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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會 2018 年 7 月份財務報表 
 

現金帳 
項目 摘要 收入 支出 結餘 

上月結餘 
哥幣 1,498,550.00  
美金 $43.00  

2018/7/17 林煒翔 會費 30,000.00      
2018/7/18 鄉訊   32,000.00    
2018/7/19 易遊 2018-08 至 2019-07 300,000.00      
2018/7/19 皇朝 2018-07 5,000.00      
2018/7/19 恩平 2018-08 至 2019-07 80,000.00      
2018/7/20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8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8/7/20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583,000.00  205,000.00  378,000.00  

   
本月哥幣合計 1,876,550.00  

   
本月美金結餘 $43.00  

     定存帳 
日期 摘要 金額 利息 

2018/6/18 #535 銀行定存 從 2018-06-18 至 2019-06-18 (CRC) 440,000.00  30,76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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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動態 
2018-08-05 本次台灣協會已經改為每兩個月開一次理監事會議，所以 8 月份沒有招開會議。 
 
2018-08-15 自從上個月開始正式啟動網路鄉訊後，協會網路的流量已成長 120 倍了。 
 

 
 

恭賀 婦女會 
陳會長招枝女士 

~連選連任~ 
 

繼續為婦女會奉獻與服務，大家都繼續支持您的。 
 

 

 

 

 

 

 

 

 

 

~ 其他事項 ~ 
台灣協會正式啟動新的網站已一個月了，如果沒加入或是沒在用 Line群組的人，您也可以

直接上網到本網站下載最新的鄉訊之數位版本(也有部分舊版本可供下載)。 
 
 

*******這次又有行動領務了，請大家注意第九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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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領務消息 
 

 

南非北開普省首府慶伯利市（Kimberley）地區發生民眾示威抗議遊行，
引起動亂，外交部調升其旅遊警示燈號為「橙色」。 

發布日期：107-07-20 發布單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提醒國人注意自身安全，如非必要暫緩赴該區旅遊 

2. 南非北開普省首府「慶伯利市」（Kimberley）地區民眾反對提高電價舉行示威遊行，並自 2018 年 7
月間引起動亂，部分地區已有多家店舖遭搶劫。外交部調升其旅遊警示燈號為「橙色」，提醒國人

應隨時提高警覺，外出避開示威遊行集結地區，以策安全，如非必要暫緩赴該區旅遊。 
2. 國人在該地區倘遇急難需要協助，可即撥打我駐開普敦辦事處緊急聯絡電話（+27）605 821 899，或

請國內親友撥打「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電話：0800-085-095，以獲得必要協助。 

奈及利亞 2019 年 2 月大選逼近，奈國中北部各州之殺戮危機恐將因政
治紛爭而更加嚴重，建議國人赴奈盡量避免至上述中北部各州，以策

安全 
發布日期：107-07-18 發布單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1. 奈國 Benue、Nasarawa、Kaduna、Taraba、Zamfara、Kogi 及 Plateau 等中北部各州所屬村莊自 2016 年

以來即因農民與牧民爭奪水源及農地紛爭，而飽受 Fulani 遊牧武裝民兵殺戮摧殘，目前已近 3,000 人

慘遭殺害，絕大部分受害民眾多為信奉基督教之各族農民，致使奈國境內之宗教種族對立衝突日益

升高。隨著奈國 2019 年 2 月大選逼近，奈國政局消長變化，中北部各州之殺戮恐將因政治紛爭而更

加嚴重，建議國人赴奈盡量避免至上揭各州，並應遠離各該州之鄉下地區，以策安全。 

2. 國人在奈國期間，倘遇緊急情況，請即撥打我駐奈及利亞代表處緊急聯絡電話+234-8065604004(奈國

境內直撥：08065604004)，或請國內親友撥打「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電話：0800-085-095，以獲得

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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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館將於 2018 年 9 月 1 日及 2 日 

赴哥斯大黎加辦理「行動領務」服務 

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館訂於 2018 年 9 月 1 日（週六）至 2 日（週日）派員赴哥斯大黎
加辦理包括申請護照、文件證明及領務諮詢等相關事宜，以服務旅哥國人。本次行動領務計
畫如下： 

時間： 2018 年 9 月 1 日（週六） 08:00 AM – 12:00 PM ; 

                               13:30 PM – 17:30 PM 

2018 年 9 月 2 日（週日） 08:00 AM – 12:00 PM ; 

                               13:30 PM – 17:30 PM 

地點：KC Hotel San José 商務中心（Business Center） 

地址：Sabana Sur, Calle Moreno, San José。 

電話：（506）2519-4100 

常見項目費用： 

1. 海外新生兒首次申請護照：31 美元 

2. 換發護照：45 美元 

3. 文件驗證、授權書：15 美元 

4. 臨人字入出國許可證：免費 

5. 哥國護照赴臺停留簽證：單次 50 美元、多次 100 美元 

 
注意事項： 

1. 行動領務現場僅辦理收件服務，無法提供當場取件服務。 
2. 申辦各項文件前，請先詳閱領務局網站相關規定並下載相關表格，同時備妥所有應繳之影本文件（現

場無影印服務），以免因文件不全影響申辦時間。 
3. 規費請以足額美元現金繳納，現場恕難找零，亦不接受哥國 Colón 幣，敬請配合。 
4. 請申請人事先備妥已填寫收、寄件資料之 DHL 快遞寄送單（範本如下面的附件 2），於現場一併繳

交，以便案件辦妥後寄還。 
5. 有關本次行動領務服務若有任何疑問，請於上班時間致電本館：（503）2263-1330，或來信本館領

務專用電子信箱： 
6. oficinaconsularslv@gmail.com.詢問。 

mailto:oficinaconsularslv@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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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薩爾瓦多大使館 通訊領務作業辦法 
（僅適用哥斯大黎加地區） 

更新日期:106 年 2 月 13 日 

1.  預審作業 ：  

請先詳細閱讀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相關領務申辦案件說明及規定 (申辦文件證明者， 亦 

請 先 詳 細 閱 讀本 館 辦理旅 居 哥 斯 大 黎加 國 人 文 件 證 明 作 業 規定 )

後，將 詳細填寫之 申 請 表 及 應 備 文 件 掃 描 為 電 子 圖 檔 傳 送 至 本 館 預 

審 信 箱 oficinaconsularslv@gmail.com，文件短少或缺失應辦程序，本館將通知補件。 

 

2.  通知繳款 ： 

倘文件完備，本館將通知應繳規費金額，請勿溢繳或短付。 

請至哥斯大黎加 Davivienda 銀行各分行，申請國際匯款（Giro Internacional）支 票（如

附件 1），支票抬頭為本館 Davivienda 帳戶， 

戶名：EMBAJADA DE LA REPUBLICA DE CHINA TAIWAN 

帳號：002060007509。 

本館僅收受自 Davivienda 辦理之國際匯款，由其他銀行匯款者，歉難受理。 

 

3. 寄件辦理 ： 

請將匯款支票併申請表及應備文件以 DHL 快遞方式寄送至本 館，並請先向 DHL 快遞公司

辦理預約回郵快遞，併回郵寄送單（如附件 2）一起寄送。 

 

收件人：Embajada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Taiwán)-Oficina de Asuntos Consulares 

地址：Av. La Capilla 716, Col. San benito, San Salvador, El Salvador, C.A.  

本館收件後查核銀行對帳資料，確認相關款項匯抵本館帳戶後開始辦理。 本館發件時將通

知快遞公司來館取件，寄還申辦人。 

 

 注意事項：  

 

1.  申辦文件證明案件以收件後 3 個工作天為原則。 

2. 倘發生應備文件（如匯款支票）短缺、繳費問題（溢繳、短付或匯款未抵 本館帳戶）、

未預付回郵快遞費等情形，將延遲工作日程，為避免影響個 人權益，請確實依本辦法申辦。 

3.  倘申辦人擬親來本館辦理，亦請參考「預審作業」，避免缺件或來回奔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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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哥斯大黎加 Davivienda 銀行國際匯款（Giro Internacional）支票格式。 

 

 

 

 

 

 

 

 

 

 

 

 

 

 

 

 

 

 

 

 

 

附件 2: DHL 快遞公司回郵快遞寄送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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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薩爾瓦多大使館辦理文件證明作業規定（哥斯大黎加部分） 

 

更新日期:106 年 8 月 7 日 

 

請逐項據實詳細填寫「文件證明申請表」（請參考外交領事事務 局網站>文件證明>下載專

區），所填寫內容倘有不實，將可能觸 犯中華民國刑法之偽造文書罪。 

 

二、身分審查 

（一）本人申請：請繳驗現行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 分證、護照等）正本及副（影）

本 1 份，正本驗後返還。 

（二）代理人申請： 

1. 申請人需先繕寫委託書並經民間公證人或法院，以及外 交部複驗後，本館始能受理，以

避免偽造情況發生。 

2. 將驗妥之委託書正本、申請人之中華民國身分證明（如 護照影本資料頁）及擬驗證文件

致交代理人。 

3. 代理人攜帶身分證件正、影本，以及上揭文件，至本館 辦理驗證。 

4. 由代理人親簽申請表格，並繳驗申請人及代理人身分證 

明文件正本及副（影）本各 1 份，正本驗畢後即歸還。 

 

三、文件證明 

（一）請詳實瞭解各國內外要證機關需要，自行決定申請人應 繳驗之文件種類，向本館申

辦文件證明。倘申辦證明之 文件不符各國內外要證機關需要，致損失個人權益，本 館不予

負責。 

（二）私文書（如授權書、委託書、聲明書等）之驗證： 

1. 請自行繕製文書（請參考外交領事事務局網站>文件證 明>下載專區）來館親自辦理，不

得委由代理人申辦。 

  

2. 處理期限：3 個工作天、收費：每份 15 美元；速件處理： 

1 個工作天（當日送件，隔日取件）、加收 7.5 美元。 

（三）國內公、私文書之驗證： 

1. 請先送經國內公證人認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複驗、薩 爾瓦多駐我國大使館申辦文件證

明後，再送薩爾瓦多外 

交部以及哥斯大黎加駐薩爾瓦多大使館複驗證。 

2. 影本之認證：文件正本必須已辦妥驗證程序，併影本向 本館申辦文件證明。3 個工作天、

收費：每份 7.5 美元； 速件處理：1 個工作天（當日送件，隔日取件）、加收 3.75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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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譯本之驗證：文件正本必須已辦妥驗證程序，併經驗證 之譯本向本館申辦文件證明。3    

個工作天、收費：每份 15 美元；速件處理：1 個工作天（當日送件，隔日取件）、 

加收 7.5 美元。 

（五）哥國公、私文書之驗證： 

1.我旅哥國人必須先送經哥國外交部認證後，再向本館申 辦文件證明。至哥國人士則比照

哥國政府對我國人士要 求，即經哥國外交部、哥國駐薩爾瓦多大使館、薩國外 交部及本館

驗證之程序。 

2.處理期限：3 個工作天、收費：每份 15 美元；速件處理： 

1 個工作天（當日送件，隔日取件）、加收 7.5 美元。 

3.鑒於我國目前於哥國未設辦事機構，為服務旅哥國人， 敬請於申辦前電話洽詢我國駐薩

爾瓦多大使館敘明申辦 事由後，再透過郵遞方式申辦各項文件驗證。 

 

 

 

台灣俗語之美 ─ 家庭倫理篇 
 

 

在生一粒豆， 
恰贏死後拜豬頭。 

父母在世時孝敬他們， 
比死後以豬頭祭拜還有意義。 

好子好七逃，歹子不如無。 養到好孩子令人欣慰， 
而養到壞的孩子不如不要生養。 

葉子沒挽不成欉， 
囝子沒摃不成人。 

葉子如果沒有摘掉一些的話，就不能長成茂

密的叢林；小孩子不打不成器。 
人牽不行，鬼牽溜溜走。 教好的偏偏不學，反而往壞的地方去。 
教會變，狗會夯葵扇。 如果教能使之改變，那麼狗也會拿扇子了。

意謂再怎麼教，他（通常指孩子）還是不聽。 
頭代油鹽醬醋， 
第二代長衫拖土， 
第三代夯扁擔走路。 

第一代辛勞刻苦，第二代有錢了， 
到了第三代由於不曾吃苦好逸惡勞， 
所以又落於貧窮了。 

三代累積，一代虧空。 累積了三代的財富，到第四代就揮霍一空了。 
十個查某九個嬲。 十個女人之中，有九個是水性楊花。 
大人生日吃肉， 
囝仔生日吃打。 

大人生日可以吃肉， 
小孩生日要打才會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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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駐薩爾瓦多大使出席中美洲暨加勒比海國會議長論壇 
來源: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721330379 

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代表立法院出席「中美洲暨加勒比海國會議長論壇」會議 發表我國對區域減貧工

作成果報告 

(中央社訊息服務 20180721 13:27:40)中華民國駐薩爾瓦多大使謝妙宏 7 月 20 日代表立法院蘇院長嘉全出席

「中美洲暨加勒比海國會議長論壇」（FOPREL）在薩國會舉行的「國際事務暨區域整合跨國會委員會」第

8 屆會議及「社會融合及抗貧跨國會委員會」第 10 屆會議，並在該聯席會議上就我國對區域減貧工作成果

進行報告。 

 本次聯席會議計有該國會議長論壇「國際事務暨區域整合跨國會委員會」主席索莎（Karina Sosa，薩爾瓦

多籍）及塞拉雅（Waleska Marlene Zelaya，宏都拉斯籍）、「中美洲統合體」（SICA）、「解救兒童」（Save 

the Children）組織薩國代表、以及瓜地馬拉、薩爾瓦多、貝里斯、宏都拉斯、哥斯大黎加、尼加拉瓜、多明

尼加、巴拿馬、波多黎各等 9 國國會議員代表與會。 

 索莎及塞拉雅兩位委員會主席致詞時強調，他們身為各國國會及權責機構代表，須善盡責任，瞭解區域

兒童及青少年移民問題的根本並協助有效解決，凡此有賴整體區域政策建構及個別國家國會通過相關政策

及法案，並請議長論壇秘書處進行區域立法路徑規劃研究及制訂工作議程。她們特別感謝中華民國（臺灣）

的協助，促成本日會議順利舉辦，並分享臺灣在本區域執行減貧工作的經驗與成果。 

 謝大使在開幕致詞時表示，我立法院擔任該議長論壇觀察員 18 年來，持續強化雙方友誼及合作；盛讚該

議長論壇對各國憲政與民主人權發展及鞏固的貢獻，本次會議將建構強化保障兒童及青少年移民人權的立

法架構，避免他們成為暴力及人口販運受害者，並消滅區域貧窮問題。謝大使強調，臺灣現雖非聯合國會

員國，但是持續遵行聯合國人權規範，如我立法院 2014 年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衛福部並於 2016

年發布首次國家報告，說明我國各項兒少權利實施現況與保護措施等，均展現我國對本會議主題的努力。 

 該會議嗣由謝大使以「攜手合作共同致力永續發展與進步：中華民國對抗區域貧窮問題的努力」為題進

行簡報，以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中第一項目標「消滅貧窮」的內涵為架構，運用「聯合國發展計畫

署」（UNDP）及「聯合國拉丁美洲暨加勒比海經濟委員會」（ECLAC）相關統計數據，以對抗「飢餓及營

養不良」、「缺乏合適住居及基礎服務」、「歧視及社會隔離」以及「非共享的經濟成長模式」等 4 面向，

輔以我國與區域多邊組織如中美洲統合體、「中美洲經濟統合銀行」（BCIE）、「泛美發展基金」（PADF）

的區域計畫及與各國雙邊合作計畫，說明我國對抗區域貧窮問題的工作與成果。簡報完畢後獲與會來賓熱

烈討論與掌聲。 

https://n.yam.com/Article/2018072133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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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並於閉幕前通過本次會議「決議」案，強調賡續承諾保障區域兒童及青少年移民權利。 

訊息來源：外交部外館消息 

本文含多媒體檔 (Multimedia files included)：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37949.aspx 

 

臺北市十大死因出爐 癌症續居首席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AD-034900088.html 

(健康醫療網／記者林怡亭報導) 

106 年臺北市十大死因出爐，慢性疾病囊括 7 項，每 100 人中約有 64 人死於慢性疾病，惡性腫瘤則續居首

席，而十大死因排名順序與 105 年相較，僅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與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排名互換。至

於十大癌症死因仍以肺癌、大腸癌分別連續 32 年及 4 年蟬聯首席與次席。 

十大死因死亡率增 年齡層有分別 

106 年臺北市十大主要死因標準化死亡率較上年增加者僅 1 項，肺炎(增 7.2%)；減少者有 7 項，分別為糖尿

病(減 14.5%)、慢性下呼吸道疾病(減 11.5%)、敗血症(減 11.1%)、高血壓性疾病(減 9.4%)、惡性腫瘤(減 6.0%)、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減 5.9%)、腦血管疾病(減 2.4%)，而心臟疾病(高血壓性疾病除外)及事故傷害持

平。 

依年齡層觀察，106 年臺北市 15-24 歲青少年死因前三名分別為事故傷害(占 28.8%)、自殺(占 22.7%)及惡性

腫瘤(占 10.6%)；25-44 歲壯年則以惡性腫瘤(占 27.1%)為首、自殺(占 15.6%)及事故傷害(占 13.4%)次之；45-64

歲中年仍以惡性腫瘤(占 45.7%)居首、心臟疾病(占 14.2%)及腦血管疾病(占 5.5%)次之；65 歲以上老年則以惡

性腫瘤(占 25.3%)、心臟疾病(占 16.3%)及肺炎(占 9.8%)分列前三名。 

癌症發生非偶然 預防從生活做起 

十大癌症死因仍以氣管、支氣管和肺癌居首，其次依序為 2.結腸、直腸和肛門癌、3.肝和肝內膽管癌、4.

女性乳房癌、5.前列腺(攝護腺)癌、6.胰臟癌、7.胃癌、8.卵巢癌、9.口腔癌、10.子宮頸及部位未明示子宮癌。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呼籲，癌症已分別蟬聯 36 年國人死因第 1 名與 46 年臺北市十大死因之首，落實健康飲

食、規律運動、體重控制、遠離菸檳的健康生活型態，可預防癌症的發生。 

 

 

http://www.cna.com.tw/postwrite/Detail/237949.aspx
https://tw.news.yahoo.com/%E8%87%BA%E5%8C%97%E5%B8%82%E5%8D%81%E5%A4%A7%E6%AD%BB%E5%9B%A0%E5%87%BA%E7%88%90-%E7%99%8C%E7%97%87%E7%BA%8C%E5%B1%85%E9%A6%96%E5%B8%AD-0349000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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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變種毒無罪】年輕人吸變種毒 暴斃十倍數激增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賣變種毒無罪-年輕人吸變種毒-暴斃十倍數激增-205958463.html 

新興毒品問題嚴重，根據法務部法醫所統計，

吸食新興毒品案暴斃案件逐年增加，從 2012

年的 10 件，暴增到 2017 年的 100 件，足足增

加 10 倍之多，進一步分析，死者平均年齡只

有 28.7 歲，其中男性占了將近 8 成。 

吸食新興毒品後除了暴斃率大增，對人體健康

的影響更為複雜，法醫所的最新統計也發現，

吸食新興毒品後，因精神恍惚、幻覺或發瘋似

的產生幻覺等精神異常的比例增加，因而發生

高樓墜落死亡的案件數也逐年攀升，從 2015

年的 3 件、2016 年的 5 件，上升到 2017 年的

17 件，導致無預警的跳樓風險大增，讓因一時

好奇碰毒的青少年一失足成千古恨。 

毒品問題嚴重影響國家經濟發展及社會治安，國內列管毒品的腳步卻跟不上新興毒品變種的速度，據聯合

國最新公布的新興毒品達 850 多種，我政府目前列管的卻僅有 329 種，由於毒梟利用改變化學分子式的方

式，推出各式各樣的新興毒品。 

行政院毒品審議委員會每 3 個月才開會一次，從發現毒品、提案審議委員會列管，到行政院公告，歷時約

4 到 6 個月，對管制推陳出新的毒品根本緩不濟急。 

由於化學式已經變種，不在毒品列管中，如此便可輕易逃過最重死刑或無期徒刑的運輸毒品罪，形成掃毒

的一大漏洞，法務部為防堵毒梟藉此手法大量輸入毒品製毒，已對此提出修正草案，打算一次性列管有毒

害的家族化學群組，並列為優先法案，可望在 9 月立法院開議後，盡快立法通過。 

 

 

 

新興毒品化身為軟糖，吸引年輕人，年紀最小

的食用者僅 15 歲。（資料照片） 

https://tw.news.yahoo.com/%E8%B3%A3%E8%AE%8A%E7%A8%AE%E6%AF%92%E7%84%A1%E7%BD%AA-%E5%B9%B4%E8%BC%95%E4%BA%BA%E5%90%B8%E8%AE%8A%E7%A8%AE%E6%AF%92-%E6%9A%B4%E6%96%83%E5%8D%81%E5%80%8D%E6%95%B8%E6%BF%80%E5%A2%9E-2059584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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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是假象？陸媒指月薪 22K 台幣已「贏過 95%的大陸人」 

來源: https://fnc.ebc.net.tw/FncNews/headline/46930 

大陸工作月入 22K 台幣（約 5000

元人民幣）就輾壓 95%的大陸

人，成為中國收入前 5%的菁英

族群。 

近年來台灣低薪問題嚴重，22K

已成台灣低薪代表數字，造成人才出走，也有

不少人跑到大陸工作。 但近日 PTT 有網友轉

貼了一則陸媒報導指出，在大陸工作「薪情」

似乎沒比台灣好，且月入 22K 台幣（約 5000

元人民幣）就輾壓 95%的大陸人，躍升為中國

收入前 5%的菁英族群！ 

有網友在 PTT 轉貼了陸媒《商界》的報導，該報導的標題為《月薪 5000，其實已經碾壓 95%的中國人》，

內容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在 2018 年 2 月 28 日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7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

報》統計數據顯示，2017 年全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25974 元（約新台幣 11.6 萬元），月均 2164 元

（約新台幣 9600 元）。更強調「你以為是農村人拖後腿了？還真不是，17 年的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是 36396 元，月均 3033 元」。 在統計的數據裡還發現，他們把全國的收入細分為五等分，這為排除頂

尖富豪的收入提供了便利。根據統計局數據，全國居民收入分五組： 

第一組是「高收入組」，佔人口 20%，人均可支配收入 64934 元，月均 5412 元。第二組是「中等偏上收入

組」，佔人口 20%，人均可支配收入 34547 元，月均 2879 元。第三組是「中等收入組」，佔人口 20%，人

均可支配收入 22495 元，月均 1875 元。第四組是「中等偏下收入組」，佔人口 20%，人均可支配收入 13843

元，月均 1153 元。第五組是「低收入組」，佔人口 20%，人均可支配收入 5958 元，月均 500 元。 

《商界》報導指出，統計基本涵蓋了全大陸絕大部分的居民，樣本量足夠，換句話說，只要月收入達到 5412

元（新台幣約 2.4 萬元），就碾壓了 80%的中國人，達到了中國前 20%人群，被政府劃分為「高收入組」。 

網友根據這則報導進一步分析，大陸人在 2017 年，每月可支配所得僅約 9600 元台幣，而 2016 年台灣收入

最後 20%的家庭，每月可支配所得約為 29000 元台幣，是大陸的 3 倍，儘管幫大陸剔除低薪的農村低端人

口，2017 年中國的城鎮居民每月可支配收入是 3033 人民幣，也就是說一個住在像深圳這種城市的大陸人，

一個月也只有約 13000 台幣可以花，這 13000 台幣要拿來還房貸、付房租、交女友、吃飯等等，如果把城市

在 

https://fnc.ebc.net.tw/FncNews/headline/46930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33035163.A.8E3.html
https://www.ptt.cc/bbs/Gossiping/M.1533035163.A.8E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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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富豪排除在統計之外的話，實際上的金額可能會更低。而網友也根據統計指出，大陸的貧困人口，在

2013 年有 8249 萬人，在 2017 年還有約 3046 萬人，也就是說還有 2%的大陸人月均收入僅只有新台幣 900

元。 

他約會穿平價服遭嫌 7 成年輕女力挺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他約會穿平價服遭嫌-7 成年輕女力挺-141513966.html 

男女約會「潛規則」特別多，而約

會中的穿搭往往直接影響第一印

象，最近日本網友提問「發現喜歡

的男生全身都穿『UNIQLO』的衣

服，女生們的印象會如何」，引起

廣大討論，也讓「男性穿平價服飾

約會」的議題備受探討。日前一名

日本網友投稿，內容表示對於跟喜

歡的男生一起約會，卻因男生穿

「UNIQLO 套裝」赴約感到失望，

引發網友熱烈討論，對此，日本綜

合調查網站「しらべぇ」對日本各

地 750 位 20 歲到 60 歲的女性進

行調查，結果竟有 7 成日本年輕女

性贊成男生穿 UNIQLO。 

其中 20 歲到 29 歲的族群最多，有 68.7%的女性認為 OK，而 30 歲到 39 歲的女性，也有 62.7%支持男性約

會穿 UNIQLO，反觀年紀越大，認同的比例明顯出現下滑。 

反對的網友認為「有一點年紀以後，買不起名牌也沒關係，但看到全身穿平價服飾的樣子，感覺真的很窮」，

而贊成的女性大多認為「穿搭簡潔、看起來不老氣就好」，重點則是會不會搭配。 

Fossil 會在明年推出 BMW 品牌的智慧手錶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fossil-會在明年推出-bmw-品牌的智慧手錶-010000117.html 

可穿戴市場究竟還有沒有潛力可挖？至少在 BMW 眼中應該是

看到了一些新的機會的。早些時候他們正式與 Fossil 簽訂了為期

五年的合作協議，後者將從明年開始推出 BMW 品牌的常規及智

慧型手錶。未來消費者將可以在 BMW 和 Fossil 的門店中購買

到對應的產品，如果你是車迷，又恰巧對市面上已有的 Audi、

Ferrari、Aston Martin 手錶不感興趣的話，明年或許可以考慮看看

喔。 

https://tw.news.yahoo.com/%E4%BB%96%E7%B4%84%E6%9C%83%E7%A9%BF%E5%B9%B3%E5%83%B9%E6%9C%8D%E9%81%AD%E5%AB%8C-7%E6%88%90%E5%B9%B4%E8%BC%95%E5%A5%B3%E5%8A%9B%E6%8C%BA-14151396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fossil-%E6%9C%83%E5%9C%A8%E6%98%8E%E5%B9%B4%E6%8E%A8%E5%87%BA-bmw-%E5%93%81%E7%89%8C%E7%9A%84%E6%99%BA%E6%85%A7%E6%89%8B%E9%8C%B6-010000117.html
https://chinese.engadget.com/2017/05/12/fossil-skagen-misfit-hybrid-smartwatches-hands-on/
https://chinese.engadget.com/2015/01/07/lg-audi-webos-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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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手機出貨量超越 Apple 成為世界第二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華為手機出貨量超越-apple-成為世界第二-080000848 華為手機出貨量超越

-apple-成為世界第二-080000848.html 

根據今日發佈的分析數據，手機巨頭華為上一季的

出貨量成功攀升至全球第二，僅次於 Samsung。數

據分析公司 IDC 和 Strategy Analytics 調查發現，

目前智慧型手機整體銷售趨緩，這也讓 Samsung 手

機的出貨量對比去年下降了超過 10%。在昨日 

Samsung 的收益報告中便提及，由於 Galaxy S9 銷

售不如預期，目前已將重心轉移至將發售的 Note 9 

之上，並計劃推出配備可折疊式 OLED 螢幕的新

設備。 

而同一期間，華為 P20 系列和中階的 Nova 系列

產品，則繳出了共 5,420 萬台的成績，超出數據分

析公司對蘋果預估出貨量達 1,000 萬台之譜，全球

的市佔率也提升至 15%，穩居第二名。 

 

數據分析公司也發現，雖然 Apple 手機出貨量依然呈現成長，但幅度卻不比華為和小米等中國公司。當然，

可預見今年秋季新款 iPhone 發售後，Apple 在銷售上會再度急起直追，況且這次的新機或許終於要加入不

少消費者期待的雙 SIM 卡支援功能呢。 IDC, Strategy Analytics 

Windows 10 將成為世界最多人用的桌面操作系統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windows-10-將成為世界最多人用的桌面操作系統-135605621.html 

Microsoft 於 3 年前推出時許下宏願於 3 年

後將有 10 億部設備安裝 Windows 10，但現在

好像還沒聽到他們達成目標的消息。不論現在

是否達成目標，但是 Windows 10 的佔有率似

乎不斷增加，有望超越除 Windows XP 之後最

成功的桌面操作系統 Windows 7。 

日前市場調查機構 NetMarketShare 發表 2018 

年 7 月最新報告顯示，Windows 10 與 

Windows 7 的市場佔有率差距正在縮少。根據

資料，截至 7 月 Windows 10 的市場佔有率

為 36.58%，跟第一位的 Windows 7 所佔的 

41.23% 只差 4.65%。 外界估計，隨著時間的推移，Windows 10 要超越 Windows 7 並成為全球第一大桌面

操作系統的日子不遠了。 

https://tw.news.yahoo.com/%E8%8F%AF%E7%82%BA%E6%89%8B%E6%A9%9F%E5%87%BA%E8%B2%A8%E9%87%8F%E8%B6%85%E8%B6%8A-apple-%E6%88%90%E7%82%BA%E4%B8%96%E7%95%8C%E7%AC%AC%E4%BA%8C-080000848%E8%8F%AF%E7%82%BA%E6%89%8B%E6%A9%9F%E5%87%BA%E8%B2%A8%E9%87%8F%E8%B6%85%E8%B6%8A-apple-%E6%88%90%E7%82%BA%E4%B8%96%E7%95%8C%E7%AC%AC%E4%BA%8C-08000084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8F%AF%E7%82%BA%E6%89%8B%E6%A9%9F%E5%87%BA%E8%B2%A8%E9%87%8F%E8%B6%85%E8%B6%8A-apple-%E6%88%90%E7%82%BA%E4%B8%96%E7%95%8C%E7%AC%AC%E4%BA%8C-080000848%E8%8F%AF%E7%82%BA%E6%89%8B%E6%A9%9F%E5%87%BA%E8%B2%A8%E9%87%8F%E8%B6%85%E8%B6%8A-apple-%E6%88%90%E7%82%BA%E4%B8%96%E7%95%8C%E7%AC%AC%E4%BA%8C-080000848.html
https://www.engadget.com/2017/10/19/huawei-smartphone-giant-challenges-us-mate-10/
https://chinese.engadget.com/2018/02/02/apple-top-smartphone-vendor-holidays-2017/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4188018
https://news.strategyanalytics.com/press-release/devices/strategy-analytics-huawei-overtakes-apple-become-worlds-second-largest
https://chinese.engadget.com/tag/galaxynote9/
https://www.engadget.com/2018/07/30/samsung-q2-2018-earnings/
https://www.engadget.com/2018/07/30/samsung-q2-2018-earnings/
https://chinese.engadget.com/2018/06/03/huawei-p20-pro-review/
https://chinese.engadget.com/2018/07/31/apple-iphone-dual-sim-ios-12-beta/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4188018
https://news.strategyanalytics.com/press-release/devices/strategy-analytics-huawei-overtakes-apple-become-worlds-second-larg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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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12 年來石油獲利 7000 億美元 幾乎花盡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伊拉克 12 年來石油獲利 7000 億美元-幾乎花盡-053502798.html 

（法新社巴格達 31 日電） 伊拉克中央銀行今天宣布，自 2005 年以來靠石油賺進超過 7000 億美元（新台幣

21 兆 4270 億元），但幾乎已經花盡。 

聲明中提到，「2005 年到 2017 年間，財政部（靠石油）已從外匯獲利 7062.3 億美元。」 

聲明表示：「這些獲利總共已經花了 7031.1 億美元，或占 99.5%。」 

自從總理阿巴迪（Haider al-Abadi）去年 12 月宣布戰勝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組織並結束伊拉克數十年的

戰鬥以來，社會不滿透過抗議一直吵得沸沸揚揚。 

石油豐富的南部省分巴斯拉（Basrah ）8 日爆發抗議後，動盪迅速蔓延到許多城市，人們發洩對失業、高

物價、停電及缺乏可用水的憤怒。 

14 人在安全部隊和示威者間的衝突中被殺。在這個被列為世界上最腐敗國家之一的伊拉克，示威者因缺乏

基本服務而感到不滿。 

根據國會資料，伊拉克相當於 2270 億美元的公共資金已透過空殼公司不翼而飛。伊拉克是石油輸出國家組

織（OPEC）中僅次於沙烏地阿拉伯的第二大原油出口國。（實習編譯：游茹渟/校稿：徐睿承） 

航空界全力讓「台灣」消失後 中國下一個目標是國際金融界....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航空界全力讓-台灣-消失後-中國下-個目標是國際金融界-061746004.html 

中國官方對加拿大皇家銀行 RBC 施壓成功，也持續推動對其他國際銀行施壓把「台灣」改為中國的一個省。 

過去幾個月，中國官方在航空界、體育界全力封殺「台灣」之名，要求各國際機構正名「中國台灣」或者

台灣為中國的一個省，加拿大航空執行長羅威奈斯克（Rovinescu）在今年 6 月國際空運協會（IATA）的

年度大會上透露，中國也對銀行界提出正名台灣名稱的要求，讓台灣在名義上成為中國的一個省，顯示出

中國官方已向全球各種組織有計劃性的提出正名要求。 

中國官方今年 3 月起發動一波要求國際航空公司正名運動，讓台灣變成中國的一個省份，許多航空公司紛

紛屈服，然而很早就接受中國壓力的加拿大航空執行長羅威奈斯克在國際空運協會（IATA）的年度大會上

公開表示，中國也對銀行業提出同樣要求。 

 

https://tw.news.yahoo.com/%E4%BC%8A%E6%8B%89%E5%85%8B12%E5%B9%B4%E4%BE%86%E7%9F%B3%E6%B2%B9%E7%8D%B2%E5%88%A97000%E5%84%84%E7%BE%8E%E5%85%83-%E5%B9%BE%E4%B9%8E%E8%8A%B1%E7%9B%A1-05350279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8%88%AA%E7%A9%BA%E7%95%8C%E5%85%A8%E5%8A%9B%E8%AE%93-%E5%8F%B0%E7%81%A3-%E6%B6%88%E5%A4%B1%E5%BE%8C-%E4%B8%AD%E5%9C%8B%E4%B8%8B-%E5%80%8B%E7%9B%AE%E6%A8%99%E6%98%AF%E5%9C%8B%E9%9A%9B%E9%87%91%E8%9E%8D%E7%95%8C-061746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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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航空改完，銀行跟著改名 

第一個屈服的就是加拿大皇家銀行（Royal Bank of Canada，RBC），在加拿大航空改變台灣的稱呼後 2

個禮拜，5月底媒體報導，在 RBC 官網的國家名稱欄位，台灣（Taiwan）被悄悄加上了「中國省份」（Province 

of China）。使得加拿大皇家銀行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按照中國官方意思修正的銀行。 

然而中國是否也同樣要求國際上較大的銀行比照辦理呢？羅威奈斯克的暗示是有的，但不一定會成功，因

此，《信傳媒》特別訪查國內主要外商銀行機構，一家大型美系銀行、一家法系銀行、澳系銀行並未收到

正名的通知，一位外商銀行主管表示，目前沒有收到通知，但不確定接下來是否會收到來自中國官方的壓

力。 

雖然加拿大皇家銀行已經擅自更改名稱，然而在國際銀行間結算、電匯仰賴的金融電訊交換系統 SWIFT 

CODE 中，台灣與中國仍使用不同的國家代碼，台灣使用「TW」、中國則使用「CN」。 

中國正名台灣，在銀行界賺面子 

各國銀行間要完成電匯，必須在 SWIFT 系統架構下完成，每家銀行都有自己的 SWIFT Code，是由電腦可

以自動判讀的 8 位元或是 11 位元元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數字組成，可以拆分為銀行代碼、國家代碼、地區

代碼和分行代碼四部分，每家分行都有自己的 SWIFT CODE。 

如果銀行網頁上的台灣名稱是「面子」，那麼 SWIFT CODE 才是「裡子」，換言之，中國在加拿大皇家銀

行上確實有賺到面子，國際匯款最終還是回到 SWIFT 系統，而 SWIFT 代碼沒那麼容易更動。 

不但如此，在美國國會研究部與軍方提供給議員的各種報告中，例如提到中國在南海島礁的爭議行為上，

仍是以國家稱呼台灣，尤其是美國海軍的報告中，台灣和菲律賓、韓國、日本都是國家，只差別在是否與

美國有防衛協約而已。 

美國會通過國防授權法 中國要求「不得放任成法」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7362 

美國參議院當地時間 8 月 1 日通過《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除加強防範中國外，還支持強化台灣軍力戰

備。中國外交部對此表達不滿，要求美國不得放任這類「涉華消極內容」的法案成法。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7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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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授權法在參議院通過後，僅待美國總統川普簽署即可成法。中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美方應摒棄冷戰思維及零和博弈的想法，呼籲美國不得放任有「涉華消極內容」的法案通過，以免造成中

美關係在重要領域合作上的損害。 

耿爽強調，中國主權及領土問題是中美最重要且敏感的核心問題，反對任何國家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官

方交流和軍事活動。 

美參院以 87 票贊成、10 票反對表決通過兩院協商版的 2019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其中第 1257 條為強化台灣

軍力戰備。主要內容為防禦評估，國防部長經與適當的台灣對口諮商後，須對台灣軍力進行全面性評估，

尤其是台灣的後備軍力。 

 

南韓 BMW 火燒車今年已毀 29 輛！民眾要求政府停售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8452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南韓 BMW 遇上大問

題！2018 年迄今已有 29 輛起火自燃，7 月 29 日

至 8 月 2 日更是天天都有一起 BMW 火燒車，部

分停車場業者擔憂停放的車輛受到波及，已禁止

BMW 品牌的汽車入場，民眾也請願要求政府停

售災情最多的 BMW 520d。 

據《韓國時報》報導，南韓 BMW 指出，絕大多

數發生火燒車的都是 BMW 520d，主因可能是降

低氮氧化物排出的排氣再循環設備（ERG）於引

擎內起火，將召回柴油動力汽車維修，因為使用

汽油的車輛沒有加裝 ERG。 

但南韓國會議員表示，29 起火燒車案例中，還有 4 起是汽油車輛，包括 7 月 4 日在首爾江南區路口被燒毀

的 BMW Mini Cooper。南韓 BMW 強調，已針對此案進行調查，目前並不清楚確切的起火原因。 

韓國民眾已向總統府青瓦台請願，要求政府讓 BMW 520d 停售。請願書裡指出，「連續幾天 BMW 車輛發

生火災，可能會影響附近的汽車，我們需要一個有公共安全的國家，當局應該允許 520d 車主獲得退款，並

且禁止銷售 BMW 520d。」 

南韓 BMW 在 20 多起火燒車事故後，於 7 月底宣布召回柴油動力車輛。南韓當局將調查 BMW 是否故意拖

延召回有問題的車輛，假如證明的確有拖延，BMW 可能面臨高達 700 億韓元（約新台幣 19 億元）的罰款。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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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戰升溫 中國人從食物到學費都變貴了...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6805 // 2018-08-02 10:41 

美國今天宣布，對中國 2000 億（約新台幣 6 兆）進口商品課徵 10%關稅的決定，提高至 25%。英國《BBC》

分析指出，此次美中貿易戰快速升級，不少學者都沒預料到，且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已影響到中國民眾的

民生消費、學費甚至是房價。 

分析從中國一般家庭的生活角度觀察，中國菜市場不少東西都變貴，由於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加徵關稅，中

國消費者需要掏更多錢購買食品，例如許多豆製品的原料大豆價格上漲，讓大豆加工品跟著上漲。 

養殖業的飼料豆粕就是由大豆加工，是中國生豬養殖業的重要飼料，因大豆上漲，一連串豬肉價格會顯著

影響。分析提到，對中國民眾來說，貿易戰的間接後果是推高通貨膨脹水平，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在菜市

場會發現東西更貴了。 

另外，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的學費也受影響，由於中國利用人民幣貶值來對沖美國加徵關稅的影響，導致

留學生學費每年可能增加 1.7 萬至 3 萬元人民幣。 

房價方面，隨貿易戰的白熱化，專家擔心房價恐連帶上漲，不過分析認為中國政府對市場具強大影響力，

中國房價短期內上漲的可能性不大。至於股市部分，由於市場信心不足，在貿易戰的背景下，分析認為不

少人在 6 月的一輪股市崩盤中已被套牢。 

 

專家報告：氣候異常惡化 中國為全球第一大污染國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6685 

根據美國氣象學會與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8 月 1 日發布年度「氣候狀態報告」（State of the Climate 

Report），就在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 2017 年，氣候變遷導致全球溫室氣體濃度創新高，

各地皆出現異常高溫，北極覆冰厚度則創新低；美國是全球第二大污染國，僅次於中國。 

這份厚 300 頁、由超過 60 國的 450 多名科學家編纂而成的報告指出，2017 年的全球氣候狀況持續惡化，報

告中還十多次以「異常」（abnormal）來形容肆虐各地的風暴、乾旱、酷熱高溫與超薄覆冰。 

該報告重點如下： 

1，溫室氣體濃度創新高：三種排放到地球大氣層的最危險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甲烷與一氧化二氮的濃度皆

創新高；二氧化碳地表年均濃度為 405PPM，為現代大氣測量紀錄與可追溯至 80 萬年前的冰芯紀錄以來的

新高，濃度增長率為自 1960 年代以來的 4 倍。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6805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6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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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溫破紀錄：2016 年是現代史上最熱的一年，但 2017 年也不遑多讓，全球各地皆出現較均溫更熱的情

況，2017 年 5 月 28 日在巴基斯坦西部土爾巴特測得全球有紀錄以來 5 月最高溫的攝氏 53.3 度。報告中指出，

有紀錄以來的 10 個最熱的年全出現在自 1998 年起的年份，包括自 2014 年起的 4 個年。 

3，異常的北極：北極籠罩在史無前例的高溫下，當地地表溫度較 1981 年到 2010 年的平均溫上升攝氏 1.6

度，2017 年的北極氣溫也是有紀錄以來的第二高，僅次於 2016 年，目前異常溫暖的北極空氣與海面溫度為

過去 2 千年來首見。 

4，極端降雨：2017 年全球地面降雨情況明顯高於長期平均值，海洋暖化導致空氣更潮濕，特別是過去三年，

進而造成帶來降雨。 

5，最具毀滅性的珊瑚白化：過去數年的海洋暖化是各地珊瑚白化的元凶，最近一波從 2014 年 6 月到 2017

年 5 月，為有紀錄以來時間最長、範圍最廣，而且幾乎肯定最具毀滅性。 

 

益智遊戲不益智 加拿大研究：增進腦力應做 3 件事情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6648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Western University）發布最

新研究指出，益智遊戲並不能達到訓練大腦、激

發腦力的功能，多運動、多社交、多睡覺才有益

大腦發展，研究發布在《神經心理學期刊》

（Neuropsychologia）。 

綜合外媒報導，西安大略大學科學團隊招募 72 名

志願者，並將他們分為 2 組，其中 1 組接受 20 天

的電腦遊戲訓練，訓練時數為 13 個小時，但發現

接受訓練的志願者在 20 天後，益智遊戲得分與未

接受訓練的志願者相比，並沒有表現得更好，遑

論提高智力。 

研究作者斯托家諾斯基（Bobby Stojanoski）博士指出，訓練腦力與熟能生巧是兩碼子事，「如果你想要真

正的更擅長於某件事情，那就持續做那件事情，就會變得更好」，但即便已經熟稔某件事情，並沒有任何

科學證據能夠佐證在其他方面的表現也會很好。 

斯托家諾斯基博士認為，若想改善腦力，並非藉由玩益智遊戲就可辦到，而是必須增進大腦的認知力，這

可以透過如散步、跑步等運動，或是藉由與朋友互動來達到此目的，多睡覺也對大腦能力相當有益。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0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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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番石榴樹 (Arbol Mananillo) - 世界毒到「沒節操」的樹 

注意: 它有「死亡小蘋果」之稱，你若在地上看到它，絕對不要靠近！後果會不堪設想！ 

 

這次介紹一下哥國危險的東

西，毒番石榴樹 (毒芭樂樹)

也可稱為 死亡之樹 (Arbol 

Manzanillo, Arbol de la 

Muerte) 算是 世界毒到可

怕的樹。這樹可以在哥斯大

黎 加 的 國 家 公 園 裡 面 

Parque Nacional Manuel 

Antonio 找到它的存在!!  

 

從政府官網 SINAC 裡寫著”El árbol de manzanillo ubicado en la playa es tóxico, no se 

siente a su sombra, no lo toque ni coma sus frutos.”，就可以知道這樹連坐在樹下都有

一定的危險，不可觸碰，更不可以吃此樹的果實!! 

 

毒番石榴樹，又名馬瘋大戟木，，這種樹有劇毒，毒性奇強，

平時最好離這種樹越遠越好。毒番石榴的果實看起來像小個

蘋果，吃一小個就足夠讓你進搶救室。哥倫布把毒番石榴叫

做「manzanita de la muerte」，意思是死亡小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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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樹是屬於那種「沒節操」的毒樹，因為它身

沒有一處不含毒素。 

 

當然這樹不只是在這國家公園而已，因為

它原生於美國佛羅里達州，所以如果有要

去其他地方如 美國佛羅裡達州、巴哈馬

群島、加勒比海、中美洲及南美洲北部等

一些新熱帶地區的海岸沙灘遊玩的話那

可就要小心謹慎了，因為這樹通常於海岸

的沙灘生長，是非常優良的防沙林作物，

其根部能有效把沙抓緊，從而令沙灘免於

受海浪或強風侵蝕。雖然看起來好處多

多，不過它卻是一種有著劇毒的樹種，通

常當地人都會在樹的外圍標示警告甚至

是用紅帶把樹圍起來不讓不知情的人們靠近。 

 

到底它是有多毒，讓當地人如此戒慎恐懼？底下這些掉在地上沒人撿的果實正是該樹的果

實，只要在你不清楚它的毒性情況下吃下一顆，恐怕會讓你中毒送進急診室搶救，不過這顆

果實還只是整棵樹當中毒性最弱的。 

 

除了果實，該樹的白色汁液也有劇毒，會令皮膚出現好像得了痲瘋一樣的病徵：起泡、發炎、

腫脹和劇痛。因此 曾有不知情的遊客在該樹下躲雨，結果最後卻落得不得送往醫院救治。

除此之外該棵樹木的樹汁也極具腐蝕性，只要是雨水打落在樹幹(枝)上再掉落於人的 皮膚

上就會被腐蝕。據瞭解，印第安人就是將這種樹的毒液塗到弓箭頭上面，然後用來對抗入侵

者的。 

除了該棵樹的汁液有毒外，就連燃燒樹皮所冒出來的煙也有毒，一旦人的眼睛接觸該煙霧，

將會讓人暫時性的失明，嚴重的話甚至還會有永久性失明危險。下圖男子的臉部紅腫、眼睛

佈滿血絲，而且還流出綠色的眼淚，看起來十分駭人，正是因為他接觸到焚燒毒芭樂樹的煙

霧。因此被選入吉尼斯大全最危險的樹衛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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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一名放射科醫生 Nicola H Strickland 曾在醫學雜誌上刊登一篇自己曾誤食毒芭樂果

實的經驗談，當時她在沙灘撿貝殼時，赫然見到沙灘上有一些綠色果實「我沒多想就咬了一

口 結果發現這果子非常甜。朋友禁不住我建議也嚐了幾口。過了一會我們的嘴裡就火辣辣

地疼，隨後發展成劇烈灼痛，喉嚨又疼又緊。 

 在這篇親身經驗的文章中，Nicola 钜細靡遺的描述毒芭樂毒性對她的身體所產生的劇痛症

狀，由於喉部劇痛使得她們無法吞嚥食物。最後牛奶是她們唯一能 緩解疼痛的東西，經過

八小時痛苦掙紮，症狀才慢慢消失。 

所以以後看到樹木圍有警告標示就千萬不要鐵齒。 

參考文獻:  

http://www.sinac.go.cr/ES/ac/acopac/pnma/Paginas/default.aspx 

http://ml.bldaily.com/life/p-591490.html 

https://kknews.cc/news/4mxgxrx.html, https://kknews.cc/news/x899vq.html 
 

哥斯大黎加  「綠柏油」年底前可望上路 
來源: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484297 
 
這個塗料可望減少天然資源的使用，如沙子還有石頭，從而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台灣英文新聞 / 林靜怡 綜合外電報導）為了有效解決塑膠寶特瓶的問題，世界各國如印度、加拿大與

英國都展開「綠柏油」的研究，而中美洲國家，哥斯大黎加可望成為第一個實驗環保道路的國家。 

綜合外電報導，哥斯大黎加大學(Universidad de Costa Rica)的國家材料與結構模型實驗室透過「綠柏油」技

術，把 1,000 個寶特瓶與傳統柏油原料融合以製作 1 公噸的柏油材料。 

德桑帕拉多斯(Desamparados)市長 Gilberth Jiménez 向當地媒體《El Espectador》表示，這項計畫可望提供較好

的材質，並延伸柏油的使用壽命。 

他指出，這個塗料可望減少天然資源的使用，如沙子還有石頭，從而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 

據知名網路電子雜誌《Slate》引述當地媒體《La Nación》的報導，研究人員認為，這樣的比例所得到的柏

油材料，可望耐氣候變化、濕度、龜裂，又或者是汽車的重量。為了驗證上述這些推測，實驗室準備在德

桑帕拉多斯市舖設 500 公尺的路段，與傳統柏油道路相鄰，以觀察與比較二者間的結果；研究成果預計在

2-4 個月後發表。 

http://www.sinac.go.cr/ES/ac/acopac/pnma/Paginas/default.aspx
http://ml.bldaily.com/life/p-591490.html
https://kknews.cc/news/4mxgxrx.html
https://kknews.cc/news/x899vq.html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48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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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大黎加校園肥胖率達 40% 
來源: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718/27544770.html 

中新網 7 月 18 日電 據南美僑報網編譯報導，根據中美洲人體運動學調查網(REDCIMOVI)的一項最新研究

結果，目前哥斯大黎加是肥胖和超重問題最為嚴重的中美洲國家之一，該國學齡兒童的肥胖比例高達 40%。 

  哥斯大黎加「Monumental」網站 7 月 16 日報導，全球非營利性學術團體國際生命科學學會(IILSI)下屬

的中美洲人體運動學調查網近日展開了一項有關中美洲地區兒童肥胖問題的研究。結果表明，哥斯大黎加

是該地區人口肥胖問題嚴重程度排名第二的國家，該國處於學齡階段的兒童肥胖比例為 40%。 

  該研究由哥斯大黎加國立大學(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osta Rica)人體運動學和生活質量學院，以及來自

其他中美洲國家的多所高校參與。研究人員在中美洲各國分別選擇了 10 到 13 所公立學校，抽取 4 到 6 年

級學生(年齡範圍為 9 至 13 歲)進行調查，從而得出了每個受調查國家的校園肥胖比率。 

  中美洲人體運動學調查網研究員瑪利亞 費爾南達 埃雷拉(María Fernanda Herrera)解釋說，體育運動量

少和低自尊是導致哥斯大黎加兒童肥胖問題的主要因素。 

  哥斯大黎加國立大學人體運動學和生活質量學院院長阿尼亞 萊昂(Ania León)已經就該研究結果向該國

公共教育部和衛生部提出了解決兒童肥胖問題的策略。 

 

哥斯大黎加進口兩億美元汽車配件 兩成來自中國 
來源：https://read01.com/6Gaga7a.html 

中新網 7 月 17 日電 南美僑報網刊發文章稱，根據權威商務統計網站「中美洲數據網」(CentralAmericaData)

提供的數據，2017 年哥斯大黎加進口汽車零配件總價值約為 2 億美元，其中一半來自亞洲市場。 

哥斯大黎加汽車零配件進口額從 2016 年的約 2.15 億美元降至 2017 年的約 2 億美元，降幅為 7%，這與 2012

年至 2016 年的持續增長趨勢(年間平均增長率 9%)形成鮮明對比。 

美國是哥斯大黎加最大汽車零配件供應國。2017 年，哥斯大黎加進口此類產品的費用，1/4 都花在了美國市

場。此外，從日本、中國、韓國、泰國和印度進口的汽車零配件價值在哥斯大黎加去年此類產品進口總額

中的占比，依次約為 24%、20%、4%、2%和 1%。 

中國產汽車零配件在哥斯大黎加的市場占有率增速最快。2012 年哥斯大黎加在從中國購買的汽車零配件價

值只占其此類產品進口總額的 11%。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0718/27544770.html
http://find.sina.com.tw/news/%E9%81%8B%E5%8B%95
http://find.sina.com.tw/news/%E8%AA%BF%E6%9F%A5
http://find.sina.com.tw/news/%E7%B6%B2%E7%AB%99
http://find.sina.com.tw/news/%E5%85%A8%E7%90%83
http://find.sina.com.tw/news/%E6%95%99%E8%82%B2
http://find.sina.com.tw/news/%E8%A1%9B%E7%94%9F
https://read01.com/6Gaga7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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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觀光業 尼加拉瓜業者擬定新策略 

來源: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720/2790662 

（中央社馬納瓜 18 日綜合外電報導）尼加拉瓜觀光業領袖提議，為了吸引觀光客，必須找出國內政治及社

會緊張情勢最低的地區，同時盡可能降低危機的衝擊。 

貿易資訊網站「中美洲數據」（Central AmericaData）報導，尼國觀光業者提出的策略目標之一，即是吸引

前往鄰國哥斯大黎加的沙發客或背包客，順道前來尼國觀光。他們將在哥斯大黎加舉行業務會議，並要求

哥國觀光局提供協助。 

FCEP 基金會（Fundacion Centro EmpresarialPellas）執行董事柯羅奈爾（Ian Coronel）表示：「我們支持 3 項

策略，首先是在危機結束後或危機期間，提供技術支援給中小企業家。第 2 是跟阿凡茲銀行（Avanz）合作，

共同為中小型旅遊業者提供金融產品。最後則是於危機時期管理旅遊景點。」 

2018 首季 中美洲自墨進口 1900 萬美元汽車電池 
來源: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718/2789757 

 

（中央社墨西哥 18 日綜合外電報導）中美洲國家今年第一季自墨西哥進口 1900 萬美元汽車電池，當中 49%

是由瓜地馬拉及宏都拉斯公司所購買。 

墨西哥鉛蓄電池今年首季的主要中美洲買家是瓜地馬拉，進口 550 萬美元；其次依序是宏都拉斯 410 萬美

元，哥斯大黎加 380 萬美元，薩爾瓦多 300 萬美元，尼加拉瓜 200 萬美元，以及巴拿馬 110 萬美元。 

根據墨西哥出口銷售額，中美洲是今年首季墨西哥這些產品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僅次於美國。（譯者：

蔡佳伶/核稿：張佑之）1070718 

 

哥斯大黎加宣布將於 2021 年停用石油燃料，成首個全綠能國家 

來源: https://tomorrowsci.com/...  

哥斯大黎加（ Costa Rica ）新任總統，卡洛斯·阿爾瓦拉多（Carlos Alvarado），於本月初就職典禮時提到：

「去碳化是我們這個世代的重大任務，而哥斯大黎加將成為第一個達成此目標的國家」。 

阿爾瓦拉多於上個月也表示，這中美國家將開始實施禁止燃油交通運輸工具的使用，在 2021 年，同時也

是哥斯大黎加建國 200 週年時，完全禁止石油及柴油機在交通上的使用。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720/2790662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0718/2789757
https://tomorrowsc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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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 

雖然哥斯大黎加目前再生能源在發電系統的佔比已達到 99 % ，但許多專家認為要在短時間內去碳化，特

別在交通運輸上達成仍有相當高的難度。 

該國汽車進口協會（ vehicle and Machinery Importers Association ）的會長，Oscar Echeverría 表示：「禁行燃

油車的過渡期不能太過著急，因現行的氫能車、電動車市場尚未成熟。如果在基礎建設還未健全的情況下

貿然實施，無法負擔的價格及能源管理的無效率，將會帶來失敗的結果。我們必須特別小心。」 

 

大眾運輸 

哥斯大黎加大學（ Costa Rica University ）的調查發現，其國內的大眾交通運輸的發展無法跟上國人的需求。

因此私用載具的需求量不斷提升，自 2015 年起國內的汽車業已擴大了 25  %。其國家氣象局（ National 

Meteorological Institute ）的調查中也顯示，該國的碳排放中有 64 % 來自能源使用，而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

比例為交通運輸。 

所以，雖然該國並無大型石油產業，其再生能源的發展也無顯著的反彈，但隨著私用載具的需求提升，要

達到零排放的目標將仍有相當大的阻礙。 

 

未來發展 

此目標雖然困難，但於該國推廣再生能源及電動車的公民團體 Costa Rica Limpia 的會長，莫尼卡·阿拉亞

（ Monica Araya ）表示，其國家已經在擺脫石油能源上有相當大的進展，而現聚焦在解決最後的重大挑戰，

交通運輸的問題，將能夠給全世界欲朝向去碳化的國家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 

我國目前也訂下了 2035 年起禁售燃油車的政策草案，有了哥斯大黎加的先行例子，也許能給予國內在此

朝向去碳化的發展上一些幫助，避免倉促的轉型導致失敗。 

 

參考資料： 

1. Embury-Dennis, T. (2018, May 10). Costa Rica to ban fossil fuels and become world’s first decarbonised 
society. INDEPENDEN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costa-rica-fossil-fuels-ban-president-carlos-alvarado-climate-change-global-warming-a8344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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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興醜陋的「中華文化」馬首是瞻。 
林長裕 

 
現在年近七十歲屬牛屬虎的，在二次大戰結束後，戰後嬰兒潮數目龐大的台灣人，被譏為喝國民黨奶水長大的一代，

事實上是真的在黨國體制下，被中國殖民統治者百分之百洗腦教育環境中長大。尢其我是出生純僕鄉下，從小在鄉

下受教育，直到初中畢業，因為沒有外省同學，根本沒有任何省藉意識，被教導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在學校受到完全的洗腦式教育，回家後長輩們因為遭受佔領者借二二八事變，全面屠殺台灣人精英，繼而實施獨裁

白色恐怖統治，長輩們對於政治更是懼怕得三繭其囗，因此我們這一批戰後嬰兒潮世代的台灣人，成為百分之百在

中國外來政權洗腦成功的樣版。 
      中國黨在二 O 一六年终於失去政權，由民進黨全面執政，本來以為終於可以終結所有外來殖民統治者的悪勢力，

然而最近發生的台大校長遴選案以及馬英九三中案遭北檢起訴案，這一小撮外省權貴，以馬英九為首，做最後的困

獸之鬥，他們的言行舉止，簡直是一羣政治流氓，滿口謊言厚顔無恥耍無瀨，惡劣行徑讓有正義感有良知的人忍無

可忍，激發了被完全洗腦年近七十的我，更深一層的覺醒。在 1979 年底舉家移民中美洲的前夕，因緣巧合目睹了美

麗島事件現場實況，之後專注於台灣民主運動的實際情況，看清了中國黨邪惡鴨霸的真面目，成為一心一意要打倒

中國黨的台獨份子。原來那時只有對於政治經濟層面的認知，竟然將近四十年後，才被這些做困獸之鬥的前朝權貴

驚醒，徹底醒悟了一生所遭受的在文化上的洗腦教育的真實面。 
      現在算是第二階段淸醒，看清了何謂「中華文化」。小時候被填鴨式「復興中華文化」洗腦教育的場景，歷歷在

目浮現在眼前，學校裏到處貼滿標語，所謂的四維八德「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老師講課學生作文

演講，都必須加強這些內容，更發起「復興中華文化運動」，大肆宣揚歴史優久偉大的「中華文化」。這些東西因

為自幼被洗脑太嚴重已經麻木了，在腦海中成為堆積的廢物。最近受到這兩件明顯犯法事件，寡廉無恥硬拗成政治

事件，企圖繼續享有他們內殖民時期的特權，我終於第二階段更深一層的覺醒來，原來七十年來這一羣中國國民黨

權貴統治者，所展現的「中華文化」，和他們所謂的「共匪」都是一丘之猲，覇佔所有政治經濟資源，公然貪污侵

權，盡情欺騙壓榨人民，道德淪喪卻表現得虔虔君子的模樣，原來這就是現在版的「中華文化」。真的切中有人戲

稱的「禮義廉  」（無恥！） 
      七月中旬，馬英九的三中案，終於遭到北𥽋𥽋起訢，由於當時馬英九手下負責執行任務，全案最重要關鍵証人，當

初曾經一再提醒他，那樣的交易條件太荒唐，將來一定會出問題，因為他不願意像馬的在特別費案和大巨蛋案中，

明明是他主導決定的，卻都由部屬代罪坐牢，因此他哄出兩百片錄音光碟，馬英九以黨主席身分，一手主導整個三

中案非法交易的過程暴露無遺。他一直以來對於有關案情的質疑，都回答是下屬全權負責，自己並不知情，如今人

証物証俱足後，他在偵查庭中，自知理虧無話可說，拒絕做任何抗辯。事後卻面對新聞媒體大聲喊冤，滿口似是而

非的謊言。在哥斯大黎加這個民主國家住久了，我很確定在哥國如果有政治人物這麼做，一定會信用破產，被排除

在政壇之外，很奇怪在台灣竟然有一羣人還在擁載他，這次我終於明白了，他還在收割對人民洗腦的成果，看看北

朝鮮人民對金家人的盲目崇拜那副可憐相，那些人是該被憐憫的。 
      台灣大學的校長遴選案，更把這個全國最高學府內部行政管理的黑暗內幕曝露出來。原來一直以來，中國黨的黑

手早就伸進這個操控幾百億中央政府預算，龐大人事權的教育機構，一羣黨徒把特所有特權，如今雖然政黨輪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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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操控的遴選委員會，在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正義下，選出一位有諸多不良記錄，道德倍受爭議的人物，要接任

台大校長，被教育部駁回要求重選。因為違法的事証確著，他們不做任何辯解，卻把整個事件扭曲為政治鬥爭，全

力對抗小英政府。在校園內拆除不同意見學生所展示的標語，卻聯合校外親藍和共團體，在校園內集結抗議，以馬

英九為首，包括「八百壯士」及白狼統促黨黨徒。他們大駡被政治迫害，卻赤裸裸地結合紅色藍色力量，在台大校

區內，舉行示威抗議活動，把一個單純的法律事件變成政治事件，為了要延續他們的集體特權利益。 
      在蔣家極權專治白色恐怖統治時期，相對於被稱為真小人的毛澤東 ，蔣介石被認為是偽君子。因為當時在台灣

為了迎合歐美民主陣營對抗中俄的共產主義，自稱是民主自由國家，事實上正好相反，卻因為「偉大的領袖，民族

救星」偉偉然高高在上，人民大眾卻完全沒有言論媒體的自由。被完全洗腦的台灣人民，在民主自由化後，才漸漸

確認原來偉大的「蔣公」，是下令屠殺上萬台灣人精英的罪魁。他們所傳承的「中華文化」，是中國暴政時代的封

建獨裁文化。不但是白色恐怖統治，還讓他的黨徒公然在黨國體制下，分享政治經濟特權。 
       如今已經全面政黨輪替，馬英九成為継承蔣家王朝的典型人物，目前逐漸被揭發的諸多重大案件，讓人民看清楚

了原來目前復興醜陋的「中華文化」馬英九是領導者。 
 

 
輕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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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Tips 
看看笑笑就好: 

 
(來源: 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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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撇步必知！切洋蔥不再淚眼汪汪 
來源: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eturec=1&block=article-ext&nid=76766 

最喜歡洋蔥的清脆多汁，但是處理洋蔥時總是

會遇上兩個麻煩！光是要切個洋蔥就淚流不止，

還有，生洋蔥的嗆辣感讓人難入口，你也常因

為這兩件事而對洋蔥卻步嗎？ 

切洋蔥有方法 不再狂流淚 

切洋蔥會流淚是因為洋蔥在切之後，洋蔥的酵

素會和其中含硫的氨基酸起反應，因而產生硫

化合物，眼、鼻接觸到硫化合物後會感到刺激

而流淚。要避免在切洋蔥時變成淚人兒，可以

這麼做： 

1.切洋蔥前將洋蔥先冷藏，或快速冷凍幾分鐘 冰過的洋蔥會影響釋放刺激物質的作用，因此後續在切洋蔥

時，較不會受到明顯刺激。 

2.邊切洋蔥邊沾濕刀面 切洋蔥時透過沾濕刀子，在切的過程就能讓水帶走刺激性物質，可增加沾濕刀子的

次數，就能減少刺激。 

生洋蔥不嗆辣、好入口 

1.將切好的生洋蔥浸泡冰水，並替換水 經過冰水冰鎮的洋蔥，能釋出刺激物質，而泡冰水的過程中，可以

再替換水，更有助於讓嗆辣感消除。 

2.將切好的洋蔥用鹽巴搓揉後，再沖洗 鹽巴可以幫助洋蔥出水，使洋蔥內的硫化合物釋出，後續在沖洗時

也能幫助沖去刺激物質。 

去掉了刺激的嗆味，就能大口享用好吃的涼拌洋蔥了！涼拌生洋蔥的醬汁材料不外乎是醋、糖、醬油來創

造酸甜滋味，或添加檸檬汁風味也很好，將生洋蔥片放入調配好的醬內醃漬數小時就大功告成，也可以後

續再搭配海鮮或水煮薄肉片。 

熱炒或煎煮則較不用擔心洋蔥會有嗆味，洋蔥的脆度可以透過拌炒時間長短來保留，和肉類一起炒，洋蔥

的甜味能釋放到料理中，筷子同時夾起肉和洋蔥，吃起來也不會膩口。使用鹽巴、胡椒的調味很清爽，偏

好重口味的人，則適合用醬油、辣椒爆炒。 
 
洋蔥還可以製作成早餐或下午點心，如食譜中運用洋蔥切出洋蔥圈形狀，並利用圓形在中間倒入蔬菜蛋液

來煎，當早餐感覺很美味！ 
 
害怕處理洋蔥和嗆辣味的人，再挑戰看看吧！也許反而你會更喜歡它，不過吃太多洋蔥可能會有脹氣的問

題，可別太喜歡而一次煮太多或吃太多洋蔥料理喔！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eturec=1&block=article-ext&nid=76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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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傷膝關節」排行榜 是這三個動作 
來源: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eturec=1&block=article-int&nid=76484 

爬點樓梯膝蓋就疼痛，更別說是下樓；蹲下去

撿東西就站不起來，膝蓋內側產生疼痛感，又

或者走路的時候，膝蓋後側緊緊的、微微脹脹

的，那你可能出現退化性關節炎的跡象了。 

復健科醫師林頌凱曾在專欄中指出，爬山（相

當於上、下樓）雖然也會傷膝蓋，但蹲跪動作

卻是真正傷膝蓋的頭號殺手。 另外跑步、甚至

下樓梯，都算是危險動作。 

舉凡做家事、擦地板、蹲著挑菜洗衣服、坐著矮板凳看電視……，這些對長者來說再平常不過的生活作息，

卻一點一滴磨損著他的膝蓋，等到痛到受不了再去看醫生，往往都已經來不及了。 

如何預防退化性關節炎？ 

儘管目前認為退化性關節炎跟遺傳、性別、年齡

有關，從生活當中做改變還是有可能減緩或防止

此類疾病的發生。 

1.免不了的重複動作：穿護膝 

生活中的某些動作，或一些特定的職業會使膝蓋

從事重複性的動作，如蹲下般重物再起身，這些

動作長時間下來，容易對膝蓋造成壓力。穿著具

有強力支撐作用的護膝，或借助搬重物的機具，

或許能避免膝蓋損傷。 

2.運動 以運動的方式強化大腿及膝關節的肌肉，可幫助肌肉支撐整個身體及膝關節骨骼，膝蓋周圍的肌肉

有力，骨頭就不易磨損。並且，適度的運動能維持膝蓋健康，減緩關節僵硬，但要注意運動強度不能過強。 

3.休息 但也不能運動過度，還是要適度休息，使肌肉、骨骼能夠放鬆。如果膝關節已經紅腫、疼痛，更需

要休息。 

4.維持健康體重 體重過重會增加膝蓋的壓力，進而加速膝蓋軟骨的耗損。體型肥胖的人同時也是退化性關

節炎的高危險群。減重不但能減輕膝蓋的承重壓力，也能減少腰腿的疼痛。 

5.不翹腳 坐時雙腳交叉容易使骨盆傾斜，導致膝關節的髕骨外翻、位移，進而使軟骨磨損，膝蓋退化疼痛。

因此，不翹腳、不站三七步，也能保護膝蓋不退化。 

 

https://www.commonhealth.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eturec=1&block=article-int&nid=76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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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背書：每天拉筋 3 分鐘 3 個月瘦 10 公斤！這 12 招全身伸展一定
要記起來 

來源: https://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07968 

拉筋是日常生活中可以做的小運動，在家只要有空動一動、拉拉筋，竟然就能多活 10 年... 

第 1 招： 

二手手掌交叉互握，向上推伸展直到感覺到緊繃點停住，保持不動。動作中配合呼吸，且停留 10 秒鐘以

上。 

 

第 2 招： 

一手抓著另一手的手肘，向著頭部方向緩緩的往內拉。動作

中配合呼吸，停留 15～20 秒鐘，換邊，並重覆相同動作。 

 

  

 

  

https://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07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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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招： 

兩手放在背後互抓然後徐徐的將手臂往上抬高到舒適的部位，然後保持這種姿勢。動作中配合呼吸，停留 

10～15 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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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招： 

兩腳打開與肩同寬，膝蓋微彎，一手向上伸直橫越頭部向外伸展，另一手自然放在腹前，腰部向外彎曲伸

展。 

動作中配合呼吸，停留 10 秒後，換邊，並重覆相同動作。 

 



哥斯大黎加 台灣協會 | 生活 Tips 39 

 
 

第 5 招： 

手掌朝外伸直， 

手臂向外打開再緩緩的往後拉 

直到感覺胸部、肩部、手臂肌肉呈緊繃狀態。 

動作中配合呼吸，且停留 10 秒鐘以上。 

 

   

第 6 招： 

坐在地板上左腳平放，另一腳將其跨越成彎曲狀。將右手放在臀部附近，而左手緩緩地將彎曲的右膝蓋往

內推 

直到感覺肌肉緊繃。動作中配合呼吸，停留 15 ～ 20 秒鐘，換邊，並重覆相同動作。 

 

  

  



40 生活 Tips | 哥斯大黎加 台灣協會 

 
 

第 7 招： 

仰臥抓著膝蓋後面，然後緩緩的將腿拉向胸部，保持腿部的伸直，而另一腳保持彎曲。 

動作中配合呼吸，停留 10 秒鐘，換邊，並重覆相同動作。 

 

   

第 8 招： 

保持坐姿，兩腳底靠攏，讓腿放鬆朝向地板，兩手握在腳踝，手肘放在大腿上，施壓力量將大腿緩緩地往

下推， 

直到大腿肌肉感到緊繃為止。動作中配合呼吸，且停留 10 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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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招： 

單腳站立，抓住另一腳的腳踝，然後慢慢的往後拉到臀部，注意骨盆不要傾斜，同時保持軀幹的直立。 

動作中配合呼吸，停留 15 ～ 20 秒鐘，換邊，並重覆相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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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招： 

坐在地板上，彎曲一腳，膝蓋靠著胸部，另一腳伸直，身體向前傾斜，兩手往腳趾方向伸展。 

動作中配合呼吸，停留 10 ～ 1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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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招： 

躺著，兩手抓著膝蓋下面，然後將大腿往胸部方向拉，背部保持平貼於地面。 

動作中配合呼吸，停留 10 ～ 15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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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招： 

站立，一腳向前伸出，膝蓋彎曲勿超過腳尖，另一個腳向後伸直，腳尖向前，腳後跟往地板伸直，保持肌

肉拉緊的狀態。 

動作中配合呼吸，停留 20 秒鐘，換邊，並重覆相同動作且注意勿過度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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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肌肉解說圖 

 

 拉筋的好處： 

1. 讓累積在肌肉內部的廢物加速排出體外 

2. 預防拉傷，運動前暖身操必備 

3. 促進血液循環的速度，增強循環代謝功能 

 「拉筋」和運動一樣的重要，對身體都是很有幫助的，但要視身體狀況而定，千萬不要忽略這一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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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故事 
 

德國人：再富，也要窮孩子！終於知道德國為何這麼强大了！ 
來源: http://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20725 
 
如今富裕的德國人相信，被嬌慣的孩子缺乏自制力和獨立生活的能力，長大後的社會適應能力差， 
孩子在小的時候，就應該學會吃苦耐勞，培養出他們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以及改變世界的本事。 
這樣的孩子在面對挫折和困難時，不會惶惑無助，而是自信堅強。 
德國的孩子在長大後，都會離開父母去自闖一片天地。 

體會其他國家生活，學會思考人生 
所以在德國，每年都有一大批中小學生在假期的時間，萬里迢迢來到南美洲和非洲一些較為貧窮的國家， 
他們不是出國旅遊，也不是勤工儉學，而是來過上一段艱苦的生活，在這項獨特的體驗活動中鍛鍊自己的

社會適應能力。 
一切費用為自費，是名副其實的自己掏錢「買苦吃」。 
到一個貧窮的國家或地區生活，可以加深孩子對社會的了解，在貧與富的親身實踐體會中，認真思考人生，

學會同情，珍惜自己的擁有。 
如今這已是德國城市孩子們成長中的一項必修課。 

孩子繼承萬貫家財不一定是好事， 
德國的父母認為，如果讓年輕人輕易得到巨額財富，很可能會將他們推向墮落的深淵，所以很多依靠自己

奮鬥成為富豪的德國企業家們，都紛紛表示不會把自己的財產全部留給子孫，而是將絕大部分甚至全部財

產都捐給了社會慈善機構，而且子女們也對父母的這種做法表示敬佩和支持。 

在西方社會中，人們都普遍認為父母的財產是屬於父母的，他們有權利去支配自己所屬，作為子女，不應

該期望從父母那裡得到財富，屬於自己的財富只能通過自己努力工作來獲得，他們相信這樣才會有自豪感

和成就感，才能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快樂。 

只有懂得尊重別人，才會擁有尊嚴 

德國人深信：社會是一個整體，人與人之間要互相尊重，只有懂得尊重別人的人，才配擁有尊嚴， 

整個社會氛圍才會和諧，人們生活才會愉快和安定。有位華人男士去德國探親時，一次在遊覽漢堡動物園

途中去了趟衛生間。 

當他出來時，被一位德國女士攔住問道：「可曾見到一個小男孩兒在裡面？」她說兒子進衛生間很久了，

到現在還沒有出來。 

http://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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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華人想起剛才確實聽到衛生間裡有聲音，於是回頭進去找，在衛生間最裡面的位置，他看見一個小男

孩正在認真地修理水箱的拉杆，這個男孩只有 12 歲左右，這位華人和孩子攀談後得知，原來是馬桶的拉

杆突然失靈，沖不下水，男孩為了把自己用過的廁位沖乾淨，不把髒臭留給下一位，就自己動手修理。 

這名德國的男孩認為，讓別人難受，有失自己的尊嚴。 

在德國生活的華人也會感到，德國的父母非常注意對孩子這種品質的教育。 

品德培養，真的很重要！ 

德國人的心目中有這樣一個觀念：美好的品德是被感染的，而不是被教導的。 

他們從來不要求孩子去死記硬背道德準則，而是要求孩子從心靈深處、從日常生活中去體會什麼是倫理道

德。 

德國中小學校里有個課程叫：「個人的社會健康教育」，課程不是要孩子樹立遠大理想，而是讓他們了解

如何自律和怎樣融入社會。 

這門課程主要有四個核心觀念：熱愛生命、公正平等、誠實、守信。 

而且德國的中小學非常注重對孩子靈性的啟蒙，學校開設了各種信仰課供選修，包括基督教，佛教和道教

在內的世界主要宗教。 

德國的教育界認為，宗教中對神靈的認識，可以啟發孩子們對精神和生命自由的思考，對孩子們的人性和

品德培養至關重要的。 

德國的小學生很輕鬆，只上半天課，一年級算術只要求認識 1 到 20，要求不高。但他們有一門很重要的

綜合課，相當於把地理、歷史、人文、文化、宗教、各類常識和政治等綜合在一起，涉及的範圍很廣，這

門課讓孩子們在短時間內學了很多知識。 

而它的高明之處就是從各方面的基本知識入手，讓孩子們對人，家庭和社會有個概括的認知老師會給出各

種不同的題目讓學生們在課堂上演講，這就要孩子們在課外自己找資料，培養孩子獨立思考的能力。所以

德國的小孩在很小年紀時，會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就不奇怪了。 

不僅如此，多數德國學校每周都會有班級討論，選取一些學校里或者社會上發生的事情，讓孩子發表看法，

然後大家討論，自己去領悟和判斷是非對錯。 

集體遊戲也是一種重要的交流方式，在大家共同參與的遊戲過程中，孩子會懂得顧及與體諒別人，懂得團

隊合作的重要性。 

德國學校還普遍鼓勵孩子飼養小動物，也會組織學生到養老院陪老人聊天和做義工等活動。 

還為慈善組織募捐及參加公益或環保活動，激發孩子們的愛心和社會責任心。在德國人看來，高貴的品德

就是自重與尊重別人，是對社會和大自然的熱愛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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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歲以後，有錢別省、有福別等！(每一點都很中肯) 

來源: https://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30480 

有錢別省 

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離不帶走； 

不怕賺得少，就怕人在天堂，錢在銀行。 

為了健康，有錢別省，該出手時就出手。 

 

有福別等 

兒孫自有兒孫福，別為兒孫做馬牛。 

孩子吃點苦，方能得成長。 

人生只過一遍，切忌日夜辛勞。 

有酒今朝醉，享受眼前福。 

 

有愛別放 

一生何其短，緣分不等人。 

愛與被愛都是幸運。 

越老越要有博愛之心， 

關愛家人，愛護晚輩。 

 

 

 

 

有氣別忍 

憋氣則氣結，氣結則病生。 

心中如果有氣，快吐為安。 

朋友和家人是最佳的通氣筒， 

也是為你傾注生命活力的打氣筒。 

有恨別記 

心胸開闊，世事看淡。 

大事聰明，小事糊塗。 

恩怨不計，舊恨不記。 

相逢一笑泯恩仇， 

心中坦蕩蕩，人生最自在。 

 

開心最重要 

人生苦短，別省、別等、別放、別忍、別恨。 

風雨一輩子，開心最重要。 

人心簡單就快樂，生活簡單就幸福。 

我們要快樂地活在當下， 

不要總是把享受放到未知的明天。 

 

https://www.cmoney.tw/notes/note-detail.aspx?nid=13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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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補貼 
 

五種低潮情緒的處理方法 

來源：身心靈 https://wechat.kanfb.com/news/life/33260 

01 當你覺得沒有自信，總覺得不如人。 

01.停止批評和責難自己。 

不斷苛責自已，說喪氣話的人，通常是對自己不夠肯定的人。要對自己溫柔點，是建立自信的第一步。 

可以拿支筆列出你不斷在責罵自己的話語，並且自問看到這些話會有什麼感覺，這樣的責罵是否對自己有

好處。最後發現是沒有好處的。 

因此，一定要下定決心停止這種責難。如果一時還做不到，不妨先把注意力放在已經做好的部分，告訴自

己做得有多好。 

02.學習積極正面的自我對話。 

我們的內心都有一部投影機，每天讀出成千上萬的畫面與情緒，除了要停止負面的批評，還要積極輸入一

些正面的鼓勵。 

寫一張自己的履歷表，把所有的優點都列上去，每周瀏覽一次，做為自我對話的腳本，在忍不住要責罵自

己之前，先想想看自己還有哪些優點，沒有想像中的糟。 

03.每天問自己兩個問題：「我的人生有什麼是好的？」、「還有什麼事可以做？」 

心靈文學作品《自尊心的六根支柱》作者布藍登則進一步建議，從這兩個問題啟發自己更有創意的對話，

找到自己的價值，才能更肯定自我。 

04.停止和別人比較，珍惜自己所擁有的。 

別再羨慕別人的太太比較漂亮，或嫉妒別人比較會賺錢，許多痛苦和不平就是從「跟別人比較」開始的，

不只是拿支筆寫下自己的優點，也列下自己所擁有的，和自己比，也學會珍惜。 

心靈補帖： 一個人應養成信賴自己的好習慣，即使再危急，也要相信自己的勇氣與毅力。 ——拿破侖 

https://wechat.kanfb.com/news/life/33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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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傷心難過時，如何為自己打氣？ 

01.快走或跳個有氧舞蹈。 

科學家早就發現，運動能紓緩鬱悶，改善心情，因為它能刺激神經傳導物質的分泌，像是腦內啡、血清素

和多巴胺。 

02.找朋友聊聊天。 

孤立的人容易鬱悶痛苦，許多專家都建議，發生事情或心情低潮時，一定要有朋友在旁邊。密西根大學的

研究則進一步指出，不只是找到支持的力量，還要有歸屬感，要找那種可信任、可依賴的朋友給予我們支

持與幫助。 

03.找只狗玩玩。  

研究也發現，養寵物的人比較不容易得心臟病，這都是因為心情紓緩的緣故。抱抱狗、逗逗它，都能帶來

快樂。 

心靈補帖： 

如果你不開心，唯一能變開心的方法是，開心地坐直身體，並裝成很開心的樣子說話和活動。 

——心理學家約翰·詹姆士 

03 當你覺得，容易擔心憂慮。 

01.保持忙碌。 

忙碌，使人不再有憂慮的空間，一個人不可能很興奮地做某件事，同時又很煩惱。 

在工作上保持忙碌，休閒時也可以多安排一些活動，特別是戶外的爬山、運動或打球，讓身體動一動，也

讓腦子連多想一下的機會都沒有。 

02.用概率來排除心中的憂慮。 

想想看：「這件事發生的概率究竟有多少？」仔細研究你會發現，99％所擔心的事從來沒有發生過，很多

是來自自己的想像，而非現實。 

03.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實。 

如果真是碰到困境或瓶頸，不妨利用以下幾個步驟克服心中的憂慮。 

先問自己：「最壞的情況是什麼？」分析出最壞情況後，接受它，會立刻產生不一樣的效果，那就是馬上

使自己放鬆，得到心中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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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才有餘力進一步思考：「我能不能在最壞的情況下做些改善？」因為，一直憂慮下去，永遠想不出

好辦法。 

心靈補帖：  

我知道生命中有許多麻煩事，但這些事大多數並沒有發生。 ——作家馬克·吐溫 

04 當你覺得，憤怒生氣 

01.先深呼吸。 

「吸-呼」「吸-呼」，把氣吐出來，也把氣緩下來。從一數到十，看看自己要數幾次，才能把氣緩下來。 

02.區別輕重緩急。 

稍微紓緩後，再問自己：「我需要生這個氣嗎？」想想發怒的原因。或是「我有必要這麼生氣嗎？」區別

此事對自己的輕重緩急。 

03.培養同理心。 

再想想：「如果我是對方，我會說同樣的話、做同樣的事嗎？」 

如果會，大可不必這麼氣，試著從對方的角度看事情，試穿別人的鞋子，培養同理心。 

04.善待自己。 

最後再想想，有必要拿別人的錯來懲罰自己，損害自己的健康嗎？所以，也就別氣了。 

心靈補帖： 

仇恨的怒火，將燒傷你自己。——莎士比亞 

05 當你覺得——壓力大，喘不過氣來。 

01.暫停一下。 

在被壓得喘不過氣時，要善用「策略性暫停」。也就是，讓自己有機會做幾個深呼吸、喝杯水、安靜的坐

一下，甚至是發呆，讓腦袋空白。 

02.想想愉快的事。 

閉上眼睛，回憶過去一次愉快的旅行，像是美麗的溪水，寬廣的步道。或是回味一下小孩的童言童語，另

一半的愛意與溫暖。 

研究發現，愉快的感覺能重新調整內部的生理時鐘，獲得短暫但直接的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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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求助於外。 

如果是因為事情常常做不完所帶來的壓力，那麼得考慮去找人幫忙，要記得，自己可不是萬能的超人。找

出事情的優先級，把事情簡化，也都是紓緩壓力的好方法。 

心靈補帖： 

停下來，好好享受這個下午，你可沒有辦法把它打包帶走。 

——迪拉德 

後記：好情緒，會讓我們的心情好，讓我們的工作順利，甚至連運氣都會越來越好，也會讓我們發現世界

都開始不一樣了。 

好情緒是身體最好的營養，好情緒也是健康的基石，更是命運轉變的開端。 

好壞情緒由我們自己把握，命運也是如此。 

那麼還等什麼呢，我們就現在開始體驗並分享這 5 種方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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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與健康 

害怕術後長出蜈蚣疤？醫師教你正確護理事半功倍 
來源: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44/3260885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人都難保不會有意外發生，而當

發生皮肉傷需要護理時，最怕留下疤痕，或是手術需要

縫合時，也很怕傷口會留下疤痕，甚至有人會出現蟹足

腫，長出有如蜈蚣般的疤痕；到底該如何護理才能避免

肌膚產生疤痕呢？是否有什麼護理產品有助於使傷口

癒合呢？《中庸》言：「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預

防勝於治療的觀念，在護理傷口時，也是同樣的道理。 

傷口深度、癒合時間、感染和張力 都是疤痕形成原因 

馬偕醫院整形重建外科主治醫師姚文騰表示，受傷之

後，身體會有修復機制，由纖維母細胞分泌膠原蛋白修

復傷口。而傷口深度較深或是癒合時間較久，以及是否

有感染和傷口的張力太強，都是導致疤痕形成的原因；

而在傷口護理時，要使傷口不產生明顯的疤痕，務必要將傷口盡快清理乾淨並縫合，做好消毒且覆蓋合適

的敷料，不要使傷口暴露接觸到生水與髒物造成感染。 

傷口護理前六個月是黃金期 建議使用免縫膠帶半年 

要如何預防傷口出現難看的疤痕呢？姚文騰醫師指出，傷口護理前六個月是很重要的黃金期，針對手術類

型的線性傷口，需要使用免縫膠帶固定，降低傷口裂開的機率可使疤痕修復快，進而不會容易產生肥厚性

疤痕和蟹足腫；而免縫膠帶的使用時機，在傷口拆線後持續使用半年，能幫助癒合及預防疤痕。 

預防疤痕生成 免縫膠帶黏貼要與傷口垂直 

姚文騰醫師進一步指出，使用免縫膠帶不用天天換，保持乾燥可五至七天換一次，免縫膠帶一來可取代外

層的縫線，其二是對傷口進行適當壓迫，避免細胞不正常增生而產生疤痕。至於免縫膠帶正確黏貼方式，

方向要與傷口垂直，提供足夠張力，尤其是四肢與關節處最需要正確黏貼避免活動造成傷口皮膚張力過大，

且黏貼時不要拉扯膠帶也不要重疊，要有點間隔。如擔心傷口感染，也可使用含碘的免縫膠帶在避免傷口

裂開的同時也達到抑菌的效果。 

一般外傷護理 不沾黏敷料可降低換藥疼痛感 

手術傷口和一般外傷的傷口護理是有差異性的；姚文騰醫師說明，手術縫合傷口是乾淨的，用生理食鹽水

清潔後使用免縫膠帶即可，但是擦傷與割傷等外傷，怕有傷口不乾淨與感染疑慮，應先用優碘清潔消毒，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6044/3260885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7%96%A4%E7%97%95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8%9F%B9%E8%B6%B3%E8%85%AB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8%9F%B9%E8%B6%B3%E8%8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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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再用抗菌藥膏，且要視傷口狀況用抗菌敷料，對於一般外傷或沒有拆線等容易有分泌物的傷口，可使

用含不沾黏傷口棉墊的敷料，避免血水組織液和敷料黏在一起，導致撕除敷料時連同新生組織一起撕下來，

造成換藥時的不適及疼痛。 

沒有預防疤痕生成 長出蜈蚣疤還會刺痛與搔癢感 

手術後傷口若是沒有用免縫膠帶或除疤凝膠，很可能一、二個月就長出蜈蚣疤痕。姚文騰醫師強調，蜈蚣

疤痕除了外觀不好看，且會造成刺痛與搔癢感；門診中，有些病患受傷後在傷口癒合的過程，沒有進行適

當的疤痕預防護理，結果三個月後傷口產生肥厚且凸出疤痕，因為已過了傷口護理的黃金期，最終只能透

過打消疤針與雷射，將疤痕切掉再重新縫合，讓除疤程序變得更麻煩，所以民眾有疤痕上的疑問就要立即

處理。 

咳嗽咳不停 胃食道逆流恐是元兇 
來源: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76/3242508 
 
在日常生活中，咳嗽是很常見的，這是因為喉嚨受到刺激時所產生的反射動作，但是如果持續咳嗽超過三

週，就是屬於慢性的咳嗽，必須進一步去檢查找出原因，給予適當的治療。醫師指出，引起咳嗽的原因很

多，大多與呼吸道感染有關，但是仍有許多久咳不癒的病患，是因為其他因素造成，胃食道逆流便是其中

之一，必須對症治療。 

中西醫整合醫師楊龍駿指出，在針灸門診中，有許多慢性咳嗽病人，經過許多檢查之後，才發現原來咳嗽

是因為胃酸逆流所造成，針對胃食道逆流治療之後，大約九成咳嗽的病患都能夠恢復正常，不再復發。 

咽喉逆流造成咳嗽 須提防咽喉、口腔等部位癌症 

大多數人只知道胃食道逆流的名稱，但是中西醫整合針灸特別門診楊龍駿醫師表示，當胃酸逆流到咽喉、

口腔或鼻腔時，應該稱為「咽喉逆流」而不是胃食道逆流，通常會有乾咳、喉嚨異物感、喉嚨疼痛、聲音

沙啞等症狀。長期的胃食道逆流，食道會因為胃液強酸的灼傷而出現食道癌；其實，咽喉、口腔黏膜也會

因為胃酸的刺激而出現細胞病變，不可不慎！ 

根據楊龍駿醫師的門診統計，大多數的胃食道逆流的病例不會出現火燒心、溢赤酸的典型症狀，只有乾咳

與喉嚨異物感的現象，很容易被誤診，甚至病患私自購買止咳化痰的成藥服用。 

西醫以抑制胃酸、止咳化痰 傳統中醫調理腸胃機能、潤肺安神 

久咳不癒的病患通常會先去耳鼻喉科檢查，若發現咽喉黏膜有胃酸侵蝕的傷口，才會轉診給腸胃科做胃鏡

檢查。楊龍駿醫師指出，西醫的主要治療方式是給予抑制胃酸（PPI）及止咳化痰的藥物，以減輕病患胃酸

咽喉逆流造成的咳嗽，甚至會給予鎮靜劑以改善因夜咳引起的睡眠障礙。傳統中醫主要用中藥去調理腸胃

機能，潤肺安神為主。這些治療方法或許能減輕咳嗽的症狀，但是賁門鬆弛導致咽喉逆流的問題仍然存在，

無法根治。 

特殊針灸療法直接關閉賁門 快速止咳不再復發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9%99%A4%E7%96%A4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76/3242508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8%83%83%E9%A3%9F%E9%81%93%E9%80%86%E6%B5%81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6%85%A2%E6%80%A7%E5%92%B3%E5%97%BD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earch/%E8%83%83%E9%85%B8%E9%80%86%E6%B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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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龍駿醫師則是使用針灸治療咽喉逆流與咳嗽，而且不使用中藥，已累積相當多臨床成功案例。楊醫師主

要採用頭皮針與耳針直接去刺激賁門括約肌，使其恢復正常的緊閉功能；他強調，治癒後雖然可以回復正

常飲食，不須特別忌口，但平時仍然要避免暴飲暴食，才能避免復發。 

臨床上，曾有一名咳嗽超過十年的病患，因為胃酸逆流刺激咽喉，經常需要清喉嚨，甚至整天都在咳嗽，

接受過各種中西醫治療都未見改善；經由楊龍駿醫師使用頭皮針與耳針，搭配穴位注射，該病患在留針 1

至 2 小時期間，就不再咳嗽了。經過一至兩個療程的針灸治療，順利解決多年胃食道逆流與咳嗽的問題。

楊醫師提醒，咳嗽發生的病因有很多種，應該要找醫師詳細檢查，切勿自行服藥，以免延誤寶貴的治療時

機。 

一天只能吃 1 顆蛋？專家破除迷思曝真相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093000428.html 

文／ 易禹昕（健康傳媒） 

一天真的只能吃一顆蛋嗎？專業醫師指出，只要是身體機能正常的人，一天吃 3 顆蛋也沒問題！ 

常聽老一輩的人說，「一天只能吃一顆蛋，否則對身體不好。」相信很多人對這樣的說法並不陌生，也都

遵循這樣的飲食建議。之所以會有「一天只能吃一顆蛋」的說法，主要是因為蛋黃中的膽固醇含量比較高，

若長期多吃恐怕影響身體機能。但果真如此嗎？到底一天吃幾顆蛋才不算過量呢？對於吃蛋的迷思，專業

醫師給答案了：只要是身體機能正常的人，一天吃 3 顆蛋也沒問題！ 

聯安預防醫學機構聯青整合醫學診所家醫科醫師顏佐樺指出，蛋的營養價值很高，也是很好的蛋白質與油

脂的來源，不僅如此它還富含維生素 B 群、礦物質硒、Omega3、鐵、鈣、鋅，其中有一項營養素「膽鹼」，

更是身體重要器官的原料，也是大腦神經傳導物質（乙醯膽鹼）的重要元素。一旦身體的膽鹼含量不足時，

神經修復系統就會受到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食物中所含的膽鹼量，都遠比不上一顆蛋的含量。 

早上吃蛋 提升飽足感 

一天之中什麽時間吃蛋最好呢？顏佐樺提及，有研究請受試者分為兩組，一組早餐吃蛋，一組早餐吃貝果，

將兩組早餐控制在一樣的熱量下，早上吃蛋的人，由於蛋含有大量的蛋白質與好的油脂，飽足感會比較好，

接下來一整天，吃東西的量就會隨之減少，受試者也因此體重下降。因此，從這個研究結果來看，早上吃

蛋是不錯的選擇。 

優質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來源 

顏佐樺解釋，過去許多醫學會建議一周吃 2 至 6 顆蛋，所以才會有「一天只能吃一顆蛋」的說法，現在應

該是不只可以吃一顆蛋，近期的研究一天吃到 3 顆蛋都還在可接受範圍中。 

至於吃蛋是否會造成膽固醇過高也是民眾所關切的議題，不過在《美國 2015～2020 年最新飲食指南》中已

取消每日攝取膽固醇的上限，而且也說明膽固醇的多寡，大約有 8 成是身體自行製造出來的，只有 2 成來

自於食物。這意謂人體經由吃蛋所產出的膽固醇，並不如我們想像中那麽多。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9%E5%8F%AA%E8%83%BD%E5%90%831%E9%A1%86%E8%9B%8B-%E5%B0%88%E5%AE%B6%E7%A0%B4%E9%99%A4%E8%BF%B7%E6%80%9D%E6%9B%9D%E7%9C%9F%E7%9B%B8-0930004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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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佐樺補充，蛋可產生好的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具有保護心血管的作用。

大部分的研究都發現，吃蛋是增加好的膽固醇，而少部分的人大概兩三成吃蛋膽固醇會偏高，但就算偏高

也都多為好的膽固醇。 

糖尿病、腎臟病患者 吃蛋有禁忌？ 

糖尿病患者吃蛋要忌口嗎？顏佐樺認為，只要整體飲食型態是健康的人，像是蔬菜量攝取充足，少吃精緻、

加工的食物，其實吃蛋無妨。而腎臟病患者因為每日攝取蛋白質的量需要控制，仍需和醫師、營養師討論，

精算一日可攝取蛋白質的總量。事實上，除非是對蛋過敏、或是宗教、吃素等因素，不能吃蛋，否則沒有

完全不能吃蛋的建議。 

最後，顏佐樺提醒，民眾選購時，應多留心蛋類的來源，可挑選像土雞蛋、放山雞蛋，或是飼料中含 Omega3

較高的蛋類食用。此外，烹調方式也是個重點，建議吃水煮、清炒、蒸煮的蛋，這種烹調方式可以保留蛋

中的營養成分，而滷蛋、茶葉蛋等可能要注意滷汁是否含有額外添加的加工成分，反倒可能帶給身體多餘

的負擔，有損健康。其實，食物並沒有絕對的好與壞，重點在於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同時掌握正確的營

養觀念，確實做到均衡攝取多樣化食材，才是常保健康之道。 

刷牙防失智！４個好習慣，讓大腦變年輕 
來源: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0675 
 
照顧好牙齒，也可降低罹患失智的機率。一項長達 18 年的追蹤研究顯示，一天內刷牙次數少於一次的的年

長者，罹患失智者的機率比起每天至少刷牙一次的人要高出 65％。 

人的大腦不同於身體，往往更能抵抗歲月的壓力。如何讓大腦的保持年輕的活力，不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

衰退？以下是《哈芬頓郵報》提供的 4 點實用建議： 

1.觀看大自然紀錄片：根據最新研究顯示，觀看大自然紀錄片，比起網路測驗或其他腦力遊戲，更能有助

於提升語言能力。此外，另一項澳洲研究指出，觀看大自然紀錄片的人，在生活上較不易感到壓力，生活

品質也比較好。 

2.降低膽固醇：降低膽固醇，不僅對心臟有益，對大腦的健康也很重要。根據研究，膽固醇維持在健康水

準，可以降低罹患阿茲海默症以及失智症的風險。另一個研究結果指出，中年肥胖的人，心智能力衰退的

速度會高於體重正常的中年人。 

3.好好保養你的牙齒：照顧好牙齒，也可降低罹患失智的機率。一項長達 18 年的追蹤研究顯示，一天內刷

牙次數少於一次的的年長者，罹患失智者的機率比起每天至少刷牙一次的人要高出 65％。 

4.多喝綠茶：綠茶中含有的某種兒茶素，有助於認知能力的提升，特別是男性。此外，近期多項研究顯示，

綠茶可減少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對於大腦思考的活化也很有幫助。（吳凱琳編譯）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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