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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霸都更！」「假都更，真搶劫！」「不賣！不拆！誓死捍衛家園！」

「都市計畫，黑箱作業！」「抗議破房子變古蹟！」

都更，是「都市更新」的簡稱，藉由整建老房子，讓都市機能更完善美好。

可是電視上的報導，卻經常出現抗議群眾和白布條。奇怪，「都市更新」聽

起來是好事，可以住新房子、享受新環境，為什麼會惹來民怨呢？是都更時機不

對？考量不周延？或執行手段太粗暴？都更究竟該怎麼做才算有智慧？一起來認

識經常上媒體的「都更」議題。

都更＝抗議+ 白布條？

都市更新  vs. 市地重劃
「都市更新」與「市地重劃」

都是都市發展的手段，目標是把城

市的使用空間再開發、再利用，改

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讓都

市的機能發揮得更好！

不過，兩者做法不同。都市更

新主要針對「建築物」，例如把老

房子整修、重建或維護更新。市地

重劃則以「土地」為主，將特定區

域的土地，包括凌亂破碎、難以利

用的土地重新規劃。

我
家要被都更了……怎麼辦？

鄰

居
知道我家不想都更，
都不跟我們說話了。

這棟市中心的房子屋況良好
，有
必要
拆掉
重蓋嗎？

一起
加入
吧，

長輩
年紀
大了，

新房子更安全方便！

謝謝你陪我一起長大
，

我會永遠記
得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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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五點鐘起床，先到報社摺報，再

挨家挨戶送報。一個月薪水1800元，敖幼

祥一半給媽媽，一半拿去學畫畫。

可是，爸爸還是反對。初中畢業後，

敖幼祥去讀了和自己志向完全不同的中國

海專漁撈科。「念了兩年，我還是想畫

畫，就自己辦退學，叛逆啊！」

敖幼祥還記得那天回家情景：「那時

媽媽正在炒菜。我告訴她：『媽媽，我退

學了。』她聽完，定在那兒。我接著說，

我已經報名復興美工，媽媽看著我：『你

自己決定了就好。』說完繼續炒菜。」

從動畫到漫畫

因為私自退學，學費得靠自己，敖幼

祥開始半工半讀。

他先到「中華卡通訓練班」當練習

生。那時動畫不是用電腦製作，而是一

張一張親手畫，兩三秒的畫面，要手畫   

六、七十張。敖幼祥每天努力畫，很快升

為正職，打下畫畫厚底子，但近視度數也

從450度暴增到800度！二十五歲時，他得

到一個試畫的機會，開啟漫畫創作之路。

「當時《民生報》想找臺灣漫畫家，

我沒有正式的漫畫經驗，就以小時候家裡

土狗當題材畫了四格漫畫。」

一頁漫畫說完一則故事，敖幼祥覺

得這種形式很有趣，也看到寬廣的無限世

界。一年後，《中國時報》邀稿，代表作

「烏龍院」誕生。

成名的代價

歡樂無限的「烏龍院」讓敖幼祥成為

知名漫畫家，各種合作邀約紛紛上門，連

電視臺都要拍真人版的「烏龍院」！

拿著筆，敖幼祥在白紙上用簡單線

條，勾勒了一位在角落的小男孩，小男孩

正在牆上畫著披了小披風的超人⋯⋯

「這是我小時候，一個弱小的孩子，

在角落想像自己的天地，想像自己

是超人。」敖幼祥一邊畫，一邊

笑說背後的意涵。

很難想像高壯的

敖幼祥，幼時

體弱多病，憑

著對畫畫的熱

愛，走出苦悶

的童年。

為了畫畫辦退學

「我小時候氣喘很嚴重，幾乎天天發

作，上學常請假。大家都在上課，家裡只

有我跟媽媽，我好悶，開始塗鴉。」

在那個政治戒嚴，只有黑白電

視、幾乎沒什麼娛樂和資源的年

代，敖幼祥在畫畫中找到了樂

趣，報紙、課本的空白處與作

業簿，都是他的畫布。

「我覺得自己畫得不錯，

想學畫，但爸爸不答應。」

敖幼祥沒放棄。初中時身

體漸漸好轉，他打工送報紙：

名 人 故 事 糖

畫漫畫，
如何自我精進？

       畫畫很主觀，每個人
對

故事的看法和視覺表
現有不

同喜好。我習慣看別
人的作

品來學習、比較。比
如電

影，我會畫出分鏡表
，研究

導演為什麼這樣安排
鏡頭、

他是怎麼把故事說得好
看。

  1980年代《超級狗皮皮》、《烏龍院》作品讓
   敖幼祥成為家喻戶曉的漫畫家。

除了在兩岸大受歡迎，2015年應法國「安古蘭
國際漫畫節」邀請，成為駐村漫畫家。目前除

了創作，還開著「烏龍院漫畫小巴」在花東教

偏鄉孩子畫漫畫。

撰文／吳寶娟    繪圖／九子       

圖片提供／烏龍院漫畫小巴、敖幼祥    

企編／賴佳慧    版面／夏綠蒂

敖幼祥

童年的敖幼祥身
體不好、常請病
假，為了解悶，
一邊畫畫，一邊
幻想著各種有趣
的故事。

想知道敖幼祥如何從一個點
子，發散聯想，最後完成這幅
作品嗎？請看：

漫畫
闖天涯

王大華攝

烏龍院漫畫小巴正在花東地區努力前進，想知道小巴
最近開到哪裡？請上「烏龍院漫畫小巴」臉書，上面
也有敖幼祥最新動態和作品！

畫畫的時候，腦袋動得比畫面

快，手跟不上腦。要做到手腦

一致，其實沒什麼訣竅，只有

不斷練習，才能熟能生巧。

漫畫是什麼？

動手畫出來、

說出故事，還要

創造別人意想不

到的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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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頭戴橘色帽子、身穿橘色上衣，

歡慶女王節（今年已改為國王節）。

愛

牆壁上有畫、木板上有畫⋯⋯，走在麗江古城，到處都看得到圖畫。麗江位在

中國雲南，這裡的居民以納西族人為主。我想，納西族一定是個熱愛畫畫的民

族，不然怎麼連老人家都常拿著筆在畫畫呢？但他們說：「這是字！」

是的，這真的是文字，叫做「東巴文」。

這種圖畫式的象形文字，已經流傳一千年。世

界上很多古老民族發明象形文字，但只有納西

族的文字至今還在使用。

於是，我在麗江古城展開一場尋字之旅。

高原上的東方水鄉

麗江是一個八百多年歷史的古城，城

裡有街道也有水道，船在水道裡前行，好

像義大利的威尼斯。不同的是，這裡位在

高原，充滿東方風情。古色古香的建築，

加上小橋流水，美到讓人聯想起古詩詞

描寫的畫面。「我究竟身在古代還是現

代⋯⋯」一時間，我竟有些錯亂。

「只要走到古城中心的四方街，絕對

不會迷路。」初來乍到，常迷路的我謹遵

地圖指示，在美麗的水鄉穿梭，尋找「四

方街」。還好，轉幾個彎就到了。四四方

方的廣場，周邊圍繞著老建築，散發歷史

風韻。古城以這裡為中心，道路向四方延

伸出去，四通八達，想迷路都很難。

廣場很寬敞，地理位置實在太好了，

傳說古代許多商人到此處做生意，商業活

動十分熱絡。現在，這裡依然人山人海，

除了黑頭髮、黃皮膚的亞洲人，還有不

少歐美來的遊客，有些看起來像是長期住

客呢！

我到四方街時已近黃昏，眼前的石板

路突然開始積水，水是流動的，而且很乾

淨。哈，原來是在「洗街」！居民利用地

勢的高低落差，將水閘門打開，讓水漫上

石板路，沖洗地面。聽說這並不是常能遇

到，能見識當地人自古以來的用水智慧，

我真幸運。

磚瓦屋、石板
路，充滿風韻
的麗江古城。

獨特的七星羊皮
　　走在麗江古城中，不時

會遇到穿著傳統服飾的納西

族人。納西族婦女的傳統服

裝很特別，她們會披著一件

「七星羊皮」，是用羊皮製

成的小披肩，並裝飾上七個

圓形布飾，象徵納西婦女日

夜不休、披星戴月的辛勞。

達志影像

達志影像達志影像

從高處俯瞰麗

江古城，層層

疊疊的屋瓦，

宛如封印在時

間洪流裡。

抱

商量

麗江小檔案

麗江位在中國雲南省北部，建於

南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

有城牆的古城。因為保留了古老

的建築以及納西族文化，1997年
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麗江自古便是通往「絲綢之路」

和「茶馬古道」的中繼站，兩條

路線都是經商之路，所以古城商

業繁榮。

麗江

雲南省

四川省

貴州省

緬甸
越南

《印象麗江》是張藝
謀執導的大型實境秀

，

露天表演場位在玉龍
雪山海拔3000公尺處，

以天地雪山的壯闊自
然為背景，由五百位

中

國少數民族演員展示
歌舞。

火

撰文／吳立萍　繪圖／蔡元婷　企編／劉芝吟　版面／黃淑雅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納西族婦女的傳統服飾，身穿寬袖布袍，羊皮披肩上有

七個圓形繡飾，代表北斗七星，象徵婦女的日夜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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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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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間，殺手出現──身長三尺的「奇

蝦」，一對複眼架在長柄末端，宛如雷達般

搜尋獵物。套用現代說法：「鯊魚來了，快

逃啊！」奇蝦身形巨大，就像現代海洋裡的

鯊魚──誰見了都怕。你看，大名鼎鼎的三

葉蟲立刻抛下到口的食物碎渣，左奔右閃逃

命去也。

這些古老生物的造型好酷呀，可惜現

在的海洋見不到了。牠們比恐龍早兩、三億

年現身，擁有難以破解的生命密碼，到現在

仍舊吸引許多生物學家投入研究。什麼密碼

呢？請來探索：寒武紀大爆發。

史無前例的生物大爆發

若把地球四十五億年的漫長時光濃縮成

一年，1月1日地球從宇宙登場。第一個生命

在3月25日誕生在海洋。之後的兩百多天，

科學家認定地球上很無聊，因為挖掘到的化

石數目和種類非常稀少，構造也很簡單。

例如，單細胞的藍綠菌。

沒想到，有趣的事發生了。古生物

學家在加拿大洛磯山脈的伯吉斯頁岩，

以及中國雲南澄江縣的帽天山，一下子

挖出各樣動物化石標本。這些標

本不但五花八門、結構複雜，

而且數量龐大，光是三葉蟲

就有二萬多件。彷彿安靜三

個季節的單調地球，瞬間繽

紛熱鬧起來！這是地球年曆的11月17日，大

約在五億多年前，寒武紀從此拉開序幕。大

批物種在短短兩千萬年間百花齊放的現象，

就稱作「寒武紀大爆發」。

推估當時景況，陸地一片荒涼，海水中

的氧氣卻變多了，所有動物和藻、菌一起在

海中生活。小個子不到 1公分，大塊頭長達

2公尺，牠們吃素、打獵或撿拾殘渣，組成

綿密的食物網。當化石專家以無比耐心完成

數萬件標本的分類命名後，震撼發現──活

在現代地球的所有動物，都能在這群奇模怪

樣的寒武紀前輩中找到祖先。不過，專家也

大傷腦筋：寒武紀動物群的祖先又在哪裡？

撰文／鄧小非    繪圖／林廉恩    企編／劉芝吟   版面／小鬥士

寒
武紀

穿越時空，來到五億四千萬年前，正是地球的「寒武

紀」，侏羅紀的恐龍還沒出現。猜猜看，當時的地球住了

哪些生物呢？

縱身躍入溫暖的海洋。看！曲線動人的「皮卡蟲」從

容划水而過；名字原意是風的「微瓦霞蟲」，正忙著吞吃

菌類；海綿在海床四處散落，有些單株獨立，有些盡情分

岔。咦，海綿上頭怎麼有一排長刺？那是「怪誕蟲」啦。

神奇寶貝
大爆發

聽起來又威又酷的「寒武」紀，是1835
年英國地質學家賽德維克取的拉丁文名字，

原意「威爾斯」，就是他發現大量寒武紀化

石的所在地。後來日本學者以音譯再轉成漢

字的寒武紀，我們也欣然沿用。

寒武紀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各家看法

不一。有人以三葉蟲的出現為界，有人認為

應該以帶殼化石的出現為準。綜合起來，大

約在距今五億四千萬年到六億年之間。

寒武紀之前還有埃迪卡拉紀，以

擁有目前已知最早出現的多細胞生

物為特色。緊接在寒武紀後面的則

是奧陶紀，以筆石和鸚鵡螺為海中

霸主。

為什麼稱作寒武紀

稱霸寒武紀的三葉蟲達志影像

達志/Shutterstock



我叫紅茶，現在一歲零兩個月。至

於我明明一身黑，為什麼偏偏叫紅茶，

據說是因為我的主人最愛喝的就是紅

茶。可是，主人，你不覺得咖啡跟我這

一身烏亮黑毛比較配嗎？

最近，主人更是愈來愈不懂我的心

了，她嫌我愛亂跑，我嫌她愛嘮叨，我

們的認知相差了好幾光年之遠。

看，主人又來嘮叨了！

「紅茶，下來！爬那麼高幹麼！」

這怎麼算高呢？跳上書櫃，只是小 case好不好？對我們貓

科動物來說，輕輕鬆鬆一蹬，就能跳到自己五倍高的地方，連助

跑都不用。

再說了，站得高看得遠呀，周圍有個什麼風吹草動，我才能

一清二楚、瞭如指掌。剛剛我就看到你又偷偷開冰箱，拿冰淇淋

吃了。

「紅茶，來，握個手！」

哼，我可是貓，貓都是很有主見、

很有個性的，怎麼可能你說握手就握

手，你說趴下就趴下。要知道，百獸之

王的獅子、森林之王的老虎，

還有速度之王的獵豹都是我的

親戚，我們貓科動物可是很∼

了不起的。

什麼？握一次手換一條小

魚乾？   ＯＫ，成交！

炸毛啦！

受到驚嚇或威脅的時

候，貓全身的毛會

瞬間根根豎起，猶如

一隻炸開毛的小獅王

般，以暴脹的體積和

氣勢恐嚇對方：「敢

過來，咬死你！」

貓咪不僅身手好，還很

聰明，跳上門把開門也

沒問題。

貓咪有飛簷走壁的本領。 

貓有九條命？

貓有沒有九條命很難說，但九死一

生逃離險境的好本領肯定是有的。

貓的平衡感和協調性天生超人一等，

所以我們看起來險之又險的地方，貓

卻能一臉淡定的如履平地，走走陽臺

邊，上屋頂蹓蹓彎根本不在話下。即使不

小心腳滑了，摔個四腳朝天，牠也能及時

把身體翻轉過來、調整好方位，來個漂亮

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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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喬望舒    企編／愛米粒    繪圖／李小逸    版面／小鬥士    圖片提供／達志／Shutterstock

有話要說
喵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