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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分析下面任何—篇—篇选文。评论其相关背景、读者对象、写作目的和文体风格特征等方面的意义。

第第1篇篇

图/文:程展纬

03//12//2017

星期天生活星期天生活

他们被迫成为社会上可以随便被牺牲的人他们被迫成为社会上可以随便被牺牲的人
【明报专讯】在女儿学校附近，有一个时常被挤
满了的垃圾桶，垃圾桶左右两边像门神般挂上两
张告示，是食物环境卫生署向市民警告不要把垃
圾弃置在垃圾桶旁，否则会被检控……然而告示
张贴后，乱放垃圾的情况一直没有改善，没人理
会警告。

一天早上，我看见垃圾桶如常挤满了垃圾，两旁更
有一些不应抛弃在街头垃圾桶旁的杂物，又刚巧
遇上清洁工来收拾这烂摊子，她是一个身形瘦削
六十多岁的老人家。她看到垃圾情况，吸一口气
然后惯常地默默清理，桶顶本来放烟头的位置混
杂了纸巾废纸胶袋，本来垃圾桶外壳已经不轻，

要把挤满了的垃圾桶外壳抽出来就更吃力了，抽
出后，过满的垃圾就到處散落地上，婆婆还要急
忙地扫回，免得吹到更大的范围。垃圾桶旁的发
泡胶板和胶盆虽然不太重，但俯拾时也要弯腰数
次，也占据了手推车上的不少空间，一两个桶就
满了一车，一些原本要自行送到垃圾站的废物，
又或是可再用的物资，我们就假手于这个六十多
岁的婆婆辛苦推回我们觉得遥远的垃圾站，婆婆
每天把我们贪方便而乱弃置的垃圾扫走，也默默
把这口气吞下习惯成日常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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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政府的外判制度里，这么辛苦的工作还会
是最低的工资？为什么还有很多垃圾站的设计
完全没想过一个劳工一天是如何生活？没有更衣
室、没有储物柜、没有干净吃饭的地方、没有适用
的保护工具？却只有任由外判剥削的制度,大量散
工以避供公积金1的方法聘用，走数2又常见，可用
莫须有的理由迫你走，清洁工的经验和知识不被
尊重，十年经验和新人一样工资……

星期五我参加了一个有关更新垃圾桶设计的工
作坊，我想最好的设计不单是一些单纯操作的考
虑，要改善垃圾的处理问题一定要有一种人对人
的关爱同理心的唤召，他们除去制服其实就是一
个我们为其设关爱座的老人，垃圾桶上或两旁的
警告标语不会阻吓到那些无感的市民，垃圾桶外
的世界还是会比桶内的空间更污秽……(那桶上
的标贴是我贴的。）

最近不少人在讨论什么低端高端3，我其实不想也
不懂这样为人分界，但我想所谓低端的最可怕处
境，不是穷，更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在这
不公制度上，每天被迫暴露于不安全与不安稳的
环境上生活，他们被迫成为社会上可以随便被牺
牲的人，为社会上的其他上端再上端再上上端的
错误承担所有累积下来的责任。

踏入十二月，社区的圣诞灯也亮了，但愿圣诞老人
快乐！

改编自香港《明报》副刊专栏2017年12月3日 

1 公积金：香港政府强制就业人口都须参加养老积金计划，雇主及雇员双方共同
供款，但许多不良雇主以散工形式聘用工人，便可不用帮雇员缴交基金

2 走数：香港用语，即不付该付的钱
3 低端高端：北京用语，“低端人口”指低收入、低学历、从事低端产业的人

群，用来对比“高端人口”

 – 请分析作者如何使用不同的语调去吸引和说服读者，并评论其效果。

 – 请评论作者如何结合文字和图像去表达其写作目的，并评论其效果。

Turn over / Tournez la page / Véase al do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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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z E+电辅车助力，潮州阿嬷环岛圆梦出发去！

母亲节刚过，便有一群妈咪们骑着Liv Aimez E+电
动辅助自行车环岛圆梦1去！自5/20起为期8天的“魅
Liv50环岛团”，全团成员12位，都是超过50岁的妈妈
阿嬷2级骑士，而这群骑士之所以不畏环岛路途，除
了圆梦的意志力之外，正是因为有了Liv Aimez E+电
动辅助自行车当座驹，才有勇气挑战每日约120公里
的路程。团员今天早上8点由Liv台北女性旗舰店启程
出发，预计以逆时针方式环岛一周，8天后再度回到
Liv台北店欢庆环岛成功。

昨夜的台北大雨滂沱，清晨五点左右乌云散去天气转晴，仿佛也在为这群魅Liv姊妹揭开环岛的
序幕。一早的Liv台北店热闹非凡，除了准备环岛的魅Liv3姊妹外，还有她们的家人们也纷纷现身
来为妈妈加油打气。

【魅Liv50，梦想骑行】活动邀请50岁的女性上网报名，就有
机会获得价值近4万元的8天7夜环岛活动名额，共抽出12名魅
Liv姊妹。台湾捷安特总经理郑秋菊表示：“现在50岁左右的女
性，前30为家庭年全力付出，或许放弃了不少的梦想，而现在
儿女大多数都长大外出求学工作，我们希望能邀请这群妈咪
们，一起找到生活的另一个新乐趣，共同体会自行车运动的好
处，更重要的是透过Liv让大家开心圆梦！”

其中号召力最强的，当属第一名的梁陈秋樱(大家都昵称潮州阿嬷)，潮州阿嬷女儿说：“我骑过
环岛，妈妈那时候就很想参加，后来家人也去骑环岛，妈妈又燃起一次想环岛的心愿，但大家都
担心她一个人骑车的安危。这次，因为有Liv举办这个活动，我马上帮妈妈报名，以前都是妈妈帮
大家圆梦，这次我们要来帮她一圆梦想！”潮州阿嬷虽然是全团年龄最大，但想圆梦的意志力，
让身旁的亲朋好友都十分感动，大力相挺！

很多女性总担心没体力而不愿意骑自行车，一大早特地来为这群姊妹加油打气的自行车新文化
基金会执行长刘丽珠也说道：“我自己也是阿嬷，但我已经规划好要骑Aimez E+去挑战嘉义知
名的骑车圣地梅山36弯，相信有了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助力，肯定顺利完骑。”最后更补充说道：
“这台车让中年女性的担心完全消失，有了这台车就可以海放4男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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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z E+电动辅助自行车是Liv今年3月才发表的秘密
武器，更是专为女生准备的健康礼物，骑上她将让环岛
完骑不是梦。电动自行车跟自行车一样是需要踩踏才能前
进，仍保有运动的本质，在兼具运动效果的同时，让旅程
不至于十分费力，将力气与精神保留在欣赏宝岛的美丽风
光以及在地美食。

特地从台中北上来加油打气的巨大集团行销长刘素娟也
表示：“我们要让全球的人们体验到自行车的乐趣，所以
创造了GIANT、创造了Liv，创造了这台Aimez E+，相信8天
环岛过后，大家肯定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预祝大家环岛成功，欢乐满满！”

感谢轮彦国际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1 环岛圆梦：台湾人普遍有想要完成环岛的梦想，近年来有几部电影皆以环岛圆
梦为主题

2 阿嬷: 台湾的闽南语一般称呼年长的婆婆为“阿嬷”
3 魅Liv: 中英文两字读起来与“魅力”同音
4 海放：使......落在后面 

– 请评论作者使用了怎样的手法去达到不同的写作目的。

– 请分析作者在本文中如何塑造女性形象，并评论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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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z E+电辅车助力，潮州阿嬷环岛圆梦出发去！

母亲节刚过，便有一群妈咪们骑着Liv Aimez E+电
动辅助自行车环岛圆梦1去！自5/20起为期8天的“魅
Liv50环岛团”，全团成员12位，都是超过50岁的妈妈
阿嬷2级骑士，而这群骑士之所以不畏环岛路途，除
了圆梦的意志力之外，正是因为有了Liv Aimez E+电
动辅助自行车当座驹，才有勇气挑战每日约120公里
的路程。团员今天早上8点由Liv台北女性旗舰店启程
出发，预计以逆时针方式环岛一周，8天后再度回到
Liv台北店欢庆环岛成功。

昨夜的台北大雨滂沱，清晨五点左右乌云散去天气转晴，仿佛也在为这群魅Liv姊妹揭开环岛的
序幕。一早的Liv台北店热闹非凡，除了准备环岛的魅Liv3姊妹外，还有她们的家人们也纷纷现身
来为妈妈加油打气。

【魅Liv50，梦想骑行】活动邀请50岁的女性上网报名，就有
机会获得价值近4万元的8天7夜环岛活动名额，共抽出12名魅
Liv姊妹。台湾捷安特总经理郑秋菊表示：“现在50岁左右的女
性，前30为家庭年全力付出，或许放弃了不少的梦想，而现在
儿女大多数都长大外出求学工作，我们希望能邀请这群妈咪
们，一起找到生活的另一个新乐趣，共同体会自行车运动的好
处，更重要的是透过Liv让大家开心圆梦！”

其中号召力最强的，当属第一名的梁陈秋樱(大家都昵称潮州阿嬷)，潮州阿嬷女儿说：“我骑过
环岛，妈妈那时候就很想参加，后来家人也去骑环岛，妈妈又燃起一次想环岛的心愿，但大家都
担心她一个人骑车的安危。这次，因为有Liv举办这个活动，我马上帮妈妈报名，以前都是妈妈帮
大家圆梦，这次我们要来帮她一圆梦想！”潮州阿嬷虽然是全团年龄最大，但想圆梦的意志力，
让身旁的亲朋好友都十分感动，大力相挺！

很多女性总担心没体力而不愿意骑自行车，一大早特地来为这群姊妹加油打气的自行车新文化
基金会执行长刘丽珠也说道：“我自己也是阿嬷，但我已经规划好要骑Aimez E+去挑战嘉义知
名的骑车圣地梅山36弯，相信有了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助力，肯定顺利完骑。”最后更补充说道：
“这台车让中年女性的担心完全消失，有了这台车就可以海放4男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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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分析下面任何一篇一篇選文。評論其相關背景、讀者對象、寫作目的和文體風格特徵等方面的意義。

第第1篇篇

圖／文：程展緯

03//12//2017

星期天生活星期天生活

他們被迫成為社會上可以隨便被犧牲的人他們被迫成為社會上可以隨便被犧牲的人
【明報專訊】在女兒學校附近，有一個時常被擠
滿了的垃圾桶，垃圾桶左右兩邊像門神般掛上兩
張告示，是食物環境衛生署向市民警告不要把垃
圾棄置在垃圾桶旁，否則會被檢控……然而告示
張貼後，亂放垃圾的情況一直沒有改善，沒人理
會警告。

一天早上，我看見垃圾桶如常擠滿了垃圾，兩旁更
有一些不應拋棄在街頭垃圾桶旁的雜物，又剛巧
遇上清潔工來收拾這爛攤子，她是一個身形瘦削
六十多歲的老人家。她看到垃圾情況，吸一口氣
然後慣常地默默清理，桶頂本來放煙頭的位置混
雜了紙巾廢紙膠袋，本來垃圾桶外殼已經不輕，

要把擠滿了的垃圾桶外殼抽出來就更吃力了，抽
出後，過滿的垃圾就到處散落地上，婆婆還要急
忙地掃回，免得吹到更大的範圍。垃圾桶旁的發
泡膠板和膠盆雖然不太重，但俯拾時也要彎腰數
次，也佔據了手推車上的不少空間，一兩個桶就
滿了一車，一些原本要自行送到垃圾站的廢物，
又或是可再用的物資，我們就假手於這個六十多
歲的婆婆辛苦推回我們覺得遙遠的垃圾站，婆婆
每天把我們貪方便而亂棄置的垃圾掃走，也默默
把這口氣吞下習慣成日常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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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政府的外判制度里，這麼辛苦的工作還會 
是最低的工資？為什麼還有很多垃圾站的設計
完全沒想過一個勞工一天是如何生活？沒有更衣
室、沒有儲物櫃、沒有乾淨吃飯的地方、沒有適用
的保護工具？卻只有任由外判剝削的制度,大量散
工以避供公積金1的方法聘用，走數2又常見，可用
莫須有的理由迫你走，清潔工的經驗和知識不被
尊重，十年經驗和新人一樣工資……

星期五我參加了一個有關更新垃圾桶設計的工
作坊，我想最好的設計不單是一些單純操作的考
慮，要改善垃圾的處理問題一定要有一種人對人
的關愛同理心的喚召，他們除去制服其實就是一
個我們為其設關愛座的老人，垃圾桶上或兩旁的
警告標語不會阻嚇到那些無感的市民, 垃圾桶外
的世界還是會比桶內的空間更污穢……(那桶上
的標貼是我貼的。）

最近不少人在討論什麼低端高端3，我其實不想也
不懂這樣為人分界，但我想所謂低端的最可怕處
境，不是窮，更不是他們沒有能力，而是他們在這
不公制度上，每天被迫暴露於不安全與不安穩的
環境上生活，他們被迫成為社會上可以隨便被犧
牲的人，為社會上的其他上端再上端再上上端的
錯誤承擔所有累積下來的責任。

踏入十二月，社區的聖誕燈也亮了，但願聖誕老人
快樂！

改編自香港《明報》副刊專欄2017年12月3日 

1 公積金：香港政府強制就業人口都須參加養老積金計劃，雇主及僱員雙方共同
供款，但許多不良雇主以散工形式聘用工人，便可不用幫僱員繳交基金

2 走數：香港用語，即不付該付的錢
3 低端高端：北京用語，「低端人口」指低收入、低學歷、從事低端產業的人

群，用來對比「高端人口」

 – 請分析作者如何使用不同的語調去吸引和說服讀者，並評論其效果。

 – 請評論作者如何結合文字和圖像去表達其寫作目的，並評論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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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z E+電輔車助力，潮州阿嬤環島圓夢出發去！

母親節剛過，便有一群媽咪們騎著Liv Aimez E+電
動輔助自行車環島圓夢1去！自5/20起為期8天的「魅
Liv50環島團」，全團成員12位，都是超過50歲的媽媽
阿嬤2級騎士，而這群騎士之所以不畏環島路途，除
了圓夢的意志力之外，正是因為有了Liv Aimez E+電
動輔助自行車當座駒，才有勇氣挑戰每日約120公里
的路程。團員今天早上8點由Liv台北女性旗艦店啓程
出發，預計以逆時針方式環島一周，8天後再度回到
Liv台北店歡慶環島成功。

昨夜的台北大雨滂沱，清晨五點左右烏雲散去天氣轉晴，彷彿也在為這群魅Liv姊妹揭開環島的
序幕。一早的Liv台北店熱鬧非凡，除了準備環島的魅Liv3姊妹外，還有她們的家人們也紛紛現身
來為媽媽加油打氣。

【魅Liv50，夢想騎行】活動邀請50歲的女性上網報名，就有
機會獲得價值近4萬元的8天7夜環島活動名額，共抽出12名魅
Liv姊妹。台灣捷安特總經理鄭秋菊表示：「現在50歲左右的女
性，前30為家庭年全力付出，或許放棄了不少的夢想，而現在
兒女大多數都長大外出求學工作，我們希望能邀請這群媽咪
們，一起找到生活的另一個新樂趣，共同體會自行車運動的好
處，更重要的是透過Liv讓大家開心圓夢！」

其中號召力最強的，當屬第一名的梁陳秋櫻(大家都暱稱潮州阿嬤)，潮州阿嬤女兒說：「我騎過
環島，媽媽那時候就很想參加，後來家人也去騎環島，媽媽又燃起一次想環島的心願，但大家都
擔心她一個人騎車的安危。這次，因為有Liv舉辦這個活動，我馬上幫媽媽報名，以前都是媽媽幫
大家圓夢，這次我們要來幫她一圓夢想！」潮州阿嬤雖然是全團年齡最大，但想圓夢的意志力，
讓身旁的親朋好友都十分感動，大力相挺！

很多女性總擔心沒體力而不願意騎自行車，一大早特地來為這群姊妹加油打氣的自行車新文化
基金會執行長劉麗珠也說道：「我自己也是阿嬤，但我已經規劃好要騎Aimez E+去挑戰嘉義知
名的騎車聖地梅山36彎，相信有了電動輔助自行車的助力，肯定順利完騎。」最後更補充說道：
「這台車讓中年女性的擔心完全消失，有了這台車就可以海放4男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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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z E+電動輔助自行車是Liv今年3月才發表的秘密
武器，更是專為女生準備的健康禮物，騎上她將讓環島
完騎不是夢。電動自行車跟自行車一樣是需要踩踏才能前
進，仍保有運動的本質，在兼具運動效果的同時，讓旅程
不至於十分費力，將力氣與精神保留在欣賞寶島的美麗風
光以及在地美食。

特地從台中北上來加油打氣的巨大集團行銷長劉素娟也
表示：「我們要讓全球的人們體驗到自行車的樂趣，所以
創造了GIANT、創造了Liv，創造了這台Aimez E+，相信8天
環島過後，大家肯定會有很不一樣的感受，預祝大家環島成功，歡樂滿滿！」

感謝輪彥國際有限公司授權出版

1 環島圓夢：台灣人普遍有想要完成環島的夢想，近年來有幾部電影皆以環島圓
夢為主題

2 阿嬤: 台灣的閩南語一般稱呼年長的婆婆為「阿嬤」
3 魅Liv: 中英文兩字讀起來與「魅力」同音
4 海放：使......落在後面

– 請評論作者使用了怎樣的手法去達到不同的寫作目的。

– 請分析作者在本文中如何塑造女性形象，並評論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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