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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單車入台亂停惹爭議
當局缺乏統一管理 業者不滿罰款拖車

兩岸學子福建比拚文創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共享單車發展迅速，

不僅在大陸遭遇停放管理難題，近期在台灣也出現類似情

況。新加坡共享單車oBike進入台灣市場後，由於缺乏規

管，也出現投放、停放混亂的現象，在人力密集區造成管理

問題。但是由於台灣當局目前缺乏統一的管理規定，各縣市

根據各自情況進行管理，引發與經營業者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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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單車oBike近期蔚然成風，
除了搶食單車租賃大餅外，民

眾也多了另一種騎乘選擇，但也因
為「隨借隨還」的特點，造成管理
難題。在新北市，官方使出鐵腕，
從本月7日起陸續公告23個區劃的
電單車停車格禁停共享單車，並拖
吊逾千輛違規停放的共享單車。

新北：禁佔電單車停車格
新北市長朱立倫昨日出席活動時
表示，對oBike等綠色運輸，只要
是分享型或低碳型的都歡迎，但必
須在法律規範內，佔用電單車停車
格，或使用公共資源營利，這是民
眾沒有辦法接受的。他說，新北市
在短短3年內，已有超過1萬輛以上
的公共單車，是全台灣公共單車最
多的，且前半小時是免費的。
對於違規的車輛，朱立倫說，
「依法執行，必須是嚴格的執法，
因為必須符合大眾的權益，不單是
業者的權益」。
對於新北「強行拖吊」的舉動，

oBike在台代理公司奧致網絡也不願
讓步，昨日發出聲明稱，投放區域
均合法，是新北市政府以違法公告
強行將合法投放變成違規，營造大
量違規假象，將依法提起訴願。

花蓮：可停機慢車停車格
從5月起有oBike進駐的花蓮縣，

也陸續開出多張罰單，並打算修法
管理。花蓮縣警察局交通隊隊長黃
增樟表示，民眾應將單車停放於機
慢車停車格中，未依規定停放車

輛，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處以
新台幣300元至600元罰鍰，自6月
初起已開出近20張罰單。
花蓮縣觀光旅遊處代理處長彭偉

族表示，針對違停亂象仍以裁罰為
主，縣府正積極蒐集各縣市的管理
辦法作為參考。

台北：將公告禁停區域
台北市儘管暫時還沒有對共享單

車祭出罰則，允許oBike可停放在
電單車停車格，但官方也提出，若
業者投放單車過於集中，會通知處
理。台北市長柯文哲說，共享經濟
是世界潮流，擋也擋不住，要管理
而不是禁止，oBike若停在電單車停
車格，不會處罰，之後會公告禁停
單車的區域，在禁停處停放就拖
吊。他也提出，共享單車應視為公
共運輸一部分，需要的是管理，會
盡快訂定一個管理辦法。不過台北
市轄區內的鄉里長並不滿意，大安
區昌隆里長王志剛對此表達不滿，
揚言要把里內違停oBike，全部載到
台北市政府，交給交通局處理。

宜蘭：擬加畫專用停車格
宜蘭縣則暫時採取將1/3的電單

車停車格給oBike；若空間足夠，縣
府考慮再加畫 oBike 停車格，若
oBike亂放，一律拖吊。宜蘭縣代縣
長吳澤成認為，oBike業者若是很有
秩序、有規矩自行管理，基於便民
立場這是好事，縣府不會刻意阻
擾，但必須要維持整體交通環境管
理及秩序。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
道，新北市日前拖吊近千台oBike，台
灣臉書社團「爆料公社」更貼出板橋
華江拖吊場排列oBike的照片。有網
友直喊痛快，認為台北市也要跟進，
不要再犧牲民眾停機車的權力，並表
示業者不肯規範使用者，就是要實行
拖吊；對oBike要訴願，網友毫不領
情，直批「現在社會就是臉皮厚，就
無敵了嗎」？
不只「爆料公社」網友討論，

oBike Taiwan臉書也湧入大量負面批
評，「反正看到就檢舉」、「全世界

都是你的停車場嗎」、「像瘟疫一樣
的東西」，有人則批評廠商為營利，
竟把外部成本丟給全民承擔；還有網
友要求oBike「滾出台灣」！直罵廠商
用公有地做私有營利很可惡。
不過也有人認為，法規中並沒有

「租賃單車」一詞，不能停機車停車
格要停哪裡？應該要先規劃好單車停
車位。有網友則說，oBike是營利使用
跟公共空間衝突，但高使用率代表大
家願意用腳踏車，應該要反思，這種
限制手段跟綠色運輸推廣是否有衝
突、政策對單車族是否友善等問題。

在 今 年
舉辦的第
九屆海峽
論壇上，
台灣少數
民族民意

代表高金素梅說，「兩岸一家親，絕對不
是任何人可以阻隔的。雖然最近兩岸吹起
『冷風』，但兩岸互助、心手相牽不可或
缺，相信來自兩岸人民心中的『暖流』，
最終可以化解當前兩岸關係中的『冷
風』。」
2009年8月，台灣少數民族「還我祖靈

代表團」赴東京參加「祈禱世界和平·中
國在日殉難勞工慰靈法會」。「日本侵華
戰爭期間，有4萬餘中國人，被強擄到日

本135個工廠強制勞動，有6,830人被殘
酷虐待而慘死異鄉。我們陪同100多位大
陸華北來的倖存者或遺孀，在東京塔下的
會場，按習俗擺放6,830雙新鞋，祈願殉
難者一路走好。」高金素梅說。
翌日，高金素梅帶領「還我祖靈隊」突
然進入靖國神社正殿前，展開「討回祖
靈」行動。此舉寫下華人團體首次直接進
入靖國神社內請願抗議的歷史一頁。「我
們以我們自己的方式將禁錮在那裡的祖靈
迎回台灣。兩岸交流這麼多年，當時兩岸
同胞互相支持的場面最具意義，我感受非
常深刻。」她說。

資助汶川孤兒 十年從未間斷
2008年，台灣的民俗文化團隊參加了北

京奧運會開幕演出。高金素梅說，在鳥巢
綵排的半個月期間，我們與來自各地的文
化表演團隊毫無拘束地交流。那種感覺就
像是大家庭的每個成員，競相展現民族特
色，就如我們演出的主題「我們是一家
人」一樣。
北京奧運會演出後，高金素梅即刻飛往

汶川羌族地區探視受災群眾。「我們認養
了20位災區孤兒，每年從台灣募集學費、
文具、體育用品，送到孩子們手中，十年
從未間斷。」高金素梅說，兩岸民眾是命
運共同體，承擔着共同的歷史責任，兩岸
互助、心手相連很重要。從汶川地震到莫
拉克風災，她深深感受到兩岸民眾在災難
中體現出的互助精神，及血濃於水的親
情。■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

巴拉圭共和國總
統卡提斯（Horacio
Cartes）昨日率團

赴台，為期3天。台灣的安全部門提升保安
級別至「準反恐」水平，但是台灣輿論驚訝
警方的反恐對象，是那些表達對蔡政府推動
的年金改革不滿情緒的軍公教人員。
除了將歡迎儀式從往常的中正紀念堂移

到「總統府」前廣場舉行，警方還封閉了鄰
近的「二二八」紀念公園，並解釋說是為了
「淨化環境」。但是台灣的網友則解讀為
「應該就是有重要賓客要來，為防止軍公教
三合一恐怖分子聚集公園進行搗蛋破壞」。
在6月巴拿馬宣佈與台灣「斷交」後，台

灣迄今只剩下20個「邦交國」。因此，台
灣方面對待此次巴拉圭總統來訪十分慎重，
為突顯隆重，蔡英文還打破慣例，公開訪問
行程。巴拉圭是台灣目前在南美洲的唯一
「邦交國」。現任巴拉圭總統卡提斯自
2013年上任以來，已是第3度訪台。
但是今年3月31日，巴拉圭參議院通過

憲法修正案，試圖取消從1992年起，為了
避免獨裁政權的發生，規定總統任期為5

年，並不得連任的規定。而現任總統，也就
是此次到訪台灣的總統卡提斯的任期即將在
2018年屆滿，為了方便參選下一屆總統，
試圖打破這項規定，允許他競逐連任，過程
當中引發巴拉圭民眾示威，怒砸國會大廈、
甚至放火，當時台灣媒體報道說，這個國會
大廈是「台灣捐了2,000萬美元蓋的」，而
且125名國會議員所使用的筆記本電腦也都
是「台灣捐贈的」。

不過，據台灣媒體報道，早在2008年，
當時巴拉圭總統魯戈（Fernando Lugo）
曾數度表示要與大陸建交，與台灣「邦交」
關係一度告危。

今年年初台灣再次政黨輪替後，對外事
務人士曾示警，指巴拿馬與巴拉圭皆有意與
大陸建交，尤其是在巴拿馬與台灣「斷交」
後，如何鞏固與巴拉圭的關係就成了台當局
對外事務的重中之重。
國民黨「立委」許毓仁在台灣與巴拿馬

「斷交」時表示，兩岸關係已經不是蔡英文
所說的「維持現狀」，而是進入實質「外
交」戰，更令人擔心會有後續的骨牌效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
道）來自台灣屏東大學、中國科技大學、
台北商業大學、雲林科技大學等兩岸13
所高校學生組成的21支團隊，10日在福
建泉州安溪，共同啟動2017年海峽兩岸
青年人才文創設計邀請賽和海峽兩岸大學
生茶文創設計大賽。
台灣「中國科技大學」規劃與設計學院

專任助理教授黃榮順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專訪時表示，曾經台灣文創業確實引領大
陸，但大陸發展速度非常快。「當前台灣
業界接的很多都是大陸方面的案子。我
想，這不僅是對業界，對學界也會產生深
刻影響。」黃榮順說，「台灣文創，即使
市場做到飽和也才輻射2,400萬人，但大
陸是14億的人口和市場。不同的市場規
模，對文創的思維思考是完全不同的。」
黃順榮期待能夠舉辦更多兩岸青年人交

流活動，「兩岸交流30年，也要讓台灣
年輕人看看大陸現在發展到什麼樣的程
度，透過與大陸各地學子的交流，對台灣
年輕人將有很大的幫助。」
泉州安溪作為大陸著名的茶產地，茶文

化底蘊深厚。台灣醒吾科技大學學生蔡佳
佳說，雖然此前在學校有從事包裝設計方
面的實踐，但是真正深入到產區產地做設
計，覺得很酷也很新奇，相信自己能在全
新而又最接地氣的環境中迸發靈感。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少子

化問題拉警報，根據台灣婦產科醫學會
統計，今年1至5月台灣出生人數大
減，比去年少了1,000人至2,000人，
若趨勢持續，今年新生兒人數恐跌破
20萬大關，呼籲政府提對策。
台灣婦產科醫學會秘書長黃閔照昨

日表示，近來陸續接到許多婦產科醫師
反映，今年新生兒明顯減少，除3月有
1萬8,000名以外，其餘各月均約1萬
5,000名，相較去年同期少了1,000人至
2,000人，「掉得蠻嚴重」。
他指出，全台新生兒人數2010年達

到最低點，僅約16.6萬人，2011年回
升到19.6萬人，2012年則是受到「龍
年」效應提高到22.9萬人，但隔年又
降回到19.9萬人。
黃閔照說，2014年至2016年新生兒
人數雖都維持在20萬人以上，但下降
趨勢明顯，依此趨勢預估，今年總出生
人數恐怕跌破20萬人，只剩約18萬
人，達到十年來第二低。

黃閔照強調，理想生育率要有2.1
人，人口才能維持「平盤」，但現在連
1人都保不住，以鄰近的日本為例，過
去努力20年才好不容易回到1.4人，呼
籲政府應加快腳步。
前「衛福部長」、少子化辦公室召

集人林奏延指出，少子化問題真的很嚴
重，必須仰賴「行政院」整合跨部會資
源，從改善公共託育託嬰政策、提高年
輕人薪資以及社會住宅結合少子化等三
大方向着手，讓民眾養得起、敢生，才
有望搶救生育率。

網友臉書嗆：「全世界都是你的停車場嗎」

高金素梅：兩岸人心「暖流」融化「冷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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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金素梅說，兩岸民眾承擔着共同的歷史責
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

台少子化響警報
今年新生兒恐跌破20萬

留住「友邦」不容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台北故
宮博物院昨日表示，將首次免費釋出典藏
文物的圖像供商業使用。此次開放典藏的
文物圖像，包括三寶翠玉白菜、肉形石及
毛公鼎等圖像可供下載，還有王羲之的快
雪時晴帖、懷素的自敘帖、蓮花溫碗等。
這是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一大突破性舉措。
昨日起台北故宮Open Data專區「文物

查詢下載」及「精選圖像下載」中的圖
像，無須申請，不限用途，不需付費，大
眾可直接下載使用。「文物查詢下載」中
書畫類及器物類多達70,000張圖檔可供下
載；「精選圖像下載」中則有1,640張圖
檔可供下載，且每季將增加500張。

台北故宮博物院
首開放文物圖像免費下載

■■台北市發現台北市發現oBikeoBike佔用機佔用機
車停車位現象車停車位現象。。 中央社中央社

■新北市
嚴禁oBike
停放在機
車格內。

中央社

■台灣今年新生兒人數恐跌破20萬。
圖為一台灣醫院新生兒室。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