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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會 2019 年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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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00.00  
美金 $43.00  

2019/2/15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9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9/2/15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2019/2/15 皇朝 5,000.00      
2019/2/15 鄉訊列印   28,000.00    

2019/3/1 大賣家廣告 165,000.00      
2019/3/3 理監事會議   30,0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338,000.00  231,000.00  107,000.00  

   
本月哥幣合計 18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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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3 月 3 日理監事會議 於 吳冠昌府上討論五月一日有關未來協會的走向，以下

是正在討論的項目: 

a. 鄉訊: 考量到未來接任的會長可能無法編輯鄉訊。 

i. 假設協會繼續請秘書，協會運作將會再度回到赤字問題，所以不建議請秘

書。 

ii. 將把鄉訊改變成 只剩下 透明化(Transparente)的財務帳以及本會動態即

可。 

iii. 純粹數位化運作。 

b. 年度會費: 因應會員人數逐年減少，本會應改成預算方式運作。預先計算好收入

及未來的支出作為會費的基準。 

c. 五月一日的會員大會尚未決定地點。 

 

*有關世台會的資料，請使用協會 Line 的群組。* 

台灣俗語 

大路不行行山邊， 
好子不做做歹子。 

好日子不過，反而要自討苦吃。/夯枷 

『保』字人呆呆」。 替人做保是最笨的事情， 
一旦出事便要扛起所有的責。 

甘願看人吃肉， 
不通看人剖柴。 

看別人吃肉沒有危險，而看劈柴則有， 
喻人要遠離危險。 

愛死免驚沒鬼通做。 自己要找死的話，不怕做不成鬼。 
喻想要自找麻煩，不怕沒有機會。 

怨沒，沒怨少。 怨恨沒有，不怨很少。 
歇後語 「牽豬哥丟掉錢」→ 
沒彩滫 

牽豬哥本來是可以賺一點錢， 
但卻又把錢弄丟了。表示白忙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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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2019 年 世台會/歐台會 聯合年會 

September 13-15, Hilton Hotel, Mainz, 
Germany 

邀 請 函 

親愛的全球台灣鄉親，大家平安! March 12, 2019 

咱的母親台灣，雖然無時無刻面臨台灣海峽對岸的惡鄰威脅，外交上也受到中國惡

霸的欺壓， 然而我們也看到國際社會的甦醒，許多國家漸漸看清中國邪惡的面目，極力

防堵中國魔手的入侵。 

台灣除了必須非常小心地去面對中國的侵蝕，更須努力地向世界各國發出我們悍衛民主

自由的決心， 以及表達我們珍惜國土家園的心聲。台灣也需要為今後永續的台灣打下

根基，建立普及的台灣共識， 促進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擴大支持正名制憲的氛圍。

自年初以來，我們樂見蔡英文總統堅定地表 

達我們的決心與心聲。在海外，我們期望連結居住地的歐，美，日，英…等悍衛民主自由

的國家， 共同來防堵中國白蟻的侵蝕，協助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 

「永續台灣」- 蘊含著我們對家鄉的美好願景想像。我們也要「築夢踏實」成為一個有夢想

並追求 永續發展的民族。是的「築夢踏實，永續台灣」不只是今年的主題，也是我們提出的問

題。更是所 有台灣人民必須一起面對的課題。藉著這次大會我們希望和大家一起來探索台

灣以及台灣民族的未 來以及出路。只有腳踏著土地，勇敢地走出穩健的步伐，我們才能以

更宏遠的眼光，更篤定的信 念，迎向新的正常國家。 

今年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世台會)特別與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歐台會)，共同在
德國法蘭克 福附近的美茵茲市舉辦第 46 屆世台會年會，我們誠懇邀請大家做伙來參加
，時間是 9 月 13-15 日。 這次年會經由歐台會全體幹部的鼎力支持及實地勘查與協
調，終於順利達成決議，訂於美茵茲市希 爾頓大旅館（Hilton/Mainz, Germany）盛大
舉行。我們也將邀請相關的專家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出席， 與各位鄉親分享並交換意見
，凝聚出共識，達成實質有效的方法與建議，提供給台灣政府來參考、 推動和執行。 

大會報名細節將於近日推出，世台會也依照傳統，於 9 月 16 日起安排會後旅遊。為
了讓鄉親 能夠享受優質的旅遊，將安排精緻遊覽行程，提供六種不同路線讓鄉親們挑選
。有關會後旅遊細節， 請參考附帶的各路線說明檔案。 

最後，再度感謝各位鄉親長期對母親台灣的關愛，2019 的年會時間轉眼就到，由於
大會預定 的房間及會後旅遊的各團人數有限，因此特別敬請鄉親盡速報名參加，以免向隅
。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 會長 周明宏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 會長 傅佩芬  共同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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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為阻止中共再奪臺灣邦交“可恥企圖” 美議員促立《臺北法》  

http://www.sohcradio.com/b5/2019/03/17/Art1194233.html 

美國共和黨國會參議員賈德納（CoryGardner）上周表示，中共最近正在逼迫瓜地馬拉與臺灣斷交。為阻止

中共繼續搶奪臺灣外交國，他將在本屆 116 屆國會上再次推出《臺北法》。 
 
綜合報導，賈德納 14 日在華府舉行的智庫研討會上透露，他曾會見瓜地馬拉大使，對方透露中共目前正在

施壓，要求瓜地馬拉終止與臺的外交關係。但危地馬拉出於與臺的長期關係，一直在抵抗來自中共政權的

壓力。 
 
賈德納認為，要阻止中共奪取臺灣外交國，他將在 116 屆國會中重新提出《臺北法》。賈德納認為，對這

些正在做正確事情的盟友，美國必須給予支持。因此他將在新一屆國會議程中重新提出《臺北法》，以阻

止中共意在削弱臺灣的“可恥企圖”(shamefulattempts)。他認為美國必須制定一套策略支持臺灣，而不能僅

僅是採取一次性措施，而《臺北法》就是一套完整的針對臺灣的策略。 
 
《臺北法》全名《臺灣盟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

（TaiwanAlliesInternationalProtectionandEnhancementInitiativeAct）。由賈德納在前一屆國會中提出，並在去

年底獲總統川普簽署生效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siaReassuranceInitiativeAct,ARIA），就是《臺北法》

的完整策略平臺。 
 
賈德納曾表示，《亞洲再保證倡議法》不僅包括強化美臺安全合作關係、規範美國定期對臺灣提供防禦性

武器的對臺軍售條文，還授權一億美元來推動「印太國家網絡同盟」(CLIPS,CyberLeagueofIndo-PacificStates)
關係，以促進印太地區國家在網絡安全議題的合作。 
 
賈德納希望川普政府能讓臺灣成為這個同盟關係的前沿核心成員，並呼籲美國在外交領域協助臺灣擴展國

際空間，支持臺灣參與多邊經濟協定。 
 
賈德納還曾與其他議員們共同寫信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希望她能邀請為捍衛臺灣自由民主與中共對抗的

臺灣蔡英文總統，到美國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以發出一個強有力的信息表示，美國政府與人民“永遠站

在被壓迫者一邊”，絕不會與壓迫者站在一起。 
 
在中共的強力施壓和金錢援助攻勢下，近 18 年來，14 個國家陸續與臺灣斷交，包括布吉納法索、多明尼

加、巴拿馬、聖多美普林西比、甘比亞、馬拉威、哥斯大黎加、查德、塞內加爾、格瑞納達等國，臺灣的

邦交國目前跌至 17 國。除此之外，近年臺灣還被排除在許多國際組織之外，中共正逐步從國際上孤立臺灣。 

http://www.sohcradio.com/b5/2019/03/17/Art1194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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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台時請大家注意有關非洲豬瘟 

發布單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為因應非洲豬瘟疫情持續擴散，維護我國農畜產業之安全，請來臺旅客切勿網購或攜帶非洲豬瘟疫區之家

畜肉品或走私動物及其產品入境我國，違者最高可處新台幣 100 萬元罰鍰。 

自 108 年 1 月 25 日起，凡外來人口自過去 3 年來曾發生非洲豬瘟的國家(地區)違規攜帶豬肉類產品入境，

經裁處 20 萬元(含以上)且無法當場繳清者，我國將拒絕其入境。 

 

請轉知即將返臺的親友，切勿攜帶肉類產品回國，以防範非洲豬瘟等海外惡性動物傳染病傳入，保障國內

畜禽生產安全。祝國人快樂出門，平安回家，過個愉快的春節假期。 

 

可以免簽證、落地簽證及電子簽證前往之國家與地區 

發布單位：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1. 各國簽證及移民法規時有變動，請於出發前向有關國家駐海外使領館或代表機

構確認，相關入境規定仍以入境國政府最新公布者為準。駐華使領館及代表機

構聯絡電話、地址(連結至本部網站後，請先展開左方「國家與地區」，再選擇

「駐華使館」或「駐華外國機構」查詢)。 
2. 一般國家多要求所持護照需有六個月以上效期，過境免簽證(Transit Without Visa, 

TWOV)係便利持有確認回(續)程機票及前往第三地有效簽證的轉機旅客，一般並

不適用持候補機位者(If Seat Available, ISA)。請參考申辦中華民國護照相關規定。 
3. 國人以免申根簽證方式赴歐洲 36 個國家及地區相關注意事項，詳情請參閱外交部網站。 
4. 其他相關旅遊資訊，請參考各國暨各地區旅遊及消費者保護資訊。 

本篇需掃描 QR CODE 

https://www.baphiq.gov.tw/view.php?catid=17443
http://www.mofa.gov.tw/
http://www.mofa.gov.tw/
https://www.boca.gov.tw/np-13-1.html
https://www.boca.gov.tw/sp-foof-countrylp-0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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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美國 2020 年國防預算 對抗中國威脅列重中之重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4833 

美國代理國防部長夏納翰(Patrick Shanahan)日前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提出 2020 年國防預算草案並進行報

告，他連說三次「中國」，以突顯中國是美國現階段最重大的國防威脅。 

美聯社報導，面對中國快速壯大的軍事實力，夏納翰說：「我們忽略這個問題太久了。」 

他在呈給委員會的書面證詞中寫道：「中國正強勢進行軍事現代化、有系統地竊取他國科學和技術成果，

並透過軍民融合的戰略謀取軍事優勢。」 

國防部 2020 年的預算草案金額達 7180 億美元，其中一部分將用於應對中國威脅。 

根據計畫，250 億美元將用於核武項目，以保持美國相對於中國的核武優勢。中國核武力量的規模目前雖仍

比不上美國，但持續發展。 

此外，夏納翰說，中國正在發展可攜核武的長程轟炸機，一旦研發成功，中國將與美國和俄羅斯並列，成

為世上擁有海、陸、空基核武的僅有三個國家。 

夏納翰還列舉其他對美國深具威脅的中國軍事發展項目：美國抵禦能力有限的高超音速飛彈；足以讓中國

未來執行太空作戰的太空發射和其他工作；「系統性竊取」美國及盟友技術；在南海水域島礁進行軍事化

等。 

不過，一些分析家認為，夏納翰和五角大廈過分誇大中國威脅。 

華府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國防和外交政策研究部門副主席普瑞布爾(Christopher Preble)，雖不否認中

國確實是安全議題，但認為「有必要釐清，中國的行為對美國造成的確切威脅為何」。 

普瑞布爾也質疑，美國軍方並非處理中國非軍事威脅的最佳機關。 

非軍事威脅包括對美國商業網路的滲透和入侵行動。普瑞布爾指出，美中在安全領域的競爭主要不在軍事

方面。 

川普總統的第一位國防部長、後來請辭的馬提斯(Jim Mattis)，以及他當時的副手夏納翰，在擬定國安戰略時

就將中國列為首要問題。 

無論是美國政府增加數十億美元太空發展經費，或是先前傳出航空母艦「杜魯門號」(USS Harry Truman)將

提前除役，相關決策皆以確保美國未來對中國的軍事優勢為首要考量。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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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語媒體：和美國相比 還是中國更壞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4601 

美國駐德大使致函德國當局，威脅說如果使用華為設備，美國就可能停止與德國共用情報。對此，德國媒

體認為，美國的做法非常蠻橫、霸道，但是美國對中國的疑慮卻是正確的。    

柏林出版的《每日鏡報》以「在華為問題上，川普是對的」為題，發表評論指出，儘管美國方面向德國施

壓棄用華為的做法非常蠻橫，但是白宮方面對中國保持疑慮，卻是正確的。 

「也許，在技術層面上，華為確實比其他通信設備廠商更出色。但是如果它成為了 5G 網路的統治者，華為

就會對德國的安全構成威脅。華為現在正顯示出親和，不斷保證不會利用其科技產品的地位來進行諜報活

動；但是，華為並非獨立的、只對本公司負責的企業，而是一個專制政權的僕從，該政權的控制欲幾乎無

出其右。」 

「中國政府正在推行針對民眾的全面數位化監控，從而確保沒有人批評、背離政府。要是依然有人想鬧事

--比如西藏人或者維吾爾人，強大的鎮壓機器就會碾碎一切抗議。為了防止民眾產生念頭、和網上的別國民

眾串聯搞民主，中國當局還遮罩了臉書、推特等社交網站。而中國本土的互聯網企業則會應政府要求，提

供使用者資料。」 

「難道，華為會和這些中國企業不一樣、更傾向於民主？德國政府不能那麼天真。給華為參與 5G 建設機會

的唯一可以理喻的動機，就是柏林擔心，在中國的德國企業經營否則會受到阻礙。然而，這難道就是讓一

個專制政權間接控制德國科技生命線的理由？」 

評論最後指出，德國不能進一步依賴威權政權了。俄羅斯通過北溪 2 號天然氣管道項目，擴大了對德國能

源的影響力，這已經夠令人擔心了，川普總統也多次批評了這一點。儘管川普的語氣可能有些霸道，但是

長遠而言，吞併克里米亞的蒲亭、以及中國元首習近平，才是德國需要擔心的「壞人」。所以，請遠離華

為。至於北溪 2 號專案，已經為時已晚。 

奧爾登堡出版的《西北報》以「最好還是撇開中國」為題，也發表評論指出，在網路安全問題上，歐洲真

正的敵人並非美國，而是中國。 

「華為問題說到底還是安全問題，它事關德國應該選誰作戰略合作夥伴，也顯示出了德國的軟弱之處。面

對一個肆無忌憚尋求世界霸權、和我們有著不可調和的體制競爭的國家，如果我們在科技上依賴於它，那

這種行為毫無疑問是不謹慎的。這個問題和俄羅斯天然氣以及北溪 2 號項目有著很高的相似性。而兩者區

別在於：德國無法憑空製造出天然氣。自稱為科技大國的德國，卻要在通訊網路上依賴中國或美國的技術。」 

作者接著指出，既然德國短期內確實拿不出自己的 5G 技術，那麼還是寧可站在美國人一邊。「不論怎樣，

我們與美國的關係，要比對華關係更為親近。而且，美國人想要確保自己的情報不洩露，這無可指責。只

是，如果德國自己的情報部門能力更強一些(從而不用依賴美國人)，那麼我們就無須在這些問題上瞻前顧後

了。」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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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內連摔兩架新機！波音 737 Max 遭 51 國禁飛的科技警示是什
麼？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9/03/13/boeing-737-issue/ 

018  年 10  月 29  日，一架載有 189  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的印尼獅航波音 737 MAX 8  客機，在起飛 13  分鐘後失

聯，隨後被確認在西爪哇附近海域墜毀，機上人員全部遇難。截止到目前，事故調查工作仍在進行。 

133  天之後，2019  年 3  月 10  日，埃塞俄比亞航空一架波音 737 Max 8  航班從亞的斯亞貝巴起飛，6  分鐘後

墜毀。 

機上載有 149  名乘客和 8  名機組人員，其中包含 8  名中國乘客，全部不幸遇難。 

據報道，此次失事的是一架全新的波音飛機，四個月前才交付給該航空公司。初期調查結果表明，飛機的

傳感器可能存在問題，飛行控制電腦系統出現「數據錯誤」。 

而當 飛行員意識到這一數據錯誤後，飛機沒有將控制權交回人類 ，「人機」周旋許久，最終釀成了這一

事故。 

一起來看看事件經過。 

感測器判斷失靈引發的悲劇 

一切要從波音公司最新推出的一套自動防失速系統相關，該系統改變了波音 737  此前的設計，強調「數據

蒐集」和「自動化」，簡單來說就是，波音公司在飛機探測迎角安裝了一系列傳感器。 

高攻角傳感器（AOA） 可以在飛行時計算機翼在空中切割時產生的升力量。如果迎角太陡，升力會開始減

小，最終產生空氣動力學失速，飛機無法繼續高空飛行。 

波音公司為了應付這一情況設計了一套自動化「應對措施」，一旦高公角傳感器收到「太陡」的迎角數據，

安全系統會自動給出「下壓力」，降低機頭，同時，作為警告，共軛控制器會劇烈震動發出聲響。 

一旦監測到如果迎角探測器出了故障，MCAS  就會在飛機正常飛行時候強行把飛機機頭往下壓，最後形成

空難。 

這是印尼獅航墜海的原因。 

不解除自動控制系統，飛行員也無濟於事 

很多人可能會困惑，那飛行員在做什麼？飛機發生一系列不尋常信號後，飛行員為何沒有迅速採取補救措

施呢？ 

據海外媒體 WIRED  報道，即便飛行員有補救，也無濟於事。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9/03/13/boeing-737-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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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ightradar24  數據顯示（一個顯示飛行數據的應

用），獅行失事飛機起飛後曾經有過突然下降的跡

象，隨後又有拉升，之後消失在追蹤畫面中。也就

是說，飛行員在事故後曾進行過手動調節，但並沒

有解除自動控制系統的操控，機組與控制系統周旋

許久，事故最終仍然沒有避免。 

並且， 不管是航空公司的管理層還是飛行員都不知

道飛機上居然還裝了這樣一套系統 。因此，飛行員

基本沒有為應對可能出現的風險做好準備。沒有經

過嚴格訓練的飛行員，在最關鍵的幾分鐘里處理不

當，最終很容易造成飛機墜毀。 

但獅行事故後，波音仍然堅持 737 MAX 8  安全，僅向飛行員發佈安全提醒，未有安排全線客機停飛維修。

波音原定 1  月為有關自動駕駛系統軟體進行更新，但卻宣佈因技術問題等而推遲至 4  月。 

獅航空難後，波音公司曾在推特發聲明稱將對所有 737  機型進行詳細盤查，網友評論「打臉」。 

儘管最終調查結果還沒有出現，但是基於目前的數據，本次埃航失事飛機很有可能發生了和獅航一樣或者

類似的問題，因為臨山或者靠海複雜多變的氣候帶來對機載系統的嚴峻考驗。 

而此次出事的客機機型，在系統上很可能仍然存在相同問題。 

近日，中國民航局發出通知，為確保中國民航飛行安全，要求國內運輸航空公司於 2019  年 3  月 11  日 18  時

前暫停波音 737-8  飛機的商業運行。 

這意味著，國內航空公司所有的波音 737-8  必須全部停飛，此前由波音 737-8  執飛的航班改換其他飛機，波

音 737-8  何時恢復商業運行有待民航局進一步通知。 

「人類手動飛行」與「飛機自動駕駛」的平衡在哪？ 

一年前，波音公司還是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優秀代表，其轉型進展得到業界一致認可。但 短短半年時間，

同是 737 MAX 8  客機卻遭遇兩次空難 ，並且，第一次的失事原因已明確為軟體設計缺陷。 

737 MAX  是波音歷史上銷售最快的機型，已經累計獲得來自全世界 92  家客戶的 4,300  多架訂單。737 

MAX  是在 737  的基礎上升級了發動機和分離翼尖以實現更好的空氣動力學性能。 

波音於 2017  年 5  月開始交付 737 MAX，它的大客戶包括西南航空，美國航空，加拿大航空，印尼獅航和幾

家中國航空公司。印尼獅航事故機型是 787 MAX8，波音公司沒有表明其他 787 MAX  機型是否可能存在類似

的安全問題。 

之前，波音公司發出的公告並未要求檢查或更換傳感器或飛行控制計算機。更確切地說，波音公司現在正

在做的是告訴飛行員如果碰到這樣的情況應該如何操作。正如它的公告所說它在「指導航空公司如何培訓

機組人員在現有的條件下處理高攻角傳感器（AOA） 數據錯誤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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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的回應內容基本上可以總結為：「回去重新學習！時刻告訴自己該做什麼！」 

但是這就意味著飛行員要無視儀器顯示的數據和機內警報。Embry-Riddle  航空大學航空科學教

授 Westbrooks  告訴媒體：「最終的答案是設定一個確定的俯仰角和發動機功率。」 

這就需要飛行員花費大量時間去辨別哪些數據是真實的，哪些是錯誤的。 

墜機事故調查正在進行中，除了傳感器故障外，還可能存在其他問題。  但事故還反應出過度依賴自動化系

統的問題。 

教授 Westbrooks  稱：「我們多年來一直在談論飛行員手持飛行技術的退化問題。」由於常年依賴自動化飛

行系統，飛行機組人員在處理危急情況方面的培訓不夠，更不用說緊急情況。 

駕駛因「自駕系統」鬆懈的心，是悲劇的開始 

科幻片和各種自動駕駛願景都在為我們描繪一個更安全的世界：再也不會有注意力不集中、不遵守交通規

則的人類駕駛員，世界將再無「車禍」、「空難」。 

但是，事實似乎並非如此。 

另一個例子發生在 2009  年，法航 447  航班從里約熱內盧飛往巴黎的過程中飛機空速傳感器結冰，導致自動

駕駛儀斷開連接，機組人員試圖手持飛行，但最終失敗了，飛機撞向大西洋，造成 228  人死亡。 

結合全球首例無人車致行人死亡事件，人類如果對 AI  等自動化設備過於信賴，在汽車等具有「智慧化」的

設備運行的過程中會降低警惕性，而事故往往會發生在降低警惕性的一瞬間。 

雖然現代汽車的自動駕駛系統仍然處在很初級的階段，但在航空領域，自動駕駛系統早已大行其道，飛機

的自動駕駛系統，會根據預先設定好的航路，全程駕駛飛機，甚至完成降落，飛行員反而成為了輔助存在。 

當前的自動化功設備都具有自動糾錯，這原來是人類操作的不完美的補充。但是，這種補充也許會演變成

一種掩蓋。人類如果長期不去做一些事情，在某些方面會因為疏於練習發生「退化」。 

或許自動化設備失靈很少發生，但是一旦發生卻比一些自然災害更加來的致命。正如事後一些的猜測：飛

行員技能熟練度無法判定哪些數據是真實的，哪些是錯誤的；又或許飛行員在處理危急情況方面的培訓不

夠等等。這說明一切人造設備出現問題，原因總是在人的身上。 

我們一直在討論的是如何促進人工智慧發展，甚至做到無人值守，但是，現在我們有必要嚴肅的討論一下

他的負面影響了。 

我們接下來該以怎樣的態度面對 AI  以及自動化，以及如何把握好人機結合的這個度。這一切都是智能世界

到來前，我們需要面對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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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流亡 60 年 藏人抗爭逐漸淡出國際視野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4843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 60 年後的今天，國際聲援爭取西藏自由的聲音卻逐漸沉寂。儘管達賴喇嘛

依舊擁有巨大影響力，但由於中國的國際勢力日增，達賴喇嘛從 2016 年起，再也沒有會唔過任何一位世界

領袖。為了不要惹惱北京，各國政府避免對他發出邀請。    

在西藏地區，北京有效地消除了任何有組織性對其鐵腕統治的挑戰。另一方面，儘管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依

舊享有崇高的個人威望，但近年來曾經對西藏人民持同情、支持態度的各國政府和世界領導人卻變得幾乎

默不作聲。 

倫敦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SOAS）的專家希爾（Nathan Hill）表示，「西藏的命運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上……

地區以外的藏人對西藏的命運而言不太重要，這也包括了達賴喇嘛。」 

2007 年，達賴喇嘛曾表示，他的家鄉正面臨「2000 年歷史上的最黑暗期」。2008 年，全球目光投向北京奧

運，西藏發生大規模示威抗議浪潮，北京做出強硬反應。 

設址美國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發言人桑德斯（Kate Saunders）指出，此後，再也看不到那樣的抗議行動

了。 

雖然依舊擁有巨大影響力，但達賴喇嘛減少了在國際間的活動。從 2016 年起再也沒有會晤哪位世界領袖。

出於對可能惹惱北京的擔憂，各國政府避免對他發出邀請。 

即使是印度也變得小心翼翼。1959 年，當達賴喇嘛打扮成士兵模樣長途跋涉，穿越喜馬拉雅逃亡時，正是

印度向他提供了避難地。新德里政府一再告誡政府官員，鑒於外交上敏感性，不要舉辦邀請達賴喇嘛到場

的活動。 

流亡人士領導的抵抗運動消沉之際，在家鄉的藏人繼續為捍衛其傳統而努力。哥倫比亞大學當代西藏研究

專家塔特爾（Gray Tuttle）指出，藏人目前生活在一個警察國家─如果他們挑戰嚴控，就會受到嚴厲打擊。 

從 2009 年以來，至少有 150 名藏人點火自焚，以示抗議北京，其中很多人因傷勢過重死亡。不過，自焚行

為發生的頻率已經降低。 

新疆維吾爾人受打壓現象，引起外界比對西藏的更多關注，並成為國際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況批評的焦點。 

去年，德國政府事務專員科夫勒（Barbel Kofler）請求訪問新疆，卻被帶去了西藏。此一事件反映出，北京

對西藏地區局勢多有把握，儘管外國記者仍不允許在該地區作獨立報導。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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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園地 
敬請蔡英文總統給台灣一個機會 

林長裕 
 

當一個政治評論者對於自己的觀點得到印証時，應該會有或多或少的欣慰感。正好相反，眼看著蔡

總統執政以來，應驗了我的評論與憂心，民調直線下滑，內心為蔡總統深感不捨，更憂慮台灣會走

回頭路，再度由統派政黨或政客掌權。由於執政無能，導致本土政權優勢快速流失，在這危急關頭，

我衷心地呼應四位民主前輩的主張，懇請蔡總統不要淪為平庸的政客，被權位沖昏了頭，完全沒有

自知之明，為了追求自己權位，罔顧台灣國家前途，執意要參選下屆總統，造成台灣的歷史悲劇。

而應該知所進退，推薦更好人選。 

有太多人無法理解四位民主前輩，會如此直白地請蔡英文不要爭取連任，大家共同推舉賴青德出面

競選。四位平均年齡超過八十五歲的老前輩們，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堅持一個理念，也就是民進黨

創黨黨章的主旨：制憲、正名，台灣成為一個正常獨立國家，進入联合國。正因爲他們沒有任何私

心，只有對國家社會超然的大愛，所以可以不像一般政客學者或名嘴，多少會因個人利害關係而畏

首畏尾，不敢實話實說。四位老前輩有如社會中的清流，黑暗中的明燈，有最高超的智慧，是台灣

人的至寶。蔡英文竟然回嗆「要誰選，不是誰說了算」，台灣古意敬老尊賢的傳統美德盪然無存，

為了維護個人權位，無禮對嗆因為國家發展前途而苦心相勸的長者，權力使人腐化的古訓，值得蔡

總統深切自省。四位前輩此舉是誤把蔡英文視為和自己一樣，認為她也是為大局著想，不眷念私人

權位的政治人物，才會袒誠地提出建議，這麼做，實在太抬舉她了。 

以目前民調顯示，蔡總統參與大選爭取連任失敗的機率很大，結果由親中降共的政黨或政客取得執

政權，台灣將走向被共產中國併吞的噩運，:縦使得以連任，三年多來，蔡總統的人格特質，行事

風格及執政能力，已經表露無遺。顯然地，以目前台灣複雜堅困的兩岸內政外交局勢，蔡總統顯然

不適合續任的，為了台灣前途，真心期盼蔡總統主動表態不爭求連任，給台灣一條生路。 

蔡總統民調支持度，一直處於台面上競爭者中最後一名，原因很多，為了節省篇幅，本文僅就正反

兩極的原因做分析探討。例如年金制度改革，是前三任民選總統，知道必須做而不敢碰的政治改革

工程，因為這種吃力不討好會得罪廣大軍公教即得利益者，一定會失去很多選民的支持，是一般政

客的大忌，馬英九執政時，曾經擬定計劃，卻不敢執行。蔡總統一上任就展現魄力，意志堅定地實

現墊定台灣長治久安的重要改革。台灣首位女總統，竟然展現政治家的高尚情操，不顧慮個人選票

得失，只為國家社會大局著想，把幾位男性政客型前總統比下去了。年金制度改革的代價，是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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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會因為得罪了衆多即得利益者而失去很多選民的支持，而困難延續其政權，那是舉世皆然的事實。

因此，我原本以為小英心理有數，願意犠牲小我完成大我，有政治家偉大的情操。料想不到，那只

是一個小老百姓的夢想。 

以目前政局觀之，小英能夠競選連任的機率不高，而讓任何一位競爭對手執政，明顯都是懼共傾中

反台灣獨立的政客，台灣或將走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因此，我完全支持四位民主老前輩的呼籲，有

在位絕對優勢的蔡總統應該主動讓賢，推薦目前黨內政績亮麗，理念堅強，最有勝算可能的籟清德

先生出面競選。很遺憾地，我們擔心的是台灣的前途，沒想到權力有如迷幻藥一般，讓蔡英文只有

十幾趴的支持度，卻只是為了個人的權位，還是帶著鋼盔往前衝。讓人為台灣前途捏一把冷汗。 

從另一個面向來分析，蔡總統選票流失更嚴重的因素，是她與本土派支持者基本盤的離心離德。本

土派百分之三十堅定的支持者中，流失了超過二十趴，才造成目前只剩下約十多趴。三年前熱血的

青年人喊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競選口號，喚醒了多數中間選民的認同，導致連續七十

年執政的中國外來政權，首次澈底失去執政權。台灣人在一黨專制，黨國不分，國庫通黨庫，「高

級外省人」肆無忌憚巧立名目巧奪豪取國家政經資源，更操控檢調司法係統整肅異己，公然打壓台

獨主張。台灣人淪為被欺壓的二等公民，台灣派人士迫切等侍首度全面政黨輪替後，蔡總統能展現

魄力，徹底實施轉型正義，還給台灣人基本的尊嚴和人權。然而近三年來，畏首畏尾甚至倒行逆施，

和最忠誠的台灣派支持者切割敵對，造成親痛仇快，連任之路岌岌可危。 

這一羣和民進黨創黨理念相同的忠實支持者，有如一棟建築物的地基一般，是民進黨發展的基礎，

由民調結果顯示，這基礎已經鬆散敗壞掉百分之四十了，如果沒有迅速恢復補强的話，縱使因緣際

會，得以佼幸連任，本土政權的垮臺，也是指日可待。去年九合一選舉大敗後，蔡總統完全改變成

另一個人，與北高兩市長爭著當網紅，也到處趴趴走了，尢其是對於習近平武力懗台一國兩制宣示

的反嗆，以此做為選戰失敗反省改進，與競選連任的起手式無可厚非，也得到些許成果。但是對於

恢復基層支持者向心力，卻是毫無助益。蔡總統的做法，像一個好學生好學者，一點都不像一個優

秀的政治人物。 

造成這一羣對本土派民進黨最忠貞支持者，對於蔡英文徹底失望，票投不下去的最大因素，舉幾個

例： 

其一，「扁案」明明就是中國外來政權的傳統封建文化，對於「竊國者」（連戰敗選時駡阿扁的用

語）的公然淩遲追殺，對一位貢獻卓著前總統，故意以公開透明方弍，用完全沒有程序正義的司法

審判，做精神與身體做毫無人道的迫害。非常明顯的是外來政權對台灣人做殺雞儆猴的威懗做法。

中國黨徒這種人神共憤的行徑，有良知有尊嚴，懂得珍惜司法正義的台灣人，用苦旱求甘霖的心情，

寄望完全執政的蔡政府，能展現魄力，平反扁案，給予台灣人擁有最基本的尊嚴。三年來，蔡總統

對於該案不但毫無作為，不敢表達任何意見，要求特赦偏的聲音，她不聞不問，顯然故意切割這一

羣深綠支持者。假設有一天，台灣真的被中國佔領，蔡英文成為頭號戰犯，她被共匪同樣對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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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派領導人對她也不聞不問，她會如何感覺。 

其二，中國黨的慣技，是用他們對待台灣人的惡行，以惡人先告狀的方式，強加於人，民進黨完全

執政後，先後完成「黨產條例」與「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立法，並設置機構執行，中國黨人遂以

「東廠」之名而冠之。而真正符合用中國明朝皇帝身邊所設立，用來迫害忠良異議人士的「東廠」

來比喻的，正是馬英九上任後，所發動的司法檢調單位，不但對前總統非法拘押，違規審判，更可

惡的是對阿扁身邊所有親信官員，巧立名目，全面追殺，其惡形惡狀，成為台灣政治發展史上最醜

陋的一頁。 

社會沒有正義，司法不公正，莫此為甚，促進轉型正義應該由近而遠，這種甚至還持續在發生，百

分之八十人民認為司法不公正，肆意打壓政治異議人士的情形司空見慣。蔡總統大聲疾呼要司法改

革，也大張旗鼓親自督辦司改會，結果虎頭蛇尾，一事無成，辦綠不辦藍繼續發生。司改會還預設

立場，不涉及個案，也就是說只能談未來要如何改善，對前朝政府官員所受到殘酷的政治追殺，甚

至於目前都繼續發生的司法不公車件，都在蔡總統眼前毫無忌憚地進行，這種情形下，蔡政府如果

有心實現轉型正義，應該立刻責由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公佈這些嚴重司法不公不義的「近代史」，

將那些充當邪惡政團打手的司法檢調人員的大名，和他們如何仗侍著中國黨專制極權統治時期，遺

留下來非常落後，司法人員有權無責忠於黨國的制度下整肅異己的所有記錄公告天下，千夫所指這

些司法惡徒至少在有法可治以前，稍做休斂，這麼多綠營受害人，天大冤去屈，求述無門，完全執

政的蔡政府，卻毫無作為。 

其三，頼清德在台南市長任內，把全部獨夫銅像移徐掉，前些日蔡英文在被問及中正紀念堂的銅㑰

應該如何處理時，竟然説要由促轉會和各方協調決定，如此一來，促轉會豈不是等於白設的，促轉

會的立法，就是要執行規法定工作，在台灣社會，這些改革項目，永遠沒辦法用協調方式完成的。

相較於賴巿長，蔡英文毫無執行力。 

其四，任用愛將葉俊榮當內政部長，黨產會處理婦女會不當黨產時，葉部長介入談判簽和約，導致

黨産會坐失時機，婦女會會長逃亡國外，指示燒毀數十年帳冊資料，上千億國家資產無從追查，語

論譁然，葉部長辭職。 

台大校長管仲閔案，明是中國國民黨惡勢力在台大設立黨部，長期非法壟斷整個台大龐大預算和人

事權的延伸，此次有嚴重瑕疵的校長任命案，在兩位教育部長先後因無能力處理該案下台之後，由

蔡總統介入，任命葉俊榮為教育部長，用火速發出校長任命狀，立即宣佈辭職的偷吃步方式，公權

力投降了惡勢力。 

蔡英文如此公然放水，讓中國黨的資源和勢力得以繼續漫延，另一方面又失去了支持者的向心力，

難怪九合一選舉會全軍潰敗。 

其五，任用國民黨員李大維為外交部長，後又轉任國安會秘書長，這位忠實的統一派信徒，曾經因

為外交部職員在公文中用台灣為國家名稱，而立即被降職。也曾經和統一促進黨要員打高爾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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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被 Po 在網路上，這麼關鍵的職位，任用這種意識型態的人，主掌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家會安

全嗎？ 

國訪部長嚴德發在立法院接受䜠詢時，曾經直言國軍不為台獨而戰，台獨就是台灣國家主權獨立。

換言之，難道國軍是為了中國統一而戰？嚴部長也帶領拒絕軍官學校去黨國化的建議，身兼三軍統

帥的蔡總統竟然不置一言，是否表示默認？ 

其六，綠營人士發起東奧正名與喜樂島制憲、正名公投運動。一部真正屬於台灣的憲法和名稱，都

是台灣成為正常國家的最基本條件。這些都是民進黨創黨的初衷和理念，明白記載在黨章中。沒想

到由緑營最忠誠人士所發起的愛國運動，卻遭到蔡英文公開命令黨政機關公職人員全面柸杯葛，甚

至不和運動發起人做任何溝通解釋，簡直把眾多綠營支持者當做仇敵對待，只有又笨又驕傲的政治

人物，才會有如此做為。 

縱使蔡政府在國際社會現實壓力下，必須承諾不走台獨路線，但是她盡可以扮白臉，譲「台獨份子」

扮黑臉，把認真把戲演得完美，她竟然假戲真做，把黑臉演員全部趕走了，以玄去年九合一選舉，

民進黨輸得幾乎沒有戲唱了。 

去年敗選後，蔡總統著急了，好像大夢初醒一樣，立刻展現拼連任的企圖心，用「辣台妹」之名，

開始在網路上和北、高兩位市長互比聲量，學習美國總統固定對媒體廣播界發表談話，也時常在鏡

頭前逛街吃小吃買東西努力表演親民接地氣，中國習進平主席在新年元旦談話，鄭重聲明九二共識

就是一國兩制，並且不放棄以武力犯台。蔡總統立即以堅定的態度，拒絕中國蠻橫的主張，獲得國

人一致好評。個人態度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加上統派豬隊友中共的助攻，蔡總統的民調終於稍有起

色，但是仍然遠陪末座。 

記得 2012 年總統大選時，馬英九民調告急，統派大老郝伯村一再呼籲統派黨徒含恨、含淚、含血

都要出來投票，總覺得他們可悲可憐又可笑。萬萬沒想到，目前很多有獨立建國理念，熱望落實轉

型正義的台派人士，在蔡英執意參選的情形下，面臨是否要含涙含血含恨投票的境地。不同的是中

國黨徒，應該沒有要被中國統一或一國兩制的理念，他們只是為了延續政權保衛特權。而台灣派人

士則是不滿蔡英文完全違背民進黨制憲正名國家正常化的理念，而投不下票。 

萭一國內外形勢有重大變化，中國加緊恐懗台灣，美國次行動表態支持蔡英文，因此她幸運得以連

任，台派的中堅力量將無法重新團結一致。就如同地基淘空的大廈或根部腐爛大樹，台灣的前途會

因爲台灣派實力分散弍微而衰敗。蔡總統，妳向 CNN 記者宣佈妳要競選連任的理由，是妳須要更

多時間完成妳的志業，但是三年多來，妳對於黨的基本理念走倒退嚕的路，失去最忠實基層人士的

支持，妳在位更久，只會更無法走回頭路，因此懇請妳讓賢，給臺灣一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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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順手救“奄奄一息鱷魚”回家照顧 鱷魚用 20 年朝夕相伴報答他 

https://news.ifeng.com/c/7kz4P0In0oW 

鱷魚身為河中之王，一向給人兇猛又可怕的印象，許多人看到鱷魚

往往會不寒而栗，很難想像這樣的猛獸會有什麽人性化的一面，但

來自哥斯大黎加的男子奇托（Chito）卻意外和一隻鱷魚結下緣分，

甚至還成為了一輩子的摯友！ 

故事要回到 20 年前，奇托發現一隻大鱷魚因為被農夫開槍攻擊，

躺在河邊奄奄一息，當時他沒有丟下對方不管，反而將鱷魚帶回家

搶救，不只悉心照料，還給牠許多食物吃，而這時的奇托完全沒料

到，自己無意間的舉動竟是他們友誼的開始... 

由於奇託本來就很愛護野生動物，當初沒有想太多，就把鱷魚帶回

家照顧，“我只希望牠能感受到愛，讓牠知道人類並不都是這麼壞。”

他將鱷魚取名為波丘（Pocho），陪伴對方直到傷勢痊癒後，便帶著波丘來到河邊放生，之後就回家了。 

原本以為會就此和波丘告別，沒想到隔天早上卻發生讓奇托意想不到的事！本來應該回到大自然生活的波

丘，就這樣循著氣味走了一整個晚上，找到奇託的家後，出現在他家的走廊上！就在此刻，奇托明白兩人

已經不再是人類和動物的區別，而是彼此最重要的朋友。 

後來在當地政府的同意下，奇託在往後的 20 年都致力於培養和波丘的關係，他們會一起在河裡游泳、曬太

陽，甚至互相依偎和擁抱，彷彿最親密的家人一樣， “你必須把自己想像成動物，才能親近牠，如果你以

一個人類的姿態想要接近牠，牠就會覺得你會傷害牠。” 

奇托和波丘的故事傳開後，吸引許多觀光客和科學家前往，他們都對眼前這位人類和鱷魚之間的互動，感

到非常不可思議，無法想像身為冷血動物的波丘，竟然會對人類這麼柔，而更讓他們嘖嘖稱奇的是，當奇

托喊著波丘的名字時，波丘就會乖乖地走向他！ 

然而，動物的壽命終將有期限，在經過多年的相伴後，波丘也走向生命的盡頭，結束 50 年的歲月。為了送

走這只傳奇的大鱷魚，當地還特地為波丘舉辦盛大的告別式，當時奇托悲痛地送走了自己最重要的朋友，

儘管傷心，但至今他仍持續將彼此的故事傳遞給世人，就是為了要讓大眾明白，即便是冷血動物，也有溫

暖動人的一面！ 

看完奇托和波丘的紀錄片，更能感受他們之間無可比擬的情感和友誼，這樣跨越種族的交流和互動，正是

許多人都難以擁有的體驗吧！ 

https://news.ifeng.com/c/7kz4P0In0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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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反對派要求 尼加拉瓜釋放更多政治犯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4693 

尼加拉瓜政府 15 日釋放 50 名因參與反政府示威而被捕的囚

犯，希望藉由此舉為和平談判注入新動能，以結束延續已久的

政治危機。 

尼加拉瓜在去年 4 月因年金改革方案而引發抗議，後來並迅速

演變成反對總統奧蒂嘉(Daniel Ortega)鐵腕統治的大規模反政府

示威。尼加拉瓜政府強力鎮壓抗議活動，從去年 4 月至 10 月，

至少 325 人喪生，並有超過 700 人被捕。 

尼加拉瓜內政部 15 日發表聲明指出，已經釋放一批因示威活動

而被捕的人。但其中並不包括任何主要的反對派人物。 

原本堅持要求奧蒂嘉必須提前大選的反對派聯盟，退而求其次，表示如果政治犯獲得釋放，將願意與奧蒂

嘉的左派政府重啟談判。 

在 2 月 27 日、也就是新一輪談判召開時，大約有 100 名囚犯獲得釋放。但在反對派要求釋放更多人的情況

下，和談在進行了幾天後宣告停頓。在政府同意新一波釋囚後，和談已在 14 日恢復。 

尼加拉瓜國會通過台灣 1 億美元貸款 支援優先預算案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1985 

尼加拉瓜國會 19 日接受台灣提供的 1 億美元貸款案，這項為期 20 年的貸款將用在今年的優先預算方案上。 

尼加拉瓜議員是在美國總統川普表示，尼加拉瓜、古巴和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正奄奄一息」之後，通過

這項貸款。而執政的桑定民族解放陣線(Sandinista)議員批准這項貸款案後，資金將用在支援尼加拉瓜今年的

優先預算案。 

由於不滿尼加拉瓜總統奧蒂嘉政府(Daniel Ortega)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計畫，尼加拉瓜去年 4 月爆發示威抗

議活動。儘管這項改革計畫已被撤銷，但抗議活動並未因此停止。 

而尼加拉瓜政府對抗議活動採取強力鎮壓手段，也使得示威訴求轉變成要求奧蒂嘉和第一夫人兼副總統穆

利優(Rosario Murillo)下台。 

美國已在去年底頒布法律，使得尼加拉瓜難以取得多邊貸款，並對奧蒂嘉的親信官員祭出制裁，包括穆利

優在內。 

荷蘭和盧森堡去年則以政府鎮壓抗議行動為由，暫停對尼加拉瓜金援。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4693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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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女巫！放棄美國穩定生活 她隱居哥斯大黎加雨林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25007 

現年 37 歲的吳莎菈（Sarah Wu）住在哥斯大黎加的叢林裡，以竹子

和傾倒的樹木為房，煉製草藥並倚賴大自然維生，是現代版「女巫」。

據英國《每日鏡報》報導，吳莎菈 20 多歲時在美國費城的 1 家有機

食品公司做著朝九晚五的工作，但她很早就決定那樣的生活並不適合

她。莎菈表示，現代生活讓她感到「窒息」，10 年前與前任丈夫布

魯克斯（Stephen Brooks）搬到哥斯大黎加的叢林裡，並於去年離婚。 

在美國紐約州羅徹斯特（Rochester）長大的莎菈，自幼便喜愛戶外與

大自然，很早就意識到人類並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她說：「差

不多就是那時候，我發現我能感應到自然界的變化。當然我認為每個

人都可以，只是在我身上特別強烈。」 

但她真正接觸到巫術及神秘學，是在賓州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

讀書的時候。莎菈表示，他的家族源自法國阿爾薩斯（Alsace）區域，

是中古時期獵巫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她說：「因此我意識到，應該有

什麼流淌在我的血中。」 

年輕時食用避孕藥而有荷爾蒙失調及耳部感染的莎菈，在當時決定要自己研究藥草療程，並且成功改善了

身體。這讓她更加義無反顧地投入草藥學的研究，亦是巫術的基礎學問之一。大學第 2 年，19 歲的她決定

到哥斯大黎加修讀熱帶生態學，這趟旅途改變了她的一生。 

現在，莎菈住在哥斯大黎加的熱帶雨林裡，以傾倒的樹木和竹子為房屋，以太陽能提供電力，並蒐集雨水

作生活使用。與前夫在哥斯大黎加的莫納角（Punta Mona）運作了 9 年的永續農場，直到去年分開之後，莎

菈在奧羅蒂納區（Orotina）教授草藥學，並創立了女巫教室「預知」（Envision ），希望能夠教授巫術，

「讓人看見另一種生活的潛力」。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25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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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界大反轉：成年人勿天天吃阿斯匹靈 恐導致大出血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185712/article-醫界大反轉：不要天天吃阿斯匹靈-恐導致大出血 

醫師幾十年來一直建議 50 歲以上成年人每天服用 75 至 100

毫克阿斯匹靈(Aspirin)，以預防心臟病發作、中風和其他心

血管疾病，可是美國心臟病學會(ACC)和美國心臟協會

(AHA)17 日發布新準則，卻叫成年人別每天服用。 

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報導，新準則不再建議 70

歲以上的健康老年人每天服用低劑量阿斯匹靈，並聲明對於

沒有心臟病發作或中風歷史的低風險老年人，每天服用阿斯

匹靈可能造成的腸胃出血風險，大於對防止心臟病的任何潛

在利益。 

浪費錢、可能提高出血和早逝風險 

最近的三項研究發現，健康的老年人每天服用低劑阿斯匹靈根本是浪費錢，甚至可能提高內出血和早逝風

險；大規模國際臨床實驗也發現，每天服用低劑量阿斯匹靈，長期下來對協助健康老年人延長壽命沒有效

益，反而可能導致大出血。 

不應為了防心血管疾病而天天吃 

新準則說，70 歲以上或出血風險增加的成年人，不應為了防止動脈粥狀硬化心血管疾病每天服用低劑量阿

斯匹靈。擬定新準則的委員會主管說：「醫師對於為沒有已知心血管疾病的人處方阿斯匹靈，應該慎重挑

選。盡可能建立良好生活習慣，以及控制血壓和膽固醇，比建議服用阿斯匹靈重要得多。」 

心血管疾病風險最高者才續服用 

只有心血管疾病風險最高和出血風險最低者，才應繼續遵照醫師指示服用阿斯匹靈。 

ACC 和 AHA 說，經常運動、保持健康體重、不要抽菸，以及採用富含蔬菜水果和低糖、低反式脂肪飲食，

是預防心血管疾病的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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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A 今年稍早公布的資料顯示，美國成年人近半術有某種形式心血管疾病，大多數是高血壓所致，而所有

心血管疾病幾有八成能夠藉著調整生活方式防止。 

對某些心病病患   仍是保命靈丹 

不過，新準則說，只要不會增加內出血風險，醫師仍應考慮讓某些高風險病人服用阿斯匹靈，像是無法降

低膽固醇或控制血糖的人。 

對於曾經中風、心臟病發作、動過開心手術或因動脈阻塞搭支架的人，阿斯匹靈仍可能是保命靈丹。 

早餐吃雞蛋 減肥護視力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176433/article-早餐吃雞蛋-減肥護視力 

大家都知道每天都要吃早餐，可以開啟活力的一天，但你

知道早餐最好吃一到兩顆的雞蛋，能夠減肥，而且還能保

護視力嗎？其實每天早餐吃雞蛋，可以帶來以下好處，很

多人都不知道。 

吃蛋減肥: 比起吃饅頭、包子、蛋餅等油膩的早餐，雞蛋其

實比你想像中更能耐餓，並帶來飽足感強，若搭配清粥一

起食用，油量少，還能補充身體一整天的能量，有助於減

肥。有研究發現，早餐吃雞蛋、荷包蛋、茶葉蛋、水煮蛋

的人，會比其它人能減去三分之二的體重喔！ 

視力保健: 眼睛是人們最重要的一項器官，帶著我們雲遊四海，對它的保護當然也要加倍。富含葉黃素、

玉米黃素的食物當然不可缺少。雞蛋中就有這兩種成分，能保護眼睛，還能降低老年退化的視力問題。 

富蛋白質: 雞蛋的蛋白質僅次於「母乳」，一顆雞蛋中約含 7 克蛋白質，也包含人體所需的 8 種氨基酸，

可說是完美的營養補給品。 

CP 值高: 有的人認為，早餐要吃得好不如吃得巧，會選擇營養價值較高的牛肉、培根等食物，價格高不說，

熱量也非常高，還不如吃雞蛋來得 CP 值更高。 

預防失智: 雞蛋蛋黃中的卵磷脂，是人體神經系統最重要的營養物質，他能促進大腦的發育，活躍神經，

還能預防失智症。 

★★早餐蛋怎麼吃？★★ 

水煮蛋: 想要清爽的早餐，就必須少油少鹽，對身體比較沒有負擔。水煮蛋時，記得要帶著殼煮，如果想

要蛋白比較硬、蛋黃軟嫩，用大火烹煮比較恰當，能讓雞蛋蛋白快速凝固；反之想要蛋黃硬、蛋白軟嫩，

請用小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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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葉蛋: 但記得挑選茶葉蛋時，要選外殼已經煮至龜裂的茶葉蛋，是否有入味，可以從裂縫觀察顏色來區

別。 

嫩煎荷包蛋: 比起水煮蛋，雞蛋過油後，營養價值已經損失許多，熱量也會變高。煎荷包蛋時，可以用小

火、少油，蛋白凝固時，再灑點熱水，蓋上鍋蓋，用小火溫煎 2 分鐘即可起鍋。 

別吃炒雞蛋: 炒碎的雞蛋，會被油分完全的包覆，雞蛋中的膽固醇會因熱氧化掉，威脅了心血管健康。 

每天可以吃多少量的雞蛋？ 

現今社會的文明病，即是「三高」，擔心吃雞蛋過多會導致膽固醇、脂肪偏高。但其實研究發現，吃進身

體的膽固醇和人體血液膽固醇高低的關係不大。身體健康的成人，每天可以吃 1 至 3 個雞蛋，也不成問題。 

貼心小提醒 

1. 患有高血壓、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朋友，每天吃 1 顆雞蛋，不是問題。雞蛋內的鈉、糖、普林含

量低，所以請安心使用。 

2. 患有膽囊炎的人，最好少吃蛋黃，可以減少膽固醇的攝取過量。 

3. 若您正在發燒、發炎是可以吃雞蛋的，只要本身不是對雞蛋過敏就好。 

夏威夷披薩 其實不是夏威夷人發明的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185259/article-夏威夷披薩-其實不是夏威夷人發明的 

「夏威夷披薩」是深受歡迎的一款比薩，餅皮上面鋪滿了火腿跟鳳梨。

不過你可知道，夏威夷披薩根本不是夏威夷人發明的。 

台灣出版的新書「鳳梨罐頭的黃金年代」，邀請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代理館長

王御風及黃于津兩位作者，協力追溯鳳梨在台灣發展的足跡。書中也提到關於

夏威夷披薩的故事。 

書中指出，「夏威夷披薩」並不是夏威夷人所發明，而是移民加拿大的希臘人

帕諾普洛斯(Sam Panopoulos)。1945 年，他隨家人移民至加拿大安大略省，1962

年與兄弟共同經營餐廳。 

某天，帕諾普洛斯突發奇想，將鳳梨及火腿放在比薩上，並取名為「夏威夷披

薩」，原因可能因為夏威夷盛產鳳梨。如今，「夏威夷披薩」成為全世界最受

歡迎的一種披薩。但根據 2016 年一份調查指出，夏威夷披薩是美國人最不喜歡

的披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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