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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會 2018 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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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280.00  

美金 $43.00  

2018/10/15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9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8/10/15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2018/10/15 皇朝 5,000.00      

2018/10/16 名師髮廊 40,000.00      

2018/10/16 鄉訊列印   26,000.00    

2018/11/11 活動開銷   27,58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213,000.00  226,580.00  -13,580.00  

   
本月哥幣合計 572,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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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1-04 於國皇餐廳開理監事會議，感謝林監事招待豐富的火鍋料理。這次會議討論了

十一月的活動及十二月的活動。暫時尚無規劃十二月的活動。 

 

2018-11-11 於王政治府上舉辦家庭拔筍子及午餐活動。(用圖來講解比什麼都快) 
 

 

滿載而歸~ 

專家親自

傳授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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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領務消息 
 
中華民國駐尼加拉瓜大使館訂於 2018 年 12 月 9 日（週日）至 10 日（週一）派員赴哥斯大黎加辦理行動

領務，包括國人護照之申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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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時間： 2018 年 12 月 09 日（週日）13：30 PM - 17：30PM 

2018 年 12 月 10 日（週一）08：30 AM - 12：30PM 

二、地點： KC Hotel San José 商務中心（地址：Sabana Sur, Calle Moreno, San José；電話：（506）
2519-4100） 

三、常見項目之規費： 

1. 海外新生兒首次護照之申請：31 美元 
2. 舊照換發：45 美元 
3. 文件證明、授權書：15 美元 
4. 入出國證明書：4 美元 
5. 臨人字入出國許可證：免費 

四、注意事項： 

1. 行動領務現場僅授理收件，無法提供當場取件服務。 
2. 申辦各項文件前，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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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規費請以足額美元現金繳納，現場歉難找零，亦不接受哥國 Colón 幣，敬請配合為感。 
4. 申請人請事先備妥已填寫收、寄件資料之快遞回郵信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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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建言，請於上班時間致電本館：（505）2277-1333，或來信

本館領務專用電子信箱 tw.nica.cons@gmail.com 詢問。 

五、常用表單下載網址 

1. 護照申請書：https://www.boca.gov.tw/cp-34-1867-28dc7-1.html 
2. 子女姓氏約定書（首次申請護照用）：

https://www.boca.gov.tw/dl-1290-c79324aa06824572b5f6cec0e33e81e2.html 
3. 入出境申請書（臨人字入國許可）：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088234&ctNode=30067&mp=1 
4. 護照加簽或修正申請書（僑居加簽）：

https://www.boca.gov.tw/dl-1278-12fc71e2ecc340f79a5582da1a2c2e87.html 
5. 入出國日期證明申請書（僑居加簽）：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data/4101710413429.pdf 
6. 文件驗證申請表：https://www.boca.gov.tw/cp-48-228-ef16a-1.html 

https://www.boca.gov.tw/cp-34-1867-28dc7-1.html
https://www.boca.gov.tw/dl-1290-c79324aa06824572b5f6cec0e33e81e2.html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ct.asp?xitem=1088234&ctNode=30067&mp=1
https://www.boca.gov.tw/dl-1278-12fc71e2ecc340f79a5582da1a2c2e87.html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public/data/4101710413429.pdf
https://www.boca.gov.tw/cp-48-228-ef16a-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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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他為了打一隻小強 竟毀掉了家裡新買的電視...  

來源: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06005064-260402 

一名網友近日在家裡看電視時，突然出現了一隻

蟑螂，而網友為了打死這隻蟑螂，竟意外將家裡

買不到兩年的電視用壞，讓網友氣得大罵「他 X

的，為了打一隻蟑螂搞成這樣!」 

這名網友在臉書社團「爆怨公社」表示，他為了

打一隻蟑螂，導致一旁的吊衣架倒落，撞擊到電

視，使螢幕上出現一大片的「損毀」，讓原 PO

氣得說「買不到兩年(電視)，我絕對要分屍(蟑螂)

洩恨!」 

PO 文發出後，網友紛紛留言，有人說「這隻蟑

螂價值好幾萬」、「暴力不能解決問題」，更有網友笑說「對不起，我忍不住笑了」，但也有網友好心安

慰原 PO，表示「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碩博士收入高 大學不如專科 
來源: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66003 

記者鄭琪芳／專題報導 

高等教育普及，大學文憑愈來愈不值錢，擁有

專業與技術才是關鍵。行政院主計總處調查，

2017年大學學歷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 60.53萬

元，低於專科學歷的 63.89 萬元，且已連續 5

年低於專科；研究所以上學歷者平均可支配所

得則高達 97 萬元，創下歷年次高。 

去年專科可支配所得 較大學多 3 萬 

主計總處官員說明，大學學歷的所得收入呈下滑趨勢，近 5 年甚至不如專科學歷，這跟大學院校普及與技

術層次高低有關；早期大學錄取率很低、只有 2、3 成，現在大學錄取率很高，同樣學歷可能專業、技術層

次差異很大，所得收入出現顯著落差，但大學畢業生人數多，計算平均所得就被稀釋掉。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81106005064-260402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566003


哥斯大黎加 台灣協會 | 台灣.新聞 9 

 
 

根據主計總處資料，2017 年所得收入者（含受僱者、自營作業者及無業家庭經濟戶長等）平均年所得 65.48

萬元；扣除非消費支出（稅費、利息支出等）後，平均可支配所得 54.49 萬元，較 2016 年增加 2.27％。 

去年碩博士可支配所得 97 萬 年增近 7％ 

若按教育程度分析，研究所以上者，平均可支配所得 97 萬元最高，且較前年大增 6.98％；專科學歷者，平

均可支配所得 63.89 萬元次之，較前年略減 0.06％；大學學歷者，平均可支配所得 60.53 萬元，不僅不如專

科學歷者，且較前年減少 1.17％，減幅居各教育程度之冠。 

專業技術勝出 大學文憑貶值 

主計總處官員指出，若以中位數來看，大學學歷薪資落差顯著，專科學歷可支配所得中位數 54.22 萬元，大

學學歷可支配所得中位數僅 48.59 萬元，顯示不少大學畢業生薪情不佳，所得收入出現顯著落差，使得中位

數較平均數低了近 12 萬元。 

主計總處官員表示，雖然大學學歷者平均所得被拉低，但是所得高低與學歷高低大致仍然呈正比，尤其研

究所以上所得收入遙遙領先，2017 年研究所以上學歷可支配所得平均數 97 萬元、中位數也達 84.25 萬元，

較大學及專科學歷高出 30 萬元以上。官員表示，碩博士專業以及技術層次高，薪資水準也明顯相對較高。 

兩岸一家親引戰！柯避談 總統：台灣就是台灣 

來源: 
https://tw.news.yahoo.com/%E5%85%A9%E5%B2%B8-%E5%AE%B6%E8%A6%AA%E5%BC%95%E6%88%B0-%E6
%9F%AF%E9%81%BF%E8%AB%87-%E7%B8%BD%E7%B5%B1-%E5%8F%B0%E7%81%A3%E5%B0%B1%E6%98%AF
%E5%8F%B0%E7%81%A3-123339055.html 

上一屆金馬獎影帝，大陸演員涂們，在台上的兩岸一家親言論，引發政治效應，原本支持這個論調的台北

市長柯文哲，則是絕口不提這五個字，只說照既定政策走，似乎怕多說多錯影響選情，就連文化人，柯辦

競選總幹事小野，也拒絕發言，總統蔡英文措辭強烈，說沒有中國台灣，台灣就是台灣。 

跟小朋友一起玩遊戲，台北市長柯文哲，公辦辯論會完繼續跑行程，只是以往他支持的兩岸一家親口號，

被金馬獎影帝拿來說，引起的政治效應，柯文哲還支持這個論調嗎 

台北市長 柯文哲：「我們不能管人家講什麼，他講他的，我們照我們既定政策來走就好了，大的局勢你知

道嗎，還是維持既定政策。」說話感覺避重就輕，過去掛嘴邊的「兩岸一家親」這 5 個字，不管怎麼問，

柯文哲不說就是不說，是怕選前敏感時刻，講了又被綠營作文章，影響選票嗎？跟電影圈關係深厚，也是

柯辦的競選總幹事小野，也演起默劇。說完馬上逃離現場，小野手比出嘴巴拉上拉鍊，對於涂門的兩岸一

家親，和兩岸影人扯上政治的尷尬，拒答到底，倒是文化部長，出面緩頰文化部長鄭麗君：「台灣不是中

國台灣中國電影工作者，他們沒有不表態的自由，所以其實我想，我們應該更珍惜台灣現在所擁有的自由

民主。」還有政院副發言人丁允恭，也在臉書發文指涂們可以安然出境，甚至說法不會被剪掉，就是因為

這裡是台灣不是中国台湾。其中中國台灣，還刻意用簡體字，對岸演員的發言，在即將選舉的台灣，格外

敏感！ 

https://tw.news.yahoo.com/%E5%85%A9%E5%B2%B8-%E5%AE%B6%E8%A6%AA%E5%BC%95%E6%88%B0-%E6%9F%AF%E9%81%BF%E8%AB%87-%E7%B8%BD%E7%B5%B1-%E5%8F%B0%E7%81%A3%E5%B0%B1%E6%98%AF%E5%8F%B0%E7%81%A3-12333905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5%A9%E5%B2%B8-%E5%AE%B6%E8%A6%AA%E5%BC%95%E6%88%B0-%E6%9F%AF%E9%81%BF%E8%AB%87-%E7%B8%BD%E7%B5%B1-%E5%8F%B0%E7%81%A3%E5%B0%B1%E6%98%AF%E5%8F%B0%E7%81%A3-123339055.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85%A9%E5%B2%B8-%E5%AE%B6%E8%A6%AA%E5%BC%95%E6%88%B0-%E6%9F%AF%E9%81%BF%E8%AB%87-%E7%B8%BD%E7%B5%B1-%E5%8F%B0%E7%81%A3%E5%B0%B1%E6%98%AF%E5%8F%B0%E7%81%A3-123339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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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豆漿當水喝！中年男胸部竟變「D 罩杯」 
 
原文網址: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016/370259.htm#ixzz5WpxkcGte 
 

河南 40 多歲男子老劉近兩年胸部迅猛發育，原本以為是中年

發福而不以為意，直到長成 D 罩杯的大小，他才驚覺事情不

單純，就醫檢查。醫院檢查發現，做生意的老劉因為注重養

生，每天早上喝一大杯現磨豆漿，跟人吃飯也以豆漿代酒，

結果攝取太多植物性雌激素，才造成乳房腺體發育。 

為老劉做治療的醫生李新向媒體表示，男性女乳症的情況在

現代社會還蠻多見的，中年人、青少年、老年人都會有，都

跟平時飲食習慣不合理有關。譬如大豆內含有植物雌激素，

老劉天天將豆漿當水喝，又吃了很多其他營養品，導致攝入

雌激素過量，雌激素與雄激素相對失衡，就引起乳房腺體發

育。 

醫生還特別澄清，女性也不要想喝豆漿豐胸，因為女性本身就分泌很多雌激素，一旦雌激素攝入過多，會

引起女性雙側乳房脹痛，嚴重時還會產生腫塊；現在乳腺癌的發病率很高，都跟體內雌激素過剩有很大關

係，所以攝入過多的雌激素對女性健康也不好。 

任何食物攝取適量就好，豆漿富含豐富的蛋白質、大豆異黃酮、卵磷脂和維他命 A、維他命 B 等多種維生

素，有防癌健腦的功用，馬偕醫院營養師建議，20 公克黃豆可製成一杯豆漿，也大約有一份肉的蛋白質，

所以，一天只需喝 2、3 杯豆漿即可。 

 

中國留學生程度低落 外媒曝美國暗黑產業「砸錢就能畢業」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10765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近年越來越多中國父母砸錢將子女送至海外留學，卻也出現學生素質良莠不齊的

狀況，外媒指出，這些學力不如外籍同儕的中國學生為求順利畢業，紛紛花錢找槍手代寫作業及代考，背

後商機之鉅，甚至已在美國形成一種新興畸形產業。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016/370259.htm#ixzz5WpxkcGte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1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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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自由亞洲電台》指出，美國名校蘊藏豐富教育資源，學生畢業後更有希望取得良好發展，被來自各

國的留學生視為成功起步的保障。然而，很多中國學生進入學校後，發現現實並無想像中那麼美好，無論

是課程強度、語言障礙，甚或是文化差異都遠超出預期，不少人嚴重受挫，畢業無望。 

由於許多中國留學生背後均有來自父母或家族的經濟援助，學生在順利畢業並取得學位的條件下，被允許

使用大量金錢，在這種畸形的價值觀下，一種暗黑新興產業就此誕生。有人看轉商機創立公司，大量提供

中國留學生作業代寫及考試代考等服務，提供服務的槍手通常都是美國名校碩士畢業生，在專業科目領域

內為客戶爭取漂亮的成績。 

一名不願具名的美國槍手接受《自由亞洲電台》專訪表示，她服務的公司直接在微信群上向中國留學生招

攬生意，平均每個槍手一天會接到 5、6 單作業代寫任務，還有中國客戶一次雇用超過 10 名槍手，代寫多

數必修課程的作業外加出席考試，她坦言，如果客戶捨得花錢，在學期間可能連校門都不用進出幾次，就

能取得漂亮的成績與文憑。 

 

 

6 機師空姐「睡覺照」流出 航空公司氣炸直接開除 
來源: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024903 
 

歐洲最大的廉價航空公司瑞安航空

(Ryanair)，日前因班機延誤，導致機組人員

被迫滯留機場，6 名空服員、機師甚至只能

躺在地板過夜，事後這張照片被上傳至網路

引起熱議。對此，瑞安航空認為公司形象大

損，決定把照片中的 6 人全開除。 
 
綜合外媒報導，日前瑞安航空一架班機因天

侯不佳而延遲，導致 20 名機組人員被迫滯

留西班牙馬拉卡機場，期間疑似因公司未安

排住宿，6 名空服員、機師只能躺在辦公室

地板睡覺，事後這張照片被上傳至推特，引

發網友們熱議及撻伐，認為瑞安航空完全不尊重員工。 
對此，瑞安航空表示，事發當天是西班牙的國定假日，因此機場附近的旅館全都客滿，機組人員確實有在

該辦公室休息，但公司沒過多久就帶他們前往 VIP 室，並且從監視器畫面中可見，這張 6 名機組人員席地

而睡的照片是「演出來的」。 
瑞安航空昨日證實，由於該張照片嚴重破壞公司形象，因此將直接開除照片中的 6 人，而這 6 名員工則透

過工會組織反駁，當天他們先被安排到辦公室休息，公司約 5 小時後才安排前往 VIP 室，而且期間飲食和

座位嚴重不足，才會出現照片中的狀況。 
 
 
 

https://news.tvbs.com.tw/world/102490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LP7tBjb4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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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毒品戰爭：政黨輪替失治的暴力全開 
來源: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259000 
 
墨西哥的毒品暴力年代，一切如何開始？ 

“離上帝太遠，美國太近？” 

墨西哥的毒品戰爭，似乎能這樣概括。 

自墨西哥反毒戰爭在 2006 年底開打之後，最少導致 20 萬人死亡和 3 萬人失踪，儘管 2014 年墨國成功將惡

名昭彰的毒販頭子古茲曼（Joaquín Archivaldo Guzmán）緝拿歸案，但根本無法對走私網絡造成根本性打擊，

2017 年更創下墨西哥歷史以來最多死傷的記錄。結果，毒品暴力似乎在美國的干預之下越趨嚴重。 

美國是幕後幫兇？ 

由於美國本土過去對毒品需求的提升、加上美墨地理上的親近，造就墨西哥各地的販毒群落順應而生，形

成了佔領南北要道、派系林立的跨域集團。毒販在攻防地盤、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同時，激起前所未見的鬥

爭。 

美國過度鬆懈的槍械政策、反應遲鈍的禁毒條例、以及適得其反的毒品戰爭，經常被人詬病為墨西哥毒品

暴力的間接幫兇。除了美國當局查獲的墨西哥國內流通槍械，有高達百分之 90 源於美國之外，在毒品政策

上——尤其是 60 到 90 年代前後——美國也一直前後矛盾。 

1969 年美國總統尼克森（Richard M. Nixon）曾派遣專員，試圖游説墨西哥在鴉片農莊上空撒滅草劑。其後，

美國在 70 年代的「兀鷹行動」（Operation Condor），促使毒梟往墨國中部移動，反倒催生出「瓜達拉哈拉

毒品集團」（Guadalajara Cartel）。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CIA 為了阻止尼加拉瓜的左翼共產運動，竟然又

選擇和瓜達拉哈拉集團合作，透過販毒網絡走私軍火。 

反毒行動上，美墨之間也一直欠缺共識。數年前，美國力推「美利達計劃」（Mérida Initiative），向墨西哥

軍警提供專業訓練、情報資源與經費掃毒，到頭來卻在濫傷濫殺無辜、違反人權的爭議聲中，落得毫無寸

進的尷尬局面。 

在各自爲政，又未有恰當協調政策下，美墨耗費大量資源的清剿行動，誘使毒販進行殊死搏鬥，反將國家

拉進了暴力泥沼之中。尤其 2007 年前後美墨軍事介入後，不少數據均顯示，黑幫、毒販、和警員之間的死

傷大幅增加，每年被謀殺人數逼近 3 萬人，令墨西哥變成全球數一數二的致命國家。 

然而事實上，墨西哥自 90 年代起，每年被謀殺人數便已來到 1 萬人之高。也就是說，墨西哥的毒品暴力從

非一日之寒，美墨反毒戰爭不過是推波助瀾而已。拋除美國因素，90 年代墨西哥國內龐大的結構條件變動，

才是毒販走向暴力的根本主因。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259000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7%BE%8E%E5%9C%8B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5%A2%A8%E8%A5%BF%E5%93%A5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7/dec/26/mexico-maelstrom-how-the-drug-violence-got-so-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E%E9%87%91%C2%B7%E5%8F%A4%E5%85%B9%E6%9B%BC%C2%B7%E6%B4%9B%E5%9F%83%E6%8B%89
https://oig.justice.gov/reports/ATF/e0906.pd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0%E9%B7%B9%E8%A1%8C%E5%8B%9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adalajara_Cart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adalajara_Cart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C3%A9rida_Initiative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the_americas/us-blocks-some-anti-drug-funds-for-mexico-over-human-rights-concerns/2015/10/18/8fa3925e-710b-11e5-ba14-318f8e87a2fc_story.html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8%BB%8D%E4%BA%8B
https://justiceinmexico.org/2018-drug-violence-mexico-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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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毒品依存的維穩機器 

由於革命制度黨（PRI）的全面壟斷和封閉選舉，反對政黨無從動搖 PRI 的地位，因此 1980 年代的墨西哥

政治，停滯在一黨獨大的極權時刻。壟斷河山的 PRI，司法、執法和行政等機關權力一把抓，使政客可以

任意操弄法律於鼓掌之間。 

80 年代期間，美墨雙方對毒販的壓力尚不成氣候，逮捕黑幫高層和撲滅毒品農場未能撼動毒品網絡之根本，

各地毒販集團仍「各自安好」，亦無動機去挑戰政權或爭奪土地。 

隨著哥倫比亞毒梟的沒落，新生的墨西哥運毒網絡漸添 PRI 的管治壓力。在容忍與鐵腕對抗的選擇題間擺

盪，PRI 採取了緌靖懷柔的中間路線，爭取和販毒組織合流以減少施政影響。 

1982 到 1988 年間，總統米格爾．德拉馬德里（Miguel de la Madrid）任內大力推動聯邦安全局（DFS）與毒

販建設夥伴關係，用特赦免責或消極執法保護他們，以換取販毒集團的穩定。 

此外，高層官員會指派親信擔當熱點州的聯邦監控官、法官或監獄長，確保整個司法程序不會擦槍走火傷

害盟友。同時，地區警察也缺乏資源來對抗上層結構的腐敗。PRI 犧牲法治民主換來的毒品政治紐帶，化

成了雙方互相依附的短暫蜜月。 

80 年代的下加利福尼亞州（Baja California）亦如是。當瓜達拉哈拉集團的領袖被捕後，其組織迅速分裂成

兩大派系，其中名叫「提華納集團」（Tijuana Cartel）的一派佔據連通美國聖地亞哥的要道。在下加州站好

陣腳後，提華納集團、聯邦警隊和州政府也開展聯盟關係。 

到了 1988 年，這個極其微妙的恐怖平衡突然被席捲全國的民主開放打破，接踵而來就是販毒集團和 PRI 維

穩機器的崩壞，毒品暴力也走入轉捩點。 

當黑金政治遇上民主開放 

90 年代前的 PRI，長期透過體制內外的手段來穩定統治，然而由於反對聲音不絕於耳，於是 PRI 被迫在 80

年代初期稍微鬆綁地區選舉的規則，試圖滿足民間對反對派參與不足的要求。 

到了 1985 年的地區選舉，PRI 在北部毗鄰美國的契瓦瓦州（Chihuahua）地方選舉，被反對政黨指控舞弊，

隨後爆發全國性示威抗議，再加上天主教教會施壓，德拉馬德里於是無奈在 1986 年改革選舉法，引入比例

代表制和擴充國會議席，並降低反對派在地區當選的門檻。 

在此背景下的 1988 年國會選舉，正是毒販集團暴力逐漸失控的分水嶺。 

1988 年大選中，在野政黨國家行動黨（PAN）表現優異，讓 PRI 新任總統卡洛斯．沙利納斯（Carlos Salinas）

不得不承認反對派在下加州勝選，而 PAN 的候選人魯福（Ernesto Ruffo）則成為史上首位非 PRI 體系的下加

州州長。 

鑑於當地提華納組織益發壯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魯福意識到，必須根除背後操盤的毒品政治紐帶。於是

他拒絕中央指派的高級官員、自組地方警察隊和推動廉潔行動，旨在逆轉之前的黑箱政治和毒品浪潮。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A9%E5%91%BD%E5%88%B6%E5%BA%A6%E5%85%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6%A0%BC%E5%B0%94%C2%B7%E5%BE%B7%E6%8B%89%E9%A9%AC%E5%BE%B7%E9%87%8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ijuana_Cartel
https://www2.kenyon.edu/Depts/PSci/Fac/klesner/Electoral_Reform_in_Mexico.htm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E8%A1%8C%E5%8A%A8%E5%85%9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rnesto_Ruffo_Ap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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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與願違的是，新政府上任後幾個星期，街頭上就出現零星的兇殺案，往後毒販之間的競爭更是一發不可

收拾，令下加利福尼亞州頓成為毒品暴力的頭號重災區。 

為何瓦解毒品政治的鏈結反而促生更多暴力？政治社會學者特雷霍（Guillermo Trejo）和桑德拉．萊（Sandra 

Ley）認為，政治輪替使得地方毒販集團面臨生存環境不穩的潛在威脅，誘使集團以激進的手法自保——一

旦前朝政府不能保護販毒集團，販子就會清算新任政黨、攻擊敵對派別。 

比如說，1988 年換屆後，提華納集團就立刻招募貪污警員和情報人員自組自衛隊，成為墨西哥歷史上第一

支由毒販控制的「民間準軍隊」，透過暗殺政府要員和公然爭奪地盤來挑戰地方政府。政治保護傘黯然退

場製造的生存危機，間接鼓動了毒販，走向一發不可收拾的惡性循環。 

千禧年間的鬥獸場 

到了 90 年代，陸續展開的地區選舉都動搖著 PRI 的保護傘，導致下加州式的生態轉型，逐步擴展到其餘販

毒重鎮，毒販集團紛紛自組武裝小隊，使得牽涉毒品的兇殺案隨之急升。 

例如契瓦瓦州的「華雷斯毒販集團」（Juarez Cartel），在 92 年換屆後半年建立起「前線」（La Linea）；

新萊昂州（Nuevo León）的「海灣集團」（Gulf Cartel）在 98 選舉年後組成「洛斯哲塔斯」（Los Zetas）；

而米卻肯州（Michoacán）的「家庭毒販集團」（La Familia）則在 03 年地區大選後轉作準軍事團體。 

地區領袖輪替、選舉開放、和 PRI 的霸權倒台，陰差陽錯地點燃了毒品暴力的引信。到了 2007 年，正式開

打的美墨反毒戰爭則變成壓倒駱駝的最後稻草。未意識到毒品暴力和政治轉變關係的美墨兩國，誤以為只

要拔除集團頭目就能肅清毒品暴力勢力，然而在追捕十幾個領袖後，群龍無首的黑幫集團，下屬武裝勢力

卻開始自立門戶，反而邁入碎片化的局面。 

毒販領地劃分開始經常變動，競爭亦較過往密集；地方政府對反毒未有統一態度，以致於毒品和政權的關

係模糊不清，不時出現一州打壓，另一州縱容的矛盾狀況。自 2012 年起，這個多角交錯、互為牽制、且高

度不穩的失控亂象，在 PRI 的涅托（Enrique Peña Nieto）當選總統，再次政黨輪流交替下成為新常態，而武

裝暴力化成為毒梟自保的唯一途徑。 

那這是否代表墨西哥要回歸極權才得享太平呢？雖然極權時代的 PRI 能與毒販「和平共處」，但市民卻要

因此承受失去法治和制度暴力的痛苦，PRI 獨裁下的假太平，恐怕並不會比現況好。其實，空有規條的司

法制度、無能低效的執法機關、和依舊貪污的主流政黨等結構難題，再加上急就章的地方選舉，才是墨國

躁動社會的癥結。 

當前朝餘孽沒受制裁，而後繼者又無力清除，毒品政治紐帶只會持續在民主空間中盤根錯節。最典型的例

子莫過於是格雷羅州（Guerrero）學生失蹤案。 

2014 年，格雷羅州一行共 43 人在路上集體被黑幫攔阻、虐打及殺害。事後調查發現駭人的真相：當地市長

不滿學生示威，於是借黑幫之手來以儆效尤。事後僅有參與的底層警察和黑幫混混被審，而策案主腦從未

經歷過法律程序，背後的毒品–黑幫–政治連結依舊強韌。假若墨西哥還滯留在司法乏力，仲裁無門的半

桶子民主化進程，人民只能承受更多的毒品暴力傷痛。 

而不久前墨國總統大選再次說明了全面改革如何急不容緩。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u%C3%A1rez_Carte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_L%C3%ADnea_(gan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ulf_Carte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6%96%AF%E5%93%B2%E5%A1%94%E6%96%A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a_Familia_Michoa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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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選中有多達過百名候選人被殺，是為歷屆最嚴重的一次，深受毒品遺害的格雷羅州就有 14 起候選人

兇殺案，同時南部運毒走廊（哈利斯科州到瓦哈卡州一帶）平均出現 5 到 10 單案件。今年特別嚴重其中一

個原因，除了 PRI 大勢已去，選舉亦首度開放讓獨立候選人參加，政局比以往更不確定，不穩定的惡性漩

渦於是再次出現。 

面對曠日廢時的毒品戰爭，剛在 7 月大選中入主總統宮的洛佩茲－奧布拉多爾（López Obrador），在競選

期間主張參考「哥倫比亞模式」將暴力社會來個一了百了。 

這個模式啟發自哥倫比亞政府在 2016 年，宣布和自 1964 年成立的哥倫比亞革命軍–人民軍（FARC）達成

和解，利用法外特赦來獲取對方信任，一舉結束內戰和解決 FARC 衍生出來的毒品危機。 

然而墨西哥的狀況遠比哥倫比亞複雜，不能把毒品組織和游擊軍閥相提並論，而毒販亦不見得需要特赦，

畢竟他們並不追求合法地位。貿然放鬆對毒販的執法主權，反而只會破壞其碩果僅存的民主體制，對長遠

消滅暴力漩渦毫無幫助。無奈的是，墨西哥人在尋找解決漫長困局的長夜中，遇上奧布拉多爾短視的民粹

政策，似乎再次和完善改革的機會錯身而過。 

奶與車的戰爭：NAFTA 2．0 實現的「美國優先」？ 
來源: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428340 

歷經 14 個月的艱苦談判，美國、加拿大與墨西哥三國終於趕在華府設定的截止日（2018.09.30）前，完成「北

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初步更新——也就是 NAFTA2.0 的「美墨加協定」（USMCA）。 

時間回到去年 4 月，甫上任的川普要求重新評估美國參與的貿易協定，發布名為「解決貿易協定中的違約

和濫用」的行政命令，以貫徹他的競選承諾——把工作和財富留在美國——因此展開全面檢討。首先針對

的，即是川普稱為史上最糟、使鐵鏽帶居民失去製造業工作的 NAFTA。 

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資料，美國希望更新智慧財產權、貿易規則、國有企業、服務、海關、

衛生和動植物檢驗檢疫措施、勞工、環境和中小企業等協議，幾乎等於全面翻修。在川普令下，由貿易代

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領軍向 NAFTA 進擊。萊特希澤認為，NAFTA 在農業、投資服務和能源等

方面對美國來說相對成功，但在其他行業，特別是汽車與鋼鐵等製造業，已不合時宜。因此必須改善 NAFTA，

讓高工資的工作機會回流美國，並促進經濟增長。 

作為目前 GDP 最大的區域型貿易協定，USMCA 的誕生格外值得探究，因為這同時也是川普單邊主義與多

邊主義的角力結果，足以為正在和華府談判的國家的提供參照。川普稱此為「歷史性協議」，像是美國農

產品獲得更多的市場准入、製造業工作可望回流美國，智慧財產權、數位經濟等新章節也贏得了勝利。其

中，又以乳製品和汽車工業最受關注。 

但 USMCA 真如川普所願，能實現「美國優先」嗎？ 

由於過去的 NAFTA 條款中，並沒有向美國生產的超濾牛奶（以特殊技術過濾牛奶取得的蛋白質濃縮物）徵

收關稅的規範，加上美國生產超濾牛奶的成本低廉，且國內對乳製品需求下降，因此轉而大量出口至加拿

大，一度使加國的農業與製造商受到傷害。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44677829
https://www.bbc.com/news/world-latin-america-4467782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4%BD%A9%E6%96%AF%C2%B7%E5%A5%A5%E5%A4%AB%E6%8B%89%E5%A4%9A%E5%B0%9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mexico-election-violence/mexico-should-study-colombia-peace-process-says-obrador-aide-idUSKBN1F807J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428340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7%BE%8E%E5%9C%8B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5%A2%A8%E8%A5%BF%E5%93%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E%8E%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5%8D%8F%E8%AE%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7%BE%8E%E8%87%AA%E7%94%B1%E8%B4%B8%E6%98%93%E5%8D%8F%E8%AE%A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E2%80%93Mexico%E2%80%93Canada_Agreement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5%B7%9D%E6%99%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4%88%E5%B8%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4%BC%AF%E7%89%B9%C2%B7%E8%8E%B1%E7%89%B9%E5%B8%8C%E6%B3%BD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7%B6%93%E6%BF%9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Ultrafiltered_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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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護本土農業，加拿大啟動「供應鏈管理系統」（SMS），一方面對美國超濾牛奶乳製品原料開徵高

關稅，另一方面對加拿大乳製品原料定價，企圖以低價取代美國產品——此即所謂的「安大略省第六類定

價政策」。之後不只是安大略省，定價策略更普及至全國推展「第七類定價政策」，目標不只美國，更要

對付歐盟、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等地的乳製品原料。 

這當然引起各國不滿，抨擊加國的保護主義，打算訴諸 WTO 仲裁，今年川普甚至曾與加國總理特魯道（Justin 

Trudeau）在 G7 熱烈爭執。目前，加拿大和歐盟已就此達成相關貿易協定（CETA），對奶酪採取關稅配合

措施，由於雙邊的乳製品貿易額並不高，問題較容易解決，但美國占據加拿大乳製品進口額的 5 成以上，

才使得談判難度提升許多。 

在華府看來，加拿大的 SMS 是不公平的貿易措施，因此要求在 10 年內終止，並取消會拖累全球市場價格

的第七類定價政策；渥太華則反駁，SMS 側重於加國國內的市場價格和供應控制，且加拿大是乳製品出口

小國，不至於扭曲全球市場，就連 WTO 也允許 SMS 的存在。 

但事實上 SMS 在加國內部也頗有爭議。支持者指出，美國只是透過稅收補貼農業部門，而加拿大通過供應

管理，卻可以同時規範農產品的產量及進口量，不至於造成浪費並可實現永續發展農業；反對者認為，定

價政策的差額其實仍由消費者買單，同時也傷害加國農業的競爭力與作為自由貿易國家的聲譽。 

從目前公布 USMCA 的文本可知，加拿大保留了 SMS，但同意廢除第六類與第七類政策，也給予美國更多

的市場准入，結果大致如華府所願，算是渥太華退讓較多的部分。 

在美國還未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前，華府便已透過談判，獲得加拿大乳製品市場 3.25%

的市場進入。現在根據 USMCA，美國可獲約 3.6%，等於是將 TPP 的額度轉到 USMCA 使用，且條件更優

厚。但除了乳製品外，USMCA 基本上保留了 NAFTA9 成以上的農業條款，可說仍有利於加拿大。 

此外，進口額度加大不一定意味著加國乳製品的潰敗。 

即使對美擴大進口，加國乳製品市場仍有高達 96%左右的份額是由加國內部瓜分，對大型供應商不會有太

大影響。對消費者來說，由於 SMS 仍在，渥太華會啟動調整價格機制，避免美國乳製品原料過度影響市場，

短期內可能不會感受到乳製品價格的起伏。 

傷害最重的應是小型乳農，對此特魯道政府已承諾將給予農民賠償，細節尚未決定，但已獲得 USMCA 同

意。更重要的是，美國的乳製品允許使用重組牛生長激素（rBST）增加乳量，加國則不允許。在未來乳製

品上可清楚分辨是否含有 rBST，也可能成為加國乳農生存的機會之一。 

在汽車方面，USMCA 要求加強「原產地規則」，將原本 NAFTA 規定需有 62.5%的材料來自北美三國，逐

年增加到 75%，材料所用的鋼與鋁必須有 70%來自北美。對於勞動力條件則設有薪資規定，勞工平均時薪

必須達到 16 美元，另規定至 2023 年，個人小型汽車產量的 40％、輕型載貨卡車的 45%，得由符合時薪條

件的勞工生產。  

由於先前川普政府祭出鋼鋁關稅時，曾給予加墨兩國暫時豁免，因此在 USMAC 談判中，美國也把關稅當

作殺手鐧。最後三國同意，加墨兩國分別可對美國免稅出口汽車年 260 萬輛、加拿大可對美國出口超過 324

億美元的汽車零件、墨西哥則為 1,080 億美元。若超過這些數字，美國才會徵收 25%的國家安全關稅。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upply_management_(Canada)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3%88%E6%96%AF%E6%B1%80%C2%B7%E6%9D%9C%E9%AD%AF%E5%A4%9A
http://ec.europa.eu/trade/policy/in-focus/cet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7%A8%E5%A4%AA%E5%B9%B3%E6%B4%8B%E5%A4%A5%E4%BC%B4%E5%85%A8%E9%9D%A2%E9%80%B2%E5%B1%95%E5%8D%94%E5%AE%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9B%E7%94%9F%E9%95%BF%E6%BF%80%E7%B4%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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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看似美國以霸權壓迫加墨簽字，但其實了解北美汽車貿易便可知道，華府早就網開一面。就國際貿易中

心（ITC）五年來的貿易額觀之，墨西哥去年銷美汽車為 130 萬台，加拿大則是 110 萬輛；去年墨西哥汽車

零件銷美約為 530 億美元，加拿大為 150 億。換言之，除非加墨產量暴增一倍，否則不太可能超過 USMCA

所規定的限額。 

事實上在 USMCA 誕生前，福特等五大車商早有佈局。根據專家預測，未來 4 年汽車產業在加拿大的投資

可能持平或減少 4%、墨西哥將增長 47％，美國則將增加 12%。這是因為加拿大生產成本高，包括勞動力、

碳稅與電費等，廠商更樂意選擇成本低廉的墨西哥。 

然而新規則要求最低工資，這將徹底改變北美的汽車貿易。由於墨西哥汽車業平均工資約為 2 美元多，是

新標準的 1/7。很難想像短短數年內，有任何車商能夠把薪資提高到這個水準，因此在墨西哥減產恐無法避

免。此消彼長下，產量必然轉到美國或加拿大。 

但這不代表就會在美加產生大量職缺，廠商仍可能以自動化替代人力，因此華府宣稱的製造業工作回流不

一定能達成。如此可知，汽車產業的複雜程度超越 USMCA 規範。儘管北美供應鏈仍舊存在，但基於成本

增加，是否能繼續保持全球競爭力，還待時間考驗。 

往好處想，新規則要求更多北美原產地製品，代表車商無法自由對外國採購，更多本地投資可能會出現；

反方面，車商可能會將成本反映在售價上，或是選擇讓利潤較低的車型退出北美市場，較不利於消費者。

若價格提高，消費者可能也會延長換車時間，從而縮小市場需求，反過來亦不利於車商。 

整體來看，乳製品與汽車是 USMCA 變動較多的部分，而從這兩項的談判結果可看出，沒有絕對的贏家或

輸家。在談判過程中，美國採取了高壓手段，甚至威脅退出協議，但最終，三國其實仍以維持貿易協定的

完整性為目的。所謂「美國優先」達成之說，還是未定之天。 

進擊的 Caravan？直衝美國的萬人「偷渡移民團」 
來源: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457619 
 
“...請即刻調頭回家！除非依循合法管道，否則美國

絕不會接受你們的！你們的行動，是對我們國家的

入侵！我們的軍隊，正在等著你！” —2018 年 10
月 29 日，美國總統川普@推特 

2018 年 10 月 13 日，在中美洲的宏都拉斯，數十個

家庭、一共 130 餘人的隊伍，正緩慢地從汕埠市（San 

Pedro Sula）聚集。這裡是宏都拉斯第二大城、經濟

中心，也是因黑幫、毒品暴力、超高謀殺率而聞名

世界的「罪惡之城」——這 130 多人正準備放棄家

園，遠走他鄉。 

「我們要去美國，我們只想好好活下去。」他們邊

https://www.cargroup.org/wp-content/uploads/2017/01/nafta_briefing_january_2017_public_version-final.pdf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457619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7%BE%8E%E5%9C%8B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7%BE%8E%E5%9C%8B
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105691906490646937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4%BD%A9%E5%BE%B7%E7%BD%97%E8%8B%8F%E6%8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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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邊走，跟進的數量也越來越多——直到 11 月 1 日，北向人潮的總數已超過 1 萬人——誇張的遷徙畫面引

發世界震撼，而憤怒的美國總統川普，也趁著期中選舉的最後關頭大聲疾呼：美軍已經出動！他絕不會允

許這批「罪犯、恐怖份子與偷渡客」仗著人數「非法入境」、「入侵美國」。 

自由派的媒體稱他們為「大型移民團」（Migrant Caravan），就像是當初美國西部拓荒的篷車隊（Caravan）

一樣；但保守派的媒體則指控這是「蠻族入侵」（Invading Horde），長城之內的美國就如昔日的羅馬城，

即將淪亡——但他們到底是誰？在人潮緩慢地北向移動中，他們離「美國終點」究竟還有多遠？又怎麼會

觸發與「中華民國」之間的蝴蝶效應？ 

第一步「起點」：毒品戰爭＆人蛇集團 

在美國的南方邊境，非法入境的移民潮早已是陳年痼疾。過去，美國的南邊管控相對鬆散，許多中美洲的

勞工都會趁著農閒直接越境、北上打工。但隨著時局的更迭，美國經濟對於季節工的需求也有所改變；再

加上自 70 年代高速成長的「北美販毒網」以及緊接而來的「反毒戰爭」，入境美國的北向管制也就變極為

嚴苛，中美洲人再也無法無證入境，「偷渡」也就成為邊境的替代常態。 

在 80～90 年代之間，南方偷渡客的越境行動大多零星，儘管偶有追逐但大致和平；但近 12 年的情況卻急

轉直下——自 2006 年開始，時任墨西哥總統卡爾德隆（Felipe Calderon）配合美國向毒梟宣戰，以軍隊之力

發動了 10 多萬人喪生的「墨西哥毒品戰爭」。在血腥當中，許多遭受壓力的中小型毒梟集團也因應時局而

「轉型」，邊境年年增長的偷渡人潮，也就成為黑幫大賺現金的極好商機。 

這些由毒梟插手的「人蛇生意」，一方面安排邊境偷渡，另一方面也以暴力手段，壟斷了既有的移動生態。

來自中美洲的偷渡客們，自此不僅要面對查緝，黑幫的威脅——付錢找人蛇的會被人蛇敲竹槓，沒付錢的

則會因「不上道壞規矩」而被人蛇襲擊——也讓偷渡傷亡的風險遽增。 

人蛇集團的「服務內容」是什麼呢？ 

一般而言，花錢找人蛇之後，犯罪集團會負責供應一系列的「移動小屋」，讓中美洲偷渡客可一路跳點、

移動到美墨邊境。到了美墨邊境，每人將有「三次越境」機會，但如果風向不對、運氣不佳、甚至是提前

被捕，你的生死也與人蛇無關。 

在犯罪集團的把持之下，美墨人蛇的偷渡收費急遽暴增——根據美國國土安全局的調查，在 2008 年的邊境

偷渡費用，人蛇平均索取每人 2,000 美金（新台幣 6.2 萬）；但到了 2017 年，費用卻暴增 4.6 倍、高達每人

9,200 美金（新台幣 28.3 萬）。除了費用飆漲，人蛇集團還時常坐地起價，除了強迫賣淫、勞役來「還債」，

甚至還曾傳出多起大規模勒索撕票的屠殺慘案。 

人蛇偷渡風險日增的同時，美國政府對於邊境的管控，也從小布希、歐巴馬政府開始日趨嚴苛。但許多反

偷渡的政策，卻引發了公民團體對「草菅人命」的反感，因此由 NGO 組織、指揮、協助的「大型移民團」

——即上文所謂的 Caravan——也自此出現。 

https://www.foxnews.com/opinion/laura-ingraham-media-rolls-out-red-carpet-for-invading-horde-i-mean-caravan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5%A2%A8%E8%A5%BF%E5%93%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2%A8%E8%A5%BF%E5%93%A5%E6%AF%92%E5%93%81%E6%88%B0%E7%88%AD
https://zh.wikipedia.org/zh/%E4%B9%94%E6%B2%BB%C2%B7%E6%B2%83%E5%85%8B%C2%B7%E5%B8%83%E4%BB%80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4%9D%E6%8B%89%E5%85%8B%C2%B7%E5%A5%A5%E5%B7%B4%E9%A9%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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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越境」：無國界人民的 Caravan？ 

眾多策動 Caravan 的 NGO 中，以「無國界人民」（Pueblo Sin Fronteras）最為著名。根據無國界人民的自述，

他們之所以組織大型移民團，除了是「個人對於人為國境的自由反抗」外，亦是希望能減少人蛇的犯罪壟

斷，讓「決心遠離家園的人們」能免於毒梟集團的威脅與傷害。 

在無國界人民的想法中，「團結力量大」是越境行為最重要的優勢，因此自歐巴馬時代，他們即不斷在宏

都拉斯、瓜地馬拉、薩爾瓦多與墨西哥等中美洲的非法移民大點，積極策動「大型移民團」。因為只要人

數夠多，中美各國的警察與黑幫，就不能隨意對他們施暴，旅途的過程也能彼此照應，減少遭遇綁架、侵

犯、甚至被拘留奴役的風險性。 

無國界人民與人蛇集團的最大差異，在於無國界人民並不真正介入「偷渡行為」。一般來說，他們會協助

人數號召，其志工或專員也會於每一個中繼點提供路線諮詢、審查應對對策（遭遇警察與黑道怎麼辦？自

己有哪些庇護的權利可以申請？），在經費與組織充足的狀況下，無國界人民甚至能替移民團租賃「接駁

巴士」；但所有的協助，都只會到墨西哥北部為止，受限於法律與道德爭議，移民團越境的「最後一哩路」，

無國界人民並無法參與。 

雖然無國界人民的態度是「反正人的移動無可避免，我們就在合理範圍內讓大家安全」，但組織的大型移

民團卻總因人數龐大而引起關注——這雖能讓世界了解中美洲的困境，但也迫使原本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

各國「認真執法」，以緊縮邊境回應來自美國的壓力。 

通常這種「季節性組織」百人即能成團；但今年春季，無國界人民就在中美洲召集了 1,800 多人的大型移民

團——浩浩湯湯的規模，當時就引發了美國總統川普的震怒。「偷渡 Caravan」一詞，也才在行之有年之後，

首度成為全美輿論關注且爭辯的焦點。 

不過 2018 的春季移民團雖然轟動世界，但最終成功挺進到美國國境的只剩 400 人不到，沒被遣返的更是屈

指可數。因此無國界人民的作法究竟是倡議「自由移動」？還是不必要地刺激美國排外反移民的號角？若

以結果論斷，整場行動究竟幫助了誰？算不算一場空？...種種矛盾爭辯，皆使無國界人民備受圈內的質疑

壓力。 

不過無國界人民的幾名主要幹部，後來也都受到各國政府「關切」。因此 2018 年 10 月份的新一波超大型

移民團，據稱已不再由無國界人民「主動發起」（但後來有派出志願者從旁諮詢）——但人數聲勢不僅數

倍於以往，突破 7,000 人、甚至 1 萬人的行動規模，卻是超乎所有人的預期。 

第三步「攔截」：墨西哥該怎麼應對？ 

10 月 13 日出發的宏都拉斯移動團，第一批雖然只有

130 多人，但「集團遠行」消息卻快速傳開，一路上

越來越多人沿途加入。兩天之內，他們就移動了 100

多公里，來到了宏都拉斯－瓜地馬拉邊界。雖然在國

境上他們遭遇了國境警察的短暫阻擋——但此時他

們的總數已超過 4,000，中美洲各國政府再也沒有能

力與意願阻止他們前進。 

http://www.pueblosinfrontera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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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後的宏都拉斯團，隨即吸引了更多瓜地馬拉人沿途加入。到了 10 月 19 日，第一波移民團的先鋒群，

就已抵達了瓜地馬拉西南、與墨西哥一河之隔的邊境關口——特昆烏曼市（Ciudad Tecun Uman）——並在

橫渡墨瓜兩國的蘇恰特河橋上，遭遇墨西哥邊防警察的攔截。 

雖然在美國南方邊境的非法入境者中，墨西哥人一直是偷渡客的絕對大宗；但近 10 年來，歷任墨西哥政府

也都因經濟與政治誘因，一直忠實地配合著美國的「南方管制政策」——好聽的說法，是協防美國的「前

置長城」；難聽的形容，就是美國的「看門狗」。 

由於當時川普早已透過推特，發出了「偷渡客將至」的警告，不敢怠慢的墨西哥中央政府於是緊急派出大

批鎮暴警察，擋住了蘇恰特河的關卡，向移民團強硬發出「管制三律」：沒有合法簽證者一律不得通過，

申請墨西哥庇護者一律送至居留營審查 90 天，非法入境者一律驅逐遣返。 

誰知墨西哥的邊境聲明竟然毫無作用，雖然鎮暴警察暫時擋住了跨境大橋，但移民團的後續梯次卻如潮水

般湧來——根據 20 日的警方估計，移民 Caravan 此時已集結超過 7,000 人——儘管墨西哥警方一度動用催淚

彈與鎮暴衝鋒，但部隊數量早已是壓倒性劣勢，大批民眾冒險跳河前行，剩下的人群也不斷對邊防關卡發

起衝鋒。眼見狀況瀕臨失控，墨西哥警方也只能在象徵性的喊話、象徵性的阻擋、與象徵性的鎮壓後，就

開放邊境鐵閘讓上千移民魚貫入境。 

雖然川普過往曾猛砲「美墨長城墨西哥出錢」與「拒讓墨西哥人搶工作」，種種言行態度讓墨西哥政府極

為反感；墨方也曾揚言要大開南方邊界，讓美國人「自己處裡中美洲移民團」。但由於美國、加拿大與墨

西哥方面才剛在 10 月初完成《美加墨協定》（USMCA）的簽署，當前的總統潘尼亞-聶托（Enrique Peña Nieto）

又將於 12 月 1 日卸任，敏感時機的種種交錯，也讓當前的看守政府極為難堪。 

照理來說，潘尼亞-聶托政府很快就要政權交接，美國的高不高興、川普的反應如何，怎麼看都是新政府的

爛攤；但由於在今年大選中，現任右翼的執政黨大幅慘敗，下野在即的同時，似乎也不能再得罪美國這個

重要的政治靠山。因此無可奈何之下，潘尼亞-聶托也只能積極處裡，並高調地提出應變策略：「我家就是

你家計畫」（ Mi Casa Es Tu Casa）。 

「就算能走到美國，還是會被川普遣返...到時候你們又該怎麼辦？」喊出「我家就是你家」的潘尼亞-聶托

向移民團喊話，強調墨西哥政府確實很同情「中美金三角」的犯罪問題與經濟困境，因此在現行折衷下，

他呼籲所有非法入境墨西哥的中美移民應即刻申請「墨西哥的難民庇護」，墨西哥政府保證會在審核階段

堤供大家臨時簽證與工作許可，眾人也可省去遣返一場空的風險，至少在墨西哥「避風安家」。 

然而「我家就是你家計畫」卻有一個明顯的前提——所有申請庇護的「登記難民」都將被安置在墨西哥南

部邊境的恰帕斯州（Chiapas）與瓦哈卡州（Oaxaca），他們不得繼續北上，更被限制住居。 

只要移民團註冊成為「難民」，當局就能提供安置支援；但同時墨西哥就能以此向聯合國難民署與美國、

加拿大申請「特別支援」，甚至有可能將這兩個行政州劃為特別投資區，一方面能提供難民就業機會，二

方面也能以援助投資為名，改善這兩個墨西哥最為貧窮的南方州。 

在墨西哥南境的移民團前進路線上，各個中途城鎮都有墨西哥政府派駐的移民官員大力宣傳著「我家就是

你家計畫」，但 Caravan 群眾的反應卻相當冷漠。許多人認為洽斯帕與瓦哈卡的經濟和治安「和我們老家根

本差不多爛」，留下來根本毫無意義；同時，大家也擔心墨西哥政府只是拿出往常老招的緩兵計——先分

散移民團的數量，然後逐一包圍分斷，最終趁輿論消溫後再驅逐遣返。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1%A9%E9%87%8C%E5%85%8B%C2%B7%E5%9F%B9%E5%B0%BC%E4%BA%9A%C2%B7%E6%B6%85%E6%89%98
https://global.udn.com/search/tagging/1020/%E9%9B%A3%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zh/%E6%81%B0%E5%B8%95%E6%96%AF%E5%B7%9E
https://zh.wikipedia.org/zh-hans/%E7%93%A6%E5%93%88%E5%8D%A1%E5%B7%9E


哥斯大黎加 台灣協會 | 國際新聞 21 

 
 

第四步「蝴蝶效應」：川普的反擊與「台灣」的外交麻煩？ 

對於川普來說，10 月份的大型移民團來得正是時候，因為 20 天後就是美國的期中選舉，成千上萬、朝美國

邊境蜂擁進逼的「偷渡客」（illegal aliens），正好成為川普限制邊境政策的「現成宣傳」。 

川普的反應——除了推特放砲外——大致分為兩種對策：他一方面要國防部長馬提斯（Jim Mattis）派出數

千美軍「鎮守邊境」；另一方面也直接向中美三國、甚至是墨西哥放出了「斷援威脅」。 

在一般媒體的敘述中，川普在「邊境增兵反移民」的陳述，固然相當聳動；但事實上，過去的小布希與歐

巴馬，也都曾下令軍隊或國民兵「增援南方邊境」，其作法其實大體不脫例行公事。 

目前川普打算在邊境各州加派 1 萬 5,000 名兵力，但奉命行事的馬提斯卻講得很清楚：受限於聯邦政府《1878

義勇兵法案》，受國防部指揮的正規美軍不得用於執行國內法律。軍隊可以協助修繕邊境圍牆、建設收容

所、提供空中偵查與後勤支援；但不會——也不能——負責第一線阻擋、逮捕非法移民的直接任務。 

至於切斷中美洲金源的威脅，就複雜得多。在大型移民團形成的初期，川普就已透過 Twitter 張牙舞爪： 

“美國政府已強烈地向宏都拉斯總統發出警告，如果他無法阻擋這批偷渡移民團繼續往美國前進，並把他們

給帶回宏都拉斯——宏都拉斯接下來就別想再拿到一毛錢或一毛援助！通告馬上生效！” 

華府表示——從歐巴馬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在 2015－2017 年間，一共向宏都拉斯、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

發了 26 億美金的援助預算，「誰知道這三個國家竟沒辦法阻止人民離開，反而縱容他們非法地進入美國。」 

「過去兩年半，我們一毛錢都沒收到！」面對川普的斷援威脅，瓜地馬拉總統莫拉雷斯（Jimmy Moralez）

反擊得相當直接。他表示，歐巴馬政府與中美三國的協議是「共同投資」，自 2015 年開始，瓜地馬拉也已

「配合美國國務院的要求與指示」，對美國欽點的「非法移民來源熱點省份」加倍投資，但美方的後續信

貸與補助卻是愛給不給，至今還有一半以上的預算編列被華府扣住，「貴國提出的要求，我方哪次沒完成——

但只要我們一達標，美國就會馬上變更補助條件。」 

川普對中美三國的再三威脅，早已讓各國多有不滿，像是台灣的友邦——宏都拉斯的總統葉南德茲（Juan 

Orlando Hernandez）———今年 9 月份就曾藉由聯合國年度大會的機會，在《路透社》專訪公開抱怨：美國

再這樣惡搞下去，中美各國倒向北京恐怕也是遲早的事。 

「中國投資的到來，大幅改變了中美洲的現勢...我認為美國似乎太晚才認清這種現實。」葉南德茲表示，

美國當初為了阻止非法移民潮，而和中美三國簽訂了《共榮聯盟協議》，但就和瓜地馬拉的抱怨一樣，美

國在指手劃腳的同時、並沒有讓中美盟友實質地享受到合作利益。在此情形下，川普的成日威脅，或多或

少也讓各國另謀出處，而挾帶國家資本大舉進逼的中國，也就成為符合邏輯的「替代選擇」。 

在當時的訪問中，葉南德茲雖特別強調「宏都拉斯依舊選擇台灣」，但整體戰略環境確實越來越險峻，「雖

然說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戰略考量...但如果再這樣下去，大概也會有越來越多國家，和巴拿馬與薩爾瓦

多做出同樣的『傾中』決定。」 

https://cn.nytimes.com/usa/20181101/2018-midterm-election-guide/zh-han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se_Comitatus_Ac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osse_Comitatus_Act
https://twitter.com/realDonaldTrump/status/105218364755249152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duras-politics/honduras-president-laments-u-s-aid-cuts-eyes-role-of-china-idUSKCN1M42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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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南德茲的發言儘管點到為止，但在兩個月後的現在，宏都拉斯卻也成為這波「Caravan 危機」中的主要當

事國——因此當美洲各國彼此控訴，一切看似老調重彈、歹戲拖棚的同時，地緣政治與移民問題的「蝴蝶

效應」，卻直接牽動了地球彼端仍在看戲的「中華民國」。 

第五步「終點」：在美墨長城跟前？ 

這波「Caravan 危機」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中，主要分成兩種討論：以《Fox News》為首的保守派陣營，不出

意料地配合著川普，大力指控這波「非法偷渡客」就是「襲向美國的入侵者」；不過《CNN》等自由派陣

營卻強調，川普的入侵說法根本只是「煽動期中選舉的妖言惑眾」，因為這波萬人 Caravan 目前才剛走進墨

西哥南部，離美國還有 2,000 多公里（如果要朝態度較寬鬆的加州走去，則有 2,500 公里以上），就算他們

全部堅持前進，最快也要 12 月中旬才可能走到美墨邊境。 

但若是撇開期中選舉不談，「12 月」其實是一個相當微妙的時間點——因為在 12 月 1 日之後，墨西哥就政

黨輪替、由左翼總統「AMLO」羅培茲-歐布拉多接掌政權。在卡爾德隆與潘尼亞-聶托任內，墨西哥軍警對

於中美移民的態度是惡名昭彰的惡劣，其慣性施暴、甚至與人蛇勾結，更屢遭人權組織與聯合國點名譴責。

而一向傾左、並極為反感邊境管控政策的 AMLO，在上任之前也屢屢接觸大型移民團的「中美洲兄弟」，

除了積極安排他們在墨西哥就業，更承諾未來任內將放寬邊境，「讓兄弟們自由進出。」 

目前外界還不確定 ALMO 的放寬態度，是否會包含北方的「美墨邊境」？但可知道的是，在 12 月 1 日過後，

墨西哥的新政府，勢必不會再處處配合那些來自美國的「邊境管控命令」。 

除此之外，從這波 Caravan 從 10 月 13 日於宏都拉斯啟動後，直到 11 月為止，各地響應的人潮仍在「不斷

膨脹」，以首波出發沒跟上的薩爾瓦多為例，11 月 1 日就傳出了「2,000 人移民團已經出發、正在連夜趕路」

的消息，再加上墨西哥本地的赴美移民也各自響應加入——因此就算期中選舉無影響地結束，已突破萬人

規模的移民人潮，仍將繼續向北前進。 

 塗上你喜歡的顏色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B4%9B%E4%BD%A9%E6%96%AF%C2%B7%E5%A5%A5%E5%A4%AB%E6%8B%89%E5%A4%9A%E5%B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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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國！日美歐提 WTO 改革方案：不遵守就制裁  
來源: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611081 
 

針對中國本國產業提供巨額補貼措施，日本、美國及歐盟（EU）12 日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貨物貿易

理事會上提出改革方案，若 WTO 成員國在未通知情況下，持續發放補貼等對本國產業的優惠措施，將以違

反規則為由加以制裁。此提案台灣也有加入。 

根據《共同社》報導，日本貿易消息人士表示，日本貿易代表表示，為了構建多邊貿易體制，「需要努力

遵守旨在保證透明度的義務」。此提案被中國代表強力反對，認為制裁並非好選擇。 

該提案內容提到，各國向本國產業發放補貼和引進可能影響貿易的制度等時，有義務對 WTO 進行通知；若

在 2 年以內不通知，該國則無法擔任 WTO 理事會等的主席職務；若 3 年沒通知，則會被「暫停」成員資格，

限制在主要會議上的發言機會。 

報導指出，日美歐目前力爭在所有 164 個成員國和地區所參加的總理事會上，敲定這一提案。這項提案，

包括台灣、哥斯大黎加和阿根廷都有加入。 

分析認為此提案是衝著中國而來，美國川普政府以 WTO 未能充分處理中國補貼等為由要求進行改革，美方

也曾暗示若不進行改革將退出 WTO。 

十大傑出青年公布 台裔二代促成哥斯大黎加免簽 
來源: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1015/3015383/  

由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主辦的「中華民國第 56 屆十大傑出青年選拔」活動 15 日在立法院召開當選

人公佈記者會，身兼評審委員的立法院長蘇嘉全表示，十大傑出青年選拔強調當選人必須有傑出的成就，

刻苦努力的奮鬥過程，良好的品德以及對社會國家的貢獻，經由各領域專業組成的評審團秉持嚴謹的態度

及公平、公正的原則，評選出今年 10 位十大傑出青年。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選拔，由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自 1963 年起創辦，候選人必須為中華民國國民

或具華僑身份，年齡須在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 

蘇嘉全也公佈今年十傑名單，除了企業、創業及經濟發展類從缺，其他名單有，科學及技術研究發展類得

主呂宥蓉，基層勞教類得主湯淯甯，醫學研究類得主吳嘉霖，社會服務類得主朱芯儀，體育技藝類得主鄭

http://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611081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81015/301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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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靜，文化及藝術類得主黃翊，公共行政類得主呂澎澤，兒童、性別及人權關懷類得主陳志瑜，華裔青年

特別獎得主李毅峰。 

其中，今年的華裔青年特別獎得主李毅峰，是出生在哥斯大黎加的第二代華僑，2007 年進入哥國外交部工

作。蘇嘉全在介紹時讚譽李毅峰（David Li）是遠在中美洲的台灣之光，能在白人的政府裡受到重用是非常

困難，我國與哥國斷交後，經過 David 的努力與協助，2017 年促成台灣與哥斯大黎加免簽證。 

今年十大傑出青年頒獎典禮將在 10 月 27 日於彰化舉行，彰化縣副縣長林裕明今天也出席記者會。林裕明

笑說，從他在媽媽肚子就知道有十大傑出青年，他曾經寫作文，志願不是當「總統」，而是希望可以獲得

十大傑出青年。 

哥斯大黎加啟用中美洲首個天然氣製冷系統 

來源: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29/28638848.html 

據南美僑報網報導，哥斯大黎加是首個採用天然氣製冷技術的中美洲國家，該技術的優點是能夠減少製冷

行業對環境的影響。哥斯大黎加環境和能源部近日與蒙特利爾議定書多邊執行基金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和哥斯大黎加 FIFCO 公司達成合作，共同致力於天然氣製冷系統的推廣，將其作為利用新技術發展環境友

好型產業的典型案例。 

  據報導，蒙特利爾議定書多邊執行基金會為貫徹落實《蒙特利爾議定書》提供支持，後者是聯合國為

避免工業產品中的氟氯碳化物對地球臭氧層繼續造成惡化及損害，承續 1985 年《維也納公約》的大原則，

於 1987 年 9 月 16 日邀請 26 個會員國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簽署的環境保護公約。 

  據了解，天然氣製冷系統能夠幫助製造業工廠降低九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時減少 16%的冷庫電力

消耗。 

  「這是哥斯大黎加乃至整個中美洲地區，在取締損害環境的、低效的舊技術過程中取得的重要進展。

新的製冷系統和空調系統能夠更加充分地利用能源，有利於臭氧層的保護，抗擊全球氣候變暖。」哥斯大

黎加環境與能源部長卡洛斯 曼努埃爾 羅德里格斯說。 

  廣泛用於往複式壓縮機的 R22 製冷劑，是氟利昂家族的一員，屬於破壞臭氧層、加劇全球氣候變暖的

氫氯氟烴氣體。FIFCO 公司目前已經停用依賴於 R22 製冷劑的整個製冷系統，新系統帶有兩個冷卻迴路，

一個用於氨製冷劑，另一個用於熱流體二氧化碳。 

  「這個新系統不僅能讓企業滿足環境指標，而且還有助於哥斯大黎加在 3 年後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我

們希望該先進技術能夠在整個中美洲的工業領域中得到普及。」FIFCO 公共關係總監吉賽拉 桑切斯說。 

尼加拉瓜逮捕示威者 美洲國家組織表關切 
來源: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10150106.aspx 

（中央社馬納瓜 14 日綜合外電報導）尼加拉瓜警方今天突襲反總統奧蒂嘉（Daniel Ortega）示威者的集會，

逮捕 20 多人。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和鄰國哥斯大黎加總統雙雙推文表達關切之意。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029/28638848.html
https://www.cna.com.tw/news/aopl/20181015010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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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動用警棍和閃光彈對付在購物中心停車場聚集的示威者，不分男女毆打示威民眾，甚至年長者也不放

過。 

尼加拉瓜公民聯盟（Civic Alliance）理事長索里士（Azhalea Solis）說：「他們不放過任何人，無論是年長者

或年幼者。」 

美洲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和鄰國哥斯大黎加總統也雙雙推文譴責。 

美洲國家組織秘書長阿爾馬格羅（Luis Almagro）推文表示：「我們要求尼加拉瓜政府釋放被捕的示威者，

尊重在全國舉行和平示威的權利，停止打壓及恫嚇政治領袖和人民。」 

哥斯大黎加總統阿瓦拉多（Carlos Alvarado）則推文說：「對尼加拉瓜今晨逮捕行動深表關切，鎮壓尼加拉

瓜人民的行動必須停止。」 

尼國總統奧蒂嘉領導的左翼政府今年 4 月計畫削減社會福利，引爆示威抗議，隨後演變成為反奧蒂嘉風潮。

奧蒂嘉自 2007 年執政迄今。 

尼國人權團體表示，迄今已有超過 300 人在抗議行動中喪生。奧蒂嘉政府否認此一數字，並說只有 198 人

喪生。（譯者：劉淑琴/核稿：鄭詩韻）1071015 

主人搬家「丟下懷孕的狗媽媽」 它一直等！ 結局超暖心！ 

來源: http://tw.aboluowang.com/2018/1110/1201685.html 

2 個月前，哥斯大黎加一名網友發現鄰居家門口有一隻孤零零的狗

狗。鄰居一家已經搬走，卻沒有帶走愛犬，甚至沒有給它留下食物

和水。那隻狗狗懷孕了，肚子很大，隨時都可能生產。 

網友連忙與當地的動物救援組織“Charlie’s Angels Animal Rescue 

Costa Rica(CAARCR)”聯絡，請他們救救狗狗。來自德國的 Tania 

Cappelluti 是 CAARCR 的創始人，她聽說狗狗的事後，很快趕了過

去。 

Tania 在網路上分享了這隻狗狗的故事：“他們搬走了，卻留下了懷

孕的狗狗，沒給它準備食物和水。它大著肚子日日夜夜在家門口等

待，等著它的家人回來。” 
 
這隻狗狗叫 Marie，CAARCR 的志工們在到了一名叫 Wynn Mackey 的好心人，希望他能臨時接納 Marie，讓

它安心生產。Wynn 很愛動物，家裡養著幾隻狗狗，也有照顧小狗的經驗，他聽說 Marie 的事後，毫不猶豫

將它接回了家。 在 Wynn 無微不至的照顧下，Marie 順利生下了 7 隻健康的小狗。其中 6 隻是小男孩，分

別叫 Benny、Buster、Guido、Hansel、Luca 和 Tino，還有一隻小女孩，叫 Ani。 
 
幾周之後，小狗們已經可以在院子中跑來跑去了。CAARCR 開始為狗狗們尋找新家，大家沒想到，第一個被

領養的，竟然是媽媽 Marie。一般來說，人們更喜歡小狗，但堅強溫馴的 Marie 擄獲了人們的心。 

http://tw.aboluowang.com/2018/1110/12016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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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被領養的是帥氣的 Luca，它先兄弟姊妹們一步，去了新家。 
還有 6 隻狗狗等待領養，當地人不多，沒辦法照顧這麼多小狗，CAARCR 也沒有足夠的費用，將這些小狗送

到美國找人領養，該怎麼辦呢？ 
Tania 鼓勵到哥斯大黎加度假的人到 CAARCR 來看望這些小狗，如果喜歡可以把它們帶回家。他們願意為前

來看狗狗的人提供一晚住宿。 
就算不想領養小狗，也可以到 CAARCR 看看，幫忙分享這些狗狗們的故事，讓更多人了解它們。 
在好心人的幫助下，這些狗狗一定能夠找到溫暖的家，過上快樂的生活。它們是在大家的期待中出生的，

未來也會很幸福～ 
 

憲法法庭通過同婚 哥斯大黎加 2020 年合法化 
來源: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15164 
 
又多一個國家開放同性婚姻合法化國家，哥斯大黎加在昨天（15 日）的憲法法庭中，將在 2020 年中開放

同性婚姻，這個法案將在下周發布，最快在 2020 年 5 月生效。 

綜合外媒報導，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哥斯大黎加總統阿瓦拉多奎沙達（Carlos Alvarado Quesada）選前的重

大政見之一，為此他也發布推特力挺同志，支持同志婚合法，在憲法法院頒佈意見後，總統在推特發文說：

「現在只是時間問題，全面平權將到來，愛將戰勝一切。」 

根據哥斯達黎加大學智庫 1 月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 30％的哥斯達黎加人贊成同性婚姻，哥斯達黎加

天主教會批評了這項裁決， 「在萬物的自然秩序中，社會的基本家庭核心是基於一夫一妻制和異性戀婚姻。」 

今年 1 月，總部設於哥斯大黎加的美洲人權法院率先提出意見，認為所有拉丁美洲國家都該容許同性婚姻

合法，哥斯大黎加的憲法法院附和這項說法。 

哥斯大黎加鼓勵民眾回收食用油 提供虛擬貨幣獎勵 
來源: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116/28869092.html 

 從 11 月 14 日起，哥斯大黎加綠色虛擬貨幣計劃將開始向在家庭廚房中回收植物油的人提供獎勵。 

  據報導，哥斯大黎加公共和私營部門聯合推出的綠色虛擬貨幣名為「電子科朗」，其目的是鼓勵人們

進行廢品廢料的回收再利用，獲得獎勵者可以在購買各種產品和服務時，使用「電子科朗」享受相應的福

利優惠。近日，在哥斯大黎加綠色虛擬貨幣的可回收物名單中，又新添了一名新成員——廢棄食用植物油，

每公升廢油能夠兌換 100 電子科朗。這些回收油將由環境解決方案提供商 PATRESA 進行處理，該公司負責

人馬可 桑切斯(Marco Sánchez)表示，「被回收的植物油將全部被轉化成生物燃料」 。「電子科朗」計劃提

供的數據表明，一公升廢棄食用油所含的污染物質是一公升下水道污水的約 5000 倍，可對 4 萬公升水造成

污染。被倒入下水道的廢油可能導致排水系統堵塞，對水循環產生負面影響，阻礙河流、海洋生物多樣性

的發展。據報導，「電子科朗」計劃由哥斯大黎加衛生部、國家藍色旗幟生態項目，以及未來通訊公司合

作推出。除了廢棄植物油之外，「電子科朗」鼓勵回收的廢品還包括紙張、紙板，以及玻璃、塑料、鋁、

錫製品。 

http://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15164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116/288690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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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Tips 
她買下 60 年前雜誌想學「129 種找到老公的方法」！第 40 種「吸引男

人秘訣」笑噴：這招奶奶也愛用  
來源: 
http://www.story543.com/post04075681037319?u=76&utm_source=fb&utm_medium=1754932364757627&ut
m_campaign=int&fbclid=IwAR3Sah6DbE-PBtCf2yDiFUkxJDgoa3fEpdvOlHA4VrV4_ylbCJ64egJa7_c 

經過數十年的光陰變遷，無論是生活中出現的科技，還是人們的價值觀和互動模式，都會有很大的改變，

但有些事情即使 5 年、10 年後再回過頭看，仍然會覺得很適用。 

根據國外網站「Bored Panda」報導，住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網友 Kim Marx-Kuczynski，有一天偶然看到一本

1958 年出版的老舊雜誌，封面寫著「129 種獲得老公的方法」，讓人看了感到相當好奇，於是她花了 1 塊

美金（約 30 台幣）買回家，「它沒有讓我失望，雖然內容有點荒謬，但很有趣，尤其我最喜歡第 40 點，

讓我笑翻了！」 

到底要怎樣才能找到老公，把自己嫁出去呢？現在趕緊跟著小編一起來瞧瞧，60 年前、也就是我們的阿公

阿嬤甚至阿祖的年代，當時女人都是怎麼找老公的吧（誤） 
 
1. 養一隻狗狗，然後帶牠去散步 
2. 在目標對象附近，讓妳的車子壞掉 
3. 唸夜校，去一些男生會喜歡的課程 
4. 參加健行登山會 
5. 看看人口調查，找出最多單身男性在的地方，美

國內華達州的男女比例是 125l：100 
6. 留意訃聞，找出條件符合的鰥夫 
7. 打高爾夫球，並去不同的高爾夫球場 
8. 去不同的地方短暫旅行，而不是在一個地方待很

久 
9. 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然後餵鴿子 
10. 用腳踏車遊歐洲 
11. 在醫學、牙醫或法律學校工作 
12. 成為護士或空姐，她們的結婚比例很高 
13. 問朋友的老公，看對方公司裡有沒有條件好的

男人 
14. 對任何人都很友善，因為他們都可能會有條件

適合的兄弟或兒子 
15. 在海外找到一份公職 
16. 去參加陪審團 
17. 對醜男也要友善 

18. 告訴朋友妳想結婚，不要保密 
19. 在足球比賽裡迷路 
20. 不要去女性員工很多的公司 
21. 找到一份推銷釣魚用品的工作 
22. 在飛機、火車、公車時，不要跟女生一起坐，跟

男生一起坐 

23. 參加所有高中、大學聚會，那裡可能會有鰥夫 

24. 不要害怕跟漂亮女生一起玩，她們也是可能會有

落單的 

25. 回家鄉一趟，當年那個野蠻的小男孩，可能已經

變成一位黃金單身漢了 

26. 不要跟總是抱怨、總是覺得自己不能成功的女生

一起，她會讓妳變成像她那樣 

27. 在會議中心做兼職 

28. 定時搬家 

29. 旅行時住小旅館，這樣更容易認識陌生人 

30. 學畫畫，在工程學校外面放一個畫架去畫畫 

如何讓對方知道妳就在這裡： 

31. 進入有他在的房間，假裝絆倒 

32. 不要覺得不好意思或拉不下臉，偶爾還是要打給

他 

http://www.story543.com/post04075681037319?u=76&utm_source=fb&utm_medium=1754932364757627&utm_campaign=int&fbclid=IwAR3Sah6DbE-PBtCf2yDiFUkxJDgoa3fEpdvOlHA4VrV4_ylbCJ64egJa7_c
http://www.story543.com/post04075681037319?u=76&utm_source=fb&utm_medium=1754932364757627&utm_campaign=int&fbclid=IwAR3Sah6DbE-PBtCf2yDiFUkxJDgoa3fEpdvOlHA4VrV4_ylbCJ64egJa7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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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帶著一個圓帽盒 

34. 貼上 OK 蹦，人們通常都會問妳發生了什麼事 

35. 賺很多錢 

36. 記下一些有趣的故事，並用很有趣的方式說出

來，但記得不要跟他說超過一次 

37. 去找他，告訴他妳需要意見 

38. 弄丟手帕什麼的還是可行的 

39. 叫妳爸買電影票，然後跟他說：有多的票，要不

要一起看啊？40. 站在一個角落哭泣，讓他過來問妳

發生什麼事（小編看到笑翻） 

41. 不要讓他下次見面時還在想妳叫什麼名字 

42. 如果你是在度假村的話，讓服務生呼喚妳的名字 

43. 買一台敞篷車，男人都很喜歡開 

44. 學習如果製作好吃的蘋果派，帶一個去辦公室，

讓目標對象吃下它 

45. 他說笑話時要大笑 

46. 如果妳認識的男性中有害羞、不擅交際的人，為

何不試試看培養他呢？他也有可能只是未經雕琢的

璞玉啊 

47. 很「不小心」地讓妳的錢包打開，讓裡面的東西

飛到街上 

如何讓他覺得妳很好： 

48. 男性喜歡認為自己是很了解香水的人，問他妳應

該用哪一種 

49. 戴上更好看的眼鏡，男性對戴眼鏡的女生不太注

意，或嘗試隱形眼鏡 

50. 先跟妳的姊妹淘練習喝酒 

51. 如果妳有染髮，要盡力維持著它 

52. 多穿高跟鞋，它們很性感！ 

53. 除非他比妳矮 

54. 告訴他，他很帥 

55. 關心自己的健康，男生不喜歡生病的女生 

56. 如果妳穿毛衣好看，每 3 次約會就穿一次 

57. 跟辦公室的女同事穿不同的風格 

58. 把膚色曬健康一點 

59. 注意用字遣詞 

60. 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節食 

62. 不要告訴他妳有過敏問題 

63. 學習運用眼睛來獲得好處 

64. 買一個全身鏡，見他之前好好地檢視自己 

65. 改變絲襪的顏色，但記得接縫要保持是直的 

67. 如果他給妳送了任何飾品，戴上它 

68. 使用菸灰缸，不要用咖啡杯熄菸 

69. 學習做自我介紹 

70. 不要那麼挑剔 

71. 堅守自己的價值觀 

72. 不要太常抱怨 

73. 告訴他，不用花很多錢的約會也是很開心的 

74. 不要讓妳的家人把他當成未來老公 

75. 你們在享樂時，請家人先離開一下 

76. 跟同志或已婚夫婦進行四人約會 

77. 跟他的朋友說他的好話 

78. 給他的媽媽送生日卡片 

79. 跟他媽媽拿食譜 

80. 跟他的爸爸聊經濟，並認同稅款真的太高了！ 

81. 送他姐妹的子女節日禮物 

82. 第一次約會時，告訴他妳沒有在想結婚的事 

83. 不要提及妳想生多少孩子 

84. 如果他是一個漁夫，學習如何去除魚鱗和清洗魚 

85. 不要一開始就說出所有關於妳的事 

86. 跟他散步時，不要只想著購物 

87. 不要告訴他妳的衣服要多少錢 

88. 學裁縫，穿自己製作的衣服 

89. 不要八卦他的事 

90. 不要讓他知道他是妳的唯一 

91. 當他想約會時，不要當個很被動的人 

92. 剛開始約會時，選一首你們都愛的歌 

93. 找出他沒有想結婚的女生，不要重複她們的錯 

94. 不要聊妳的前男友 

95. 也不要聊妳的前夫 

102. 讓妳的家更舒適 

103. 學習玩撲克牌 

104. 如果他很有錢，告訴他妳喜歡他的錢，這種誠

實會讓他迷上妳！（這招是亂寫的吧.... ） 

105. 不要讓他覺得，工作對妳來說比結婚重要 

106. 偶爾送他驚喜的小禮物，但不要太貴 

107. 傳一些能象徵你們兩人的搞笑插畫給他 

108. 不要說髒髒的故事（？） 

109. 不要當一個「媽媽的小女孩」 

110. 告訴他，單身男的死.亡率已婚男的兩倍（把別

人嚇跑怎麼辦） 

 

更多大膽的想法： 

111. 去耶魯 

112. 取得打獵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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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如果妳媽很胖，告訴他妳像妳爸。如果你爸也

很胖，告訴他妳是領養的！（到底在演哪齣 XD） 

114.把戰利品收起來 

115. 租一個告示牌，把你的照片跟電話號碼印在上

面（真的是阿嬤那個年代會做的） 

116. 把你的名字跟電話號碼畫在屋頂上（現代真的

母湯這樣做） 

118. 在正中午時，陷入一個時髦的海灘裡（聽起來

好莫名） 

119. 來回搭去機場的公車 

120. 賄賂摩天輪工作人員，讓自己跟他卡在摩天輪

高空（哪招啦） 

121. 在一條繁忙的街道，拿著一個套索站在角落 

122. 拿一台相機，問帥氣的陌生人是否願意幫你拍

照 

123. 叫你媽招收男性租客（在演純情房東俏房客？） 

124. 製作並出售假髮，禿頭男很容易被吸引（有錢

的例外 XD） 

128. 讓公司的人知道，妳會幫忙縫單身漢的鈕扣 

129. 如果他有太多鬆掉的鈕扣，不要跟他結婚（到

底 XD） 

 

這 129 種方法有些看起來明顯已經過時了，有在考

慮穩定關係的人最好還是不要嘗試，但還是有很多

方法，到現在媽媽或奶奶還是會教家裡的女生，例

如第 46 點 XD 

 

漫談夫妻溝通：三個概念＋三個方法 
來源: http://twkid.com/p/3243 

作者：白袍旅婦 

 會想寫這篇文章，完全是意外。上一篇文章『有了孩子之後』我放在個人臉書分享，很多“父

親”朋友來留言，說對他們很有幫助；也有母親朋友私下傳訊息給我，說老公看完文章之後

“主動”來跟她聊聊全職育兒的想法以及未來可以再做得更好的地方。看到這些我其實非常

的開心以及感動，比起上一代的男人，我們身旁的丈夫很多是希望能夠替太太分憂解勞的，

可是可能找不到方法無從下手，或是做了還是被嫌棄，導致他們無所適從。因此，想要整理

一下我們家的經驗來跟大家聊聊。我們先來認識三個概念，再來分享三個方法。 

我們的專注力是有頻寬限制的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母親對父親的一個控訴是：跟丈夫說話丈夫好像沒聽到，專注於自己的手

機或是電腦螢幕毫無動靜，妻子因而大怒；也有很多母親苦笑著自己生完小孩腦袋都不知道

去哪兒了，生一個傻三年等。在這裡我想先跟大家介紹一個非常有名的心理學實驗：選擇性

注意力測驗（selective attention test）。影片中有穿著黑衣以及白衣的數名男女，請大家數數

看影片中穿著白色衣物的人傳了幾次球。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第一次看到這個實驗一樣，專注的數著穿白衣人的傳球次數（15 次），

完全沒有注意到從人群中慢速通過的黑色大猩猩？這個實驗是一位心理師朋友介紹給我

的，第一次看完之後我大笑！！！！但後來在生活中，我察覺這樣的狀態真的比比皆是。以

我帶著孩子的頭幾個月裡為例，我腦海中每天盤旋的就是『我的擠奶量，孩子的喝奶量，喝

奶時間，大便次數，睡眠時間以及長短』等數據，再加上繁重的家務，我的注意力每天被切

http://twkid.com/p/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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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得零零碎碎，真的沒有剩餘的頻寬再去注意其他事物；相信不只我，大部分的孩子主要照

顧者都是這樣的，所以我想『生一個傻三年』的說法，其實不是真的傻，而是我們的注意力

專注於照料孩子的部份而忽略了其他。對丈夫來說也是如此，當他很認真的在看網路上的東

西，對我們輕柔的呼喚聲充耳不聞也是正常，這時候我們應該用其他方式轉移先生的注意

力，文章後面會再聊到（也看過有人說直接換上性感睡衣走到丈夫面前就能夠吸引他的眼球

了（大誤）>/////<）。 

語言的力量 

先說個小故事。1930 年代美國南部鄉下，有個小男孩，某天傍晚在自家院子裡，對著天上

的月亮開心的一直跳一直跳，他的母親走出來看到，問他：『你在做什麼呀？』小男孩很興

奮地指著月亮『我想要去那裡！』媽媽聽了笑著說『很好呀！那你去完記得回家吃飯喔！』

據說，這個小男孩長大後真的登陸了月球，他就是第一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尼爾.阿姆斯

壯。試想，若他的母親當時是用責被、批評、恥笑的方式去回應他『你發神經嗎？還不趕快

回家吃飯！』那阿姆斯壯還會把登上月球持續的當成自己的夢想努力實踐嗎？還有個父親因

為察覺自己太頻繁責罵孩子，下定決心要改進，每次他要罵孩子前會先拿把小鋤頭在牆上敲

一下發洩情緒，慢慢的他發現他越來越少的責罵孩子了，他感到很開心。某天孩子看到牆上

的刻痕好奇地問爸爸這是什麼？爸爸才驚覺，這些痕跡一直在，如果這些話語不是被他敲在

牆上，這些傷痕就會是在孩子的心裡… 

語言有它的正面力量，也有強大的負面力量。語言不反映真實，語言創造真實。 

現代的父母親多半會用鼓勵與讚美來代替責罵孩子，那麼面對另一半，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這

樣做呢？從上面的小故事我們就可以知道，當你用正面的語言去述說，影響是正面的；當你

總用負面的形容詞來描述人事物，不僅僅是被描述者的感受很差，也反映了說者心裡真正的

期待以及想法，也預測了比較大機會用負面的態度去看待事情並走出下一步，這絕對不會是

好事。 

 不一樣的背影 

來說說我們家的小故事。我先生因為工作以及專業的關係，常常上課以及參加各式各樣研討

會，有時候他是聽眾，有時候他站在台上拿著麥克風。只要場地適合小孩可以配合，我大部

分都會把孩子帶上，一開始是想讓他們知道，爸爸是很努力在進修的，終身的學習是必須的，

爸爸就是最好的榜樣！我就這樣帶了幾年。前些日子，開車載著兒子女兒出門，在車上女兒

突然問到：『爸爸呢？』我說：『爸爸去上班。』女兒聽了在後座叫道：『我不要爸爸去上

班，我要爸爸去上課！』兒子也開始說：『我喜歡爸爸上課，不喜歡爸爸上班。』我好奇又

好笑地問他們：『為什麼喜歡爸爸上課？』兒子說：『因為我喜歡看爸爸拿著麥克風的樣子！

爸爸很厲害！』這一刻，我感到非常的感動！對一個五歲不到的孩子來說，爸爸能夠站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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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他感到驕傲以及光榮！想想，這會是給孩子多麽棒的榜樣以及良好的未來期待？相較

於我對他們無微不至的日常照料，父親的背影也慢慢地展現了其重要性～我感到非常非常的

開心！我感謝我的先生在父親這個身份上，做了最好的榜樣！ 

以上三個概念我想是我在面對先生以及與他溝通時非常重要的深層意識，也是我認為在夫妻

之間非常重要的！我們要了解，每個人的注意力頻寬是有限的，所以身為妻子的我們可以不

需要因為老公一兩次沒聽到而發火；作為丈夫的，尤其在孩子還小的時候，能夠多多分擔家

務以及育兒，是對妻子很重要的支持，有助於讓妻子的注意力能夠從孩子身上移開回到丈夫

身上（笑）；我們要意識到，語言有其強大的力量，多善用語言的正向力量，多注意避免語

言的負面力量；最後，以我們家為例，我全職在家裡照顧小孩很累很辛苦也很重要沒錯，沒

有人照顧小孩雙親就無法心無旁騖地投注工作。但不表示在外面工作的老公是輕鬆的！父親

給予孩子的跟母親是不一樣的，我們不需要因為先生沒有完全照著跟我們一樣的作法而感到

不悅，因為他給予的或許是另外一番風景。 

有母親問我如何跟丈夫溝通請他多多分擔育兒以及家務？說真的我的經驗以及其他父親朋

友的反應都是：直接說！很多丈夫覺得妻子在有了孩子之後常生氣但是丈夫搞不清妻子在氣

什麼？妻子可能會覺得『拜託我已經快累死了你為什麼還要我說不能自己去做？』 我自己

年輕時也任性過，認為男友應該都要能夠理解我的感受想法以及完全知道我的期待，小嘴一

嘟起來男友就要來哄我關心我理解我（我現在真心覺得我是不是電視劇看太多哈哈哈哈），

男友那時也是極盡所能地忍受安撫，但是累積久了就容易起爭執～～後來我們經過很坦誠的

溝通我才驚覺自己的問題所在，練習有什麼想法或是希望對方怎麼做都直接說出來不是要他

猜，所以男友才會變成老公（大誤）！ 

 如果您認同了直接說，那接下來我們雖然直接說，但是該怎麼說呢？直接大聲說？直接吵架

說？？ＮＯＮＯＮＯ，旅人家庭希望的是溫馨和諧的家庭氛圍，所以接著分享三個我個人覺

得很實用的溝通方法： 

 1. 常用請，謝謝，對不起，再加上一個擁抱： 

這在我們家不僅僅是夫妻雙方之間，跟孩子也是。這幾個字很簡單，很好用；再加上一個擁

抱，很溫暖。家，是一個感情很重的地方，不僅僅講道理。例如我把垃圾打包好，我會放在

門邊跟先生說：『老公，這袋垃圾就麻煩你了，謝謝你。』我老公想吃水果會說：『老婆，

請問家裡還有什麼水果呢？』我切完水果端上桌老公會摟一下我的腰跟我說謝謝。我們如果

不小心撞到小孩或是我們覺得有些時候我們做法不夠好的時候，我們會直接跟孩子說：『寶

貝，對不起，媽媽覺得我剛剛那樣說話不是很好，你可以原諒我嗎？』之類的，然後抱著孩

子和解。真誠簡單有禮貌的語言表達加上擁抱，我覺得非常好用。 

2. 太生氣的時候建議先不開口，處理完情緒再處理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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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有說過，負面的語言殺傷力很大，而且不僅限於當下，傷痕有的時候是長久的！我們是

平凡人，還是會有生氣無法控制的時候，通常這個時候我會說：『我現在沒有辦法好好談，

先讓我靜一靜。』然後我會把嘴巴閉起來。對我而言在盛怒時說話我沒有把握，我深怕會說

出無可挽救的話語。同樣的，當我先生心情不是很好的時候，他的習慣也是會靜靜地處理自

己的情緒，這時候身為妻子的我們則需要尊重他而不是逼著他講出來；所以面對孩子面對先

生，若你察覺無法控制情緒以及嘴巴的時候，不妨先閉上嘴，等待一些時間。我跟我先生很

少發生爭執，常常察覺狀況不對了，我們會很有默契的都把嘴巴閉上，等雙方都調整好心情

再來談。上篇文章有提到有對夫妻是用文字的方式去溝通，我覺得那是類似的方法，情緒上

來時面對面直接講有時真的比較容易擦槍走火，他們選擇那時把嘴巴閉上，事後用文字代替

聲音去溝通，也是很值得參考的方法喔！當然也有朋友是屬於要當下直球對決的，我們都尊

重，但是請記得，千萬不要口出惡言，有時候自己無心的氣話在對方心裡是永恆的傷。 

 3. 三明治溝通法： 

之前我看到這個溝通法大多用於職場或課堂上，當你需要對同事或學生提出建議以及批評

時，直接式的可能會讓對方在心理上產生反彈而導致效果不彰，三明治法更容易讓人接受。

不過這不僅僅是用於商場以及課堂上呀～～家庭之間也非常非常的好用！有人會覺得為什

麼連在家裡都不能直話直說，其實可以，但是不需要尖銳。有人覺得親人可以讓自己為所欲

為想說就說，連在家都不能做自己很悲哀；我則是覺得家裡什麼都能說，也正因為家庭有著

這樣隨時傾聽以及包容的特質，我們是不是可以更柔軟的去對待？練習用讓對方覺得更舒服

的方式去溝通才是王道！那麼實務上如何操作呢？ 

 三明治上層：認同，欣賞，關愛，幽默感 

三明治夾心：建議以及批評 

三明治下層：鼓勵，希望，信任，支援 

 我們舉個例子實際操作看看： 

在小孩吵吵鬧鬧家事團團轉的時候，突然看到一雙襪子被老公隨性的丟在餐桌下。這時～～

我想很多妻子看到例子已經火很大了哈哈！！若是老公又是累犯，那根本就是雙已經點了火

的襪子 >////< 不過我們還是忍忍，來試試三明治法： 

 妻子：我最桀驁不拘的帥氣老公，請問你這雙襪子是要洗還是要穿呢？我看襪子孤單地躺在

地上？（這是採用第一層幽默感） 

老公：眼睛盯著電腦手裡飛快地按著鍵盤『啊啊應該是要洗的，你先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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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親愛的，我知道你在忙，那這次我先幫你拿去洗衣籃丟，因為等一下我要拖地了，麻

煩你下次直接丟洗衣籃好嗎？不然小孩在家爬來爬去哪天抓起來啃就慘了（把建議以及對未

來的希望還有信任都一起用上）。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無傷大雅的事情搞得大家不開心，所以與其用罵的，不如用一些幽默

感以及包容去化解這些小事，要是這樣溝通老公還是愛亂丟，那就讓他沒有襪子穿吧（大

誤）！像我家書房也是很驚人，因為夫妻倆都愛看書，但是我老公買書的速度遠遠快過我倆

兒看書的速度，所以書房裡面堆積如山的書也是令我頭很大！不過我久久問一次：『親愛的

請問你何時想要整理你的書山？』我老公都笑笑的說『有空我就去！』我也不跟他生氣，說

真的，整天念這些，自己都覺得煩；要記得我們是妻子，不是老媽子；我整理家裡是為了讓

我跟家人住得舒服乾淨，若是整理到大家氣氛都不好了就本末倒置了；身為女人的我們可能

也很愛網購有的沒的呀？如果我們買東西回來也總是被念『誒你又買？誒你何時要整理？』

我們也會阿雜吧？！ 

 其實有時候我覺得身為男人也很委屈，例如很多事情爸爸做了被媽媽ＰＯ上網，大家很容易

會對父親一陣撻伐，但是反過來若是媽媽做的通常大家會說『拍拍』～～很認真的想要分擔

育兒以及家務，但總是被嫌棄做得不夠好？父親對孩子而言更多的是一種穩如泰山的保護，

是天塌下來爸爸扛的港灣；母親則是無微不至的貼心細膩照料，一個安全感的重要依附。反

之也很好，重點不是哪個性別去做什麼事情，而是我們不需要要求父母親雙方提供給一樣的

背影，不同方向的多元模範應該會是更好的！夫妻是家庭的核心，能夠順暢的溝通是非常重

要的！希望這些分享對各位爸媽有幫助，也希望大家多多分享自己覺得有效的夫妻溝通法，

大家一起當可愛又貼心的老婆，以及體貼又帥氣的老公＾＾ 

世界上「最細國家」——馬爾他騎士團  
來源: 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9878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是沒有領土的國家、沒有邊界的主權。這是世界

上最小的國家，只有約五千九百九十六平方公尺的

大教長宮。但在許多方面來看，這也是最大的國家。

馬爾他騎士團只涵蓋小小的範圍，活動卻深入世界

的各個角落。  

世界上最小的國家 
馬爾他騎士團  
The Sovereign Military Order of Malta 
41° 54’ 19” N 12° 28’ 50.1” E 

 

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98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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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羅馬樹蔭濃密、時尚精品店林立的孔多蒂街（Via Condotti），會發現距離西班牙階梯（Spanish Steps）
不遠的六十八號有點不一樣。雄偉的大門上方豎著兩面紅底旗幟。其中一面有馬爾他的八點白色十字，另

一面只有簡單的白色十字。入口閃亮的牌子上寫著：「耶路撒冷、羅得島和馬爾他聖約翰主權軍事醫院騎

士團」（Sovrano militare ordine ospedaliero di San Giovanni di Gerusalemme di Rodi e di Malta）。 

你正站在世界上最小的國家面前，此處正是此國的大教長宮（Magisterial Palace）。這國家面積只有約五千

九百九十六平方公尺，卻與一百零六個國家有邦交，在全球設有幾十處大使館。幾乎所有的南美洲國家、

歐洲與非洲大多國家都承認這個國家，雖然美國、中國、印度仍不在此列。馬爾他騎士團在聯合國有常駐

觀察員代表團，可以參與多數會議，簽署正式文件。馬爾他騎士團也在其他許多國際組織有派駐代表，從

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都包括在內。 

如果國家地位（statehood）是靠國際認可作為衡量標準，那麼馬爾他騎士團無疑是個國家。這國家有軍隊，

是義大利軍隊中奇特的醫療單位，且有自己的醫院列車，設有一百九十二個床位。騎士團現已無空軍，但

過去曾有過。一九四七年，義大利把許多軍機移轉給騎士團，避免戰後遭到制裁。如今，騎士團的空軍遺

產只剩一架轟炸機，上面有馬爾他十字的塗裝，並在義大利空軍博物館展示。 

要判斷馬爾他騎士團的大小可不容易。騎士團一〇四八年成立於耶路撒冷，曾有許多重要卻零散的領土，

包括羅德島（Rhodes，一三一〇到一五二三年）與馬爾他（一五三〇到一七九八年），還有其他許多城鎮

與城堡，及四座加勒比海上的小島（聖基茨島［Saint Christopher］、聖馬丁島［Saint Martin］、聖巴瑟米島

［Saint Barthélemy］與聖克羅伊島［and Saint Croix］），但這些領土早已不歸騎士團所有。一八三四年，騎

士團搬到目前的主權總部，另外在羅馬還有一個據點，即位於阿文提諾山（Aventine Hill）的馬爾他部

（Magisterial Villa），也是騎士團的義大利大使館所在地。如今馬爾他騎士團有超過一萬三千五百名騎士、

女騎士與司鐸，八萬名常駐志工，以及兩萬五千名員工，多數是醫療人員。 

不過，這真的是一個面積五千九百九十六平方公尺的國家嗎？這問題不容易回答。光是要確認馬爾他騎士

團的實際大小（比照其他國家面積計算的方式），恐怕就是個錯誤。馬爾他騎士團相當獨特，未主張擁有

任何領土。不過，騎士團倒是主張自己是主權國家，是符合「國際法的主權主體」。換句話說，騎士團自

稱是獨立實體，世界上許多地方也承認了。但騎士團並未主張自己是國家——如果你明白其間的差異，那

麼你已經比我厲害了。他們拋出的問題比答案多；什麼樣的主權沒有地方？到底應該對「哪裡」實行主權？

離開孔多蒂街的大門之後，騎士團居民到底要效忠哪個政府？ 

我初次發現孔多蒂街六十八號時，人正在敲詐觀光客的眾多陷阱間四處遊走。看到馬爾他騎士團的旗子時，

我格外開心，以為遇見時代錯置的有趣現象，一處與現代世界格格不入的古老機構。不過我現在倒不確定

自己找到了什麼。孔多蒂街六十八號的地緣政治觀念既深奧又新奇。主權可來自一群人組成的網絡，且不

受國界範圍的限制，這樣的概念並不容易理解。這當然令國際法專家興致勃勃。馬爾他騎士團常被拿來當

法律例外的範例。一九九一年，義大利法庭的一項判決指出，騎士團具有「特殊的國際主體性」，並「擁

有自己體系」。 

教廷過去也有奇特的存在方式。教廷是天主教教會的宗教管轄區，但後來採用較傳統的國家形式，成為梵

蒂岡城，於一九二九年成為獨立的城邦。 

部分人士主張，國際組織（例如歐盟）有主權，但沒有民族性質（nationhood）。有些國家遭到外國占領、

其流亡政府受到多數國家承認，就屬於這個情況。但我認為這些類比說服力不足。那些例子是傳統領土主

張的補充說明，不是我在孔多蒂街看到的情況。較有說服力的論點是針對虛擬的微國家所作的比擬。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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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出來的國度，只存在於網際網路的大量文字之間。不過微國家就像肥皂泡那樣稍縱即逝，等到蹲在房

間內的創造者覺得無聊、厭倦之後，泡泡就破了。然而，虛擬的微國家什麼事都沒做，而馬爾他騎士團卻

有超過千年的歷史，不僅在國際間得到正式承認，騎士團在一百二十個國家的醫療、社會與人道計畫也備

受肯定。 

馬爾他騎士團在地緣政治上令人困惑，尤其是騎士團的奇特地位竟有助騎士團活動，而不是種阻礙。騎士

團聲稱其目標是「捍衛（天主教）信仰，扶弱濟貧」，雖然有明顯的宗教目的，卻比傳統國家在世上更暢

行無阻。騎士團在世界各地進行救援任務，在伯利恆經營首屈一指的婦女醫院、在土耳其邊境的基利斯

（Kilis）設立戰地醫院，照顧敘利亞難民，也在敘利亞阿勒頗成立兒童醫院。二〇一六年，超過三萬一千

人逃到地中海彼岸，給予他們醫療與人道救援的就是騎士團的義大利志工。 

騎士團在現代世界上推動宗教與慈善活動，似乎與巴洛克式的官員職銜不搭調。在騎士團中「具有無上權

威」的是大教長（Prince, Grand Master and Fra’）。二〇一七年一月前，第七十九任大教長是英國人馬修．

費斯汀（Fra’ Matthew Festing）。大教長住在羅馬大教長宮，是由「國務委員會」選舉出的終身職。然而

費斯汀的任期縮短，沒能終身任職，原因在於前所未見的風波，以及教宗介入騎士團的現代領導權。 

二〇一七年，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介入費斯汀與他的第三順位繼承人、外務大臣亞伯列特． 馮． 波

塞拉格（Albrecht von Boeselager）之間的爭端。教宗要求費斯汀辭職，而費斯汀的回答是：「好，沒關係。」

「你必須接受戒律，」費斯汀解釋；「你得服從，就是這樣。」雖然有人認為這是梵蒂岡入侵或接管，但

費斯汀服從教宗的意志多是出於遵守天主教教律，不是某國領導者向另一國投降。在本書寫作時，大教長

由吉亞科莫．達拉．托雷．德譚畢歐．迪桑吉內多（Giacomo dalla Torre del Tempio di Sanguinetto）暫代一年。

接下來幾年，不妨好好注意教宗允許這個「主權騎士團」擁有多少主權，選擇自己的領袖。 

持有馬爾他騎士團護照的除了大教長之外，還有事務大臣與外務大臣。騎士團未發行其他「普通護照」，

因此這三份護照是全球最稀有、且受國際承認的護照。騎士團發行四百份「外交護照」給全球職員。這個

沒有國家的主權國度會由大教長宮發行官方用品，包括正式貨幣。騎士團從一三一八年起發行貨幣，如今

稱為斯庫多（scudo），可進一步區分成面額更小的塔里（tarì）、葛蘭尼（grani）與皮奇歐利（Piccioli），

匯率釘住歐元。基本上，這些貨幣是供收藏家收藏用的，斯庫多只有騎士團本身承認。不過，騎士團發行

的郵票有將近六十國承認，包括古巴與蒙古。 

騎士團這個奇特的國家，因為諸多奇特事蹟而更加有魅力。不過，馬爾他騎士團並沒有過時。馬爾他騎士

團是全球重要的慈善與醫療協助提供者，每年嘉惠數十萬人。馬爾他騎士團是個認真的國家，認真到陰謀

論者指稱，騎士團常與強權結合，暗中滲透世界各地的政府，想奪回聖地。這故事被伊斯蘭聖戰士引用，

號召追隨者攻擊騎士團的大使館。因此騎士團在中東地區的大使館還得發表正式聲明，否認這些抹黑的謠

言。 

從某些層面來看，騎士團的角色與性質很容易了解：它是古老的天主教機構，對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

但它也有神祕的色彩。這神祕色彩並不是騎士團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祕密，而是人人皆知的特別之處。這是

沒有領土的國家、沒有邊界的主權。這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家，只有約五千九百九十六平方公尺的大教長宮。

但在許多方面來看，這也是最大的國家。馬爾他騎士團只涵蓋小小的範圍，活動卻深入世界的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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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與健康 

紅茶有益健康 加「鮮奶」卻會失去 2 大功效 
來源: https://news.tvbs.com.tw/health/1024132 
不少人早餐都會來一杯奶茶，到了下午也想來一杯療癒身心！不過日本的「紅茶協會」則表示，如果在紅

茶中加入牛奶，其實會讓紅茶失去原本擁有的「抵抗流感」及「殺菌」2 大功效！ 
 
不久前，「紅茶協會」公布了 2018 年度的推薦紅茶店名單，其中一家獲選紅茶店家將海報與傳單分享至推

特上，內容寫道紅茶有「抵抗流感」和「殺菌」的功能，不過底下附註一行「「加入牛奶將會失去功效。」

讓不少愛喝「奶茶」的朋友們瞬間白開心。 
不少奶茶控紛紛哀號「我的奶茶 GG 了嗎」、「怎麼會這樣」，但也有網友認為「不管有沒有殺菌，只要

口感好就好了」、「好喝比較重要啦！」 
 
對此，根據《三立新聞》報導，營養師解釋，因為牛奶中的蛋白質會和茶葉中的抗氧化成分結合，變得更

難吸收，降低茶類的對人體的好處，不過他也認為，如果在紅茶中加入鮮奶，能讓自己感到滿足，擁有好

心情，那也無妨，畢竟好的情緒對健康來說更有幫助。 
 

單身男「8cm 黃肥甲」被打槍 狠心斬下…整片療癒落地 
來源: https://news.tvbs.com.tw/life/1028749 
桃園一名男網友喜歡留長指甲，加上平時有抽

菸習慣，導致指甲泛黃，至今仍單身；親友看

不下去要男子剪指甲，他僵持抗議 1 小時後，

最後仍拿出「行刑工具」把陪伴多時的長指甲

喀擦，網友看完照片認為男生留長指甲很扣分，

「還是乾淨俐落讓人比較有好感」。 
  
根據原 PO 在「爆怨公社」上傳的照片，大拇指

的指甲已經留長到約 5 公分，小拇指更誇張，

目測約有 8 公分，已經細長到手腕處，且兩支

指甲都因為抽菸的關係，呈現泛黃；另一張「行

刑」後的照片，只見大拇指指夾變短且平順光滑，最厲害的是，指甲片完美切割，看起來相當療癒。原 PO
在貼文寫道，身邊的親友很討厭留指甲的男生，所以逼他剪掉，他僵持 1 個多小時才剪，「我好難過哦，

覺得很藍色憂鬱...本來想繼續留長，甚至考慮過美甲光療，現在我剪完超不習慣的，變得不太會打字，一

直打錯」。 
  
不過女網友看到原 PO 的長指甲，紛紛留言「99％的女人都不喜歡」、「我看你留那麼長我才藍色憂鬱」、

「噁心，是要留著惕牙還是挖鼻屎呀」；另外，也有網友歪樓大讚原 PO 刀工極為厲害「剪完看起來真療癒」、

https://news.tvbs.com.tw/health/1024132
https://news.tvbs.com.tw/life/102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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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得很漂亮」，原 PO 則傳授秘訣「指甲中間沒辦法剪，會保留這麼完整，是因為旁邊兩側各一刀，直接

凹掉...」。 

衛生紙擦屁股錯了！ 專家：只把「恩恩」移位而已 

 

原文網址: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03/1296340.htm#ixzz5Wq9LSPw3 實習記者賴韻如／綜合報導 

多數人在上完大號都是用衛生紙來擦拭，不過英國一名專家卻指出，使用衛生紙擦拭實際上只是將糞便「移

位」而已，無法將屁屁擦乾淨，想要徹底清潔，最好的方式是用清水沖洗或濕紙巾擦拭。 

據國外健康雜誌《TONIC》報導，英國專家喬治（Rose George）表示，全世界有「數百萬人都帶著骯髒的

屁股到處走來走去，而且他們還以為自己很乾淨，這讓我感到非常困惑。」他表示，使用衛生紙只是把糞

便移動，並不會從肛門移除，「就像你不會用乾毛巾來洗澡一樣，為什麼你會認為乾式衛生紙能夠清潔乾

淨？」 

喬治指出，比起衛生紙，帶有水分的濕紙巾清潔效果較好；另一種方式即是使用「坐浴桶」(bidet)，在如廁

後清洗肛門等部位，功能就與免治馬桶類似，這種清潔方式比使用衛生紙更環保。 

喬治的說法在網路上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一位來自美國的網友表示，直到搬到「坐浴盆」常見的亞洲地區，

他才發現如廁後使用衛生紙擦拭是非常「噁心」、「不衛生」的。他表示，你的屁股沒有曝露在外面，並

不代表你就該讓自己的屁股夾著糞便。 

另外，用衛生紙擦拭屁股也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健康問題，可能會將大腸桿菌或其他細菌傳播到私密部位，

如果過度使用，甚至會引發泌尿道感染，破壞下體的敏感皮膚。據估計，60％至 70％的女性一生中至少會

經歷一次來自肛門附近細菌引起的泌尿道感染。 

爽到致命！同學癌逝、妹妹癱瘓...他籲：這些習慣母湯 
來源: https://news.tvbs.com.tw/life/1019261 
熬夜、炸雞排、鹹酥雞、含糖飲料...，你知道這些生活壞習慣的殺傷力有多大嗎？網友王永彰在臉書發文

感嘆，他的大妹在不到 40 歲就因為這些壞習慣中風癱瘓，同學更在不到 30 歲的年紀提早結束生命。他將

自身血淋淋案例 PO 上網，歡迎網友分享，並沉痛呼籲「如果不在今天維持健康，最終的結果就是如此，而

且提早到來。」 
 
王永彰說，他的大妹與同學常常熬夜，兩人也都喜歡吃雞排、重口味的東山鴨頭、炸到不成人形的鹹酥雞。

有一天晚上，他看見客廳出現一個很大的透明塑膠袋，裝滿同一個品牌的含糖飲料鋁罐，大妹解釋，「就

每天早上喝一罐飲料，洗乾淨後準備回收，」他生氣質問她，妳不知道每天喝這些飲料對身體不好嗎？但

她仍不為所動。 
 
王永彰說，她的大妹夏天一天三杯含果糖的手搖飲料，但這樣的壞習慣已經讓身體血管發炎，不斷循環好

幾年，導致血管變薄或窄化，最後引起造成全身癱瘓的腦中風。 
 
王永彰感嘆，他們用最爽的方式過生活、任意吃東西，導致一個在不到 30 歲的年紀就癌症逝世，另一個不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81103/1296340.htm#ixzz5Wq9LSPw3
https://news.tvbs.com.tw/life/1019261
https://www.facebook.com/ismc9853
https://www.facebook.com/ismc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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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40 歲就癱瘓，被迫下半輩子的每一天，在客廳做復健 3、4 個小時。 
 
他難過說，大妹在加護病房讓無數的維生塑膠管、無情的插進全身，睜不開的雙眼、無法動彈的四肢、任

何家人、朋友如何的對她說話，也只能靜默。他和妹妹從小一起生活到大，小時候聊到長大的志願，沒有

聊到植物人，可是為什麼大妹現在成為了植物人？ 
 
難過之餘，他呼籲網友透過分享跟標註，讓大家知道飲料跟炸物正一點一滴毒害身體、侵蝕健康，「甜蜜

的背後是一把狠狠插進背部的果糖利刃。」 
 

躺下就秒睡好健康？專家警告：你的身體正在還債 
來源: 
https://fnc.ebc.net.tw/FncNews/life/58740?fbclid=IwAR30X9cHN4qXOQ2lIrBLgsiFz3ClDA5OxZutDjh7jkKzSlA_mM
7hunr6ABw 

有不少現代人都有失眠或是睡不飽的問題，往往在床上翻來覆去半個小時都還沒辦法入睡，因此都很羨慕

可以一躺下來就「秒睡」的人。不過現在國外有研究指出，秒躺秒睡並不代表睡眠品質良好，而是在幫身

體還債，還可能導致記憶力下降！ 

 根據《Indiatimes》報導，研究指出，一般自然入睡的過程需要花上至少 20 分鐘，才能讓身體達到真正的放

鬆，如果人體過度勞累的話，體內一種叫做「腺苷」的化學物質濃度會升高，讓人忍不住想睡覺。長期下

來，身體如果無法得到充足的休息時間，就會產生「睡眠債」。 

 所以之所以會「秒躺秒睡」，其實只是在幫身體還債，因為缺乏足夠的睡眠時間，而且這並非利用假日多

睡一點就能補回來，而是得分成很多天慢慢補償，才能拉回正常體力，所以如果精神出現「欠債中」的狀

況，是人體所發出的警訊，不可忽視。 

 另外，在躺下到入睡的過程中，「記憶」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人在睡覺的同時，「記憶」也會跟

著休息，所以如果總是因太過疲倦而秒睡的話，會導致難以記得清醒時做過的事情，也會讓睡眠品質變不

好，還可能發生「呼吸中止症」，讓人不斷因打呼而從睡夢中驚醒，形成惡性循環。 

根據交通部統計，疲勞駕駛長期為交通事故肇事的主因之一，若駕駛者僅睡 4 小時就開車，發生車禍的機

率將提升 10 倍。除了要有充足的睡眠，還有什麼方式能夠幫助我們保持好精神呢？ 

 有些人開車時選擇播放最喜歡的音樂，不過研究顯示，年輕的新手駕駛邊開車邊播放快節奏的音樂時，可

能會讓駕駛者有更激烈的駕駛，且降低對周圍交通環境的敏銳度；有些人選擇吃甜食，雖然甜食能帶來一

小段時間的提神效果，然而之後反而讓人昏昏欲睡。 

 Ford 提供一些「提神撇步」，幫助駕駛者安全的享受長途旅程： 

●與心跳相似的頻率 

開車時，能讓你保持最佳精神狀態的音樂或許不是重金屬音樂和莫札特交響曲，而是有著和我們心跳速率

相匹配的節奏，也就是每分鐘 60-80 次的頻率。當節奏過快或音樂太大聲，通常會影響駕駛者採取更激進的

https://fnc.ebc.net.tw/FncNews/life/58740?fbclid=IwAR30X9cHN4qXOQ2lIrBLgsiFz3ClDA5OxZutDjh7jkKzSlA_mM7hunr6ABw
https://fnc.ebc.net.tw/FncNews/life/58740?fbclid=IwAR30X9cHN4qXOQ2lIrBLgsiFz3ClDA5OxZutDjh7jkKzSlA_mM7hunr6A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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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駕；而太慢則會感到疲勞。因此 Ford 建議駕駛者建立一個開車專用的播放清單，並調整到適當的音量，

才能幫助駕駛放鬆、紓解壓力並提高注意力。 

●少吃甜食、多喝水 

開車適時補充水分，例如水、咖啡或茶，不僅能幫助駕駛者保持清醒，還能增加途中停靠廁所的次數，順

道讓駕駛者稍作休息。此外，根據 Ford 的研究調查數據指出，當駕駛者邊開車邊吃東西，或同時做多項任

務，將會增加事故風險。因此駕駛者亦可在休息的同時吃點心來補充體力，但須避免攝取會使血糖急速上

升又下降的甜食或速食。 

●小睡是為了開更長的路 

研究顯示，長途運輸業的司機、輪班員工、新手父母與青少年駕駛都較容易在開車時打瞌睡。兒童醫學中

心臨床心理和睡眠諮詢師王廣海博士表示，「因過於疲勞而不適合開車的跡象包含感到眼皮沉重、經常打

哈欠、注意力不集中、錯過路標或轉彎，甚至記不得前幾公里的行駛狀況，以及難以保持速度和偏離車道。

如果你計劃長途旅行，並且知道你可能會感到疲倦，切勿冒著昏昏欲睡的風險開車，請選擇指定駕駛人或

與其他乘客輪流駕駛。」 

※恢復體力的小撇步： 

做伸展運動緩解肌肉痠痛 

按摩太陽穴和頸部後方的穴道，幫助集中注意力並緩解壓力 

做一些簡單快速的運動以提振精神，例如開合跳或原地跑步 

對於極度疲勞的狀況，建議找個安全的地方過夜或小睡。不過別忘了，睡醒後有時可能會感覺昏昏沉沉，

不妨就來杯咖啡或茶吧！ 

別再把行程塞滿了！科學家：每天「無聊」10 分鐘，讓你更聰明、更
善良、情緒更穩定 

來源: https://buzzorange.com/vidaorange/2018/11/15/benefits-of-boredom/ 

你上次覺得「好無聊喔！」是什麼時候？是不是也急著用手機和網路來填補無聊造成的「空虛感」？在科

技如此發達的現代，「無聊」反而比「找事做」更難。閒閒沒事做該怎麼辦？先別急著滑手機。科學家告

訴我們，人人都該每天讓自己放空一下，因為「無聊」其實有很多好處！ 

＃無聊可以激發你的潛力 

這已經是被諸多科學家認可的事實： 想像力、創造力與效率都跟無聊有緊密關係。 還記得你小時候因為

太「無聊」而做的一切嗎？雖然當時的你可能挨了不少罵，但不可否認， 無所事事往往會激發我們的好奇

心和學習動力，並想出更棒的點子 。 科學研究 也指出， 大腦在放空時，負責思想控制與組織的區域仍

然活躍運作 ，偶爾發個呆並不是真的「腦袋空空」，反而能讓你之後執行任務時更有條理。 

https://buzzorange.com/vidaorange/2018/11/15/benefits-of-boredom/
http://www.pnas.org/content/112/1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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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聊讓你有更長遠的計畫 

一份歐洲和美國共同執行的 研究 發現， 當人們的思緒放空、不關注周圍發生的事情時，更可能思考與規

劃未來 。就像我們平常會發呆「做白日夢」一樣。儘管白日夢常被視為不切實際，但事實上，許多長期目

標都始於做白日夢時的靈光一現。 

＃無聊可以幫你處理複雜的情緒 

心理治療師 Katie Leikam 認為，「無聊」是舒緩情緒的好方法。 無聊就是放棄「我應該 ……」的想法、

放棄想控制所有事物的慾望 ，當你告訴自己「什麼都別做」把控制欲降低，焦慮、心慌的感覺也會跟著減

少。 

＃無聊可以讓你成為更善良的人 

一項 愛爾蘭的研究 指出， 無聊可以引導我們去做些無私的事情 。根據研究員的說法，對生活感到無聊

會降低自我認同感，這會促使人們想辦法來重建正向的自我意義。研究發現，無聊會使人們更有意願參與

公益活動，比如捐贈物品給慈善機構、捐血、當志工等。 

＃無聊 對現代人的幸福感至關重要  

受人尊敬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說過：「適度的無聊是幸福的必要條件。在資訊爆炸的現代，生

活中需要不斷有更強烈的刺激來激發我們的快樂。但是習慣過度興奮的人會陷入彈性疲乏， 而無聊就像短

暫的留白，讓我們有空閒去回味生命裡美好的時刻。」 

還在每天行程排滿滿、忙的焦頭爛額嗎？循著科學家的建議，每天試著給自己 10 分鐘的「無聊時光」吧！ 

 

 

 

 
 

新北市 石門區   

石門地名的由來，源於此地境內有一海蝕洞，形狀近似石門，所

以稱之。 

清康熙年間，石門即見之於鄭開極之「福建通志」，日據時期(1871

年)，石門即膺選為淡水外八景之一。後來改制本區為「石門庄」。

二戰之後改設「石門鄉」，隸屬於台北縣政府。2010年 12月 25

日，因五都改制，再改為「 石門區」沿用至今。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053810011001978
https://ulir.ul.ie/bitstream/handle/10344/1938/2011_VanTilgurg,%20Wijnand.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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