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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嘔吐的病症，最近的醫院要二小時船程，很多
村民無力就醫。去年村裡有六位小朋友突然生病過
世，推測跟長期飲用湖水有關。臭魚岸村民韓力說
，平常開船到三公里外取比較乾淨的湖水，但小孩
仍常生病。每到一個村落，兩位水專家帶領當地村
民安裝，見黃濁原水經超濾膜過濾後從水管流出清
水，村民高興地排隊拿容器盛裝，開心飲用。

6.63%

小時船程 淨水讓數萬人受惠

9688

就醫要

104

成

年新高

bottom out：慣用語，觸底、到達最低點。例句
：Industry players will continue to assess the timing of
the semiconductor market bottoming out.（業內人士將
繼續評估半導體市場觸底的時機。）

The 2019 downgrade was blamed
on shifts in world affairs, including the
trade war, Brexit and weak smartphone
demand.
2019年的預測下調，被歸咎於包括
In its previous report last autumn,

〔記者吳柏軒／台北報導〕大學指定科目考
試今登場，共有四萬九一一九名考 生報考，
再創歷年新低。但其中個別報名達八二九六
人，若再加補習重考班二千多人，估計今年
重考生可破一萬名，反而寫下七年新高紀錄
。補教界分析，越來越多重考生因興趣與先
前錄取科系不合，或考量未來求職，為求更
上一層樓，回頭重考拚更好的學校及科系。
八學年大學指考今起一連三天展開，
一 ○
大考中心統計，四萬九一一九名考生中，約
一萬名是重考生，包含個別報名者八二九六
人，與補習重考班集體報名約二千多人。該
一學年的一萬二二九二人後，
數字是繼一 ○
創七年新高，比例恐破二成、更是十四年來
新紀錄。

13.66%

楊蔚齡表示，柬埔寨人平均壽命是男六十歲、女
六十二．三歲，但洞里薩湖區村民平均壽命為男五
十 歲 、女 五 十 二 歲 ， 整 整 少 十 歲 ， 主 要 跟 長 期 飲 用
不潔的水有關。這項淨水計畫讓十幾個村獲乾淨的
飲用水，數萬人受惠，對疾病的預防效益，難以估
計。

8486

forecast：名詞，預報；動詞，預測。例句：
Shares in Britain's IQE plunged as much as 40% On
June 21st after the tech supplier warned its 2019 revenue
would miss forecasts.（英國科技廠IQE在示警其2019
年的營收恐不如預期後，6月21日股價暴跌40％。）

World Semiconductor Trade Statistics
had predicted 2.6% growth for 2019.
「世界半導體貿易統計組織」在去
年秋季發布的上一次報告中，曾預測
市場在2019年將成長2.6％。

The global market for semiconductors
will contract 12.1% to $412 billion this
year, an industry group forecast, amid
growing economic uncertainties from
such factors as the U.S.-China trade war.
根據一項產業預測，由於美中貿易
戰等發展中的經濟不確定因素，全球
半導體市場規模今年將萎縮12.1％，
降至4120億美元。

今年學測重考生比例達

6.59%

的入出境 紀錄，他說，一個月有
三星期在國外拜訪客戶，累積多
年疲憊，原有退休之意，一次機
緣到永平扶輪社演講水資源，透
過前社長王俐云介紹，識知風草
，特別飛一趟柬埔寨檢測當地地
下水，發現鹽度太高，不適合飲
用。他回台後找好友駱業勳研究
，決定採用不需電力、用重力方
式即可過濾的技術。

9715

湖區缺電 採重力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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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淨水系統一站又一站成功
啟用，他感動地說，動員人力、
物力，從台灣海運器材、物資，
再經陸運、船運到湖區村落，大
家齊心只想幫當地民眾引入乾淨
用水。
當地村民看到台灣團隊來，放下
工作協助安裝，用心學習保養方式
。一年前安裝淨水設備的彬賽瑪小
學，一年後檢視，水還是清淨，可
以想像村民很努力保養、清洗。
看到清淨的水源源不絕流出，
沈宏文想法改變，不想退休了。
﹁過去努力工作都為自己，這次
深深感受到幫助人，自己獲得更
多，我不退休了，想努力工作賺
更多錢，幫助更多貧困民眾，這
是人生新目標。﹂

14.46%

記者劉力仁∕專訪
將台灣淨水技術帶至柬埔寨，
沈宏文跟駱業勳兩位水專家，是
關鍵人物。
兩 人 十 五 年 前 因 工 作 結 識，沈
宏 文 是 留 美 環 境 化 學 博 士、活 性
碳 專 家，駱 業 勳 任 職 於 活 性 碳 回
收 公 司，後 來 自 行 創 業 做 淨 水 生
意，這次計畫，沈邀駱一起加入。
由於洞里薩湖區缺電，沈宏文
決定採重力過濾，並先捐兩套設
備試驗，去年五月到湖區的黑木
村及彬賽瑪小學安裝。
因應每個村子不同環境或困境
，兩人為每個村量身打造淨水設
備。在獅頭村，藉由台商旭威公
司捐贈的太陽能板蓄電，巧妙設
計一套在湖上、可隨水位浮動的
淨水系統。而每完成一站設置，
兩人一定率先喝下過濾後的乾淨
水，以行動告訴村民安心飲用。
六十一歲的駱業勳說，看到村
民主動幫忙，一心想要乾淨水，
讓他充滿使命感，在第一站安隆
達悟村，忍著紅火蟻叮咬雙腿的
痛楚架設設備，第一滴乾淨水流
出來瞬間，他當場哽咽，心想台
灣人真幸福、我們要珍惜。
在外商公司工作多年的沈宏文
，今年五十九歲，翻開護照滿滿

9553

今年大學學測重考生也有一萬三八七八人
，比例達十％、也創十二年新高紀錄。大學
招聯會研判與今年學測改選考，大學申請採
計可五科選四科的新制有關，以前考生重考
要準備學測五科，降為只要準備四科即可，
因此更多人回頭重考，要拚更理想校系。
指考重考創新高，台北市補教協會總幹事
張浩然分析，不少學生一開始抱持﹁有學校
念就好﹂的心態，但上大學後才發現科系與
興趣不合。近兩年更發現，有讀完大學四年
的人還回頭報名大學重考班，人數有增加趨
勢，詢問竟是因原先就讀科系畢業後工作不
好找，為了求職而重考念大學，此現象值得
重視。
補教老師劉駿豪則認為，重考生來自頂大
的可能性不低；學子自我要求高，也造成頂
尖熱門校系競爭今年將更加激烈，不過其他
中段班的也會想拚更好校系，畢竟近年大學
畢業生多，建議學子在大學科系選擇上，多
考量未來職涯發展。
教育部高教司長朱俊璋說，今年學測、指
考確實非應屆考生增加不少，考試分發的錄
取率可能較往年來得低，至於非應屆學生人
數增加的原因，會在今年各管道招生結束後
進行分析。
大學招聯會主任秘書戴念華則說，今年個
人申請採五選四制度，可能導致學測的重考
生增加，但指考重考生增加則待評估。另強
調近年大學要培育學子跨領域，如部分校系
的轉系門檻也下降，在清華大學也推跨領域
學院學程，熱門的電資學院就多人報名，不
用轉系也可念，不見得需要重考。

7.55%

安心喝水

下午 1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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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記者吳柏軒

資料來源：大考中心

〔 記 者 劉 力 仁 ／ 柬 埔 寨 報 導 〕湖 上
人家沒有乾淨水，陸上人家則面臨
缺水。知風草帶著台灣人的愛心，
過去三年多，協助當地人挖掘了一
百四十八口水井，分布於暹粒等四
個省十八個縣市，造福了超過十萬
村民。

102 11327

semiconductor：名詞，半導體。例句：Builders
of semiconductor-manufacturing equipment are also
affected.（半導體製造設備的承造廠也受到影響。）

全球半導體市場2019年預計萎縮12％

12

10.03%

108 13878

台灣社團愛心遍及柬國

這項計畫除了民眾支持之外，數
百位嚕啦啦假期活動服務員以點滴
匯成江海方式，一口捐完再捐一口
，在柬埔寨遍地開花。
嚕啦啦成員林夢萍說，柬埔寨很
多地方沒有乾淨的水喝，讓用水便
利的台灣人很難想像。嚕啦啦長期
支持知風草在柬埔寨的服務工作，
當知道有挖井的需要，嚕啦啦以﹁
期﹂為單位，風起雲湧響應，嚕啦
啦的朋友也跟著捐井。到五月底為
止，嚕啦啦捐了三十五口井，嚕友
捐了二十口。
今年三月，十九歲男大生陳品安
在苗栗騎機車撞上違規臨停拖板車
送醫不治，陳父為嚕啦啦成員，便
以陳品安之名捐贈知風草偏鄉挖井
計畫，讓愛無遠弗屆。

16.19%

A11

洞里薩湖水上人家

2

知風草秘書長楊蔚齡表示，多年
來在柬埔寨偏鄉服務，眼見許多村
莊土地貧瘠，無灌溉系統，作物歉
收，學校建物老舊，缺乏水資源，
廁所髒亂；偏鄉寺廟，只有幾個大
水缸於雨季時儲存雨水，村民到寺
廟祭拜時，直接飲用生水，衍生疾
病問題，促使她發願協助民眾挖掘
水井，改善生活。

12292

〔記者劉力仁／柬埔寨報導︺大愛無國界，台灣卓
污濁湖水濾出潔淨清水 申請國際補助
越淨水技術，解決柬埔寨貧困人家無乾淨水源問題
當設備安裝完成，抽取污濁湖水灌入水塔後透過
，淨水一滴、續人一命。
柬埔寨洞里薩湖村民生活貧困，世世代代以湖維 超濾膜流洩而出潔淨清水，沈宏文檢測發現，原本
生，糞尿及洗衣等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湖中，村民再 高濃度的大腸桿菌及總生菌數菌落幾乎都歸零，這
從湖中取水飲用，嚴重威脅健康，從布袋蓮多到阻 件事可行。有此經驗，台北永平扶輪社、柬埔寨金
邊 首 都扶 輪 社 與 知 風 草 文 教 協 會 組 成 團 隊 向 國 際 扶
塞河道，可看出水質惡劣。
輪基金會申請﹁全球獎助計畫﹂成功，獲同意補助
去年建置超濾膜濾水設備 測試 年
經費安裝十六套淨水設備。
六月份記者跟隨團隊深入湖區安裝淨水設備，從
暹粒省布縣渡船頭搭乘小船深入安隆達悟村、獅頭
村、臭魚岸村、克旺村，最遠搭船四小時抵達黑木
村，歷經船隻故障、擱淺等狀況，相當危險且辛苦
。
獅頭村有八百戶湖上人家、三千六百多位村民，
村長班力說，村民常感染霍亂，也常發生腹瀉、發

紅藍黃黑

9.05%

貿易戰、英國脫歐、智慧型手機需求 機存取記憶體（DRAM）的批量價
格，幾乎比2018年10月下跌近3成，
疲弱等世界情勢的變動。
NAND型快閃記憶體的價格半年來也
Memory sales, which account for 下跌約3成。
roughly 30% of the semiconductor
The market "will bottom out in
market, are seen tumbling 30.6% to
$109.5 billion in 2019. Large-lot prices the second half of 2019," said Akira
of standard DRAMs are almost 30% Minamikawa, a principal analyst at IHS
lower than in October, and prices of Markit.
半導體市場「將在2019年下半年觸
NAND ﬂash memory have fallen about
30% in half a year.
底，」（國際研調機構）IHS Markit
記憶體銷售約佔半導體市場的3成 首席分析師艾齊拉．米納米卡瓦表示
，其2019年的市場規模預估縮減30.6 。
％，降至1095億美元。標準型動態隨

Global semiconductor market to shrink 12% in 2019

1

8296(個別報名)+
補教集體報名人
待統計
數待公佈(估計逾
2000人)

4萬多名就有萬人是重考生 興趣不合或拚更好校系
101 13995

1

柬埔寨是佛教國家，大和尚為此貧困國度民眾的
心靈導師，也嘗試解決民眾生活困境。洞里薩湖大
和尚潤萬順向知風草文教協會秘書長楊蔚齡反映此
事，楊透過北市永平扶輪社前社長王俐云引薦，獲
沈宏文及駱業勳兩位水專家協助，去年五月前往洞
里薩湖區黑木村及彬賽瑪小學建置﹁超濾膜濾水設
備﹂，實驗性地測試一年。

生活新聞

左、下圖︰工作團隊於獅頭村安裝世界首套太陽能水下濾水系統。

A11

歷年學測、指考非應屆（重考）考生人數及佔比

安裝系統

第一滴乾淨水流出來 2專家哽咽
克難關打造設備

3年鑿148口井 造福10萬人

上圖︰將台灣淨水技術帶至柬埔寨，沈宏文（
右）跟駱業勳（左）是關鍵人物。（記者劉
力仁攝）下圖︰超濾膜濾水系統能將汙濁的
湖水過濾成乾淨水。
（記者羅沛德攝）
文：記者劉力仁

專家濾水
水下濾水

柬埔寨洞里薩湖橫跨暹粒、馬德望、菩薩、磅清揚等
份，每年枯水季節，湖水經洞里薩河流入湄公河，補充了
湄公河水量的不足，當6至11月雨季來臨，湄公河暴漲，洶
湧的河水又倒灌入湖中。乾季時，洞里薩湖流域面積約
2700平方公里，雨季時增加到約10360平方公里，接近3
分之1台灣面積，為東南亞最大的淡水湖。
湖上有20多個漁村，貧困的村民將竹筏綁起浮在水面
上蓋屋居住，不僅缺
暹粒
乏電 力，且由於 生 活
污水、大小便、廚餘，
洞
馬德望
磅清揚
直接 排入湖中，湖水
里
薩
混濁不潔卻直接飲用
湖
，導 致 感染 疾 病，水
質急需改善。
菩薩

洞里薩湖沿岸村民以湖維生 水質惡劣 常生惡病
優養化導致部分河面長滿布袋蓮，嚴重堵塞河道，船隻
只能勉強在狹小的水道中緩慢前進。（記者羅沛德攝）

指考重考比例大增 創7年新高
指考
學測
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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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隊

台灣 前進柬國 讓貧家喝淨水

◎劉宜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