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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會 2019 年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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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4,200.00 

美金 $43.00 

2019/1/15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9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9/1/15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2019/1/15 皇朝 5,000.00 

2019/1/15 鄉訊列印 26,000.00 

2019/1/20 理監事會議 30,000.00 

2019/2/2 春節晚會 收入 702,000.00 

2019/2/2 春節晚會 支出 餐費 1,000,000.00 

2019/2/2 獎學金/敬老/幼兒紅包/禮物/雜費/等 244,200.00 

2019/2/3 會長捐款 50,000.00 

2019/2/11 廣泰廣告費 90,000.00 

2019/2/11 會長捐款 30,0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1,045,000.00 1,473,200.00 -428,200.00 

本月哥幣合計 7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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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春節晚會之活動相片~ 

 
 
 
 
 
 
 
 
 
 
 
  

   2019 年 台灣協會 春節晚會 贈獎芳名 
  榮譽外交之友          陳合和 先生   禮品壹份 
    僑務顧問            古菊妹 女士  紅包壹份 
    僑務顧問            陳招枝 女士  紅包壹份 
    僑務顧問            孫冬月 女士  禮品壹份 
    僑務顧問            賴枝田 先生  紅包貳份 
    僑務顧問            何湘武 先生  禮品壹份 
     佛光會      會長   吳綺華 女士  禮品壹份 
     榮光會      會長    洪宏平 先生   洋酒貳瓶 

    台灣商會     會長   孫冬月 女士  禮品壹份 

   台灣婦女會    會長   陳招枝 女士  紅包壹份 

海外華僑團結協會 會長   謝再新 先生  禮品壹份 

    台灣協會         協會提供        禮品玖份 
    台灣協會    前會長  吳冠昌 先生  禮品壹份 
    台灣協會     顧問   劉順進 先生  紅包壹份 
    台灣協會     監事   林長裕 先生  紅包貳份 
    台灣協會    副會長  王春發 先生  禮品貳份 
    台灣協會     理事   林建元 先生   禮品拾份 

6 本會動態 | 哥斯大黎加 台灣協會 

 
 



 
 

台灣婦女會 元宵活動 照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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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世台會/歐台會的各國同鄕會鄉親， 

大家農曆新年快樂！ 

世台會及歐台會在籌備今年的年會時，因為考量咱鄉親參加的人數，日

期，以及方便鄉親前來參加的旅程安排，在覓尋適當的開會地點面對到

一些挑戰，必須一再的訊問不同旅館，時間及開會地點。我們很高興也

很感激，在歐台會傅佩芬會長及英國李勳墉博士共同努力尋找下，我們

終於找到了在德國法蘭克福 (Frankfurt, Germany)旁的Mainz市的Hilton 
Hotel 作為我們今年的年會地點。 

今年大會的日期及時間是九月十三日到十五日，第一天下午開始報到，

之後，我們將於十四日及十五日安排兩整天的大會節目。節目將包含台

灣國家安全，國際地位，社會經濟發展以及文藝相關的題目。也計劃安

排海外台灣留學生的發展及就業機會等相關座談會。 

報名細節及大會的會後旅遊（六個不同行程，將涵蓋附近的德法瑞盧荷

比等國）預計將於二月下旬公布，請鄉親們拭目以待，踴躍報名參與大

會及會後的旅遊。 

頌 平安 順適 

世台會/歐台會 2019 年會籌備小組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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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父親為外國人、母親為國人之中文姓氏及命名須知 

當我們在外國與當地人結婚時，小孩子的姓名可能是個有趣的問題吧，那就來看看台灣的規則是什麼呢。 

資料來源: https://www.roc-taiwan.org/cayyz/post/77.html 

父親為外國人、母親為國人之中文姓氏及命名須知 

「姓氏」部分：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發布之「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六條規定： 

父非中華民國國民，母為中華民國國民者，其子女之姓氏，依下列方式依序優先適用： 

(一)母無兄弟，約定其子女從母姓者，從其約定。 

(二)母係有戶籍國民，且戶籍謄本中已有其父之中文姓氏者，以該姓氏為姓氏。 

(三)父之姓氏符合我國習俗者，得以該姓氏為姓氏。（如日籍、韓籍人士使用之「司馬」或「卜」、

「金」等，則可直接以該姓氏為姓氏。） 

(四)父之姓氏不符我國習俗者，應改依中華民國命名習俗取姓氏。 

(五)父無中文姓氏者，以父之外文姓氏相近之中文譯音或符合我國命名習俗者為姓氏。（如父之外文

姓名為 William Smith，可將其姓「Smith」以「史」為姓。） 

外交部八十九年九月十一日第ＴＣ八四五號電之補充規定： 

倘若父未曾在台辦理戶籍登記或結婚登記，其父所取之中文姓氏可與母姓相同，子女可以此姓氏申辦護照。

此類所取之姓氏並非「從母姓」，而係依父所取合乎我國命名習俗之姓氏。 

「名字」部分： 

以符合中華民國法令及命名習俗為原則，但不宜自創新字。 

註：中文姓名之排列，應「姓」在前、「名」在後。「姓」加「名」總共以不超過六個中文字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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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世界自由調查報告 台灣 93 分 中國才 11 分 

https://m.ltn.com.tw/news/focus/paper/1266181 

總部設於美國華府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四日公布有關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年

度「二○一九世界自由調查報告（Freedom in the World 2019）」，顯示二○一八年全球自由度連續第十三年

下降。自由之家透過二十五項指標，評比一百九十五個國家，其中八十六國列為「自由」，五十九國為「部

分自由」，五十國「不自由」。名列「自由」國家的台灣在滿分一百分中獲得九十三分，與前一年同分；

被評為「不自由」國家的中國總分十一分，比前一年退步三分。 

新疆再教育營 強制拘押數百萬穆斯林 

報告指出，去年只有五十個國家的整體評分有所提升，但有六十八國的政治權利、公民自由度評分下降，

總體延續二○○六年以來的全球民主自由度下降趨勢。四十一個名列「自由」國家的成熟民主政體，包括

美國在內，其中二十二國在過去五年的整體評分下降；不論是民主或專制政府，民主退潮已是遍及全球的

普遍趨勢。 

自由之家指出，美國總統川普持續攻擊媒體、法治、非法移民的行為，已對民主自由構成嚴重威脅，而美

國民主惡化將加劇全球自由度的退步，許多國家可能會轉向中國，將其視為美國領導力的替代品。 

報告指出，以日漸強勢的中國為代表，包括沙烏地阿拉伯、俄羅斯、土耳其、伊朗等二十四個國家，愈來

愈多專制政權透過騷擾、引渡要求、綁架，甚至謀殺等手段，整肅旅居和流亡海外的異議人士；「縱容迫

害無國界，則任何國家都可能成為尋求擊垮異議的獨裁者，派出間諜與刺客的狩獵場」，跨境暴力與騷擾，

不僅能清剿異議人士最後的庇護所，也會導致國際秩序與國際法全面失序。 

自由之家指控中國政府在新疆等地設立「再教育營」，強制拘押數百萬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穆斯林，並透

過酷刑等手段，擴大對這些少數民族的控制。報告批評北京當局利用海外維族人留在中國境內的親屬做為

要脅，要求他們「自願」通報個人資訊與情報；利用輿論監督機構洗腦國民，並監控在海外大專院校就讀

的中國留學生。而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的通報機制，已成為專制政府拘押和騷擾海外公民的工具。 

 

批蔡政府電價高？經濟部一張圖狂打臉 

https://tw.news.yahoo.com/批蔡政府電價高-經濟部-張圖狂打臉-022022260.html 

哪任總統的電價高？最近有藍營的臉書粉絲團「普魯士藍」，在臉書專頁中 PO 出貼文，寫下「馬政府時代

每度電 2.2 元，蔡政府現在每度電 5.5 元，台灣人你們能接受嗎？這背後隱藏著有多大的利益？」等語，引

發網友們瘋狂轉載，甚至在 LINE、簡訊裡瘋傳，引起不少爭議，昨天經濟部特別在臉書專頁上，PO 出特製

圖表，鄭重澄清關於「造謠的假消息」，大動作出面反擊闢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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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在圖表中，標示從 2008 年到 2016 年間，馬英九

總統執政期間，電價從原本 2.3 元漲到最高達 3.07 元，

一直到選前才降至 2.62 元；蔡英文總統接任之後，第 1
年是 2.55 元、第 2 年則是 2.6 元，顯然瘋傳的「馬政府

2.2 元」有極大落差，經濟部 PO 文表示「大家新年快樂！

過年要說吉祥話，不要造謠喔。#有圖有真相。」 

講電費當然要扯到哥國的電費呀，那麼哥國的電費是多

少呢? 

我們就以 CNFL 的一般家庭電價來看好了，哥國採用累

進費率: 

從 0 至 30 kWh 的費用為 ¢ 1.893,90 

從 31 至 200 kWh 每度為    ¢ 63,13 

從 201 至 300 kWh 每度為    ¢ 96,87 

301 kWh 以上 每度為    ¢ 100,14 

     來源: Tarifa Residencial T-RE 
 
去算一下匯率的話，就可以發現我們這裡真的比台灣貴

多了。 

看到這隻鳥就手癢 網友認證「骨董鳥」玩過的都 25 歲以上 
過年大掃除是不是也整理出許多懷舊小物呢？有網友就從家裡挖出這隻

「牙籤鳥」，嘴裡叼著一根牙籤，上頭還沾上一些灰塵，，年輕的孩子

已經不認識它了，卻也吸引超多網友留言超懷念，「以前狂按都會被巴

頭」！ 
這款一隻鳥叼著牙籤的小物是數十年前家家戶戶必備的「牙籤盒」，只

要按壓鳥頭，小鳥就會彎腰叼出一根牙籤在嘴上，因為看起來神奇又好

玩，所以許多網友小時後都愛狂按鳥頭，不過通常下場都會反被爸媽「巴

頭」，照片一貼出立刻喚起許多人小時候的回憶，沒看過的網友狂問這

到底是什麼？有人解釋「簡單來說就是牙籤罐，類似麥當勞放吸管的構

造，壓一下會出一根」當時可是許多孩子的玩具呢。 

據了解，這款牙籤盒會紅是因為過去台灣人多半都有剔牙的習慣，當時

也還有很多工廠做禮品代工和加工出口，所以很容易可以買到。新奇又可愛的牙籤鳥成了當時餐桌上的必

備小物，不過隨著台灣禮品代工沒落，這款商品漸漸淹沒在時代的洪流中。 

現在在發達的網路上也很難見到有店家繼續販賣同款牙籤鳥了，因此一貼出照片立刻吸引廣大網友激動留

言，「小時候狂按被罵」、「一直按一直按，然後就被巴頭了」、「這是一隻回憶的鳥啊…現在都找不到

了！」、「以前會把全部的牙籤用出來 再裝回去，覺得這玩具很好玩」、「 20 幾年前的東西了 設計很

棒」、「看到這都會忍不住按它個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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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人愛創業不知死活 最快 18 天陣亡、這 3 行業最短命 
https://www.nextmag.com.tw/realtimenews/news/459590 

台灣人愛創業。104人力銀行分析1.2萬份履歷中曾有創業相關經驗的求職者，描繪台灣創業家輪廓，發現

平均第一次創業年齡是26.4歲，創業平均僅維持4.1年，最短的只創業18天就陣亡。 
 
104人力銀行分析發現，最常創業的三大行業是餐飲（包括手搖飲料店、咖啡店等）、餐館（包括餐廳、熱

炒等）、服飾業，其中男性創業偏好餐飲，女性偏向服飾。 
 
創業存活率是否有男女差別？答案也是否定的。104人力銀行分析發現，女性創業只比男性多撐70天。 
 
104人力銀行分析說，這1.2萬人中創業存活最長41年，是經營水電材料行；最短只有18天，是加盟義大利

麵店。 
 
台灣網友間常戲稱創業是去「賣雞排」，104人力銀行分析發現，創業最短命的行業正是賣雞排、飲料店、

早餐店等，平均創業存活天數不到30天。 
 
OG桑炸雞店老闆林啟正表示，他創業10多年，對於104的調查指賣雞排平均創業存活天數不到30天也認同，

因為現在賣雞排的人很多，競爭也多，需要與其他雞排業者做競爭，但有些雞排店是連鎖或老店，若自行

創業，除非口味比別人好或特殊，不然沒這麼好做。 
 
林啟正說，由於一般連鎖雞排店口味較屬大眾可接受的範圍，吃雞排的民眾也因為口味關係通常會選固定

幾間店家購買，再加上雞排使用的雞胸需要分切，若是自行分切，除了麻煩，還要有場所可進行分切作業；

有些雞排店家面小，沒有地方可以分切，所以通常都是請盤商切好自己醃製，相對成本也會增加。 
 
幸福角落平價義大利麵總部經理呂先生表示，創業本來就很辛苦，如果想要輕鬆做是不可能的。他強調，

創業的三大要素就是「地點」、「地點」、「地點」，基本上地點好，創業都不會這麼容易陣亡。 
 
呂先生說，除了地點，還要看加盟者個人勤不勤勞，此外，專業度、產品品質與服務態度也都會影響創業

時間長短。總部都會訓練加盟者如何烹煮，但還要看加盟者到底會不會煮；另外，總部要求品質，相對產

品成本會比較高，但加盟者加盟就是希望能賺錢，有可能為省成本，改變原本食材用量比例，導致客源流

失，再加上店員流動率高，人事出現問題，都是造成創業陣亡的原因。 
 
李學誠今年才25歲，就已經有創業4年的資歷，目前是一家酒吧老闆。李說，他一開始創業從設計桌遊、經

營粉專、出書、通通做過，可惜最終都並未成功。 
 
李學誠說，剛開始創業，總是想要做一些很新奇、一些瘋狂的事。他大四的時候因為自己很討厭讀書卻不

知道怎麼運用，便和朋友一起設計用桌遊教小朋友寫程式，最後雖然小有賺頭，遊戲甚至被賣到國外，但

他個人也發現自己對教育熱誠不高，便順勢讓其他學長接手。之後他開始經營科普相關主題的粉絲團，流

量最高峰時期一個月瀏覽量可達200萬次，但營利只能靠業配、出書，非常有限。 
 
李學誠說，後來他覺得這樣要花許多時間教育消費者，「不如就選成熟的產業吧！」，決定和學長、學弟

合資300多萬元，開始在母校交通大學附近經營酒吧。剛開始找店面、經營時，其實他們3人都不會喝酒，

又沒有員工培訓經驗，「一開始頭很大！」，但他不但和「很多朋友」借錢籌措創業資金，還一邊當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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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學習調酒知識。 
 
談到開酒吧遇到的挫折，李學誠透露，雖然酒吧位於交大、清大附近，客群多是學生，但同樣的大學生工

讀生「也沒這麼好用」，不但工作時數短，也常把請假當常態；另外一方面，剛開始也常遇到警察臨檢，

讓他頗為苦惱。後來他將重心轉向培養正職，也和地方派出所打好關係，加上附近學生口耳相傳，才慢慢

有穩定客群。目前已經營業一年半，雖然還沒回本，但他個人籌措的創業資金已經還清。 
 
李學誠說，創業的工時其實比一般上班族長，「還不能想請假就請假，因為很多事只能由你自己來做！」。

一般而言創業的失敗率很高，但對他來說「青春就是要花在這種可能會失敗、但跌倒時會很瀟灑的產業！」，

重要的是過程學到了什麼。 
 
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副秘書長柯建斌觀察，過去來創業的人多半已在職場工作一陣子，籌備的創業資金

較多；但近年創業年齡層有逐漸降低，計畫創業投入的資金也從過去的最高100萬元下滑到50萬元左右，如

此一來讓創業風險提高。 
 
柯建斌解釋，創業有「631法則」，假設有100萬元，60萬元要做為創業前期投入資金，30萬元作為準備金，

10萬元作為緊急預備金；但近來創業往往連6成資金都還沒籌備到，甚至另外一半還是來自貸款就開始創業，

這樣失敗率就會提高，不論在哪一行創業都會發生，和創業的類型無關。 
 
柯建斌說，過去有輔導過一些加盟主，店明明有賺錢，但加盟主認為「和想像的不一樣，以為每天可以泡

咖啡悠哉，結果每天卻工作13個小時以上」，就不做了。他建議想要創業的人，除了資金要先備齊，最好

能先到相關行業歷練一段時間，了解行業實際工作的情況後才決定是否創業。 
 
104人力銀行人資長鍾文雄說，依資料分析，創業較長壽的多半都和專業有關，上班族想創業關鍵在於是否

具備整合能力，建議最好準備1年半到2年規劃行動計畫，甚至先去受僱於其他公司，在公司內部實地演練

商業模式、訓練戰略和戰術的思考能力，測試自身是否具備業務、行銷、研發、組織能力。 
 

首購族年齡增 北市至少 40 歲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808000223-260210 

大台北地區買房大不易！據統計，首購族想在北市有個殼，平均年齡要超過 40 歲，首購年齡向上再攀新高，

連房價較低的新北房市熱區，首購族平均也要 38 歲才買得起；而首購族若想進駐北市大安區平均要到 44.9

歲，堪稱最難入住的首購區域。 

永慶房產集團統計 2013～2015 年雙北市 3 大房市區塊平均首購購屋總價，雖增加金額逐年減少，但平均總

價仍持續攀高，以今年「北市中心區」來看，首購平均購屋總價高達 2,093 萬，較去年增加 55 萬元；「北

市郊區」以 1,659 萬居次、年增 49 萬元；「新北房市熱區」也要 1,156 萬、增加 39 萬元，都是近 3 年來的

最高。 

另外，雙北市首購年齡以每年平均增加 1 歲的速度向上攀高，去年「北市中心區」平均首購年齡 39.9 歲，

今年則提高至 40.9 歲，「北市郊區」也需 40.1 歲，雙雙突破 40 歲大關，連房價較低的新北房市熱區，首

購族平均也要 38 歲才買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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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觀察今年雙北市主要 18 個房市熱銷行政區中，以大安區平均首購年齡 44.9 歲最高，成為首購族最難

入住的首購區域，信義區首購年齡也要達 43.1 歲。 

另外，包括士林、中正、松山、新店、中山等區域平均首購年齡也都高達 40 歲以上，18 個行政區中，最低

的新莊區也要 36.5 歲。 

永慶房產集團經理黃舒衛表示，這兩年政府調控房市，以高總價為首要控管對象，一般民眾及首購族購買

的中低總價產品，所受衝擊較小，也相對較有買氣支撐，因此今年大台北首購族的平均購屋總價，仍較去

年小幅墊高。 

他指出，大台北平均首購年齡最高的區域主要集中北市中心，目前這些精華地段每坪房價大約仍有 70 萬～

90 萬元的水準，首購族要進駐難度確實很高。對有意在大台北購屋的首購族來說，可往房價較易負擔的新

莊、土城、中和等區域尋找。 

美國普渡大學開發新型電動汽車電池 續航里程達 5000 公里 (國際) 
https://tw.news.yahoo.com/美國普渡大學開發新型電動汽車電池-續航里程達5000公里-030012529.html 

無法快充與電池壽命過短，是目前全球電動車邁向普及化最大的障礙，也是電動車技術的最後一塊拼圖，

多家公司已經競相投入研發，美國普渡大學研究人員近日聲稱，透過使用新型「液流」（refillable）技術的

車用電池，電動車的續航里程可達 480 公里，甚至有望在未來延長至 5,000 公里。 

美國普渡大學研究人員並非第一個嘗試將液流電池應用在電動汽車的研究團隊，目前研究人員正在高爾夫

球車上進行測試，這項技術可透過由電池液生成驅動電動車所需要的電能和氫氣，最終這項技術可望應用

於一般電動汽車上。 

研究人員認為，未來這項技術可為電動汽車提供 3,000 至 3,600 英里的續航力，更能讓電動車所使用的電池

重量更輕，可望成為多種電動車電池中一位有力的競爭者，因為它不僅能生成電能，也可產生氫氣。重要

的是，駕駛每行駛 480 公里才需要更換一次電池液，更比目前最為常見的鋰離子電池充電所需的時間更短。 

普渡大學教授 John Cushman 指出，這項技術在過去兩年中取得的突破，證明了它改變了人們為車輛提供動

力的方式的價值，「這對於下一代電動汽車而言是一個改變遊戲規則的因素，」因為它不再需要電動車商

們所費不貲地去建立電網。此外，先前有另一家名為 GBatteries 的公司聲稱已開發出一種技術，目的是要透

過人工智慧（AI）技術，讓電動汽車的充電速度像燃油汽車加油一樣快，目前 GBatteries 已得到 Initialized 

Capital、Airbus Ventures、SV Angel 和 Y Combinator 等投資者的支持。 

另外，法國 Electric Loading 在去（2018）年 12 月發表一項充電新技術，號稱能在 4 分鐘內將市面上的所有

電動車充至全滿，速度甚至比保時捷快上四倍之多，而目前特斯拉 Model S 和 Model X 充電一小時約能續航

80 公里。然而，雖類似這樣提高電動車電池效能或充電速度的新技術已經越來越多，但都尚未真正商業化，

仍需要多作測試與研發，目前普渡大學研究出的新技術也尚在測試階段，消費者若要等到技術真正普及，

可能還需要等上一段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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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台灣處境相同 歐洲 3 小國不被國際承認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208/3216856/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刊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德瓦爾（Thomas de Waal）文章，他在文中

指出，阿柏克茲亞（Abkhazia）、外聶斯特（Trans-Dniester）及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Turkish Republic of 

Northern Cyprus）是國際郵務系統裡找不到的 3 個國家。 

這 3 個歐洲獨立小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不被國際承認的國家，這些國家通常是戰爭衝突的結果，雖然存在

於地圖上，但不被國際承認，也不是國際組織成員。 

德瓦爾提到世界上不被國際承認的國家，擁有 2300 萬人口的台灣是最大的一個。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

全世界只有 17 個國家承認台灣。 

阿柏克茲亞、外聶斯特和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則是至今尚未解決的戰爭衝突遺留下來的結果。 

阿柏克茲亞在 1992-93 年間贏得與喬治亞的分離戰爭，1999 年宣佈獨立，2008 年獲俄羅斯等幾個國家承認。 

外聶斯特也是蘇聯解體之後出現的新國家，1992 年和摩爾多瓦發生短暫戰爭後脫離。 

土耳其 1974 年入侵北賽普勒斯，1983 年，北賽普勒斯土耳其共和國宣佈成立，至今只有土耳其承認。北賽

普勒斯和南賽普勒斯的統一談判始終沒有結果。 

這幾國都符合「事實國家」的定義：被隔絕於國際社會之外，但是自己管理自己領土。 

另外，這 3 個「事實國家」背後都有強國支援，阿柏克茲亞和外聶斯特獲俄羅斯支持，北賽普勒斯土耳其

共和國受到土耳其支持。俄羅斯和土耳其協助他們生存，提供財務和軍事支持，甚至駐軍。即使援助減少，

他們也不會瞬間倒台，力量雖然會減弱，但本土意識和希望分離的意向依然堅強。 

德瓦爾寫說，到此訪客會意外地發現，不被國際承認的國家沒有什麼特殊的體驗。這 3 個國家大致遵循歐

洲的價值，沒有死刑，舉行競爭激烈的選舉，只不過候選人不是那麼多。 

雖然「事實國家」不受到國際承認，但並不妨礙其人民扮演國際社會一分子的努力。 

德瓦爾結論寫說，隨著時間推演，多年前造成「事實國家」出現的戰爭衝突或許會變得比較容易解決。在

那之前，這 3 個「事實國家」還會持續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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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槍！親共富豪回中國過年 澳洲取消居留權、拒絕入境 

https://m.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692780 

防堵中共近年已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重要國安任務。澳洲政府在去年通過《反外國干預法》後，今首

度援引此法拒絕外國人入境，對象是被指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富豪黃向墨。 

黃向墨為中國深圳玉湖集團創辦人、大洋洲中國和平統一促進聯盟主席，2011 年舉家移居澳洲，事業版圖

擴及雪梨與昆士蘭，且獲利頗豐，他曾因捐贈近 300 萬美元政治獻金給澳洲主要政黨為人所知。 

當地時間週二報導，黃向墨回中國過年之際，他的澳洲移民申請遭官方拒絕，永久居留權亦遭取消，現在

更進一步禁止他入境澳洲，無法返回他在雪梨的 1400 萬美元豪宅。 

澳洲為「五眼聯盟」成員之一，該聯盟是美、英、加、澳、紐的情報分享團體，防堵中國成為五眼聯盟近

來主要共識。 

澳洲去年 6 月通過《反外國干預法》，旨在禁止外國干涉澳洲政治，並加強懲罰洩漏機敏資訊之類的犯罪

行為，有損害澳洲與他國經濟關係之行為也視為犯法。澳洲司法部長波特（Christian Porter）當時表示，全

球許多西方民主國家都面臨到現代間諜行動的威脅，因此，澳洲必須建立一個更加健全的法律，確保官方

有權力調查、阻止此類犯罪行為。澳洲政府雖然沒有點名特定國家，但外界普遍認為是衝著中國而來。 

少了中國資金 澳洲房價創 35 年來最大降幅！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680382 

澳洲房價止不了跌勢，外媒報導，2018 年 12 月澳洲房屋價格再下跌，較 11 月相比下降 1.3%，創下澳洲房

價自 1983 年最大跌幅。 

《日經中文網》報導，澳洲早前因低利率與中國資金流入，讓澳洲的房價節節攀高，以雪梨為例，截至 2017

年中期，該城市房價在 5 年間上漲 76％。不過近期，受到中國政府限制資本外流政策影響，使得一直以來

支撐澳洲房市的中國資金逐漸減少，澳洲房價也因此受到衝擊，價格不斷下跌。 

據 CoreLogic 的統計顯示，澳洲 2018 年 12 月房屋價格，雪梨較 11 月下降 1.8％，而其他包含墨爾本等 8 個

主要城市房價也下降 1.3％，創下澳洲房價 35 年來的最大降幅。 

澳洲除了房價刷新最大跌幅紀錄外，該國新屋開工許可也創下新低紀錄。報導指出，2018 年 11 月的新屋開

工許可數比 10 月減少 9.1％，創下 2013 年 8 月以來的最低紀錄。 

《新浪財經網》報導，摩根士丹利澳洲策略師 Daniel Blake 表示，鑒於澳洲房地產市場全方位疲軟，今年（2019

年）澳洲房市恐難見起色。並指出，澳洲汽車及零售行業，恐會受到消費者情緒疲軟及房地產價格持續下

跌影響，而遭到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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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哥斯大黎加總統阿里亞斯 遭 9 人指控性騷擾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22151 

前哥斯大黎加總統阿里亞斯，與台斷交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在中美洲具有極高的聲望，同時也是諾貝爾

和平獎得主，但最近這一位備受敬重的領袖、卻爆出性侵害和性騷擾女性的醜聞。過去一個星期以來，已

經有九人出面指控，其中包括一位前哥斯大黎加小姐、還有前路透社記者。這個消息令哥國民眾難以置信，

也有許多婦女走上街頭、聲援被害人。 
 
前哥斯大黎加小姐 莫拉萊斯說：「當我打開門的時候，他站到我面前來，我人比他高，他抓我的頭，大概

是這個位置，我的頭髮是放下來的。他抓住我的頭之後把我拉往他的方向，我嘗試反抗他，因為我們離得

非常近，然後他的手撫上了我的胸。」 
 
曾經在 1994 年摘下選美后冠的前哥斯大黎加小姐莫拉萊斯，面對鏡頭描述前哥斯大黎加總統阿里亞斯，四

年前如何對她伸出狼爪襲胸，意圖不軌。而除了莫拉萊斯之外，還有其他八名女性也陸續跳出來，指控阿

里亞斯性騷擾和性侵，震驚哥斯大黎加社會。 
 
今年 78 歲的阿里亞斯，不只兩度當選哥斯大黎加總統，還因為成功調停哥國內戰，在 1987 年獲頒諾貝爾

和平獎，在當地備受推崇，是哥斯大黎加迄今聲望最高的政治領袖。 
 
儘管他在第一時間否認相關指控，強調自己從未做出違反女性意願的舉動，而且畢生致力於提倡性別平等，

但是許多婦女不相信他的說法，紛紛走上街頭抗議。 
 
抗議人士表示，「我們已經受夠了，當部分男性企圖對女性不軌時，我們必須沉默以對，是時候像阿里亞

斯這一類的仇女人士瞭解到，受害女性並不孤單，永遠不會。」 
 
在九名指控阿里亞斯的女性當中，目前已經有兩位正式對他提起告訴，分別是最早對阿里亞斯提出指控的

精神科醫師，以及前哥斯大黎加小姐莫拉萊斯。其他的受害者還包括一名前路透社記者，在採訪阿里亞斯

的時候，遭到襲胸和言詞騷擾。而在醜聞爆發後，阿里亞斯所屬的民族解放黨發表聲明，宣稱在首件判決

結果公布之前，阿里亞斯會暫時離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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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瓜前總統之子遭政府威脅 流亡哥斯大黎加 

https://udn.com/news/story/6809/3606111?from=udn-referralnews_ch2artbottom 

尼加拉瓜前總統查莫洛夫人之子、極具影響力的政治記者查莫洛（CarlosFernando Chamorro）今天表示，在

受到政府威脅後，他已流亡到哥斯大黎加。 

尼加拉瓜政府採取嚴厲手腕鎮壓反對總統奧蒂嘉（Daniel Ortega）的抗議者。 

查莫洛在電視上宣布，他已逃至哥斯大黎加，不過，他沒有透露有關導致他逃離尼加拉瓜的威脅細節。 

他說，他計劃在聖約瑟（San Jose）持續從事報導工作，當地政府歡迎他及妻子留下。 

他去年 12 月末曾告訴路透社，他在社群媒體上遭到死亡威脅，害怕政府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關進牢裡。 

查莫洛表示，警方曾在 12 月初突襲他的辦公室，並取走他的裝備，迫使他幾乎在躲躲藏藏的情況下工作。 

尼加拉瓜政府對記者詢問不予回應。政府只一再表示，尼國有言論自由。 

查莫洛是前總統查莫洛夫人（Violeta Chamorro）之子，經常批評奧蒂嘉；他也經營電子週報「機密」

（Confidencial）和主持電視新聞節目。 

中華民國與哥斯大黎加關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華民國與哥斯大黎加關係 

 
中華民國與哥斯大黎加關係是指中華民國與哥斯大黎加共和國之間的關係。1941－2007 年，兩國有官方外

交關係，斷交後，目前沒有在對方首都互設具大使館性質的代表機構。對哥斯大黎加的相關事務由中華民

國駐尼加拉瓜共和國大使館兼轄。 

外交 
1941 年 4 月 9 日，中華民國與哥斯大黎加建立公使級外交關係，於首都聖荷西設立中華民國駐哥斯大黎加

共和國公使館，並派駐公使（由駐巴拿馬公使兼任）。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兩國繼續維持邦交。  
1954 年，於首都臺北派任哥斯大黎加駐中華民國名譽領事。1959 年，設立哥斯大黎加駐中華民國大使館，

並派駐大使。 
1959 年 5 月 5 日，公使館升格為中華民國駐哥斯大黎加共和國大使館，並派駐大使。 
1985 年 5 月 28 日，哥斯大黎加總統孟赫應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邀請抵臺訪問。隨行官員包括外交部長、

計劃部長、新聞部長等；9 月，中華民國副總統李登輝訪問邦交國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及巴拿馬三國。  
1986 年 2 月 27 日，哥斯大黎加國會議長瓦爾蓋斯（Guillermo Vargas Sanabria）抵臺訪問，期間會見行政院

長俞國華、立法院領袖及其他政府官員；5 月 8 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朱撫松前往哥斯大黎加參與新任總

統阿里亞斯就職典禮，並在首都聖荷西主持第六屆駐中南美地區使節會議；5 月 31 日，哥斯大黎加第二副

總統卡龍女士抵臺訪問，期間會見副總統李登輝及其他政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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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 月，哥斯大黎加前總統孟赫、艾張第、多瑞荷、喀德戎聯名致函聯合國秘書長蓋里支持中華民國

參與聯合國，由哥斯大黎加常駐聯合國代表轉交蓋里。 
1996 年 3 月，哥斯大黎加政府與國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臺灣海峽試射飛彈，威脅中華民國即將於 3 月 23
日舉行的首次總統直接選舉一事，深表憤慨並發表公報譴責。哥斯大黎加並聯合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宏

都拉斯、尼加拉瓜總統及貝里斯總理共同發表公報予以聲援。 
2007 年 6 月 7 日，在建交 66 年後，哥斯大黎加與中華民國斷交。當時有 9 名哥斯大黎加學生在臺灣學習

中文並攻讀學士學位，中華民國政府在兩國斷交後仍繼續提供獎學金以完成學業。 

簽證 

持有中華民國護照的中華民國公民可以免簽證的方式入境哥斯大黎加，停留最多 90 天且不可延長，需提供

每月至少 100 美元（約新臺幣 3,000 元）的旅行財力證明。 

持有哥斯大黎加護照的哥斯大黎加公民抵臺參加國際會議、運動賽事、商展活動，則可以電子簽證入境中

華民國，停留最多 30 天並不得延期。 

中華民國外交部的國外旅遊警示分級表將哥斯大黎加歸類為灰色警示：提醒注意（2017 年 5 月 23 日）；衛

生福利部的國際間旅遊疫情建議等級表將哥斯大黎加歸類為第一級注意：提醒遵守當地的一般預防措施

（2018 年 10 月 30 日）。 

貿易 

2017 年，哥斯大黎加是中華民國第 78 大貿易夥伴、第 73 大進口夥伴、第 80 大出口夥伴。出口至哥斯大

黎加的金額為 8,033 萬 0,158 美元，年減 4.670%；自哥斯大黎加進口的金額為 7,083 萬 2,941 美元，年增

1.905%。貿易呈現出超（盈餘）949 萬 7,217 美元，年減 35.640%。※2016 年，哥斯大黎加是中華民國第

74 大貿易夥伴、第 71 大進口夥伴、第 76 大出口夥伴。 

投資 

臺商在哥斯大黎加總投資金額為 9,489 萬美元，僱用員工人數約 743 人。主要投資項目有：加工區經營、漁

撈、塑膠、家具、食品、汽車零件、蘭花栽培、旅館、廚具設備、鐵捲門、貿易等，大部分屬中小型企業。 

較大型投資包括：中華加工出口區（BES）設立於 1991 年，投資金額約 1,200 萬美元，目前有廠商 20 家，

其中 1 家為臺商，在該國已建立相當知名度；台糖蘭園（台灣糖業公司，TAISUCO）設立於 1998 年，投資

金額 600 萬美元，位於中華加工出口區內，目前擁有中美洲規模最大、最現代化蝴蝶蘭溫室，培育蝴蝶蘭

外銷北美洲、中南美洲、歐洲市場；以及由旅哥華人及哥國人士共同集資設立的國泰商業銀行（並非國泰

世華商業銀行海外分行），資本額 1,200 萬美元。 

目前成立的組織有：哥斯大黎加臺灣商會、哥斯大黎加臺灣協會、旅哥斯大黎加中華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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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 

1990 年 12 月，哥斯大黎加發生地震後，中華民國政府捐贈 10 萬美元協助賑災救難工作，由駐哥斯大黎加

大使邵學錕致贈給該國外交部長倪浩思。 

1991 年 4 月，哥斯大黎加再度發生強烈地震，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致電該國總統卡德隆表示關切與慰問，

政府並捐贈 20 萬美元。 

協定 
日期 簽署 

1944 年 5 月 5 日 《中華民國哥斯大黎加共和國友好條約》 

1958 年 4 月 10 日 《中哥文化專約》 

1964 年 11 月 4 日 《中哥貿易協定》 

1971 年 9 月 2 日 《中哥技術合作協定》 

1980 年 5 月 21 日 《中哥漁業技術合作協定延期換文》 

1980 年 9 月 2 日 《中哥竹工藝技術合作協定》 

1982 年 12 月 14 日 《中哥貿易暨促進出口協議書》 

1984 年 12 月 12 日 《中哥引渡條約》 

1989 年 8 月 1 日 《中哥郵政國際快捷郵件協定》 

1991 年 3 月 6 日 
《中華民國駐哥國農業技術團與哥斯大黎加共和國農牧部間發展養豬合

作協議書》 

1992 年 2 月 12 日 
《中華民國駐哥國農業技術團與哥斯大黎加共和國農牧部、職訓局、土

地局合作執行哥斯大黎加葡萄推廣計劃協議書》 

1995 年 5 月 11 日 《中哥空運協定》 

1997 年 3 月 24 日 《中哥海外服務工作團派遣協定》 

1997 年 7 月 8 日 《中哥建造訓練漁船、講習、訓練及技術轉移合作協定》 

1997 年 8 月 10 日 《中哥新聞交流協定》 

1998 年 2 月 16 日 《中哥發展技職教育合作計畫協議》 

1999 年 3 月 25 日 
《中哥體育運動暨休閒合作協定》 
《中哥促進暨相互保障投資協定暨附加議定書》 

2001 年 2 月 27 日 《中哥發展第二期技職教育合作計畫協議》 

2002 年 

《中哥相互保護智慧財產權協定》 
《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與哥斯大黎加對外貿易協會合作協議》 
《中華民國經濟部與哥斯大黎加對外貿易部加強經貿、投資及技術轉移

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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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厄爾尼諾現象 哥斯大黎加稻農調整播種日期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213/30030550.html 

中新網 2 月 13 日電 據南美僑報網報導，面對今年即將到來的厄爾尼諾現象，哥斯大黎加稻農們調整了今

年的播種日期，作為糧食減產的預防措施。 

據報導，預計今年的厄爾尼諾現象會給位於太平洋沿岸的布倫卡(Brunca)、中部太平樣地區(Central Pacific)

和喬羅特加(Chorotega)等哥斯大黎加稻米產區，帶來乾旱。 

據悉，在哥斯大黎加每年生產的所有大米中，有近 90%都來源於以上地區。 

「我們在國內多個水稻種植區都開啟了宣傳活動，並就各產地的氣候發展趨勢展、農業風險控制，以及新

的開耕日期等話題展開了多場討論。」哥斯大黎加國家稻業公司總裁羅哈斯說。 

拉美大國委內瑞拉陷入分裂 原因警醒世人 

http://beyondnewsnet.com/20190212/44057/ 

拉丁美洲區域大國，委內瑞拉，目前已經進入最危急狀態，甚至有陷入內戰、分裂的危險：委內瑞拉國民

議會領導人 Juan Guaido 宣布自己為委內瑞拉臨時總統。 

這樣，委內瑞拉一下出現兩個總統：現在在台上的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國民議會領導人 Juan Guaido。 

Juan Guaido 得到美國、加拿大以及阿根廷、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哥斯大黎加、危地馬拉、洪都拉斯、

巴拿馬、巴拉圭、秘魯等拉美兄弟國家的支持。 

但馬杜羅背後有軍方支持。美國已經向委內瑞拉喊話。 

委內瑞拉是世界重要石油生產與出口國之一，也是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五個創始國之一。這次委內瑞拉危機，

勢必會影響到世界石油市場。 

但今天文章要談的是另外一個問題。 

委內瑞拉早在 2012 年就陷入動蕩。但在拉美國家中間，這其實是稀鬆平常，甚至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拉美國家的困境，對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有警示教育意義。 

1、尷尬，始終跳不過「龍門」 

中國神話中有「鯉魚跳龍門」的傳說。據說，能跳過龍門的鯉魚，就會化身成龍。 

20 世紀以來，除了歐美這樣的先發國家，其他國家要躋身發達國家行列，就像那「鯉魚跳龍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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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度極大，而且成功者到現在還屈指可

數。 

很不幸，拉美國家始終沒有跳過「龍門」，

變身為發達國家。 

拉丁美洲中一些國家本來是有希望越過

「龍門」的。 

二戰結束時，不少拉美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水平並不低，像阿根廷、智利甚至比一些

歐洲國家還高。到 20 世紀 70 年代，智利、

墨西哥、巴西、哥倫比亞等國均達到中等

收入水平。 

整體而言，拉美國家在 1950—1980 年期間

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的 30 年「黃金期」，

整個地區年均增長 5.3%。 

巴西在 1968—1973 年，更是取得了 10%以

上的增長率。 

在 20 世紀 70 年代中期，巴西人均 GDP 接

近 5000 美元，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

列。而 1980 年，韓國人均 GDP 才 2200 美

元，不到巴西的 1/2。 

但是，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7 年，韓國

人均 GDP 已接近 3 萬美元，但巴西僅為

9800 多美元，反過來不到韓國的 1/3。 

時至今日，拉美國家幾乎沒有能穩穩地站

上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這也就形成一個引人注目的難題：經濟迅

速增長，在達到一定程度之後，卻長期徘

徊在同一個水平，無法實現突破，成為高

收入的發達國家。 

2、「資源詛咒」？沒那麼簡單 

有人把拉美國家這種不幸，歸結為「資源詛咒」，也就是說，因為自然資源的豐富，反而拖累經濟發展。 

如果說，世界上真有上帝眷顧的土地，拉美無疑是其中之一。 

拉美國家獨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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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是指美國以南的美洲地區，包括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島和南美洲，東臨大西洋，西靠太平洋，

北部有墨西哥灣和加勒比海。共有 30 多個國家，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墨西哥、巴拿馬、巴西、智利、阿根

廷、委內瑞拉、哥倫比亞等。 

拉美整個區域面積 1920 萬平方公里，將近是歐洲的 2 倍，3/4 屬於熱帶，降水充沛。 

現代工業所需最基本的 20 多種礦物資源，絕大部分在拉美都有分佈。 

墨西哥已探明石油儲量達 103 億噸，委內瑞拉的石油儲量為 80 多億噸，均居世界前列。拉美地區天然氣已

探明儲量約 3 萬億立方米。銅儲量約在 1 億噸以上，居世界各大洲之首。鐵礦儲量約 1000 億噸，像巴西淡

水河谷公司就是世界三大鐵礦石巨頭之一。 

還有潘帕斯草原、秘魯漁場等在世界都享有盛譽。 

而且，拉美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沒有遭受戰火肆虐的大陸。 

二戰中，一大批科技、文化知名人士前往拉美地區躲避戰火，比如，我們熟悉的茨威格生前最後就住在巴

西。 

如果將拉美地區經濟發展遲緩下來，簡單地歸結於「資源詛咒」，顯然是過於草率的。 

因為，我們知道，澳洲成為發達國家和豐富的礦產就密不可分，到今天，礦產出口仍然是澳大利亞重要的

收入來源。 

3、不正常的高福利 

我們知道，一個經濟體要發展，主要靠「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 

而其中，政府投

資、公共開支，是

其中重要的一股力

量。比如，國內需

要提振經濟的時

候，我們常常能聽

到，積極的財政政

策，就是要政府多

花錢，去修路、架

橋等等，拉動經

濟。 

但研究拉美國家卻能發現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政府的錢主要花在了社會福利上。 

上面這張圖裡，大部分拉美國家人均 GDP 低於經合組織（OECD）國家，但是人均社會支出卻普遍要高很

多。 

拉美國家人均 GDP 和人均社會支出增長率與 OECD 國家平均水平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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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委內瑞拉在查韋斯時代，推出了「大住房計劃」，向中低收入家庭免費提供住房，首批工程蒂烏娜

社會住房項目佔地面積 77.04 公頃，共建設 1.3 萬多套住房。 

再比如，委內瑞拉人享受着世界上最便宜的汽油——很長時間裡 91 號汽油每升大約相當於台幣 1.4 元，比

水都便宜。 

還有像在巴西，生病後的所有費用全免，如果要到大城市或者國外就醫，費用也由政府全包。醫院還要負

責住院病人和家屬看護的餐食。 

根據美國美世諮詢公司(Mercer)調查，智利、阿根廷、哥倫比亞是 2019 年拉丁美洲假期數量最多的國家，

三個國家居民在 2019 年的工作日只有 245 天。 

4、根源在於收入分化 

但稍稍做下回顧就會發現，拉美國家不論是右派上台、還是左派執政，其實，都沒法突破「高福利」的困

境。 

而根源在於：財富分化。 

根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經濟委員會的說法，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 

達沃斯經濟年會的一篇報告顯

示：2014 年，拉丁美洲最富的 10%

人口佔據 71%的財富。 

據估計，拉美約有 4000 萬兒童流

浪街頭。 

在票選制度下，不論是左派，還

是右派都需要爭奪民眾手中的選

票。 

正因為存在巨大的財富分化，所

以，為了拿到數量巨大的窮人手

中的選票，政客們就無以復加地

許諾各種高福利。 

但這種「高福利」帶的一個後果：國家財政嚴重赤字。 

由此，不少國家採取一個辦法，大量印刷鈔票，得過且過，最終，又產生惡性通貨膨脹。 

比如，根據失業率、CPI 等指標綜合計算的「痛苦指數」，拉美國家是榜單上的常客。 

 

在 2018 年「痛苦指數」排名中，委內瑞拉以 1993「爆

表得分」位居榜首，阿根廷也位居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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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委內瑞拉一隻 5 斤的雞，售價 1500 萬玻利瓦爾，而 CPI 每秒都在上漲，也許一段時間之後，同樣

的錢連 1 斤雞肉都買不到了。 

因為高福利開支，嚴重擠壓了政府本應該真正投資的基礎設施領域。所以，到今天，拉美地區的基礎設施

還十分得落後。 

比如，巴西政府超過 50%的收入被用來發放福利。里約

和聖保羅的機場已經幾十年沒有修繕了。 

公路是巴西貨運的主要方式，但全國硬化道路只佔

13%，其餘的道路溝壑叢生、崎嶇不平，還經常塞車。 

最終，這種高福利不可持續。 

像委內瑞拉低廉的油價，產生大量浪費，委內瑞拉人均

燃油消費量是拉美各國平均值的 3 倍以上。 

委內瑞拉政府一度每年要拿出 270 億美元進行補貼，約

佔 GDP 5%。 

最後，不堪重負，無力補貼，產油大國竟然鬧起了「油

荒」。 

還比如，免費醫院裡缺醫少葯，免費房子根本排不上

號…… 

由此，因為承諾落空，加上經濟沒法得到發展，通貨膨

脹，所以，民眾就走上街頭。 

在巨大的利益裹挾下，很難做出改變。 

2017 年，巴西時任總統特梅爾，希望推動緊縮措施，「將社會開支增長凍結 20 年」，削弱勞工法、延長退

休年齡，降低養老金。結果引發巴西 20 年來最大罷工。 

特梅爾得不到民意支持，最終 2 年 8 個月後走人，養老金制度改革也沒有通過。 

如此反覆，致使拉美國家到現在沉陷在發展困境之中。 

在蛋糕還沒有做得足夠大的情況下，爭着瓜分蛋糕。 

最後，蛋糕只會被摔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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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健康.其他 

水溫超過 38 度很 NG？天天洗也不一定做對的《洗頭保養 4point》，
敏感性頭皮更要看！ 

https://www.ebcbuzz.com/watch/222681 

很多人對於頭皮護理不像對臉部一樣細心，就會覺得啊～洗過就好了～但頭皮跟臉的肌膚一樣有分油、乾、

敏感性的膚質，只要一下悶熱或是換季，頭皮也是會出狀況的～ 

尤其對於敏感肌的頭皮，不論先天還後天，在選擇洗髮精的時候，不只要找無色、無味，無矽靈，還要天

然、低刺激，不然頭皮時不時有紅腫、發癢、長痘等等的狀況又很麻煩！ 

除了洗髮精選溫和、敏感適用之外，以下還有幾點必須要知道一下～ 

＃洗頭之前先梳過 

洗頭時很容易打結，因此可以用圓寬梳將頭髮先梳開、按摩一下，能讓頭髮上灰塵梳掉後，在沖洗時更好

洗去髒污～ 

＃水溫很重要 

冬天冷，大家都喜歡洗熱水澡，但頭皮敏感的人，超過 38 度的水溫太燙就很容易刺激血管擴張，讓水分流

失更快！ 

＃洗頭不要大力抓 

很多人洗頭都會卯起來搓，感覺越搓會越乾淨；而且洗頭時最好用指腹搓洗，如果用指甲抓只會讓敏感問

題加劇～ 

＃頭皮一定要吹乾 

洗完頭直接把頭髮晾在那邊不吹乾，讓頭皮一下悶、一下濕的，很容易的就會讓你的頭皮變成一個細菌小

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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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開一次口就加一次分！聊天多利用5大技巧勾起對方興趣，把約會好
感度徹底拉高拉滿！ 

https://www.ebcbuzz.com/watch/224627 

除了以上幾點需要注意的，我們還需要掌握一些能引起對方興趣和注意的方法。下面就是幾個打動人的技

巧，可多加練習： 

  

1 注意細節，發現對方獨特之處，真誠的表示讚賞。 

有一位攝影師，他的工作就是為女明星拍照。注重形象的女明星對拍照都很慎重，攝影師想拍她們，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這位攝影師用自己獨特的讚美技巧，達到了目的。他打動對方的祕密就在於，誇獎

她們那些平常不為人們所注意的耳垂。這樣做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其實這並不難理解，一般情況下，人們不會去讚美這些不被注意到的地方。於是，一旦有人說：「妳耳垂

的形狀真美，請一定要讓我照一張」，或者「我想表現出妳的脖頸美」，女明星會本能的覺得這個人的觀

察很細微、眼光很獨特，從而很容易敞開心懷。 

想說服別人，讓別人心悅誠服的說「好」，可以像故事裡的攝影師那樣，指出別人不曾注意或者忽視的地

方。這種方法看似不起眼，卻非常有效。 

  

2 用熱情和信心感染對方——從叫名字開始。 

波士頓有個棒球隊，因為他們的表現實在很差，所以觀眾一直很少。後來，他們來到了密爾瓦基（勇士隊

原本在波士頓，搬到密爾瓦基後成為強隊，1966 年又搬到人氣更旺的亞特蘭大），這裡的市民對這個新球

隊非常熱情，棒球場永遠都是人山人海，似乎每個人都對棒球隊充滿了必勝的信心。 

市民們的熱情和信任賜予了這支棒球隊新的生命，隊員們感到了極大的振奮和鼓舞，次年就奇蹟般的登上

了聯賽冠軍的寶座。仍然是原班人馬，但這支球隊卻如脫胎換骨般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佳績，發揮出了前所

未有的驚人水準。 

  

那麼，在溝通的過程中，怎麼具體表達你的熱情呢？人際關係專家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說：「對

待我們周圍的人，不妨設法了解，並且記住他們的名字。當某一天在路上相遇時，熱情的叫出對方的名字，

打一聲招呼，這樣或許就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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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在某個時段，熱情起到的作用並不是多麼明顯，看不見也摸不著，但是它那相當大的感染力，會在後

來慢慢展露出來。 

充滿熱情的人，嘴裡吐露出來的必定是令人振奮的言語。和這樣的人談話，會在不知不覺間被同化，讓你

也變得熱情起來。相反的，一個性情冷淡的人，會讓沉悶的情緒充斥在周圍的空氣裡，當這樣的人說話時，

哪怕是苦口婆心的話，我們也不太願意聽。 

如果你想做一個說服高手，最重要的就是讓自己看起來更有激情，這正是說服力最大的影響因素。要是你

沒有能力，卻有熱情，還是可以使有才能的人聚集到你身邊來。假如你沒有資金或設備，但你有熱情說服

別人，仍然會有人回應你的夢想。 

  

3 不吝於對人說出關心。 

解決問題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用誠摯的態度、滿腔的熱情來對待他們。在說服的過程中，要用感情來打動

他們。當感動充溢於他們的心中時，他們會打開心門，進而改變自己的態度。 

  

在鎮上有兩家賣豆腐的：老王家和老李家。兩家豆腐的品質都差不多，分量也都很足，但奇怪的是，老王

的生意明顯要比老李的好很多。為什麼同樣的豆腐、同樣的分量，生意上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原來，同樣是賣豆腐，老王在給顧客秤豆腐時總會順便多說一句話。比如張大娘來買豆腐，他會關切的問：

「最近身體還好吧？」如果是家有小孩的人過來買豆腐，他就會問：「孩子還聽話吧？最近學習怎麼樣呀？」 

剛開始時，大家對這種充滿關心的問候並不是多麼在意，但是時間久了，大家開始把老王當成了朋友，不

由自主的照顧起了他的生意。 

  

不論你自認為有多麼了不起，也不論你公司股票市值有多高，若你想要讓自己有說服力，就必須關心你的

聽眾、關心他們的希望、目標。當你將關心送到對方的面前，對方就不會對你無動於衷了。 

  

4 微笑，練習微笑。 

威廉．斯坦赫先生是一個表情嚴肅的人，即使在家裡也很少笑，這讓人覺得他的生活很沉重，或者說很苦

悶。後來他在一次培訓過程中，被要求準備以微笑的經驗發表一段談話。這次嘗試改變了他。他開始學習

微笑：他對電梯管理員微笑說早安、對門口的警衛微笑打招呼、對那些以前從沒見過自己微笑的人微笑。 

很快的，斯坦赫先生發現每一個人也對他報以微笑。他微笑著面對那些滿腹牢騷的人，一邊聽他們發牢騷，

一邊微笑著，問題很快就解決了。他驚訝的發現，自己因此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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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後，和妻子交談、和孩子說話，斯坦赫先生始終保持著柔和的微笑，沉悶的家突然被一種溫馨的氣氛

籠罩。對於這一切的改變，斯坦赫覺得不可思議，但它確實發生了。 

  

心理學研究顯示，微笑與人的形象有著奇妙的關係。雖然微笑是一種面部表情，卻反映了人的精神狀態和

生活態度。在現實生活中，微笑還是人際交往的潤滑劑，能幫助人們驅散心頭的煩惱、消除人與人之間的

隔閡，讓你的言語更具有感染力。 

  

5 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 

很多推銷員都以自己的立場做推銷。舉例來說，賣蓮花（Lotus Cars）牌跑車時，我們覺得這種車速非常快，

所以每一個顧客進來時，往往就會跟他講這牌的跑車跑很快。結果呢？他也許說：「很快嗎？保時捷（Porsche）

比蓮花還快呢！」然後就完了。事實上他進來可能要的就是「不一樣」——大家都開保時捷，我就是要開

蓮花。 

又譬如，有些人講話速度比較快，有些人講話是「嗯……嗯……」了老半天，卻什麼也講不出來的那種。

假設一個講話快的人跟一個講話慢的人在一起談生意，你覺得會有什麼效果？結論一定是很辛苦。所以你

要學會轉換自己的語速來配合你的說服對象，這樣子他們才會覺得比較親近。 

 

5 種無意間會傷害環境的產品：從避孕藥到酪梨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68114-5-...-to-the-avocado 

據國外媒體報導，為了保護脆弱的珊瑚礁，帛琉成為了第一個廣泛禁止使用防曬乳的國家。但是，對於許

多消費者來說，這可能是他們第一次聽說該產品的有害影響。 研究人員認為，防曬乳中含有的 10 種化學

成分會對海洋生物產生嚴重的毒性，並且使珊瑚更容易白化。不過，防曬霜並不是唯一會對自然界產生不

利影響的家用產品。 以下就是另外 5 種我們經常用到和吃到的產品，你可能沒有意識到它們也會傷害環境。 

避孕藥 

儘管避孕藥有減緩人口增長的作用，進而降低了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壓力，但 2016 年瑞典科學家的一項研究

發現，這類藥物也存在不同尋常的缺點。 

瑞典隆德大學的 Lina Nikoleris 在博士論文中指出，避孕藥中含有的合成雌激素乙炔雌二醇（EE2）正在改變

一些魚類的行為和遺傳特徵。當乙炔雌二醇釋放到水中時，會改變鮭魚、鱒魚和擬鯉等魚類的「基因平衡」，

這些魚類具有比人類更多的雌激素受體。 

研究還發現，乙炔雌二醇會使魚類更難以捕獲到食物。「此前的研究表明，魚類也會出現生殖問題，」Nikoleris
女士說，「這可能導致整個魚群完全消失，並對整個生態系統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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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梨 

對喜好酪梨的人來說，這是個壞消息。這種經常被人拿來做早餐的食物其實會對環境產生不利影響。 

旨在提高水資源利用率的「水足跡網絡」（Water Footprint Network）組織透過計算發現，生產一個酪梨需要

大約 272 公升的水，如此巨大的耗水量對其生長的地區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影響。 

2011 年，智利水務局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至少有 65 個酪梨農場非法將河流和其他水源引入了種植園。這

麼做的後果就是導致乾旱，使當地人必須在喝水和洗澡之間做出選擇。 

鳯梨 

鳯梨是在超市中很受歡迎的另一種水果。據英國 Tesco 超市的介紹，鳯梨在 2017 年超越酪梨成為在英國銷

量增長最快的水果。然而，正是這樣的快速增長，使鳯梨種植在世界一些地方對環境產生了不利影響。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鳯梨生產國之一，哥斯大黎加已經有數千公頃的森林被清除，開闢成鳯梨種植園。哥

斯大黎加自然保護聯盟稱，整片森林在一夜之間完全消失，對該國的自然環境造成了不可逆轉的破壞。鳯

梨的生產採用大面積單一種植的模式，並且需要大量農藥，而這些農藥可能對環境造成危害。 

洗髮水 

棕櫚油是世界上生產效率最高而且功能最多的植物油之一，但其廣泛使用也導致了嚴重的森林砍伐問題。 

在 2018 年的一份報告中，世界自然基金會警告稱，在熱帶森林和泥炭地轉變為棕櫚種植園的過程中，釋放

了「大量二氧化碳，加速了氣候變化，並且正在摧毀猩猩等物種的棲息地」。 

你可能知道棕櫚油在巧克力、人造奶油、冰淇淋、麵包和餅乾等食品中的使用，但很少有人知道許多家用

產品中也含有棕櫚油。例如，在洗髮水中，棕櫚油被用作一種護髮素，幫助保持頭髮的天然油脂，避免被

化學物質剝離。棕櫚油也存在於口紅、洗滌劑、洗手液和牙膏等產品中。 

空氣清新劑 

許多報導都指出了空氣污染的危險程度，但你知道空氣清新劑可能就是問題的原因之一嗎？ 

在倫敦皇家內科醫學院於 2016 年發表的一份報告中，研究者警告稱，人們不僅需要擔心戶外的空氣污染，

也要警惕空氣清新劑等日常家用產品導致的室內空氣品質問題。 

空氣清新劑中通常含有一種名為檸烯的化學物質。該物質常用來產生柑橘氣味，在食品加工中也會用到。

檸烯本身不是一種對健康構成重大危害的化學物質，但一旦釋放到空氣中，就會成為不容忽視的問題。一

項實驗顯示，當檸烯與空氣中存在的臭氧發生反應時，會產生甲醛。 

每天接觸甲醛可能會導致哮喘和其他疾病的發病率增加。20 世紀 80 年代，研究者發現甲醛和癌症之間存在

聯繫。自 2011 年起，甲醛被列為一種已知的人類致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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