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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會 2018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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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3,550.00  

美金 $43.00  

2018/9/15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9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8/9/15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2018/9/15 皇朝 5,000.00      

2018/9/16 中秋節 於吳前會長冠昌家舉辦   35,010.00    

2018/9/16 中秋月餅   252,000.00    

2018/9/21 鄉訊列印   26,000.00    

2018/9/23 中秋節 於林前會長長裕家舉辦   14,26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173,000.00  500,270.00  -327,270.00  

   
本月哥幣合計 586,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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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8/23 #355 銀行定存 從 2018-08-23 至 2019-08-23 (CRC) 1,000,000.00  69,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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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動態 
2018-09-16 於 吳冠昌 府上 10:30 舉行每家一道菜，慶祝中秋節活動。 
 
 
 
 
 
 
 
 
 
 
 
 
 
 
2018-09-23 再辦一次 每家一道菜 於 林長裕府上，再度慶祝中秋節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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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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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領務消息 
 
 

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雲嘉南辦事處將自 107 年 10 月 15 日起，全
面試辦提供民眾臨櫃以信用卡繳付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規費服務 

發布日期：107-09-28 發布單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自 104 年 4 月 8 日起，與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合作，首創政府機關提供民眾

臨櫃得以信用卡繳付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規費之服務，增加民眾繳費方式之多元選項，此項便民措施自

施行以來深獲各方好評。 

       為擴大服務範圍，使民眾繳交領事規費更為便利，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雲嘉南辦事處亦將自本（107）

年 10 月 15 日起，全面試辦提供民眾臨櫃以信用卡繳付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規費之服務，歡迎民眾多加

利用。 

我國與尼加拉瓜政府簽署「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 
發布日期：107-09-20 發布單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為簡化跨國公文書驗證流程及增進雙方交流，我駐尼加拉瓜共和國大使吳進木與尼加拉瓜共和國外交部長

孟卡達（Denis Moncada）於本（107）年 9 月 12 日簽署「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尼加拉瓜共和國政

府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該協定是繼「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與巴拉圭共和國政府免除外國公

文書重複驗證協定」於本年 8 月 8 日生效後，我國與邦交國所簽署的第二個免除外國公文書重複驗證協定。 

 

該協定將於雙方完成所需內部程序，並經正式外交書面相互通知的最後通知日生效。協定生效後，我國與

尼國文件欲持往對方國使用，於經各自文件證明權責機關（在我國是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外交部中部、南

部、東部及雲嘉南辦事處；在尼國是外交部文件證明組）驗證後，即可持往對方國使用，免除以往須再經

對方國駐外使領館複驗的程序，將有助提升雙方人民交流便利性與降低商業往來成本，創造雙贏互惠局面。 

外交部宣布自 107 年 9 月 6 日起至 108 年 7 月 31 日止試辦俄羅斯國民
來臺 14 天免簽證措施 

發布日期：107-09-06 發布單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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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政府為進一步推廣國內觀光，增進俄羅斯國民對臺灣的認識與瞭解，以及提升臺俄經貿投資關係，

決定針對觀光、商務、探親、參展考察及國際交流等目的來臺的俄羅斯國民試辦給予 14 天的免簽證待遇。

試辦期間自本（107）年 9 月 6 日至明（108）年 7 月 31 日止，屆時將依實施成效及相關實施情形決定是否

延長辦理。 

有關俄羅斯國民來臺免簽證措施，申請人須具備以下條件： 

一、 持有俄羅斯普通護照，護照效期須在 6 個月以上； 

二、 持有回程機（船）票或至下一目的地之機（船）票及有效簽證； 

三、 經查無不良或犯罪紀錄者； 

四、 須備妥旅館訂房紀錄、在臺聯絡人資訊及適當財力證明以供國境線上查驗。 

 
 
------------------------------------------------------------------------------------ 
 
 
 
自從薩國斷交後，已交由駐尼加拉瓜大使館，兼理巴拿馬、哥斯大黎加。 
 
 
會員可上網至: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ni/ 

領務受理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2:30 及 13:30-17:30 

電話 +505-22771333 +505-22771334 
電話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08:30-12:30 及 13:30-17:30 
緊急聯絡電話 +505-88860602 
 
聯絡資訊: Planes de Altamira, Lotes 19 y 20, Managua, Nicaragua 
 
 
 

https://www.taiwanembassy.org/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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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搭飛機千萬別睡！每 50 人就有 1 人遇見真愛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E6%90%AD%E9%A3%9B%E6%A9%9F%E5%8D%83%E8%90%AC%E5%88%A5%E7%
9D%A1-%E6%AF%8F50%E4%BA%BA%E5%B0%B1%E6%9C%891%E4%BA%BA%E9%81%87%E8%A6%8B%E7%9C%
9F%E6%84%9B-044603308.html 

大部分人一坐上飛機，不是看電影就是蒙頭大睡，最好一路睡到目的地，但你知道嗎，這一睡可能讓你因

此錯失交朋友、找到新客戶，甚至更慘的，錯過遇見真愛的機會！ 

根據《CNN》報導，英國匯豐銀行針對來自 141 個國家、2150 名飛機乘客的研究指出，超過一半以上的乘

客會和鄰座乘客聊天，而每 7 個人就有 1 人會在飛機上交到新朋友；更出乎意料的是，有高達 16%的乘客

透過交談因此為工作增加新客戶。 

更振奮人心的是，有 2%的人，也就是每 50 個人就有 1 人，會在飛機上遇見真愛；其餘的那 49 人，則為其

他乘客擾人的行為感到煩躁不已。 

外媒也指出，搭飛機出差、出遊越來越普遍，因此人們通常穿著隨性、寬鬆的 T 恤或運動褲等，來度過長

達數小時的飛行時間，也使得原本被視為浪漫的飛行，越來越失去魅力風采。 

傳中國擬「三證合一」 企圖消滅我護照與主權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65196 

可能把台胞證、居住證與身分證「三證合一」 

〔記者鍾麗華／台北報導〕外傳中國將放寬台灣居民居住證申領門檻，同時為因應蔡政府的申報登記制，

未來也不再公布申領人數。我方研析報告直指，中國居住證政策雖會調整，但背後的政治圖謀昭然若揭，

就是企圖對台「內國化」，遂行「未統先治」，提早實施「一國兩制」，未來也可能把台胞證、居住證與

身分證「三證合一」，最終以消滅我國護照與主權為目的。 

雖然居住證申領條件之一，是需在中國居住半年以上，不過，有媒體報導，目前採取從寬認定，只要有住

房或就業證明，即可辦理，若是兩岸婚姻，台籍配偶也可直接在配偶的中國戶籍地辦理。中國國台辦發言

人安峰山在 26 日新聞發布會未否認，他表示「各地公安機關會根據台胞的具體情況作出處理，儘量滿足其

申領的需求」。 

https://tw.news.yahoo.com/%E6%90%AD%E9%A3%9B%E6%A9%9F%E5%8D%83%E8%90%AC%E5%88%A5%E7%9D%A1-%E6%AF%8F50%E4%BA%BA%E5%B0%B1%E6%9C%891%E4%BA%BA%E9%81%87%E8%A6%8B%E7%9C%9F%E6%84%9B-0446033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0%AD%E9%A3%9B%E6%A9%9F%E5%8D%83%E8%90%AC%E5%88%A5%E7%9D%A1-%E6%AF%8F50%E4%BA%BA%E5%B0%B1%E6%9C%891%E4%BA%BA%E9%81%87%E8%A6%8B%E7%9C%9F%E6%84%9B-04460330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0%AD%E9%A3%9B%E6%A9%9F%E5%8D%83%E8%90%AC%E5%88%A5%E7%9D%A1-%E6%AF%8F50%E4%BA%BA%E5%B0%B1%E6%9C%891%E4%BA%BA%E9%81%87%E8%A6%8B%E7%9C%9F%E6%84%9B-044603308.html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65196


哥斯大黎加 台灣協會 | 台灣.新聞 11 

 
 

安峰山聲稱，居住證受廣大台灣同胞的歡迎和肯定，申領非常踴躍，不過，他未說明申辦人數，外傳是因

應蔡政府的申報登記制。國台辦在 12 日新聞發布會則公布有 2.2 萬台灣民眾申辦居住證。 

中國要國際組織採認台胞證 壓縮我護照空間 

陸委會指出，政府理解國人因經濟或生活便利而持有「居住證」，將寬容對待，但對「居住證」背後隱藏

的政治意圖，須嚴加防範。為有效因應陸方統戰作為，並降低國安風險，政府持續推動申報登記制等安全

管理作為。 

官員解釋，中國居住證不只有個資被掌握的風險，還有國安危機。近年來中國為削弱中華民國護照的效力，

已要求聯合國所屬的國際組織採認台胞證，壓縮中華民國護照使用空間，未來也不排除北京會提高居住證

效力，賦予用居住證申請中國護照，以取代我國護照、消滅我主權。 

我方研析報告：中方製造對台行使管轄假象 

中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日前就建議中共當局實現戶籍、居住證、身分證「三證合一」，官員說，

北京未來極可能把台胞證、居住證與身分證「三證合一」，甚至納入戶籍管理，這些後續發展都必須要密

切關注。 

我方研析報告也指出，北京透過居住證，以等同中國公民待遇，發給台灣民眾「類身分證」，在國際法與

國內法層面製造對台行使管轄的假象，造成一部分台灣民眾受其統治，形成「雙重統治」效果，企圖對台

遂行「未統先治」，提早實施「一國兩制」，模糊兩岸界線。 

亂散布小英「荷槍實彈」勘災 男假冒雲豹車駕駛遭逮 

來源: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1004977 

823 豪雨南部大淹水，而當時，臉書粉絲專頁「正宗!鬼島狂新聞!」於 8 月 26 日張貼 2 張 LINE 截圖，內容

是一名自稱國軍雲豹裝甲車駕駛，稱蔡英文總統南下勘災時，指示「陪同的救災裝甲兵荷槍實彈，槍枝都

上膛」等不實訊息，國防部及車上兩名駕駛都提告，刑事局將 35 歲的那姓男子查緝到案，依偽造文書及侮

辱公署罪嫌送辦，檢方複訊後請回。 
 
根據那男當時所發布的截圖，可看到上頭寫著「我是影片中的雲豹車駕駛....甲車上的同儕都荷槍實彈，槍

都上膛了」、「我們究竟是來救災還是打仗」、「總統不是應該站在人民這邊，怎麼會叫我們荷槍實彈」

和「希望你能報導出去」等語。 

刑事局組成專案小組追查，發現該社團是由一名從事漁業的那姓男子所創立，但那嫌到案後供稱，因對目

前政府不滿，在一些群組、網路上看到該截圖，才會轉貼否認散布。但警方從截圖的細節與其他網路社團

等，並未看到相同截圖，僅出現在「正宗！鬼島狂新聞！」，懷疑截圖根本是他所為，並依偽造文書、侮

辱公署罪嫌送辦。 

 

https://news.tvbs.com.tw/politics/100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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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急衝廁所驚見大象、長頸鹿  他求救：哪間是男廁啦？ 

來源: https://news.tvbs.com.tw/life/1005306 

急著衝廁所，到底該選哪邊？一般來說，公

廁通常只要看到藍色或穿褲子，就知道是男

廁的標示；反之，穿裙子或粉紅色圖案便是

女廁！但一名網友在尿急時，卻發現廁所的

標誌是「大象」，另一間則是「長頸鹿」，

有別於傳統的標示，害尿急的他，趕緊拍下

照片 PO 網求救，到底該上哪間廁所？ 
  
一名網友在臉書「爆廢公社」發文附圖表示，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廁所，不過眼前的畫面卻

讓他很困擾，只見 2 間廁所的門外分別貼

「大象」和「長頸鹿」的標示，讓摸不著頭

緒的他急著求救「哪一個才是男廁？」 
  
文章一出，引發網友熱議！不少網友開玩笑地說，「你先上在門口，不要憋」、「這應該不是給人用的」。

但也有網友研判「大象」應該是指男廁，因為「蠟筆小新都畫大象」，因此推測另一間「長頸鹿」就是女

廁。 
  
所幸，最終有專業網友提出解答，原來因為大象是用鼻子噴水，就像男性小便時的畫面，而長頸鹿因為上

廁所都會叉開腿，所以長頸鹿是女廁，成功幫大家解惑！ 

全球最好用護照 日本奪冠台灣第 29 名 

來源: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10/28428880.html 

（中央社台北 10 日電）英國顧問公司公布亨利護照指數（Henley Passport Index），日本以 190 個免簽國擠

下新加坡登上冠軍，台灣護照則進步兩名排名 29，可免簽進入 148 國或地區。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倫敦顧問公司 Henley & Partners 根據各國護照免簽國數進行排名，昨

天公布最新報告指出，去年排名 31 的台灣進步 2 名，來到 29 名。 
 
本月稍早新增緬甸為免簽國的日本現在免簽國數量多達 190 個，擠下擁有 189 國免簽的新加坡，登上最好

用護照龍頭。 
 
今年年初原本獨占排頭的德國，則以 188 國免簽，和法國與南韓並列第 3。 
 
並列第 4 的有丹麥、芬蘭、義大利、瑞典和西班牙 5 個國家，免簽國數量 187。免簽國都是 186 個的美國

和英國並列第 5，兩國 2016 年曾登上冠軍，但在今年未新增免簽國的情況下，近期內應該不太可能奪回榜

首。 

https://news.tvbs.com.tw/life/1005306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10/284288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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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列第 6 的是比利時、瑞士、愛爾蘭、加拿大，免簽數都是 185 國。澳洲、希臘、馬爾他則以 183 國免簽

並列第 7。 
 
排名第 8 的為紐西蘭和捷克，免簽數 182 國。獨居第 9 的是冰島，免簽國 181 個。並列第 10 的則為匈牙利、

斯洛維尼亞、馬來西亞，免簽國 180 個。 
 
台灣今年 9 月宣布俄羅斯人來台免簽，儘管如此，俄國排名仍退步到 47。進步最多的當屬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這 10 年來排名突飛猛進，從 2006 年的第 62 名，進步到今年的 21 名。 
 
而近來新取得聖露西亞與緬甸免簽的中國，排名竄升到 71，自 2017 年年初以來，進步了 14 名。 

 

蔡總統國慶演說強調推動價值外交，建立國際價值連結，凸顯臺灣的
不可或缺，走出穩健抗壓的新路徑 

來源: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_M_2.aspx?n=8742DCE7A2A28761&sms=491D0E5BF5F4BC36&s=3B26
7D7229540261 

 
蔡英文總統本（10）月 10 日上午在中華民國 107 年國慶大會發表演說，明確指出全新的國際局勢正對台灣

帶來考驗，將會帶領台灣在挑戰及變動中找到發展機會，定位台灣最佳的戰略方向及角色。蔡總統誓言推

展『價值外交』，要讓全世界看見台灣面對挑戰所展現的強韌生命力，使台灣在國際間成為無可取代、不

可或缺的成員。 
 
蔡總統指出，當前國際政經局勢變動的根源，來自於中國對區域及國際現狀的挑戰。國際社會高度關切中

國的擴張主義，並已開始採取反制行動。國際社會和中國的猜忌和摩擦，導因於制度面與理念上的重大差

異。這是結構性的問題，不單是當前的現象，而會是長期的趨勢。 
 
蔡總統強調，台灣位於西太平洋島鏈的第一線，承受中國的擴張壓力固然巨大，但是在國際上並不孤單。

國際社會支持台灣的聲量越來越大，全世界都在關注台灣面對中國的霸權施壓，究竟會選擇屈服讓步，還

是會走出穩健抗壓的新路徑，進而樹立新的典範。蔡總統因此特別闡述，當全世界都在因應中國勢力擴張

的同時，我所領導的政府要讓世界看見台灣的強韌。捍衛台灣的最佳方案，就是要讓台灣在世界上變得不

可或缺，也不可取代。 
 
面對國際局勢的轉變，蔡總統表示，台灣的戰略選擇十分清楚，自然是和主流價值與典範秩序站在一起，

這是台灣過去及未來的發展根基。蔡總統在演說中主張推展『價值外交』，宣示未來台灣將加強跟理念相

近國家，包括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的合作。透過在國際上的價值連結，並利用特有的地緣戰略地位，

建構台灣不可取代的戰略重要性，以獲致「求穩、應變、進步」的戰略目標。 
 
蔡總統在演說中也特別感謝美國副總統彭斯（Michael R. Pence)日前發表肯定台灣民主發展的談話。蔡總統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_M_2.aspx?n=8742DCE7A2A28761&sms=491D0E5BF5F4BC36&s=3B267D7229540261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_M_2.aspx?n=8742DCE7A2A28761&sms=491D0E5BF5F4BC36&s=3B267D7229540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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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凸顯台美間價值連結的重要性。蔡總統形容「台灣是民主的燈塔，會照亮世

界」，也間接呼應美國彭斯副總統所說：「美國始終相信，台灣對民主的擁抱為所有華人展開了一條更好

的道路」。蔡總統在演說中告訴國際社會，「民主這條路台灣一定會堅定地走下去」。 
 
在中國對台灣的打壓不斷升高的同時，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也不斷強化。蔡總統指出，台灣可順應此一

戰略態勢，推動與理念相近及印太地區等國家的合作。當前美國行政與立法部門同時展現對台灣的強烈支

持，為台美合作奠立良好的基礎。台灣會掌握契機，深化台美夥伴關係，延伸與理念相近國家的合作網絡，

提升台灣的國際角色及戰略比重。 

賴清德緩頰「插在鼻孔說」 但強調深澳電廠「停止就是停止」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賴清德緩頰-插在鼻孔說-但強調深澳電廠-停止就是停止-015800946.html 

經濟部長沈榮津近日在立法院答詢能源議題時，一度拋出「插在鼻孔（發電）說」，引發議論。行政院長

賴清德 16 日緩頰稱，沈應該只是舉例，希望社會正視穩定供電重要性，一定要興建電廠；至於外界質疑深

澳電廠停建後是否可能重啟，賴強調，「停止就是停止」，後續行政作業將在選前盡速完成。 

賴清德 16 日赴立院備詢，會前被問到深澳電廠有無死灰復燃可能，明確表示「不會！」他說，行政院長到

立法院備詢公開宣示，停止就是停止，後續行政作業將請經濟部或環保署盡速在選前完成。對於傳出府院

對觀塘案和深澳電廠案「不同調」，賴未正面回應，僅說這部分總統府已經澄清了。 

針對媒體近日報導提及，「府方對賴清德打亂選戰節奏，表達高度不滿！」文字，總統府昨嚴正駁斥表示，

該文以評論之名迴避必須之查證，將多項已經更正之不實訊息以類似農場文形式再製刊出。事實上，政府

一體，目前政府能源轉型的規劃與推動，都在既有的軌道上順利進展，類似憑空指控，未能查證於先，專

業不足，令人高度遺憾。 

另方面，民進黨立委賴瑞隆昨在經濟委員會質詢沈榮津時指出，如果什麼能源都不要，那該如何是好？沈

答「只能插在鼻孔」，引發在野黨立委抨擊。 

賴清德今則替沈榮津緩頰稱，經濟部長肩負台灣經濟發展的重任，經濟要發展一定要穩定供電，目前沈榮

津所接收到的訊息就是如果深澳電廠不興建，又或者是觀塘天然氣第三接收站也不興建，顯然電力一定會

缺乏。他認為，沈主要是舉一個例子，希望社會能夠正視穩定供電的重要性。 

醜查某愛照鏡， 
歹命人愛算命。 

長得不漂亮的女性反而愛照鏡子， 
苦命人越是愛算命。 

斷掌查甫做相公， 
斷掌查某守空房。 

斷掌的男性會做官，或者其妻會有外遇； 
斷掌的女性則是會守寡。 

倚山山崩，倚壁壁倒， 
倚豬稠死豬母。 

依靠著山山崩了；倚靠著牆壁牆壁倒了； 
靠近豬稠的時候卻死了豬母。 

表示運氣很差，倒楣的事接二連三地發生。 

 

https://tw.news.yahoo.com/%E8%B3%B4%E6%B8%85%E5%BE%B7%E7%B7%A9%E9%A0%B0-%E6%8F%92%E5%9C%A8%E9%BC%BB%E5%AD%94%E8%AA%AA-%E4%BD%86%E5%BC%B7%E8%AA%BF%E6%B7%B1%E6%BE%B3%E9%9B%BB%E5%BB%A0-%E5%81%9C%E6%AD%A2%E5%B0%B1%E6%98%AF%E5%81%9C%E6%AD%A2-0158009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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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裔在美國：川普口中的「屎坑國家」如何影響兩岸關係？ 
來源: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3644 

文：向駿（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教授兼拉丁美洲經貿研究中心主任、中華戰略學會理事） 

9 月 15 日是中美洲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 5 個國家的獨立紀念日。1988

年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將原本一週的慶祝活動延長到 10 月 15 日並稱之為「西語裔／拉丁裔傳統

月」（Hispanic／Latino Heritage Month）；今年活動主題為「One Endless Voice to Enhance our Traditions」。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今（2018）年 1 月 11 日，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和朝野國會議員代表討論移民改革法案時質疑：

「我們為什麼需要更多海地人？把他們趕走。我們為什麼讓屎坑國家（shithole countries）人民來這？」共和

黨海地裔眾議員樂福（Mia Love）砲轟「我國元首這種行為是不被接受的。」民主黨拉美裔眾議員古鐵雷

斯（Luis Gutiérrez）則批評「我們現在可以百分百確定，川普總統是個跟《憲法》看法不同的種族主義者。」 

被川普形容成屎坑國家的還包括薩爾瓦多。薩國因 2001 年初強烈地震造成上千人死亡、數十萬人流離失所，

美國司法部特許薩爾瓦多移民申請「臨時保護身份」（Temporary Protected Status）。今年 1 月 8 日美國國土

安全部宣布，薩爾瓦多移民的「臨時保護身份」將於 2019 年 9 月終止，據估計受影響的薩國移民將近 20

萬人。 

川普對非法移民實施的「零容忍」政策導致難民家庭父母與子女分離引發猛烈抨擊，其中又以來自中美洲

國家的居多；第一夫人梅蘭妮亞（Melania Trump）對此都不以為然。6 月 20 日川普終於簽署行政命令終止

此一做法，他在白宮告訴記者：「這麼做是為了讓家人可以在一起……我不喜歡家人被分開的場景或感覺。」

不過他也強調：「我們保持了非常堅固的邊境，打擊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會繼續。我們對非法進入我國

的人依然採取零容忍政策。」根據美國法律，主管邊防警察的國土安全部負責拘留非法入境的移民，而未

成年非法移民則屬於衛生部的管轄範疇。為此，衛生部轉而求助國防部協助解決這 2300 名無人陪伴的未成

年移民的安置問題。 

「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制度也是過去一年來川普猛烈抨擊、鼓吹廢除的制度。根據現行法律，美

國公民及綠卡持有者可以為他們的配偶和未婚子女的永久居留身份提供擔保。美國公民也可以為他們的父

母、兄弟姐妹和已婚的成年子女申請居住權。他在年初發表的國情咨文中曾表示，應取消連鎖移民制度、

收緊移民讓海外親屬成為美國公民的條件。他曾在推特表示：「連鎖移民『制度』必須結束！有些人來到

『美國』，然後帶上了他們全家，他們可能是真正邪惡的人。無法接受！」諷刺的是第一夫人梅蘭妮亞的

父母維克托・克尼亞福斯（Viktor Knavs）和阿曼尼亞・克尼亞福斯（Amalija Knavs）於 8 月 9 日在曼哈頓

宣誓入籍美國成為所謂的「連鎖移民」。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3644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87679
https://www.uscis.gov/family/family-green-card-holders-permanent-residents
https://www.uscis.gov/family/family-us-citizens
https://www.nytimes.com/2018/08/09/nyregion/melania-trumps-parents-become-us-citizens.html?action=click&module=Top%20Stories&pgtype=Hom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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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族裔漸成主流 

國際貨幣基金（IMF） 2015 年 4 月公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指出，除非能對科技創新和基礎建設擴大

投資提高生產力，否則全球經濟受已開發國家人口老化拖累可能陷入「長期成長停滯」。1960 年美國白人

占總人口數 85％，2000 年降至 69％。根據 2012 年底的人口普查結果比例再降至 64％，估計到 2044 年前「非

拉丁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s）將成為美國的少數族裔。到 2050 年，相較於德國和中國均將陷入老齡

化，美國則因拉丁族群的高生育率人口平均年齡僅為 41 歲。 

美國人口普查局今年 6 月 21 日的報告指出，美國人口已更加種族多樣化。2016 至 2017 年間，西裔人口增

加了 2.1％至 5890 萬，亞裔人口則是增長最快的種族群體，增加了 3.1％至 2220 萬，非西裔白人人口減少了

0.2％，降至 1 億 9780 萬。布魯金斯學會人口統計學家和社會學家弗雷（William Frey）指出，白人生育率開

始下降，去年白人移民也有所減少，而隨著白人人口老齡化，這意味著即使生育率有所上升，其人口總量

也將難以增長。 

川普的「零容忍」政策提供了拉丁裔在政壇展露頭角的機會。5 月 22 日德州出櫃拉丁裔前任治安官瓦爾德

茲（Lupe Valdez）贏得了民主黨內初選，成為德州州長女性候選人。再以 6 月 26 日紐約州初選為例，28 歲

的拉丁裔餐廳服務生歐加修－寇蒂茲（Alexandria Ocasio-Cortez）憑藉改革號召與網路催票以 15 個百分點的

懸殊差距擊敗連任 10 屆的眾議院大老克勞利（Joe Crowley），不僅粉碎克勞里問鼎議長的夢想，更使自己

一夕間成為耀眼的政壇新星。 

可是稍後在媒體採訪中，歐加修－寇蒂茲暴露了她對於政治經濟和外交議題上的弱點，更令人驚訝的是她

當選後的第一主張就是要聯邦政府廢除移民執法部門，放任非法移民進出美國。6 月 30 日，數萬名美國民

眾冒著高溫在首都華盛頓舉行以「家庭本應在一起」（Family Belongs Together）為主題的抗議活動，同時在

全美各地鎮爆發超過 700 場示威遊行，抗議川普政府移民政策。 

拉丁族裔與兩岸關係 

在薩爾瓦多成為今年第三個與我國斷交的國家後，共和黨籍參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賈德納（Cory 

Gardner）、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與民主黨議員馬基（Ed Markey）、梅南德茲（Robert Menendez）

於 9 月 5 日共同提出《台北法案》（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簡稱

TAIPEI Act），旨在加強台灣在世界的地位，並授權國務院採取降級關係或改變外援等行動，以防相關國家

做出不利台灣的決定。 

提案人之一的古巴裔參議員盧比歐 1971 年生於佛羅里達州，1996 年獲邁阿密大學法學博士。他於 2000 年

起任佛州眾議員，2007~2009 年間任佛州眾議院議長，2011 年起任聯邦參議員。2013 年 2 月 18 日發行的《時

代》週刊曾以他為封面，標題為「共和黨救星」（The Republic Savior），封面故事的標題則為「移民之子」

（Immigrant Son）。 

016 年 6 月 24 日總統蔡英文出訪抵達首站轉機地邁阿密，盧比歐隨即與蔡總統會面並公開重申「美國與台

灣的友誼及對盟邦的承諾」。今年 5 月 15 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邀請國防部亞太助理部長薛瑞

福 （Randall Schriver）和國務院東亞暨太平洋事務局副助卿黃之瀚（Alex Wong）針對美國在亞太領導力舉

行聽證會中，盧比歐對巴拉圭與台灣的邦交表達擔憂。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9C%8B%E5%8B%99%E9%9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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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薩爾瓦多與我斷交後，盧比歐在推特上寫道：「或許薩爾瓦多覺得中國的錢會助他們執政黨贏得

2019 大選，但只會對美薩關係造成真正的傷害，包含他們在『共榮聯盟』（Alliance for Prosperity）計畫中

的位置。」為表達我國對中美洲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三個友邦的重視，以及對美國拉丁裔族群

如盧比歐等友人的回報，建議相關單位也辦理「西語裔／拉丁裔傳統月」，因為明（2019）年此時上述三

個國家的正式關係是否還能維持恐怕連外交部都說不準。 

超級高鐵 Hyperloop TT 乘客艙首亮相！再 3 年你我就能搭乘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超級高鐵 hyperloop-tt 乘客艙首亮相-再 3 年你我就能搭乘-040000406.html 

美國超級高鐵運輸科技公司 Hyperloop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ies（HTT）昨（3）日

公布了全球首款一比一原型車艙「Quintero 

One」，讓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

離超高速運輸系統的願景越來越近，也為人

們未來的交通方式帶來重大革新；該列車預

計將在 2019 年展開測試，目標 3 年內正式營

運。 

超級高鐵概念是由特斯拉（Tesla）、SpaceX

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在 2013 年提出，

其利用電磁懸浮原理讓列車以時速超過 1,200

公里的超高速度在真空管道內前進，預估從洛杉磯到舊金山僅需 30 分鐘。自此概念被提出後，該項技術便

引起世人關注，也促使一些公司競相打造高速交通系統，Hyperloop TT 就是其中之一。 

Hyperloop TT 車艙是由西班牙航太公司 Artificial 所打造，其乘客艙長度約 105 英尺，重量為 5 噸，雖還未完

成組裝細節，但預估可載客約 28 至 40 人。Hyperloop TT 表示，Quintero One 接下來將運至法國土魯斯研發

中心，計劃分兩階段打造系統並投入測試。 

HTT 執行長阿赫伯恩（Dirk Ahlborn）表示，一旦相關法律架構更加完備，全球可望在 5 年至 10 年的時間內

採用這套超級高鐵系統；此外，阿赫伯恩也說，完整的超迴路系統有望在 3 年內開始運行，也就是說，再

3 年你我就能搭乘超迴路列車，享受全新的交通體驗。 

超級高鐵的技術已經幾近完備，但市場上不僅 Hyperloop TT 正在實測進展，同為開發超高速管道列車的新

創公司 Virgin Hyperloop One，也喊出將在 2020 年完成研發、2021 年在杜拜興建超高速高鐵系統，這場交

通競賽究竟會由哪方先壓過終點線，讓我們拭目以待。 

給中國下馬威！CNN：美軍擬 11 月軍演 將航行台海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70252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美國海軍將全球軍演對抗中國？有外媒報導，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已經起草一份

秘密提議，希望舉辦一場全球級的軍演活動以達到警示中國、彰顯美軍備戰能力的目的，特別是計畫通過

南海及台灣海峽等敏感海域。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7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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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CNN》報導，美國國防部匿名官員指出，美國海軍已經要求太平洋艦隊籌備一系列的大規模軍演，預

計在 11 月的某段時間舉行。軍演主要目的是展示美國軍艦、戰鬥機的快速應變、作戰能力，來證明美軍有

能力迅速對抗潛在敵人，甚至計畫讓軍艦通過南海、台灣海峽等海域。 

報導指出，這意味美軍將在中國解放軍附近活動；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軍演目的並非是挑起與中國的爭

端，美方無意和解放軍開戰，不過，美國情報單位的確該衡量軍演將導致中國可能的反應。 

對此美國國防部與美軍太平洋艦隊都拒絕回應，美國國防部發言人伊斯特本中校（Dave Eastburn）表示：「正

如國防部長多次提過，我們不評論未來的任何行動。」 

殺人為何可以不用被判死刑？他舉德國當例子，道出「有些刑罰比死還
可怕」的真相 

來源: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59311 
殺死小燈泡的兇手被判無期徒刑，且刑後須接受強制監護五年。強制監護的用意，是擔心他刑期服滿以後，

病情仍沒有好轉，有再犯危險性，因此需要強制監護。德國早已廢除死刑，但對於案情重大，且因精神疾

病，可能出獄再危害大家的罪犯，德國社會也曾劇烈討論過；數年前德國改了法律，讓慣犯或精神疾患者

的重大案件罪犯在服完刑期後，還必須做安全管束（Sicherheitsverwahrung），且依病患的病情，德國的安

全管束可達終生無限期之久。安全管束並非服刑，但限制其自由。犯人在服完刑後就不是「犯人」，管束

期間接受治療，可以擁有穿自己衣服及使用個人被褥等權利，住處可以用自己喜歡的品味設置，最重要的

是被管束者有一個協助他的人，並且必須有專人定期評估他的危險性，如果病情穩定評估沒有危害大眾的

危險，即可以不須再接受管束。 

德國迄今被安全管束最久的罪犯，因殺害一對年輕夫妻，自 1962 年關到現在，服完刑期仍未被釋放，已經

被限制自由超過五十五年。目前德國還有超過五百名罪犯要被安全管束，一個被安全管束的罪犯，一天要

花比一般罪犯服刑還要多三倍的費用照護，一天約三百歐元是最少的照護費用。 

這個改變，其實是因應大眾害怕重刑犯出獄再度危害社會而設的條款，並沒有太大復仇的意味。但是無限

期的安全管束，如果深入研究，它其實比死刑更折磨人，試想，超過五十年的安全管束，雖然不是犯人，

但是和犯人一樣失去自由，如果以嚇阻的效果來看，一個終生監禁並強制治療的刑期，不會比死刑駭人嗎？ 

台灣的精神病患治療與照護嚴重被忽略 
狠殺一個無辜女童沒有被判死，這結果對於一般民眾是無法接受的，而身為精神科護理師的我必須說，我

佩服謝審判長，她能在抵抗輿論高壓下，做出這個不判死的決定。「思覺失調症」的病名原來叫做「精神

分裂症」，因為名稱污名化，所以這個病名改成思覺失調症。如今換個不污名化的名稱，也讓人似乎感受

不到這個病真正的病狀，反而讓一般人容易淡化他們的疾病。 

客觀來說，在醫學上，這疾病遺傳或因藥物引起的機會大，它是腦部的化學物質不正常造成的。既是腦部

化學物質的不正常，就多可以用精神科藥物調整，有些可以恢復，有些只能暫緩病情。根據統計，有百分

之二十的病人可以恢復到很好。如果用疾病比較來說，我會告訴病人，此病就如同糖尿病，都是身體體內

化學物的不正常造成的，糖尿病是胰島素不足，血糖升高要控制所以要吃藥，思覺失調症也是腦部化學物

質不正常，所以要吃藥。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5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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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覺失調症」在一千個人口中，約有三到七個罹患者，目前全世界有超過兩千萬人罹患此病。在全世界

沒有一個人可以斬釘截鐵的告訴我，他不會得病，或他家人親友都不會。就算自己家人親友都沒有，我們

社會仍要面對這群被社會遺忘的超過十萬以上病人，因為他們就都在我們身邊生活著，也需要我們關照。

對於這龐大的數字，我們社會必須規範面對，而不是用死刑來根除他們。 

誰能有選擇生什麼病的權利？長照體系對失能精障病人照護不足 

在台灣充滿了暴力與復仇的所謂正義，但是有誰知道一個病患的處境？當然沒有一個無辜的人該死，判刑

處罰是一定要的，可是在這個案件中，一個失序已久的病患，對自己沒有病識感，沒有服藥，沒有醫療社

會救助體系介入所造成的嚴重傷害，我們社會不正視，不用改善救援體系的不足嗎？在這之前都沒有人要

負責嗎？家庭因為窮苦無知而失去了辨識能力，一個精障失能的人用死刑處理掉，能幫助我們解決台灣超

過十萬人被漠視、被排除在長照之外的問題嗎？ 

死，有時候其實也是奢侈的享受，例如今年六月才到瑞士來安樂死的傅達仁先生，死亡就是他最後奢侈的

追求。多少台灣醫療下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患者，他們都奢求一個方便的死亡，法律卻不允許。而死刑的

槍決的死，就是個方便死，就像中國人說得吃方便麵（泡麵）一樣的方便，槍響後就結束一切痛苦。 

鄭捷至今成名了，有沒有人想過，他生前活著的時候是想要自殺的，而他沒有勇氣自殺，就隨機殺人要向

台灣社會討個死刑，結束自己的性命。最後，真如他計畫想要的，台灣社會給了他死，他在全台的撻伐中

死了，並且透過犯重大罪狀與死亡而成名了。這些都是他要的，他可以說是求仁得仁。我們社會這樣賜給

膽小到連自殺都不敢的人死刑，會不會太便宜他們了？ 

聯合國籲中國 釋放新疆再教育營的維吾爾人 
來源: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3340540 

據傳中國針對維吾爾族穆斯林設置再教育營，聯合國人權專家今天對此表示關切，呼籲中國立即釋放「以

反恐藉口」拘禁的這些維吾爾人。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U.N. Committee on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引述估算的資料指出，

可能有「從數以萬計到逾 100 萬的維吾爾人」，被拘禁在中國偏遠西部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本月稍早針對中國的人權紀錄，進行為期兩天的審查會議。這是聯合國自 2009 年以來，

首次檢視中國人權紀錄。 

中國外交部日前駁斥聯合國的指控，表示批評中國新疆政策的幕後元凶是反中勢力。 

獨立人權專家在審查會上表示，專家小組接獲許多可靠的報告，指出有 100 萬名維吾爾族人，被拘禁在一

處類似「大規模祕密拘禁營」的地方。專家小組成員麥道高（Gay McDougall）當時在會中表示，這個拘禁

營是「無人權地帶」。 

專家小組歸納結論指出，對於「眾多報告顯示，在未進行起訴或審判的情況下，以反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

主義為藉口，將數量龐大的維吾爾族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數族裔拘禁，不得與外界接觸，且通常長期持續如

此」一事，小組成員感到震驚。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3340540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81%AF%E5%90%88%E5%9C%8B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8F%8D%E6%8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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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廣場》要命要錢？馬雲這麼做 
來源: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36290 

馬雲從一個沒沒無聞的英語教師，發跡成為中國首富，然後又在五十四歲盛年宣布「退休」，同時把經營

權和所有權都完全放棄，五位新的所有人身分如謎，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才有可能發生的奇蹟。 

阿里巴巴從電商賣假貨起家，然後包辦線上支付平台蠶食金融市場，內行人都知道，幕後若沒有紅朝權貴

撐腰，馬雲就算有九條命，也活不到現在。如今「黨和國家有需要」了，是要錢還是要命？馬雲顯然選擇

了後者。 

生命權優於財產權，這是法學基本概念，某種程度內也可以套借過來說，人權優於財產權吧？一個連基本

人權都不受保障的社會，討論要不要「國（企）進民（企）退」，公有制與私有制孰優孰劣？這不是很荒

謬的事嗎？ 

可悲的是，此刻中國知識界正在煞有介事地展開爭論，搞得十四億人心惶惶。先是假借反腐打貪，幾個知

名的紅色家族企業落馬，吳小暉（鄧小平外孫女婿）被判重刑，財產沒收充公，接下來陳小魯（元師陳毅

之子）、王健相繼橫死，「平安保險」、「海航」被政府接管，首富王健林神隱，范冰冰被失蹤，一葉知

秋，風聲鶴唳，於是乎電商兩巨頭也相繼出狀況，紛紛表態企業隨時可以獻給國家，劉強東宣稱共產主義

是可以實踐的，大概連習近平這類毛粉也不相信。 

全世界還在搞共產主義的國家，五個指頭數得完，單單中國，就占了將近六分之一世界人口，你問九千萬

共產黨員還信馬列主義嗎？相信的大概五個指頭也數得完，但奇怪的是，十四億人卻沒一個敢說不，提起

一切要姓「黨」，個個點頭如搗蒜，堪稱是人類歷史奇蹟。 

共產革命，靠消滅階級起家，有飯大家吃是一個完美的社會，搞了一個世紀還沒個著落，到頭來發現中共

才是中國唯一的大地主，你家就是我家，黨才是頭家。 

鄧小平允許部分私有制，房子是你的，於是今天中國人把四分之三財富放在房產上，但土地是國家的，房

子會折舊，七十年後可能灰飛煙滅，落得兩袖清風，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此刻中美貿易戰打得火熟，領導又在全球大撒幣，一圓他的復興夢，內部有老兵維權要飯吃，地方債台高

築，P2P 金融難民去上吊，維穩經費超越國防支出，股市、匯市跌跌不休，這日子還過不過？於是乎就有

了「房產稅」出台，「五保一金」嚴管催繳，難怪吳小平一篇「私營退場」的文章捲起千堆雪，人人奔走

打聽，是不是在放風要搞消滅私有制老套？老共產黨員記憶猶新，這叫割韭菜，拔鵝毛。 

道理其實很簡單，共產黨搞革命之初，就已昭告天下，「無產階級專政、打倒資本家」是他的核心價值，

允許「公私合營」已經是最大的寬容，敏感的權貴資本早已開溜，當川普對中共高幹權貴來一手凍結財產

的絕招時，北京一陣恐慌，主席於是到北大荒喊話：別怕，咱們可以自力更生。中國人信不信不知道，但

台灣有一群「八百壯士」倒是信了。 

奇怪耶，一個連基本人權都不如螻蟻的地方，你還能跟他計較私有財產權嗎？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36290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67064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67059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169321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paper/1178766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354353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491663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175592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52036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560381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1222479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499942
http://ec.ltn.com.tw/article/paper/120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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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南海驚心動魄「41 公尺」 大陸戰艦就要怒撞美軍？！ 
來源: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133101 
美國海軍「迪凱特」導彈驅逐艦 9 月 30 日

駛進中國南海有關島礁鄰近海域，與中國海

軍 170 艦相距僅 41 米險撞。大陸國防部發

言人吳謙回應強調，大陸尊重並維護各國依

據國際法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飛越自由，但堅

決反對任何國家打著「航行自由」的幌子，

行違法挑釁之實，威脅沿岸國主權和安全，

危害地區和平與穩定。 
吳謙今天透過中國國防部網站發表談話稱，

中國海軍 170 艦當時迅即行動，依法依規對

美艦進行識別查證，並予以警告驅離。 
近年來，大陸加快了在南中國海的人工島礁

建設，並在人工島上部署了軍事設施。美國等國家指責中國把南中國海島礁軍事化。中國則堅稱這些設施

旨在保護在該地區作業的漁船和海上航行安全。 
 
美中驅逐艦南海相互逼近之際，美中兩國的貿易戰也在急劇升溫。大陸向俄國購買戰機和地對空導彈後，

美國對中國軍方實施了制裁。據稱，中國已經取消了原定於本月晚些時候與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的安全會

晤。 
 

外媒：任天堂 Switch 2 或在明年推出 提升硬體性能 
來源: https://unwire.hk/2018/10/05/nintendoswitch2/game-channel/ 
根據《華爾街日報》引述供應鏈與知情人士消息，任天堂正準備開發次世代 Switch 遊戲機，並預備在明年

夏季開售。消息指雖然 Switch 初出時氣勢強勁，但在今年勢頭就有所收斂，廠方決定乘勝追擊馬上推出新

機。 

華爾街日報》報道指出，任天堂在 2017 年 3 月推出後氣勢一時無兩，銷售數字比預期好，令任天堂去年

股價急騰。然而進入 2018 年後氣勢未能維持，股票升幅低於全體市場，為確保該社製品的競爭力，或將

會提早推出下一代 Switch 主機。 

根據《華爾街日報》引述供應鏈消息，次世代 Switch 主機在硬件、軟件方面的開發，以及實現其目標性能

的成本問題上，正與不同廠商協議當中。而現行 Switch 主機採用較為低階的 LCD 顯示器，據知情人士指

這也是可改進的硬件之一。如搭載更高品質顯示器，可令到畫面更亮麗也更纖薄，同時又能減低電池消耗。

但消息指任天堂將不會採用類似 iPhone X 上面搭載的 OLED 熒幕。 

消息指次世代 Switch 或於 2019 年後半，最快更可在夏季正式發售。任天堂發言人拒絕為消息發表評論。

去年任天堂董事、遊戲製作人宮本茂透露 Switch 的產品周期會比以前的產品更長，《華爾街日報》預計在

明年新版本 Switch 推出後，仍然會有繼續改進的空間。 

根據任天堂資料，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為止，任天堂 Switch 的銷售數字達到 1,970 萬部。 

https://news.ebc.net.tw/news.php?nid=133101
https://unwire.hk/2018/10/05/nintendoswitch2/game-channel/
https://unwire.hk/2018/10/05/nintendoswitch2/game-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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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且等等！微軟 Windows 10 十月版上線曝 Bug 災情，升級前務
必做這 2 件事！ 

來源: http://3c.ltn.com.tw/news/34772 

微軟新版 Windows 10 版已於日前（10/3）正式上線，此次版本號為 1809 版，被視為是今年下半年度的重

大更新版本，新增許多實用功能與優化介面，即日起已可下載，吸引不少想搶先體驗新版功能的用戶下載。 

不過，綜合多家外媒報導指出，已有不少用戶率先於微軟官網下載最新版系統後，陸續紛紛回報 Bug 災情。

由於此最新 Windows 10 版本才剛上線，建議目前尚未升級到最新版的 Windows 用戶，先耐心等待，暫別

執行升級動作，待微軟釋出最新補丁修復的更新版之後，再升級也不遲。 

根據國外網友陸續回報升級新版系統後，出現的災情主要有四種狀況；其中，出現最嚴重的 Bug ，尤以電

腦資料檔案文件無故被刪除最受影響，引發用戶抱怨連連；包括：照片相簿、音樂資料夾、桌面文件、與

下載檔案等等。部分用戶表示，即使降回到先前舊版 Windows 10 系統，仍無法讓消失的文件檔案恢復。目

前尚不清楚原因是什麼原因造成，對此，微軟尚未做出回應。至於其它災情部分，則是系統內建最新改良

版本的「任務管理器」功能，針對電腦筆電的使用狀況，顯示其各別應用程式的耗電率，升級後該功能介

面會出現不斷閃爍問題。此外，也有部分用戶回報反映，新版的 CPU 使用率紀錄出現異常情況，無法準

確顯示所使用裝置 CPU 性能的相關數據與分析。 

另，值得注意的是，還有部分用戶反映在升級新版系統後，所使用的電腦筆電裝置設備，其內建安裝的英

特爾音頻驅動程式與最新版 Windows 10 十月版本，因版本相容性的問題，會意外導致電池快速耗電的問

題。 

據外媒最新報導指出，目前微軟已發現有一系列的英特爾顯示音訊裝置的驅動程式（intcdaud.sys，版本為

10.25.0.3 至 10.25.0.8），與最新版 Windows 系統不相容，已先暫時停止最新版系統更新的推送。 

在用戶回報此 Bug 問題後，英特爾已率先釋出修補程式，並強烈建議所有使用第六代 Core 處理器系列、

代號為 Skylake 的用戶，務必確認電腦筆電裝置已安裝最新釋出的驅動程式版本。可透過執行 Windows 

Update 更新，或是於英特爾官網下載更新版本。 

特別要提醒的是，待微軟釋出修復補丁後，在準備升級「Windows 10 十月版」系統之前，建議所有 Windows

用戶，務必做好兩件事，其一，確認已完成電腦所有檔案的完整備份，以避免丟失重要的文件資料。 

其二，用戶若使用的電腦筆電裝置設備，為英特爾第六代 Core 處理器系列、代號為 Skylake，務必先安裝

最新版本的 Intel 驅動程式。 

 
 
 
 

http://3c.ltn.com.tw/news/34772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software-download/window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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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洲喝酒習慣大盤點 巴拿馬最愛喝啤酒 
來源: https://udn.com/news/story/6812/3390470 
 
就整體酒類消費比例來看，巴拿馬是中美洲國家當中，飲用啤酒比例最高的國家，占 77%，其次是哥斯大

黎加與瓜地馬拉，分別占 64%與 56%。 
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表 2018 年全球酒精與健康報告（Global Status Report on Alcohol and Health），呈

現到 2016 年為止酒精飲料在不同國家的飲用數據。 
根據這項報告，蒸餾酒類，包括蘭姆酒、威士忌、伏特加、白蘭地、干邑白蘭地以及部分餐後酒，在尼加

拉瓜的所有酒精飲用比例當中占 59%，宏都拉斯 52%、薩爾瓦多 51%、瓜地馬拉 42%、哥斯大黎加 28%、

巴拿馬 19%。 
資料指出，啤酒在所有酒精消費當中所占比例以巴拿馬最高 77%，之後依序是哥斯大黎加 64%、瓜地馬拉

56%、薩爾瓦多 48%、宏都拉斯 47%、尼加拉瓜 40%。 
根據資料，葡萄酒在哥斯大黎加所有酒精飲料消費當中占 7%，巴拿馬 4%、瓜地馬拉 2%，薩爾瓦多、尼加

拉瓜與宏都拉斯都是 1%。 
 

中美洲牛肉出口 出口到美國占超過 4 成 
來源: https://www.worldjournal.com/5902247/article-中美洲牛肉出口-出口到美國占超過 4 成/ 

中美洲國家今年第一季新鮮及冷藏冷凍牛肉市場貿易出口額達 1 億 4800 萬元，其中最大比例（42%）輸往

美國，5%輸往台灣，3%出口到中國。 

貿易資訊網站中美洲數據（CentralAmericaData）報導，中美洲國家新鮮及冷藏冷凍牛肉第一季最大出口 

國仍為瓜地馬拉，貿易額為 1 億 2100 萬美元；接著是哥斯大黎加 1600 萬美元。宏都拉斯出口值達 400 萬美

元，瓜地馬拉 120 萬美元。 

中美洲今年第一季新鮮及冷藏冷凍牛肉出口總額自去年同期的 1 億 5800 萬美元，下滑 6%至 1 億 4800 萬美

元。 

出口到美國則逆勢成長 25%，自去年第一季 4900 萬美元，今年同期成長到 6200 萬美元。出口到美國的占

比達 42%，另外，5%輸往台灣，3%出口到中國。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7%B4%E6%8B%BF%E9%A6%A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3%9C%E5%9C%B0%E9%A6%AC%E6%8B%89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8%96%A9%E7%88%BE%E7%93%A6%E5%A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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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總工時 2035 小時 高出平均值 34.5 天總工時全球排名第 3 僅次墨
國哥斯大黎加平均工時 1 年 1759 小時 台勞工嘆:薪水反比 
來源: https://www.ttv.com.tw/news/view/10709270012100I/568 
 
台灣的勞工，真的勞心又勞力，根據調查，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國家中，台灣勞工的工時高居全球第三，

一年工時多達 2035 個小時，比起其他國家勞工，一年就多出 34.5 個工作天。無奈工時太長，但薪資卻未

必成正比，也讓不少人覺得工作辛苦，萌生辭意。 
 
每天天還沒亮，任職新秘的 Lisa，已經起床為新娘梳化，為了多賺點錢，每天工時都超過 12 個小時。談到

工時長，最有感的行業別，還有公車司機，天天工時長達 14 個小時，也不能喊累!根據統計在全球 經濟合

作發展組織的國家當中，墨西哥的人民 工時最長，一年多達 2257 個小時，其次則是哥斯大黎加 2179 個

小時，而台灣民眾 一年的工時，平均 2035 個小時，排名世界第三。對照平均值 一年 1759 個小時來看，

台灣勞工和其他國家相比，等於一年多出 34.5 個工作天。有專家建議，勞工們不妨用這招，來因應工時長

的情況。讓勞工們，覺得上班勞苦的原因，除了工時長，還有就是付出和薪水，不成正比，另外責任重，

以及日夜顛倒，外加同事的冷言冷語，也讓人覺得工作辛勞。建議勞工們，最好提昇自我產值，不僅能加

薪，也能避免成為血汗勞工。 

哥斯大黎加附近海域發生 4.9 級地震 
來源: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9/28415976.html 
 
哥斯大黎加附近海域發生 4.9 級地震 震源深度 10 公里 
中新網 10 月 9 日電 據美國地質勘探局網站消息，日期:9 日上午 9 時 48 分許，哥斯大黎加克波斯東南 46
公裏海域發生里氏 4.9 級地震，震源深度 10 公里。 
 

未來數月 中美洲將推出多項不動產開發案 
來源: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3414694 

中美洲未來幾個月將推出數項建案，像是哥斯大黎加一項多功能建案，巴拿馬將建造上水道，瓜地馬拉則

將建造公寓大樓。 

貿易資訊網站中美洲數據（CentralAmericaData）報導，Corpinsa 公司提交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準備在哥國聖

約瑟省（San Jose Province）馬塔雷東達（Mata Redonda）推出一項多功能建案，將建造 1 棟 7 層樓購物中心、

3 棟大樓可容納辦公室、公寓和一家飯店。除此之外，也會建造一棟 8 層樓停車大樓和 2 層地下室，總投資

額達到 1.28 億美元。 

巴國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Sustainable Development）提交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計劃在巴拿

馬市推出飲用水系統永續改善工程，預計投資 8800 萬美元。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09/28415976.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3414694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5%B7%B4%E6%8B%BF%E9%A6%AC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7%93%9C%E5%9C%B0%E9%A6%AC%E6%8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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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rsiones Pavalco 公司提交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計劃在瓜國首都郊區城鎮聖卡塔里納皮努拉（SantaCatarina 

Pinula）建造可能容納 10 個單戶家庭的 2 層樓建築物，以及 3 棟各有 12 層樓的公寓大樓，預估投資達 1600

萬美元。 

中美洲暴雨成災 至少 12 死 
來源: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1008/3003539/ 

中美洲各國緊急救援當局今天表示，傾盆大雨造成水患及土石流，短短數日奪走 12 人性命。 

路透社報導，4 日起連日豪雨重創瓜地馬拉和哥斯大黎加等中美洲國家，並在宏都拉斯引發土石流，造成

兩名孩童和他們的母親在睡夢中遭到活埋喪命。 

大雨摧毀房屋及農作物，數千人被迫離開家園，前往臨時避難處。 

宏都拉斯當局表示，已有 6 人罹難，並有 7000 人撤離家園。尼加拉瓜政府表示，2 萬 3000 人受大雨影響，

並有 1 名漁夫翻船死亡，另 2 人溺斃河中。 

薩爾瓦多民防局局長表示，有 2 人死亡，其中 1 人因樹木倒塌壓垮座車釀災，而另有 10 人受倒塌牆面所傷。 

哥斯大黎加有 1 人死亡，瓜地馬拉則有 1 名孩童失蹤。 

 

哥斯大黎加出口促進局：進博會是推動全球貿易發展的契機 
來源: 
http://crawlednews.com/blog/%E5%93%A5%E6%96%AF%E5%A4%A7%E9%BB%8E%E5%8A%A0%E5%87%BA%E5
%8F%A3%E4%BF%83%E9%80%B2%E5%B1%80%EF%BC%9A%E9%80%B2%E5%8D%9A%E6%9C%83%E6%98%AF%
E6%8E%A8%E5%8B%95%E5%85%A8%E7%90%83%E8%B2%BF%E6%98%93%E7%99%BC/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 5 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宣布，中國將從 2018 年起舉辦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該博覽會由商務部和上海市政府主辦，首屆將於今年 11 月 5-10 日在國家會展中心（上

海）舉行。 

作為開放性的合作平台和全球化國際公共產品，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將成為高質量開放的重大事件和典型

示範。9 月 17 日起，界面新聞等上海市十餘家主流新媒體將集中推出系列短視頻《全球政要名人點贊進口

博覽會》。 

哥斯大黎加出口促進局首席執行官貝魯特·佩德羅表示，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是推動全球貿易發展的契機。

中國正在積極籌辦此次展會，這將有力地確保哥中經貿關係持續快速發展。 

他說，中國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近年來，哥斯大黎加對華出口一直呈兩位數

增長，商品結構日趨多元化，未來發展潛力巨大。目前，哥斯大黎加對華出口企業已超過 120 家。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1008/3003539/
http://crawlednews.com/blog/%E5%93%A5%E6%96%AF%E5%A4%A7%E9%BB%8E%E5%8A%A0%E5%87%BA%E5%8F%A3%E4%BF%83%E9%80%B2%E5%B1%80%EF%BC%9A%E9%80%B2%E5%8D%9A%E6%9C%83%E6%98%AF%E6%8E%A8%E5%8B%95%E5%85%A8%E7%90%83%E8%B2%BF%E6%98%93%E7%99%BC/
http://crawlednews.com/blog/%E5%93%A5%E6%96%AF%E5%A4%A7%E9%BB%8E%E5%8A%A0%E5%87%BA%E5%8F%A3%E4%BF%83%E9%80%B2%E5%B1%80%EF%BC%9A%E9%80%B2%E5%8D%9A%E6%9C%83%E6%98%AF%E6%8E%A8%E5%8B%95%E5%85%A8%E7%90%83%E8%B2%BF%E6%98%93%E7%99%BC/
http://crawlednews.com/blog/%E5%93%A5%E6%96%AF%E5%A4%A7%E9%BB%8E%E5%8A%A0%E5%87%BA%E5%8F%A3%E4%BF%83%E9%80%B2%E5%B1%80%EF%BC%9A%E9%80%B2%E5%8D%9A%E6%9C%83%E6%98%AF%E6%8E%A8%E5%8B%95%E5%85%A8%E7%90%83%E8%B2%BF%E6%98%93%E7%9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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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被評為“世界對外貿易最佳促進機構”的出口促進局有兩個戰略支柱，一是市場多元化，二是新

出口公司的包容性。對哥斯大黎加而言，中國無疑是實現出口多元化的重要機遇市場。 

 

同婚立法如何影響社會大眾的態度？ 

來源: http://whogovernstw.org/2018/10/07/fangyuchen30/ 

陳方隅／美國密西根州大政治所博士候選人 

 
前情提要：從 2001 年荷蘭成為第一個婚姻平權國家開始，目前有 25 國法律認可同性婚姻，另有三國憲法

法院通過同婚裁決（台灣，奧地利，哥斯大黎加），期限內將完成法制化。台灣在 2017 年五月時由大法官

釋字 748 號裁決：民法婚姻規定，未使相同性別二人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違反憲法

所保障的「婚姻自由」和「平等權」，並限期兩年內修法完成，逾期則同婚自動適用現行民法規定。 
----------------------------------------------------------------------------------------------------------------------------------------------------- 
近年來有愈來愈多的國家通過同性婚姻的法律，讓同性伴侶可以結婚。然而，同婚相關立法通過之後，就

必然會讓社會上形成對同志更友善的氣氛嗎？一篇最新的跨國研究顯示，結果可能出乎意料之外（還是說，

其實沒這麼出乎意料？） 

同婚立法對社會大眾態度的影響：三種假說 

過去許多研究指出，婚姻平權法案會讓社會大眾對同婚的接受度會愈來愈高。這是因為以下幾個因素：當

人們看到法律通過，會有一種「再教育」的效果，讓人們在心中重新評估對於同婚議題的考量基準，漸漸

讓同婚成為新的社會規範（societal norms）；同婚立法後，一般人會有更多機會看到或接觸到與同志相關的

議題、新聞，以及生活周遭的同志們，因此更了解同志們的狀況；同時，通過之後，對異性戀者來說完全

沒有任何實質的影響，很多原本擔憂的異性戀者就會更加了解到「根本沒有實質影響」這件事。 

然而，也同時有論者指出，這樣「改變觀念」（convert）的現象其實只有出現在歐洲國家，尤其是最早通

過同婚的那些西歐或北歐國家。隨著愈來愈多國家通過相關立法，歐洲脈絡下的樂觀狀況就愈來愈難以推

展到其他國家，而這跟很多其他議題的經驗很像：通常一個立法的通過，尤其是一些具有高度爭議或者能

見度（salient）的法案，人們經過爭辯之後往往只是加深原有的看法而已，沒有辦法讓原有的態度改變，從

社會整體來看，平均來說同婚接受度並不會提高。也就是說，同婚立法通過有可能會讓政治態度更加「兩

極化」：支持的人更支持，反對的人更反對。更有甚者，社會上還可能出現所謂的「反作用力」（backlash）：

因為社會上會出現反對勢力的集結，在保守派的動員與影響之下，有可能會讓更多原本不反對的人開始反

對同婚。 

也就是說，從過去的研究以及社會上的實際狀況來看，我們可以推導出同婚立法對社會大眾平均來說的政

治態度影響，有三種研究假設： 

1、正向：同婚立法會讓社會大眾更接受同性戀。 

2、兩極化：同婚立法不會讓社會大眾對同性戀的接受程度增加，但會讓接受者更接受、反對者更反對。 

http://whogovernstw.org/2018/10/07/fangyuchen30/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https://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2018/06/05/malta-leads-the-way-for-gay-and-transgender-rights-in-europe?fsrc=scn/fb/te/bl/ed/maltaleadsthewayforgayandtransgenderrightsineuropedaily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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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作用力：同婚立法會讓社會大眾更不接受同性戀。 

最新研究顯示…… 

在一篇最新的研究當中，政治學者、資料科學家 Shane Redman 指出：同婚立法並沒有增加社會大眾平均而

言對同志的友善程度或接受程度，而是增強原本就接受同志的人們支持信念，且原本就不接受同志的人會

變得更加反對。 

在這篇研究中，作者利用 1989-2014 年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這個調查資料是一個長時間、

跨國的調查計劃，目前有將近一百個國家參與），比較各國對同性婚姻的立法程度（無立法、同性戀伴侶

制、同性婚姻合法化）和個人對同性戀接受程度（從 1 分最不可接受到 10 分完全可以接受，justifiable）。

台灣也是世界價值觀調查的參與國家，這個題目中文版本的問卷用詞是：對於下面的行為（同性戀），請

問您認為它們總是有理、根本沒道理，或是在這兩者之間？ 

研究結果顯然沒辦法證實同婚立法通過之後，就會讓社會上變得更友善同志，而是會讓支持與反對的態度

變得更極化。 

事實上，若光從一些最基本的敘述統計來看的話，婚姻平權運動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作者 Redman 指出，

在所有的受訪者（世界價值觀調查是以個人為單位的態度調查）當中，有四分之三是屬於反同陣營；而且

有將近 50%的人對於同性戀的接受程度是選擇了 1 分—完全不可接受，只有 11%是選擇 10 分—完全可以接

受。 

這篇最新研究讓我們無法對同婚立法以及更友善社會風氣之間的關聯感到太樂觀。不過，作者在結論時也

指出，至少我們知道的是，這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們還是屬於非常傳統的觀念，他們本來就不能「再更不接

受」同志了；而立法通過同婚之後，會讓原本就接受同志的人們（選擇 6 分以上的人們）顯著變得「更接

受」同志，所以說，積極投入平權運動的人會變多。同時，整個樣本顯示出來的是年輕世代是顯著比老一

輩的人們還要接受同志的，在時間推移下，整體接受程度會變高。 

同場加映：（反同）政治行動對同志的直接影響 

同性婚姻立法沒辦法直接導致社會大眾對同志更友善，但許多的政治行動，特別像是公投，則會直接地傷

害到同志們。 

根據台灣青少年性別文教會（好性會）的整理，婚姻平權公投期間，會造成同志生理、心理健康上極大的

困擾。例如美國在 2004-2005 年間，曾有 14 個州舉行並通過婚姻應限制為一男一女的公投。根據研究，這

段期間，「居住於這 14 個州且自我認同為 LGB 者（女同志、男同志與雙性戀），這段期間情感性疾病（憂

鬱症和躁鬱症）的罹患率上升 36.6%，焦慮症上升 248.2%（增加 2.5 倍）、酒癮患者上升 41.9%。」另外的

例子是愛爾蘭曾經舉辦過的同婚公投，雖然最後是由贊成方勝出、通過婚姻平權，但研究顯示反方的宣傳

對同志族群和他們的家人都造成身心上的重大負面影響。 

這是由於：公投期間會有各式各樣刻版印象和錯誤資料廣為流傳，社會上對同志的敵意增加，讓同志們有

更高的機會接觸到負面的人際互動（例如與親友爭論）、或者是更常聽到其他人的批評（例如聽到家人批

判同志）。相對來說，異性戀族群的身心狀況，完全不會受到反同公投的影響。（其實，對異性戀們來說，

婚姻平權本來就不會對自身的權益造成任何影響呀） 

http://journals.sagepub.com/doi/abs/10.1177/1065912917753077?journalCode=prqb
https://www.facebook.com/Tasbravo/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2015675321823429&type=3&__xts__%5B0%5D=68.ARA0A0QLXRwKQPLcq-yjhmNc_DbNpsIwpKvfqluXse-z7zG4q-mbb1iCmY1wl5E4ZEfd0ilMOMikNuR_hpO5Xpze5JmYDTpvBGEjxScc4dikaRrT5pNXnU42m4TXYNVizcYSDRo&__tn__=-UC-R
https://espace.library.uq.edu.au/view/UQ:40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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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攝 Asociación Pro Carretera Naranjo-Florencia 

 

小結 

台灣的同性婚姻平權之路能夠走到現在，是許多人不斷努力的結果。然而，就算同婚立法通過，也不代表

這個社會就變得更友善同志或更減少歧視，還有很多方面必須配合，例如在教育方面，還有整體社會氣氛

的改變，也需要時間。 

然而，在大法官釋憲裁決之後，我們的執政黨很消極地面對這樣的結果，這也讓反對勢力有很大的操作空

間（或者也可以說，執政黨的消極，也是反對方力量強大的展現）。在台灣，由基督教保守勢力(right wing 

conservative churches)所主導的反對力量，在 2013 年前後開始大量集結，以「護家盟」為代表（現在多半以

「下一代幸福聯盟」為名）。他們最近發起了三個公投提案，欲將同志排除在民法婚姻制度之外、制定專

法規定同婚、並要讓學校禁止教導同志教育。這三個提案成案之後，又會有更多對於反同志的宣傳和資訊

到處流傳。在此同時，保守派團體們已經到處去影響各級學校，目標是修改甚至是廢除已實行多年的性別

平等教育當中關於同志教育的部份。這些反對方的政治行動不斷地加深我們社會對保障平等權的障礙。（參

考問答） 

因此，瞭解婚姻平權議題的人，可能得加把勁來推動平權運動。不瞭解的人，推薦各位可以參考婚姻平權

大平台，上面有相關的資訊及知識。至於反對同性婚姻的人們（如果還看到這篇文章最後的話），也請再

多想想那些反對理由到底有沒有成立、有沒有道理吧！ 

本文認為，相愛的伴侶都應該要有選擇要不要走入婚姻的自由、以及接受法律所規範的權利義務的權力和

權益。婚姻平權運動追求的價值，說來很簡單，就是「平等權」：每個人都應該要有不被歧視、尤其不被

因性向特徵而歧視的權利。這也是我們社會所該追求的主要價值之一。 

開通新公路 Ciudad Quesada-Florencia 
編輯組 江建勳 
 
哥國第 35 號國道最一開始是由台灣政府贈送，也就從

2005 年開始交給台灣的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RSEA 
Engineering Corporation)開始建造，但不幸在 2007 年時

因為哥國政府宣布與台灣斷交後，台灣也就終止此道路

建設。也因此到現在哥國還無法蓋好。 
 
至今哥國已在此道路已把當初所預算的兩億多美金都花

光光了，所以整個工程都停止了。 現在交通部要求追加

預算一億兩千三百多萬美金。 
 
不管哥國有無後續資金再繼續鋪建道路，此道路至少還需要三年以上才會完全開通。最難之處為這公

路有一段長達 230 公尺的河川 Río Laguna，必需建設如同哥國唯一一個跨海跨河大橋的台灣友誼大橋。 
 
當然花了一大堆錢的公路，至少也得開通一小段路，所以從 10 月 6 日起 Ciudad Quesada- Florencia 短

短 6 公里的路 終於通車了。編者當天也就去體驗了一下，道路很寬廣(都是斜坡就是了)，時速可達

100km/h，也因此以前需 1 小時的車程，現在只要 6 至 8 分鐘就到達了。

https://whogovernstw.org/2017/05/25/fangyuchen18/
https://www.facebook.com/pg/equallovetw/photos/?tab=album&album_id=531907347265389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9664017555586&set=a.1053534876973&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0209664017555586&set=a.1053534876973&type=3&theater
http://equallove.tw/
http://equallove.tw/
https://whogovernstw.org/2016/12/27/lichiyeh2/
https://whogovernstw.org/2016/12/27/lichiye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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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Tips 
 

一個人也很好！心理醫師證實單身意想不到的 9 種優點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個人也很好-心理醫師證實單身意想不到的 9 種優點-130000910.html 
 

你單身嗎？在人際關係的相處上，你是否有另一半的依歸，在面對挫折和迷惘時，有著一定的寄託和仰賴？

世俗傳統觀念上，「熱戀」總是被賦予甜蜜幸福的形象，但「單身」卻被認為是種原罪、一股令人嫌惡的

煉獄，然而事實研究卻發現，單身其實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好處和優點。 

不論一個人是否單身已久、嚮往自由、或冀望從一段充滿桎梏和包袱的關係中脫離，《Time》報導，心理

醫師發現，「單身人士和有伴侶的人之幸福感程度相去不遠，而且生活中如果沒有浪漫關係，還有許許多

多的好處。」 

1、你的思緒會更加清晰 

心理醫師蘇珊溫特（Susan Winter）說，一段男女關係非常耗費腦中的精神力，它往往會令人分神，導致在

很多時刻造成負面的影響，「親密關係在腦中占據了非常大的容量，儘管大部分都是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

但對個人的思考能力而言，功用卻愈來愈小。」 

她分享，在情侶關係中，人們總是不免俗地要擔心自己的另一半，甚至避免各種任何會造成對方不開心的

行為，小心引起複雜爭端，「這種壓力十分巨大。」 

「然而，單身是一種清除紊亂思緒，為新思想或夢想騰出更多的空間呼吸、成長的行為。」 

2、無論生活如何，你都會更接近夢想 

心理醫師 Niloo Dardashti 分享，「當你獨處時，你必須學會如何自給自足，但這自在的情感更能讓你追求自

己嚮往的目標和夢想。」 

她強調，擺脫伴侶的束縛，人們的生活將完全突然變得屬於自己，沒有人可以阻礙你內心追逐的雄心壯志，

也不會再因為另一半而踟躕猶豫，「你更有可能冒險，在旅途中發現新鮮感。」 

3、你有時間和自己相處 

Niloo Dardashti 繼續說，「人們常常表示，在一段關係中，他們迷失了自我，其實這箇中關鍵便在於已經停

止了獨立思考。」 

https://tw.news.yahoo.com/%E5%80%8B%E4%BA%BA%E4%B9%9F%E5%BE%88%E5%A5%BD-%E5%BF%83%E7%90%86%E9%86%AB%E5%B8%AB%E8%AD%89%E5%AF%A6%E5%96%AE%E8%BA%AB%E6%84%8F%E6%83%B3%E4%B8%8D%E5%88%B0%E7%9A%849%E7%A8%AE%E5%84%AA%E9%BB%9E-130000910.html
http://time.com/5401028/benefits-being-single-exp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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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分享，在戀愛的關係中，人們可能會失去與自己的聯繫，因為他們沒有時間專注於個人的發展，「而當

你獨自一人的時候，單身會為你內心創造許許多多機會，你也能聆聽自己的聲音，追尋自己的目標。」 

4、你有機會弄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 

心理醫師珍妮妲茲（Jenny Taitz）分享，「單身是個找出個人『使命感』的機會，更能夠有時間弄清楚自己

是誰，以及你想要過什麼樣生活的時機。」 

好比說，你終於可以慢慢思考什麼是對自己最重要的，再從過去的經驗教訓中，重新評估想要做出什麼改

變的契機。 

5、單身也許是最好的情況 

每一段關係也許總未必是每個人的最佳選擇，「你可以加強你的友誼，清楚地知道什麼對自己很重要，你

有很多自由、自己設計屬於自己最美好的一天。」泰茲（Taitz）心理醫師說，很多的幸福其實未必與另一

半有關。 

6、單身能存下更多的錢 

人們通常認為，一段關係的好處是合作、分攤各種財務負擔的壓力，但專家強調，單身實際上更能激勵自

己節儉和經濟獨立。 

心理醫師安卓莉亞（Andrea Syrtash）研究分享，「當你單身且不與他人分攤費用時，你會督促自己儲蓄的

想法，並且更懂得用錢規劃未來，因為你絕對不會想要依賴別人來過活，這對你的事業跟生活都是一大好

處。」加上不用買禮物、不用負擔額外的餐敘開銷，經濟各方面都較為自在。 

7、你可以更關心其他領域 

一段戀情當然可以很精采，可以有個人分享生活中的起起伏伏，但是當你單身時，你會更有機會和那些你

以往都忽略的事物見面。 

醫師強調，好比說因為感情而稍微疏遠的朋友、熱戀時忘了關懷的家人、偶然間忽略的健康等，你會發現

那些你曾經蒙蔽的事物，如今都已豁然開朗。 

8、讓自己享受孤獨 

孤獨的恐懼往往是來自於自己的心，如果那些想法揮之不去，其實未必是特別可怕，而是因為似乎永無止

盡。 

心理醫師強調，因此，克服孤獨的最佳方式，其實就是讓自己面對孤獨──像是一個人坐在山頭，沉浸在

大自然的陶冶，你必須聆聽和承認內心的聲音，所有的外務、任何工作上的繁瑣、人際上的困擾，說穿了

都是過往雲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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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你會對自己更有自信 

心理醫師說，自信不是與生俱來的，它是靠著自我認同、對人生肯定，而漸漸培養出的態度。 

試著嘗試一個人旅行，在旅行中，當你打破一切習以為常的事物，回到工作崗位後，這些想法也會跟著你、

成為你心中最完美的人生經驗。 

手機空間不知不覺就滿了？ LINE 幫你製造了一些垃圾！ 
來源: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14495 

不少手機使用者都會遇上手機儲存容量不夠的狀況，不少人會選擇買超大儲存容量的手機，也有人會選擇

清理手機。其實許多通訊 APP，會開啟自動下載圖片與影片的功能，以加速讀取，但是看完後也不會自動

刪除，就成了手機內的垃圾，占用儲存空間。 

雖可透過手動刪除，不過第一步應該是不要再存了吧？部落客「凱特叔叔」教你如何關閉這些功能，快打

開手機看一看吧。 

LINE 

在最右邊的其他頁籤，找到右上角的設定，下拉到照片˙影片選項，將自動下載照片選項取消即可。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14495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14495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14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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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的設定方法。（合成圖／翻攝 APP） 

facebook messenger 

這個功能一樣藏在設定中，點選右上角的個人圖像進入「設定」，找到相片與媒體，關閉「儲存照片」功

能即可。拍照時儲存則適合常使用裡面的照相功能的人，如果不喜歡一直看到自己拍過的照片，也可關閉。 

 

▲facebook messenger 的設定方法。（合成圖／翻攝 APP） 

從粉刺爛痘臉變乾淨無暇肌！改善膚況的 10 招保養術 
來源: https://www.ebcbuzz.com/watch/220707 

皮膚真的很嬌貴，各種膚質都有自己的困擾，而混合、油性肌膚最麻煩的就是會長痘痘( ´•̥̥̥ω•̥̥̥` )

小編之前高中的時候額頭都是痘痘，那時又很流行留瀏海，有次瀏海被吹開，小編的同學說：「沒想到妳

痘痘這麼多欸！」整個心靈受創，後來也不知道怎麼保養的，現在小編是出了名的水煮蛋肌(自己講

XD)YOUTUBER 劉力穎就分享了自己抗痘的 10 個要點，一起來改善生活習慣，養出嬰兒肌吧！ 

1.改善壓力，適當的壓力是好的，但壓力太大就會對身體造成傷害，對皮膚也是呀，這樣想想小編高中搞

不好也是因為壓力太大(?)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14495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14495
https://www.ebcbuzz.com/watch/22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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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髒的時候不要摸臉，手平常都會碰一些其他東西，像紙鈔或鍵盤之類的，無形中就帶有很多細菌，如

果再帶到臉上就很容易造成粉刺發炎，就會變成痘痘啦( ´•̥̥̥ω•̥̥̥` ) 

 3.不要抓臉，跟上一點同樣道理，臉上如果有些地方已經在發炎惹，如果手再去抓就很容易會造成發炎擴

散，痘痘也就不容易好惹 QQ 

4.在路上盡量要戴口罩，不管是在路上走、騎車或給人家載，因為路上灰塵很多，戴口罩才能阻絕髒空氣，

也能避免粉刺的生成哦～ 

5.不吃炸的，炸物不管對身體或皮膚都是很不健康 der～因為很油嘛，除了會造成發胖也會進而造成皮膚油

膩，自然就會長痘痘啦 

6.少吃甜食，這是劉力穎自己實驗了之後得出的結論，吃甜食似乎真的會造成閉鎖性粉刺的發生，戒吃之

後竟然就好了很多惹(?) 

7.沒事別化妝，除了化妝品有些會致粉刺之外，容易因為卸妝不完全，反而造成毛孔堵塞進而長痘痘哦，

所以沒事不化妝就不用卸妝啦～ 

8.慎選保養品和化妝品，挑選適合自己膚質的化妝品/保養品很重要哦，同時能避開太滋潤的產品，比注重

美白等功效更重要 
 
9.擦臉和身體的毛巾要分開！這點是真的！小編自從洗完臉之後都用衛生紙擦臉之後，皮膚整個改善很多～

毛巾已經吸附身上的水分後，又掛在浴室一整夜，濕氣最適合細菌繁殖呀，毛巾上一定滿滿的細菌>< 
 
10.枕頭套定期更換～睡覺時臉頰一定會碰到枕頭套，如果好幾個月不換，那上面也累積了不少細菌或油份，

為了避免感染，床單和枕頭套還是要定期更換哦 ξ( ✿＞◡❛) 
 

EMAIL 被盜用、被駭怎麼辦？別只會變更郵件密碼！ 
來源: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71603 
如果有朋友跟你說你一直寄奇怪的電子郵件給他們或在他們社群帳號的塗鴉牆上貼你不太可能貼的垃圾訊

息，你大概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的電子郵件帳號被駭了。 
 
如果你發現自己的 Email 電子郵件被盜用了該怎麼辦？其實這個還滿危險的，因為其實你的 Email 帳號密

碼甚至同時綁著其他網站社群服務，或拿來註冊了其他帳號，如：Facebook、LINE、購物網站、訂票網站...
等，這個時候別只是更改你的 Eamil 密碼了，很可能問題不只在這個上面，這裡趨勢科技提供了四個動作

教學，來保護你重要的帳號和資訊安全，大家可以學起來。 

Email 被盜用、被駭怎麼辦？ 

如果有朋友跟你說你一直寄奇怪的電子郵件給他們或在他們社群帳號的塗鴉牆上貼你不太可能貼的垃圾訊

息，你大概已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的電子郵件帳號被駭了。電子郵件帳號被駭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問

http://talk.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7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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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例如身份竊盜及其他安全隱私入侵，造成對你財務或信譽的影響。不過在你驚慌之前（或之後），請

冷靜下來，照下列簡單的步驟教學進行： 

變更你的密碼 

駭客不一定會更改你的帳號密碼。所以你仍可能登入你的帳號來防止遭受進一步的攻擊。要變更密碼只需

利用登入頁面的「忘記密碼」連結。記得替所有裝置上的帳號都這樣做。 

◎請記住：替每個帳號設定獨特且複雜的長密碼。可以透過工具幫助建立和管理多個密碼帳號。如果可以，

啟用兩步驟認證。額外的步驟需要你手機上的認證碼才能登入或變更帳號設定。除非駭客拿到你的手機，

否則只有你可以拿到認帳碼。 

檢查你的設定 

掃描你的帳號設定並檢查是否出現任何可疑的異動。駭客可能設定將你的電子郵件轉寄給他們，讓他們能

夠接收登入資訊並取得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如果你有用電子郵件簽名，也請檢查是否出現可疑的變動。 

◎請記住：通知你的聯絡人關於你的電子郵件被駭的事情，請他們暫時先忽略來自你帳號的可疑訊息或貼

文，直到你告訴他們問題解決為止。也要警告他們小心點擊發送的連結。 

掃描電腦和其他裝置來找出惡意軟體 

當你的帳號被駭時請立即檢查是否中毒，或是潛伏著其他惡意軟體。 

◎請記住：如果掃描偵測到惡意軟體，請再次變更密碼並重新檢查設定。只變更密碼而沒有清理系統乾淨

可能讓駭客很快又會出現，因爲惡意軟體會幫它們打開大門。 

落實預防措施 

要防止駭客再次入侵你的帳號。可以從小心可疑釣魚郵件或其夾帶的連結和附件檔開始。在社群網路上也

同樣適用。點入可疑連結或貼文可能會被導向釣魚網頁或下載資料竊取病毒。 

◎請記住：使用安全的私人網路。這有助於防止駭客進入你的網路。減少在社群網路上暴露的資訊及設定

公開的資料量。駭客和身份竊賊可以快速地收集社群媒體上的個人資料，因此請小心並保持個人資料隱私。

將可信任的網站加入書籤，包括你經常使用的網路購物網站。這能夠防止你不小心連到錯誤的網站，遭遇

到駭客的惡意程式或網路釣魚連結。 

採用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的安全防護產品能夠更好地保護使用者對抗電子郵件駭客攻擊及其他網路攻擊，

如在今年造成全球損失達 125 億美元的商務電子郵件入侵（BEC）詐騙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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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與健康 

 

親吻孩子會傳染疾病？ 2 種病毒要小心 
來源: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contents.aspx?cid=1,17&id=23339 
爸媽看到孩子稚嫩的臉龐，幾乎都會忍不住去親他們一下，但不時在社群媒體上會看到一些寶寶面目全非

的照片，起因都是大人親吻造成的。或許一知半解的人看完，可能再也不敢親吻孩子了！但大人的親吻對

於孩子是那麼可怕和致命嗎？以下阿包醫生分享相關新聞內容，並介紹透過大人口水傳染給孩子的 2 大疾

病：單純疱疹及傳染性單核白血球增多症。 
 
關於單純疱疹 
 
  之前有則新聞，英國 1 名年輕爸爸用長疱疹的嘴唇親了兒子一下，沒想到竟害出生才 2 個月的小嬰兒，

最終因多重器官衰竭而夭折。先來了解單純疱疹是由單純疱疹病毒（HSV，Herpes simplex virus）所引起，

主要透過飛沫、直接接觸感染者的傷口或分泌物所傳染，一般潛伏期約 2 到 10 天，主要症狀為出現一群小

水泡，接著水泡破裂、潰瘍、結痂，病程約 20 天。 
 
  依病毒侵犯人體部位之不同，可分為 2 型，而常見於嬰幼兒或孩童是第 1 型單純疱疹感染，水泡主要

出現在口腔、唇、眼、耳、頰等處的黏膜和皮膚，最常形成疱疹性齒齦口腔炎。孩子頭一次得到時，除了

有口腔潰瘍外，通常有牙齦紅腫且較易出血，以及出現口臭，還可能伴隨 3 天到 1 周不等的反覆發燒。另

外很少的機率會併發無菌型腦膜炎，甚至造成死亡。而上述的寶寶死因，應該是感染單純性疱疹病毒併發

腦炎及多重器官衰竭。 
 
  目前臨床上治療疱疹性齒齦口腔炎，主要是症狀治療，使用口服止痛藥或噴劑噴在傷口處，以及給予

退燒藥，大約 1 至 2 周左右會逐漸痊癒。但若孩子出現持續高燒，且有脫水情況，建議住院並給予口服或

針劑抗病毒藥物治療。 
 
關於傳染性單核白血球增多症（俗稱接吻病） 
 
  1 名 3 歲男童日前出現流感症狀，家長帶至診所檢查，初期也認為是流感，但男童的病況沒改善且高

燒不退，緊急轉診至醫院，發現男童扁桃腺化膿，肝指數飆升正常值 3 倍高，肝、脾臟也腫大，經血清學

檢查確診是 EB 病毒（Epstein-Barr virus）感染。 
 
  EB 病毒的感染途徑主要是經由唾液或飛沫傳染，感染急性期會出現發燒，通常持續 5 至 7 天，甚至 7
到 14 天，扁桃腺出現紅腫化膿、頸部淋巴腺腫大、肝脾腫大，其他的症狀如倦怠、頭痛、肌肉痠痛、兩眼

浮腫，全身皮膚紅疹等。抽血檢查可能出現肝功能指數異常，且白血球中的單核球數量增加，所以才稱為

「傳染性單核球增多症」。當症狀嚴重時，肝脾腫大可能造成破裂、內出血，很少的機率會併發腦炎。目

前醫學沒有治療 EB 病毒的特效藥，只能針對疾病症狀給予支持療法。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contents.aspx?cid=1,17&id=23339


36 醫療與健康 | 哥斯大黎加 台灣協會 

 
 

 
  以上 2 種病毒感染孩子，的確可能造成嚴重疾病，但大家要記得，8、9 成的孩子得到上述 2 種病毒感

染，常常是沒有症狀或症狀輕微，只有少部分孩子因體質或抵抗力低的關係才會出現症狀。各位爸媽不需

因為那些聳動標題的文章或嚇人圖片，而不敢親吻自己的孩子。 
 
  傳遞愛的方式有很多種，除了親吻，眼神、語言、表情、擁抱等，也都是很好的方式。若實在想親吻

寶寶，又怕把病菌傳染給他，可改親吻額頭、小手代替嘴巴；此外在我們大人生病時，這些親密互動都應

該暫緩。請各位爸媽繼續用行動讓孩子知道我們對他的愛，我家兒子也是從小被我親到大的唷！ 
 
 

親子共餐家人更親密 遠離憂鬱增加幸福感 
來源: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contents.aspx?cid=1,17&id=23489 
 
有多久沒和孩子一起吃飯了呢？越來越多研究發現，親子共餐有助於孩子控制體重、減少偏食挑食，並減

少憂鬱、焦慮，做好情緒管理等。財團法人董氏基金會食品營養中心主任許惠玉表示，親子共餐對孩子的

飲食行為發展及體重控制有重要影響，家長應該多跟孩子共餐，讓孩子吃得健康，還能擁有安全感、親密

感、歸屬感與幸福感。 
 
  2011 年 1 篇刊登於兒科雜誌、回顧 17 篇以 2 至 17 歲兒童、青少年的研究指出，每周至少 3 次與家人

共餐，孩子可減少 12%過重風險、35%暴飲暴食行為、20%吃到不健康食物機會，另外有 24%機會攝取更健

康的食物。另一則刊登於「預防醫學與公共衛生期刊」研究，針對有 7 至 9 歲孩子的家庭分析其飲食習慣，

結果發現每天至少 1 餐與家人共餐的孩子，與每月少於 3 次的孩子相比，過重機會減少 9 倍之多。 
 
  董氏食品營養中心於 2015、2017 年分別對近 2 萬名家長進行雀巢健康兒童全球計畫「兒童生活及飲食

習慣調查」，發現有共食早餐習慣的家庭，孩子較不偏食、挑食，也能攝取較多健康食物，如蔬菜、水果、

全榖、乳品等。此外，共餐也有助孩子情緒管理，減少反叛行徑，如喝酒、抽菸、毒品使用等成癮行為。 
 
  2013 年發表於韓國「家庭醫學期刊」一項研究針對 5 至 6 年級孩子的家庭進行調查，發現親子共餐頻

率較高的家庭（每周共餐 14 次以上），孩子的人際關係、適應力、生長力、感性與決心等發展皆顯著提升；

而共餐頻率少者，孩子則比較容易憂鬱、焦慮。 
 
  儘管親子共餐相當重要，但董氏食品營養中心調查顯示，有超過 5 成孩子是獨自吃早餐，且家庭共餐

比例降低，主因是現代雙薪家庭比例增加，家長大多工作忙碌，加上孩子晚睡晚起，飲食時間錯開，另外，

由於親自備餐較耗時耗力，大部分家長覺得用買的比較快。 
 
  許惠玉強調，一起吃飯是全家人最寶貴的時間，好處多多，但隨著智慧手機普及，全家吃飯時，常見

各自盯著手機螢幕，而缺少對話交流，提醒民眾，共餐時記得放下手機，別錯過了一起交心的好時機。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contents.aspx?cid=1,17&id=23489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media.news/
https://www.facebook.com/healthmedia.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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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小看耳鳴？ 10 年後腦中風機率增 
來源: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contents.aspx?cid=5,66&id=23472 
別以為耳鳴只是小問題，如果不積極治療，容易錯過黃金治療期，同時埋下日後健康的危機！最新一項醫

學研究追蹤近 10 年來從年輕到中年族群的男女性，發現年輕時曾有耳鳴症狀者，未來發生腦中風機率較大，

是年輕時無耳鳴症狀者的 1.66 倍，此項研究成果去年已獲國際知名期刊《第一公共科學圖書館雜誌》（PLoS 
One）刊登。 
 
  許多人以為耳鳴是年長者的專利，但近幾年來，年輕人罹患耳鳴的現象卻有增加趨勢。資深耳鼻喉科

醫師李宏信臨床發現，年輕耳鳴患者常因戴著耳機聽音樂、長期在工作環境中受到噪音傷害，或是因壓力

產生頭痛、引發自律神經失調與睡眠障礙等，造成內耳組織損傷、神經細胞受傷壞死，導致供血不足而缺

氧，以致產生耳鳴、耳痛和聽力減退等症狀。 
 
  李宏信指出，中老年族群耳鳴多源於內耳血管循環不良導致功能老化、神經萎縮退化等；年輕人常見

因為睡眠不足、工作壓力、過勞、焦慮，造成微血管過度收縮，血流不暢，供血氧分不足而引起腦內血管

病變，再加上常食用過量高油、高膽固醇、高鹽等垃圾食物，易使膽固醇、血脂肪在血管內沉澱而阻塞。

一旦內耳局部缺血、組織壞死，就會引發內耳神經萎縮，釀成耳鳴、眩暈與重聽等病症。若不積極治療，

耳鳴會愈來愈大聲，頻率加高頻繁，發作時間也會變長，嚴重者甚至一天 24 小時持續耳鳴令人難以承受。 
 
  耳鳴治療的用藥主要分為 3 大方向：（一）使用清血藥物來促進內耳血管暢通、打通血路；（二）給

予神經活化營養劑，促進已受損的內耳神經細胞活化或再生；（三）抑制血管過度收縮，以防內耳缺血營

養失調。通常輕微的耳鳴服藥後多能痊癒，但仍需注意身體保健，除了避免音量過大等直接接觸噪音的刺

激，其他如糖尿病、高血壓、高血脂等潛在疾病，也會發生耳鳴，也需留意控制並治療，以免連帶影響耳

鳴病情，及併發重聽或眩暈等病症。 
 
  年輕人出現耳鳴的原因很多，除了生活、飲食或壓力引發的因素，也可能與腦內血管瘤有關。萬一不

幸發生腦中風，將會造成不可恢復的後遺症，因此家醫科醫師李政道特別提醒，若發現有耳鳴問題，應儘

快尋求專科醫師積極治療、對症下藥，把握黃金治療期。 
 

眩暈症非老人專利 中壯年常見類型有 3 種 
來源: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blog/lient/index_at10281.html 
 
好萊塢電影《美女與野獸》浪漫的主題曲受到全球樂迷喜愛，幕後女聲即是被喻為「小瑪麗亞凱麗」的知

名巨星亞莉安娜（Ariana Grande）。紅遍國際樂壇的她，1 年前在英國舉辦演唱會時遭遇恐攻，傷亡人數慘

重，近日《ELLE》雜誌披露，年僅 25 歲的她，1 年多來因精神壓力飽受嚴重眩暈症折磨，病發時甚至感覺

世界顛倒，至今病情每況愈下，令她深受其苦。（健康傳媒 林雁茹／台北報導 2018.10.05） 

天旋地轉 是常見眩暈症狀 
  頭昏眼花、頭重腳輕、天旋地轉、走路不穩、無法站立、呼吸不順、臉色蒼白盜汗、噁心想吐等，這

些程度輕重不一的症狀，都是眩暈症患者的主述。資深耳鼻喉科醫師李宏信表示，眩暈症源自人體平衡系

統功能失調，此一系統涵蓋「視覺系統」（眼睛）、「本體感覺系統」（身體的感覺神經）及「前庭感覺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contents.aspx?cid=5,66&id=23472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blog/lient/index_at10281.html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4%BA%9E%E8%8E%89%E5%AE%89%E5%A8%9C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5%A3%93%E5%8A%9B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7%9C%A9%E6%9A%88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7%9C%A9%E6%9A%88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8%80%B3%E9%BC%BB%E5%96%89%E7%A7%91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6%9D%8E%E5%AE%8F%E4%BF%A1%E9%86%AB%E5%B8%AB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7%9C%A9%E6%9A%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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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小腦、大腦、腦幹，以及位於內耳的前庭與三個半規管），只要任一部位出現故障，或者系統間

彼此無法協調，都可能引發眩暈症。 
  
  李宏信指出，眩暈症病患以銀髮族居多，臨床上常見的病變多發生在內耳，除了內耳生理功能的自然

退化外，最常見的原因有內耳血管阻塞、神經萎縮、內耳前庭及三半規管之淋巴液積水腫脹等等。至於 30
到 50 歲中壯年患者常見的眩暈症有 3 大類：（一）良性陣發性姿勢性暈眩、（二）梅尼爾氏症，以及（三）

前庭神經炎。 
  
  其中，良性陣發性姿勢性暈眩是由於頭部快速變換位置，如上床平躺、翻身、抬頭、彎腰，而產生約

數秒到一分鐘的頭昏眼花，有研究指出，內耳中的耳石脫落異位，可能造成此類姿勢性暈眩。 

眩暈不可大意 發作可長達數小時 
  至於梅尼爾氏症，則是肇因於內耳淋巴水腫，眩暈發生時，彷彿天旋地轉般地難受，且多持續好幾小

時，併有害怕噪音、耳鳴、聽力喪失等現象。而前庭神經炎，多半與病毒感染有關，往往在感冒後突然發

生，伴隨嘔吐、噁心、血壓變化等激烈症狀，發作時間可長達數小時甚至數日之久。 
  
  眩暈急性發作時，多投以利尿劑來排除體內的鹽分和水分，降低內耳壓力，待病情穩定後，則使用止

暈劑緩解不適，併用改善血液循環相關藥物，促進內耳血流暢通。李宏信強調，長期治療主要著重於神經

滋養、血管擴張及增加血液滲透，病患應遵照醫矚不隨意停藥，以防止神經細胞退化萎縮。 
  
  家醫科醫師李政道提醒，調整作息、注意飲食也是減少復發的關鍵。睡眠與情緒是兩大誘發因子，生

活上應避免過勞、熬夜、情緒起伏大，飲食方面宜清淡，少油鹽及辛辣刺激，多補充水分，同時積極控制

三高，有利於改善內耳神經系統的功能。 
 

外食族注意！ 加工食物恐增憂鬱症風險 
來源: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contents.aspx?cid=1,74&id=23464 
眾所周知精神狀況不佳時會影響食慾，但反之不良的飲食習慣對我們對心理健康會帶來甚麼負面效果呢？

英國倫敦大學的研究人員們對近年來發表的數項研究進行再分析，並將其命名為「健康飲食和憂鬱結果的

風險：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的觀察性研究」， 9 月 26 日發表於《分子精神病學期刊》（Molecular Psychiatry）。 
  Camille Lasalle 博士和他的團隊，共匯整 41 項多國研究結果進行分析，目的是更精準地找出飲食習慣

與罹患憂鬱症風險間的潛在關聯。研究人員表示，這些研究的結果顯而易見，習慣地中海飲食與吃素的人

會攝取大量水果、蔬菜、橄欖油、堅果和魚類等，與不注重飲食模式的人相較之下，前者罹患憂鬱症的風

險降低了 33%。 
  研究結果也指出，「致炎症飲食」是一種富含飽和脂肪、糖份，以及加工食品的飲食方法，對我們的

心理健康具有破壞性。Camille Lasalle 博士指出，這種損害是由於氧化反應、胰島素抵抗、血流變化和炎症

所引起的。長期下來就會造成體內慢性發炎，並透過那些易導致炎症的分子運輸到大腦內，來影響心理的

健康狀態。所幸發炎和氧化反應可以透過攝取含有抗炎和抗氧化成分的水果、蔬菜、堅果與適量的葡萄酒

來預防。 
  但是，格拉斯哥大學的代謝醫學教授 Naveed Sattar 提到，雖然他支持要攝取能促進健康的飲食，但這

個論點僅以觀察進行研究，若是為了確立兩者間的因果關係，研究人員必須更近一步進行隨機對照的測試。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7%9C%A9%E6%9A%88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6%9D%8E%E5%AE%8F%E4%BF%A1%E9%86%AB%E5%B8%AB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7%9C%A9%E6%9A%88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7%9C%A9%E6%9A%88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7%9C%A9%E6%9A%88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7%9C%A9%E6%9A%88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5%A3%93%E5%8A%9B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search.aspx?type=2&keyword=%E6%9D%8E%E5%AE%8F%E4%BF%A1%E9%86%AB%E5%B8%AB
https://healthmedia.nownews.com/contents.aspx?cid=1,74&id=23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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