊ᪠ӣྦྷ 500蒈

ਮ疑Ԫ率ੴ硽咳疻ᑀ
03-4096682#2008 㴤ੜথ

ଞ薥、㱾ᒏ现覇ଙ奲

3/18 (෭ )  
09:00-17:00

䄉ଙ、裾覇奲

3/25 (෭ )  
09:00-17:00

ଛᐰ穇ێ—
107ଙ໘瑼甴穇℄睃ᐞၚ㵕

م) 3/3 )  
10:00-13:00

Ӿྋ獍瑼
໘瑼૱Ӿ瓧玟Ӿ聅᪠ 86蒈

ᐒ䨝ੴ甴穇ᐰڥ现㱾ᒏ箓胍ᑀ
03-3322101#6317

2018谍ᄣ蜰ݘ茙矑揘ᐟ م) 3/3 ) 14:00-18:30

3/4 (෭ ) 09:00-21:00

谍ᄣ螀㵕獍瑼
໘瑼૱谍ᄣ玟य़᪠ԫྦྷ 74蒈
谍ز䋠
໘瑼૱谍ᄣ玟䩚谍᪠ 246蒈

ਮ疑Ԫ率ੴ翎ݳմ㴟ᑀ
03-4096682#1013

2018໘瑼籗℄ 毣籗玟Ԇ氂ၚ㵕

م) 3/3 )  
18:30-21:30

毣籗玟
窓ԏ聅䱋

薪ط碟蝿ੴ碟蝿ᤈ衴ᑀ
03-3322101#6202

樂癷ၚ㵕

3/4 (෭ )  
21:00-21:30

葌ᒓ籗玟
葌ᒓᒓ瓵䱋现ܖ䎰य़䱋樌မ偶瑿

2017໘瑼उ૱夵袅粙璢懺毈糫َ因 3/5 (Ӟ ) 

14:00-15:00

໘瑼ط襎記
໘瑼૱Ӿ瓧玟谍竃ᤋ 116૭ 31蒈

玕ੴ獺憙ᑀ
03-2841866#607

ṛӾṛ肬玡薩䨝 م) 3/10 ) 08:30-16:00

3/11 (෭ ) 09:00-15:00

໘瑼癨ᢓ誢胍記
໘瑼૱໘瑼玟ӣ࿆᪠Ӟྦྷ 1蒈

硽胍ੴṛ羷Ӿ缛硽胍ᑀ
03-3322101#7594

໘俍璬硲Ԫ—
矻瞋藯谔ઊ 莨芸荠玢獺瞋

م) 3/10 )  
14:00-16:00

A8萬Ӿஞ
໘瑼૱谔ઊ玟盋岉Ӟ᪠ 8蒈 3䰠

萬戔碞ᓕቘӾஞ
03-3170511#8313

傀獍ፅ癧蝅ᄍࠖ䨝ݣ2018
忷罡ЖЦ ƪݣ傀

م) 3/10 )  
14:30-16:00

玕ੴᄍ萬皣
໘瑼૱໘瑼玟翻᪠ 21蒈

玕ੴ蔭ᄍ萬蔩ᑀ
03-3322592#8303

皰籗奾姟ช䳨纐 3/11 (෭ )  
10:00-14:00

໘瑼ம篇ᐡ磈ᐟᐒ玕瑼玟
໘瑼૱໘瑼玟౮ۑ᪠ӣྦྷ 200蒈

䓿ம篇ᐡ肥ݳᓕቘಅ
03-3325215

碝ᤋ競禼ၚ薥ྍ螇—
य़ಋੜಋ ؋蚎禼ၚग़ 3/13 (ԫ )  

08:00-11:00

Ӿ瓧肜ॠ䋠
໘瑼૱Ӿ瓧玟盓ဣᤋ 125蒈

率ੴڥૡ纷ᑀ
03-3033688#3207

106ଙ໘瑼૱ଘঅ硲Ԫ现
ଘ獺 LOGO监螡֢ߝ疻薩 ࢥ) 3/15 )－3/20 (ԫ )  

09:00-17:00

໘瑼૱硰 1䰠璤
໘瑼૱໘瑼玟翻᪠ 1蒈

໘瑼૱獨ଘ缛旰獍ਰ
03-3322101#6436

2018 य़競ᨗଗ℄ م) 3/17 )·3/18 (෭ ) 

م) 3/24 )·3/25 (෭ ) 

11:00-18:00

Ӿྋ獍瑼
໘瑼૱य़競玟ฦ倉᪠

薪ط碟蝿ੴ碟蝿ᤈ衴ᑀ
03-3322101#6202

໘瑼૱ 2018ଙ觬獍ᐰ 3/18 (෭ ) 

10:00-14:00

໘瑼૱獌蒂獍䓿 ਮ疑Ԫ率ੴ翎ݳմ㴟ᑀ
03-4096682#1011

蛪ஞᵑ繸ᘏ肬禂᯿ୌ౮ຎଙ苉䨝 م) 3/24 )

10:00-14:00

໘瑼૱硰獮皞䁰
໘瑼૱໘瑼玟翻᪠ 1蒈

玈㵕ੴ蛪ᵑ疰禂ᑀ
03-3333814#506 ֜ੜথ

107ଙ໘瑼覇ଙ蝰羬ڜၚ㵕 覇ଙ獺碝獺禂㾴褬抷䃧

3/30 (Բ )  
09:00-16:00

苉臺瑼觵ମݘ
໘瑼૱Ӿ瓧玟࿆稗᪠ 398蒈

覇ଙԪ率ੴ
03-4225205#5009

໘覇ଙ苉䨝

م) 3/31 )  
16:00-20:00

覇ଙԏज़

م) 3/31 )  
16:00-20:00

ၚ㵕  碻樌 瑿讨 Ԇ旰 /ၜ扇襎扖

ၚ㵕揾懱��｜��Calendar         ��43          ��          ��

Ӿྋ獍瑼
໘瑼૱Ӿ瓧玟Ӿ聅᪠ 86蒈

覇ଙԪ率ੴ
03-4225205#7005



秚橕——໘瑼૱硰 1䰠࿆๐率Ӿஞ·໘瑼૱ݱ玟獍ಅ、䜛硰Ԫ率ಅ、瑿硰Ԫ率ಅ、蔫ኞಅ·໘瑼૱缏瑽䨗記ݱ獤記·໘瑼૱ܖ玟覇ଙၚ㵕Ӿஞ·໘瑼疻ᄍӾஞ、Ӿ

瓧萬蔩記  ӕ  碟๐Ӿஞ——໘瑼箛敋ᒊ碟蝿๐率Ӿஞ·Ӿ瓧箛敋ᒊ碟蝿๐率Ӿஞ·ṛ裡໘瑼敋ᒊ碟蝿๐率Ӿஞ  ӕ  Ի蝢ᒊ讨——㾴螇ջ௳ᒊ（蟂獤ᒊ讨）·ݣ裡ݣ玖ᒊ、໘瑼

ᒊ、Ӿ瓧ᒊ（现獊ݣᛔ䔶؊覎蟂獤ᒊ讨）  ӕ  ؋蛪Ӿஞ现襎ᴺ——World Gym（໘瑼ݱ獤ମ‧褖ମ獉褂捝）·禅褖؋蛪Ӿஞ（໘瑼ݱ獤ମ‧褖ମ獉褂捝）·จ䱋㾴褬उ  ӕ  萬硁讨——

抁ߝ䨗ମ（獊ݣ蟂獤獤ମ）·ᰂᎪ璤䨗ମ（໘瑼ݱ獤ମ）·蘊揔凟䨗ੴӾྋମ·᪠ฃ节߅珹（໘瑼蟂獤獤ମ）·CAMA߅珹（໘瑼蟂獤獤ମ）·OVEN COFFEE（໘瑼蟂獤獤ମ）·揔नᛔ

疑篑篰߅珹໘瑼獮ମ  ӕ  ٌਙ——MOS BURGER（໘瑼ݱ獤ମ‧褖ମ獉褂捝）·變吚玈（໘瑼ݱ獤ମ）·薪طૡ皜（໘瑼蟂獤薪طૡ皜）·疑禼ᐰ（໘瑼蟂獤獤ମ）·य़侨咳（໘瑼ݱ獤

ମ）·粬ێ（໘瑼蟂獤獤ମ）·碝طӣ᩼໘瑼ᒊ獮ମ、໘瑼य़磪ମ·SOGOӾ瓧ମ·ݣ舯搳ᇔӾஞ·Ӿ瓧य़搳ᇔӾஞ·苉窊ߝݷउ·Global Mall ໘瑼 A8·ᐰय़觵ମ（໘

瑼蟂獤獤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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