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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會 2019 年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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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000.00  

美金 $43.00  

2019/3/15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9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9/3/15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2019/3/15 皇朝 5,000.00      

2019/3/15 鄉訊列印   28,000.00    

2019/3/15 名師髮廊廣告 40,0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213,000.00  201,000.00  12,000.00  

   
本月哥幣合計 19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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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動態 
本會將於 2019 年 05 月 05 日 舉行理監事會議，將決議 2019 年度的會員大會場所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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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不向命運屈服 黃鏵以植物成長知識分享社會  
https://penghudaily.blogspot.com/2019/03/blog-post_538.html 

曾在衛生署任職並擔任高雄市社會局志工中心多年志工，現年 72 歲的黃鏵

面對突如其來的意外，不願屈於命運的安排，回到澎湖故鄉以發揮所學、

所長與民眾結緣並貢獻社會。 
現居望安鄉母親故居中的黃鏵，原本在行政院衛生署從事毒物檢測相關職

務，屆齡退休後就在長庚大學及高雄市社會局志工中心擔任志工。豈料，

就在一次高市府舉辦的墾丁欣賞哈雷彗星活動中，雙腳意外遭到遊覽車輾

過，當場暈眩不省人事，雖緊急送醫救回一命，但雙腳經榮總、高醫、成

大等多所教學醫院判定必須截肢才能保命。不願接受截肢的黃鏵，3 年多

前因母親望安故居，必須有人繼承，因此在返鄉定居及養生的雙重念頭下，

決定回到望安居住，恰巧與時任望安國小校長陳智賢(現任中興國小)比鄰，

在陳的遊說及力邀下，黃鏵前往望安國小教授植物常識。現每周三則在將

澳國中、周五在中興國小上課。 
黃鏵雖不良於行，但仍堅持傳授下一代畢生所學，且在望安古宅中自行培

育金鑽鳳梨、西瓜、草莓、及觀賞用植物等苗木，還自掏腰包向農友購買

哥斯大黎加進口的菜豆種子，免費送給鄉民結緣。而面對腳傷問題則表示;目前有經過德國籍醫師的介紹使

用草葯醫治，減輕疼痛。他也相當豁達的說:錢夠花就好，回到家鄉後能讓大家都能享受植物收成的喜悅，

心情上也就相對快樂。 

安心過年！今年 AI 不會取代你！日本大批機器人被裁員！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86442 

AI 及物聯網當道，不時有科學家預言人類將會被機器人取代，日本也積極研發相關科技，將 AI 最為擅長

的記憶、算數、分析能力導入各個行業，其中又以服務型機器人，最先在 2015 年導入至長崎的豪斯登堡及

多家酒店，全盛時期有 243 台運轉，不過最新消息顯示，大部分服務型機器人今年都面臨被裁員的命運。 

最初為了節省人事成本和電費，機器人都搭載了太陽能電池，此外還設定為日式貼心服務，從入住、搬運

行李、到客房服務都由各類型的機器人負責，然而至今機器人已經無法滿足客人的需求，例如聽聲辨人的

服務已被智慧手機取代，機器人也時常受到濕度及天候影響，反而增加一般服務人員更多困擾，目前許多

機器人都已暫停使用，只剩下掃地機器人勉強苦撐。 

不少網友看了都表示鬆一口氣，紛紛團結起來為人類說話，「畢竟是機器人，沒有真實感情啊，還是真人

的好啦」，「事實證明，即便是機器人也無法享受工作保障」，「機器人應該首先被裁員，現在機器人能

做的事，人基本都能做，而人能做的事情，機器人卻基本都不會做。」 

https://penghudaily.blogspot.com/2019/03/blog-post_538.html
https://www.setn.com/News.aspx?NewsID=486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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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有關國際特赦組織的死刑執行與判決數據之說明  
https://www.amnesty.tw/news/3072 

本報告涵蓋 2018 年 1 月至 12 月期間各司法體系所使用的死刑。

一如往年，有關資訊來自不同渠道，包括官方數字、判決、被判

死刑人士及／或其家屬與代表所提供的資料、其他公民社會組織

的報告以及傳媒報導。國際特赦組織僅將確認可信的死刑執行、

判決及其他涉及死刑的事宜，諸如減刑和無罪釋放等納入本報

告。許多國家並未公開其使用死刑方面的資訊。白俄羅斯、中國

及越南更將有關死刑的數據列為國家機密。在 2018 年，一些國

家因實施管制及／或武裝衝突而欠缺死刑相關資訊，其中以寮

國、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及敘利亞尤甚。 
  
因此，除了少數例外情況，國際特赦組織於本報告所列的死刑執

行與判決數字屬最低數字，實際數字很可能不只如此。若搜集到

個別國家在特定年份的全面數據，本報告將另行註明。 
  
國際特赦組織自 2009 年起不再發布中國執行及判決死刑的估算

數字，以反映國際特赦組織對中國當局歪曲有關數字的憂慮。國

際特赦組織一再重申，由於搜集資料嚴重受限，有關估算數字遠低於實際數字。中國迄今未公開任何有關死刑的數據，惟

據現有資訊可知，中國每年有數以千計人被判死刑或處死。國際特赦組織再次呼籲中國當局公開死刑相關資訊。 
  
本報告的列表中，若國家名稱後的數字附有「＋」號，代表有關數字為最低估算。例如「印尼（48＋）」代表國際特赦組

織確認當地有 48 宗處決、死刑判決或 48 名死囚，但相信實際數字多於此數。若國家名稱後沒有數字僅有「＋」號，例如

「伊朗（+）」，則表示國際特赦組織確認當地曾執行或判決一宗以上的死刑，但欠缺足夠資料估計最低數字。計算全球

及地區總數時，每個「＋」號均會算作 2，中國的有關數字亦以此方式計算。 
  
國際特赦組織反對一切死刑，沒有例外。不論犯罪性質或情節，亦不論涉案者有罪、清白或任何情況，更不論執行死刑的

方式，國際特赦組織倡議全面廢除死刑。 
 
 廢除死刑與保留死刑的國家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全球已有超過三分之二的國家在法律上或執行面上廢除

死刑。 

• 完全廢除死刑： 106             廢除普通犯罪死刑：8     實務上廢除死刑：28  

• 法律上或實務上廢除死刑：142    保留死刑：56 

完整報告書(原文):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ct50/9870/2019/en/ 
 

https://www.amnesty.tw/news/3072
https://www.amnesty.org/en/documents/act50/9870/2019/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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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馬遜員工爆料 內部有團隊可監聽用戶 Alexa 
https://nadailynews.com/2019/04/11/亞馬遜員工爆料-內部有團隊無時無刻監聽 alexa/ 

根據 Bloomberg 報導，亞馬遜有個來自世界各地員工的千人團隊，專門聆聽智慧型助理 Alexa 的語音，試著

改善 Alexa 的回答及指令。 

該報導表示，亞馬遜有團隊負責轉錄這些 Echo 揚聲器捕獲到的錄音。使用者可以判斷何時檢測到喚醒字，

因為 Echo 頂部的光環變為藍色。「通常情況下，Echo 設備只能檢測使用者選擇的喚醒字（Alexa、Amazon、

Computer 或 Echo），該設備通過識別與喚醒字相匹配的聲學模式來檢測喚醒字，必儲存到雲端。」亞馬遜

發言人說。 

然而，兩名參與此項目的員工向 Bloomberg 爆料，該團隊員工有時會在九小時輪班期間檢查多達 1,000 個錄

音檔。其中一名工作人員告訴 Bloomberg，每個人每天會錄下超過 100 個錄音檔，而有些時候 Alexa 根本沒

有被觸發、也沒有收到任何喚醒指令。該團隊員工來自世界各國，包括美國波士頓、哥斯大黎加、印度和

羅馬尼亞。 

亞馬遜發言人對此則表示，他們「謹慎對待顧客的個人資訊及隱私」且只有「留下一小部分 Alexa 錄音檔，

以便改善使用者的體驗。」亞馬遜對 Bloomberg 的聲明中強調，員工無法直接汲取使用者的資訊，也無法

指認出這捲錄音檔的使用者。 

 

日天皇交棒「平成時代」落幕 歷史一刻全記錄 
https://tw.news.yahoo.com/日天皇交棒-平成時代-落幕-歷史-刻全記錄-140001347.html 

今天(週二)是日本平成時代最後一天，明仁舉行天皇

退位儀式，他期許明天開始的「令和」時代，能夠是

日本的和平時代。而今天午夜零點一到，明仁將卸下

天皇職務，變成「日本上皇」，他和「上皇后」美智

子，退位後將專心從事自己有興趣的工作，包括網球

跟魚類研究。 

儀式人員領路，日本天皇明仁換上「黃櫨染御袍」，

現身皇居「宮中三殿」，向祖先和眾神明報告，自己

即將卸下肩負超過 30 年的天皇重責大任。 

TVBS 資深記者郭展毓：「事實上今天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日子因為 4 月 30 日在今天，日本時間

下午 5 點，日本的明仁天皇就要進行他的退位儀式，來卸下日本天皇的職務。」 

緊接著傍晚皇居正殿「退位禮正殿之儀」登場，皇室全體成員出席，侍從把「三神器」其中兩樣「草薙劍」

以及「八尺瓊勾玉」放置桌上，象徵「奉還皇位」。 

https://nadailynews.com/2019/04/11/%E4%BA%9E%E9%A6%AC%E9%81%9C%E5%93%A1%E5%B7%A5%E7%88%86%E6%96%99-%E5%85%A7%E9%83%A8%E6%9C%89%E5%9C%98%E9%9A%8A%E7%84%A1%E6%99%82%E7%84%A1%E5%88%BB%E7%9B%A3%E8%81%BDalexa/
https://tw.news.yahoo.com/%E6%97%A5%E5%A4%A9%E7%9A%87%E4%BA%A4%E6%A3%92-%E5%B9%B3%E6%88%90%E6%99%82%E4%BB%A3-%E8%90%BD%E5%B9%95-%E6%AD%B7%E5%8F%B2-%E5%88%BB%E5%85%A8%E8%A8%98%E9%8C%84-1400013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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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天皇陛下辛苦了，依據皇室典範特例法，今天正式退位。」 

日相安倍代表民眾感謝天皇，隨後明仁也發表在位最後一次演說。 

卸任日本天皇明仁：「明天開始就是全新的令和時代，我和皇后都打從心裡期盼是個和平的時代，祈求日

本和全世界的人們能平安幸福。」 

儀式圓滿結束，先走下台的明仁停下腳步，化身護花使者，回頭扶著愛妻美智子走下台階。 

明仁離開前，轉頭向與會人員深深一鞠躬，隨後轉身走出「松之間」。 

明仁和美智子退位後將減少公開露面，重拾自己有興趣的魚類研究，還有網球，明仁在位 30 年，總在重大

天災發生後第一時間，站上第一線，撫慰災民，深得民心。 

日本民眾：「如果我能向他(明仁天皇)說一句話，我會說非常感謝你。」 

天普大學日本分校負責人傑夫金斯頓：「他(明仁)很特立獨行，他是會獨立思考的人，他寫過書還出版過。」 

不過「紐約時報」報導，上午「宮中三殿」儀式中，德仁妻子雅子妃被禁止入場，只能站門口觀看，日本

皇室貶低女性的行為，專家認為會傷害日本的國際形象。 

近日有前宮內廳人員透露，明仁天皇早在 2010 年七月就表明想退位交棒，暌違 202 年，日本憲政史上終於

有現任天皇生前退位。 

日本民眾在皇居前，用手機拍下改朝換代前，最後的倒數時刻，等午夜時間一到，明仁將成為「上皇」，

卸下天皇職務，功成身退，陪伴大家三十年的平成時代，也將跟著畫下句點。 

 

委內瑞拉發生政變中！ 馬杜羅派兵鎮壓 
https://tw.news.yahoo.com/快訊-委內瑞拉發生政變中-

馬杜羅派兵鎮壓-140157568.html 
 

南美洲的委內瑞拉驚傳政變！反對派領袖瓜伊多宣稱，

已經有軍人倒戈，加入反對派陣營，而且一場軍事政變

「正在進行中」。臨時總統瓜伊多，在首都卡拉卡斯近

郊的空軍基地，和軍方將領併肩宣布，推翻馬杜羅計劃 
進入最後階段 。掌權的馬杜羅政府隨即出面駁斥，說

目前仍有軍方支持，譴責反對派發動政變，同時派出鎮

暴部隊，前往瓜伊多所在的空軍基地，展開鎮壓，不但

施放催淚瓦斯驅散人群，同時也傳出槍響，現場一片混

亂。 
 

https://tw.news.yahoo.com/%E5%BF%AB%E8%A8%8A-%E5%A7%94%E5%85%A7%E7%91%9E%E6%8B%89%E7%99%BC%E7%94%9F%E6%94%BF%E8%AE%8A%E4%B8%AD-%E9%A6%AC%E6%9D%9C%E7%BE%85%E6%B4%BE%E5%85%B5%E9%8E%AE%E5%A3%93-140157568.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BF%AB%E8%A8%8A-%E5%A7%94%E5%85%A7%E7%91%9E%E6%8B%89%E7%99%BC%E7%94%9F%E6%94%BF%E8%AE%8A%E4%B8%AD-%E9%A6%AC%E6%9D%9C%E7%BE%85%E6%B4%BE%E5%85%B5%E9%8E%AE%E5%A3%93-14015756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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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特爾傳裁減美國數百名 IT 員工，規模創 2016 年高 
http://technews.tw/2019/04/01/intel-lays-off-hundreds-of-it-staff/ 

俄勒岡人報 3 月 29 日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報導，除了美國廠房受影響之外，哥斯大黎加一處大型行政辦

事處，也面臨裁員衝擊。英特爾雖確認了裁員行動，卻不願說明究竟有多少人丟掉飯碗，也未提供理由。

該公司僅透過簡短聲明表示，公司人力的變化，主要是受到營運的優先事項影響，這些都是公司持續評估

的目標。 

雖然英特爾預測 2019 年營收將持平，但消息人士透露，上週的裁員行動看來不像是為了節省成本，主要

是反映英特爾內部技術系統管理模式的改變。英特爾過去跟好幾家 IT 承包商簽約，但根據俄勒岡人報看

到的內部備忘錄，英特爾如今決定把所有營運整合給單一 IT 承包商──印度科技巨擘 Infosys。由於承包

商數量減少，英特爾也不再需要那麼多管理人員。 

這是英特爾 2016 年以來規模最大的裁員行動，當時該公司裁減了 15,000 名員工。截至 2018 年底為止，

英特爾在全球總共聘有 107,400 名員工。與此同時，英特爾的製程技術將有大變革，還計劃在奧勒岡州、

愛爾蘭及以入列打造全新廠房。未來幾年，英特爾計劃招募 1,750 名新員工，而 Hillsboro 超大型研究工廠

「D1X」也進入第 3 階段的興建工程。 

觀眾傻眼！摩托車手競速起爭執 賽道上演全武行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44982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哥斯大黎加近期內的 1 場摩

托車賽令觀眾跌破眼鏡，2 名選手在比賽過程中發生

爭執，1 名選手竟坐上另名選手的機車後座，車輛煞

停後開始在賽道上演全武行。 

綜合外媒報導，哥斯大黎加國家摩托車錦標賽中，選

手喬治．馬爾泰茲（Jorge Martinez）和馬瑞恩．科沃

（Marion Calvo）在競速時發生爭執，2 人在過彎後彼

此碰撞，喬治疑似因重心不穩，撲飛在馬瑞恩的機車

後座，馬瑞恩將車騎到賽道旁煞停，讓喬治下車，不料喬治立刻朝他臉部揮拳。 

馬瑞恩被攻擊後立刻倒車，不服氣地上前與喬治展開全武行，讓許多觀眾感到傻眼。為懲罰 2 人的行為，

主辦單位最後決定將他們禁賽 2 年。網友們留言表示「2 年算很重。可以說已從賽車場退休了」、「乾脆以

後在賽道中間放個擂台。讓車手賽後大亂鬥。應該會更好看」、「要打，去練舞室打」。 

http://technews.tw/2019/04/01/intel-lays-off-hundreds-of-it-staff/
http://technews.tw/2019/04/01/intel-lays-off-hundreds-of-it-staff/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74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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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大黎加志願者 12 年內幫助孵化 15 萬隻小海龜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327/30669936.html 

為了保護海龜及其棲息地並向人們展示生態環境的重要

性，哥斯大黎加出現了名為「拉丁美洲海龜志願者計劃」

的志願者組織。 

  報導稱，自 2007 年成立至今，「拉丁美洲海龜志願

者計劃」已在哥斯大黎加的太平洋和大西洋兩岸幫助約

15 萬隻新生海龜破殼，並成功解救並治愈 150 隻被困受傷

海龜。此外，經過該海龜救助計劃培訓的志願者已超 6

萬人。 

  拉丁美洲海龜志願者計劃的參與者會在帕瓜爾雷、布

蘭卡和莫因海灘上進行搜尋，收集被遺棄的海龜蛋並將其重新安置到孵化地，守護孵化過程直到小海龜最

終破殼，如果發現破碎的海龜蛋，他們還會向其提供特別照料。 

  「我們在布蘭卡沙灘建立的『海龜醫院』中，每位『患者』都需要獸醫、藥品和食物，目前每月至少

會接收 2 隻受傷海龜」，拉丁美洲海龜志願者計劃負責人迪迪埃爾·查孔說。 

  他表示，所需的治療成本因海龜受傷嚴重程度而異，可能會超過 1000 美元，因此需要經常向社會募集

資金。」 

  查孔表示：「我們通過海龜拯救行動，向社會發起了海洋保護、控制污染、抵禦氣候變化等話題，目

的是讓大家了解，保護給予人類財富的自然棲息地非常重要。」 

宏都拉斯冷凍蝦出口 2019 年頭兩個月表現佳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1253604 

今年頭兩個月，宏都拉斯外銷冷凍蝦總計達 3500 萬美元，超越 2018 年同期的 2900 萬美元。 
根據宏都拉斯商會的數據，2019 年頭兩個月冷凍蝦出口量達 1100 萬磅，較 2018 年同期的 900 萬磅增加。 
宏都拉斯全國水產養殖協會（NationalAssociation of Honduran Aquaculturists）會長威爾森（Victor Wilson）
向「前鋒報」（El Heraldo）表示：「2019 年出口目標維持在 5850 萬磅。2018 年出口額為 2 億 1650 萬美

元。」根據中美洲數據（Central America Data），2018 年 1 月到 9 月，中美洲最大冷凍蝦出口國依舊是宏

都拉斯，達 1 億 6700 萬美元；其次是尼加拉瓜 7200 萬美元；巴拿馬 4000 萬美元；瓜地馬拉 3400 萬美元；

哥斯大黎加 800 萬美元；薩爾瓦多 200 萬美元。 

•  去年前 9 月中美洲國家進口印刷設備 瓜地馬拉最多 
https://taronews.tw/2019/03/31/296999/ 

根據貿易資訊網站中美洲數據報導，去年 1 月至 9 月，中美洲國家共進口價值 2 億 6600 萬美元的印刷

機與設備，向日本各家公司採購額度比前年同期成長 30 %。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327/30669936.html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1253604
https://taronews.tw/2019/03/31/296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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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資訊網站中美洲數據（CentralAmericaData）指出，去年 1 至 9 月間瓜地馬拉是中美洲購買印刷機與

設備的主要買家，採購額達 6400 萬美元，其次是哥斯大黎加的 6000 萬美元，巴拿馬 5400 萬美元，薩爾

瓦多 4500 萬美元，宏都拉斯 2900 萬美元與尼加拉瓜 1100 萬美元。 

至於 2018 年 1 至 9 月期間的中美洲進口額中， 48 % 來自美國， 14 % 來自中國， 6 % 來自日本， 4 

% 來自德國與 3 % 來自越南。 

用退休金養家糊口 哥斯大黎加老人並非子女負擔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423/31042456.html 

哥斯大黎加大學(UCR)中美洲人口中心(Centro Centroamericano de Población)的一項調查結果表明，目前哥斯大

黎加老年人不僅沒有成為子女的負擔，反而會拿出自己的退休金向家人提供經濟支持。 

  報導稱，目前，72 歲高齡的哥斯大黎加老人何塞 坎布羅內羅(JoséCambronero)仍然依靠退休金和自身的

舞蹈才能養活他的家人，飲食和公共服務方面的開銷由他一人承擔，二兒子能夠幫他繳納一些日常賬單，

而小兒子的大學學費基本上靠獎學金，學業以外的開銷還得向父親索要。 

  坎布羅內羅的經濟來源主要是每月 22 萬科朗(按當前匯率約合 337 美元)的退休金。此外，他還在哥斯

大黎加老年學協會(Ageco)和其他教育機構教授舞蹈課，賺取額外收入。 

  與坎布羅內羅一樣，目前很多哥斯大黎加老年人仍然是他們家中的「頂樑柱」，除了養活自己外，還

要向其他家庭成員提供經濟支持。 

  哥大的調查指出，總的來說，哥斯大黎加老年人為家庭所做的經濟貢獻超出了本身獲得的經濟支持。 

  在哥斯大黎加，全國 65 歲以上老人一年內為家庭做出的經濟貢獻超過 6070 億科朗(約合 10.2 億美元)，

而他們從家人(包括子女和親屬)那裡得到經濟幫助的總金額約為 8.2 億美元，兩者之間的差距為 25%。也就

是說，哥斯大黎加老年人通常不會給其家庭增添經濟負擔，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調查所涉及的數據來源於

哥斯大黎加國家統計和人口普查局(INEC)。 

  調查結果表明，有些上了年紀的哥斯大黎加婦女，每月從社保局領取的退休金為 8 萬到 10 萬科朗(約

135 美元至約 169 美元)，由於其子女經濟困難，她們就用這些錢來維持家庭開銷，有的甚至讓子女搬來與

自己同住。 

中美洲 2018 年前 3 季光纜進口 4600 萬美元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1260485 

中美洲企業 2018 年前 3 季光纖電纜進口總額為 4600 萬美元，較 2017 年同期的 4650 萬美元略為衰退。 
貿易資訊網站中美洲數據（CentralAmericaData）報導，中美洲去年前 9 個月的光纜主要買主為哥斯大黎加，

為 2100 萬美元。 
其次依序為尼加拉瓜的 800 萬美元、宏都拉斯及巴拿馬各 500 萬美元、瓜地馬拉的 400 萬美元及薩爾瓦多

的 300 萬美元。 
去年進口光纜有 32％來自中國、25％來自美國，另有 13％及 12％分別來自香港及墨西哥。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423/31042456.html
http://www.ksnews.com.tw/index.php/news/contents_page/0001260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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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援助項目助力哥斯大黎加解決飲用水短缺難題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411/30885640.html 

「我們翹首盼望這個項目很多年了。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卡尼亞斯和貝韋德羅人民就要喝上常年短缺的

飲用水了。」哥斯大黎加總統府部長魯道夫·皮薩 10 日在參加中國援助哥斯大黎加城市供水項目開工儀式后

對新華社記者說。 

  當天下午，中國援助哥斯大黎加城市供水項目在距首都聖何塞 120 公里的卡尼亞斯市舉行了開工儀式，

皮薩、中國駐哥大使湯恆、卡尼亞斯市長門多薩以及供水項目中國施工方代表等 200 多人出席。卡尼亞斯

舞蹈團還在開工現場獻上了熱情的哥斯大黎加風情舞蹈。 

  援助哥斯大黎加城市供水工程是 2015 年哥斯大黎加向中方提出的 6 個待援項目中最受當地人民期待的

民生項目。多年來，卡尼亞斯市和附近的貝韋德羅市供水不足、地下水砷含量超標，嚴重影響當地居民生

活，也使當地經濟發展受到很大制約。2018 年 5 月，中鐵四局集團有限公司作為施工總承包單位中標該項

目。近一年來，該公司員工克服種種困難，經過前期各項工作籌備，終於使工程在 4 月初具備了實質性開

工條件。 

  據中鐵四局市政公司總經理姜喆介紹，該項目將在卡尼亞斯市聖地亞爾水庫建設浮船及取水泵站、凈

水廠，並建設 14 公里長的供水管道，形成一個完整的供水體系。工程總投資額為 1.18 億元人民幣，工期

16 個月。項目建成后將有效緩解卡尼亞斯市和貝韋德羅市居民供水嚴重不足、地下水砷超標的現狀。 

  門多薩在開工儀式上說，他期待著中國援助的供水項目，因為這一項目一旦完工，不僅會讓當地人民

的生活得到極大改善，也會給這個地區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帶動投資和區域整體發展。 

  中國駐哥大使湯恆說，2018 年 9 月，中國和哥斯大黎加簽署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為兩國務

實合作的長遠發展、兩國關係質的飛躍提供了動力。中國援助哥斯大黎加城市供水項目是非常重要的民生

項目，不僅是設施聯通、也是兩國民心相通的重要項目。他相信，這一項目的實施將進一步加強中哥友誼、

推進兩國務實合作。 

應對老齡化 哥斯大黎加 2030 年衛生支出料增近一倍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404/30793466.html 

中新網 4 月 4 日電 據南美僑報網編譯報導，哥斯大黎加國家審計部門近日表示，哥斯大黎加必須為人口老

齡化做好準備。專家預計，到了 2030 年，哥斯大黎加的衛生領域支出將較 2016 年增加 86%。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報》4 月 2 日報導，專家指出，哥斯大黎加總人口將在 2030 年達到 560 萬，較 2018

年的最新統計數字多出 60 萬。此外，哥斯大黎加將在門診病人和住院患者這兩個方面經歷深層次的人口結

構變化。 

  截至 2018 年，18 到 64 歲的人口在哥斯大黎加總人口中的佔比為 65%，2030 年該比例將下降一個百分

點；在 2030 年的哥斯大黎加，65 歲及以上的人口佔比則將從去年的 8%漲至 13%，這意味著非傳染性疾病

發病率的提高。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411/30885640.html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404/307934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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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另一個後果是學生人數的減少，哥斯大黎加在公共教育領域中的支出將隨之降低。

截至 2018 年，在哥斯大黎加總人口中有 27%年齡不到 18 歲，12 年後將減少至 23%。 

  面對以上預計結果，哥斯大黎加審計署審計長瑪爾塔 阿考斯塔(Marta Acosta)表示，政府需要立即採取

行動，保證衛生醫療和養老金系統的可持續性。她還指出，到了 2030 年，國家在養老金方面的支出將較去

年增加 263%。 

  「人口結構變化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實際問題，而我國尚未為之做好準備。」阿考斯塔補充說。 

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台灣亞洲第二 香港、中國排名再退 哥國前十名 

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content/news/315733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今天(18 日)發表「2019 世界新聞自由指

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報告，台灣排名 42 名和去年相

同，在亞洲僅次於媒體環境改善而進步 2 個名次的南韓；香港因

新聞自由遭受中國干預，滑落 3 個名次到第 70 名，中國名次再

往後退到第 177 名，主因是中共嚴密監控媒體，且有 65 名記者

和部落客身陷囹圄。 

RSF 為倡導新聞自由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東亞辦事處主任艾瑋昂

（Cedric Alviani）18 日在香港公布相關指數，它評估了全球 180

個國家和地區的新聞自由狀況。這項指數的評級分為 5 等，最好

的是「狀況良好」，其後依次是「狀況尚可」、「問題顯著」、「狀況艱難」和「狀況惡劣」。 

在亞太地區，只有紐西蘭處於最好的「狀況良好」，台灣與大多數西歐和已開發國家同級，處於第 2 高的

「狀況尚可」，日本、香港卻處於「問題顯著」；中國則是「狀況惡劣」。 

對於台灣的新聞自由情況，RSF 表示，雖然政治干預在台灣較少見，也較不被容忍，但台灣的新聞工作者

正為追求譁眾取寵與利潤導向的兩極分化媒體環境所困擾。RFS 指出，儘管蔡英文總統曾說希望台灣的新

聞自由持續發展，但至目前為止，改善媒體的編輯獨立性，以及鼓勵媒體提高公眾辯論品質的具體措施並

不多。而北京則利用這樣的弱點，向在中國常有商業利益的台灣媒體所有人施壓。此外，北京也涉及策劃

網路上的假新聞活動，這種威脅有可能導致台灣採取不無疑問的報復性措施，例如拒絕對被認定懷有敵意

的中國記者核發簽證。 

至於美國的排名則持續下滑，從去年退步 2 名至第 45 名，到今年又退步 3 名到第 48 名。報告指出，自川

普 2016 年勝選以來的這個時期，是「美國新聞界最黑暗的時刻之一」。艾瑋昂也批評美國總統川普不時侮

辱新聞工作者，令人對媒體產生仇恨，他認為川普是在帶頭鼓勵其他國家或地區逼壓記者。 

RSF 報告指出，中國的反民主模式奠基於歐威爾式高科技全面監控和操縱，甚至在國際宣揚此模式，不僅

干擾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籍記者，還想建立「世界媒體新秩序」，企圖監控外國媒體，在中國工作的外國

記者在現實中碰到越來越多障礙。此外，中國控管媒體的方式亦成為部分專制國家的效仿對象，新加坡把

自我審查當成標準規範，汶萊、泰國也進行新聞控管；官方審查也成為柬埔寨（第 143 名）的規範，柬埔

寨政府清剿了所有獨立媒體。香港（第 73 名）主流傳統媒體感受到需遵守北京命令的壓力。 

http://www.worldpeoplenews.com/content/news/31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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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2019 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前 10 大分別是挪威、芬蘭、瑞典、荷蘭、丹麥、瑞士、紐西蘭、牙

買加、比利時、哥斯大黎加。而倒數 11 名分別是伊朗、寮國、沙烏地阿拉伯、吉布地、敘利亞、蘇丹、越

南、中國、厄利垂亞、北韓、土庫曼。(圖/顏色愈深代表新聞自由指數愈低)  

英特爾傳裁減美國數百名 IT 員工、規模創 2016 年高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5da6c14c-78c9-4b99-930d-6f4695d1c388 

市場謠傳，英特爾(Intel Corp.)上週在全美多處裁減了共計數百名 IT員工，當中包括員工數兩萬人、規

模最大的奧勒岡州廠房。 

俄勒岡人報 29日引述未具名消息人士報導，除了美國廠房受影響之外，哥斯大黎加一處大型行政辦事處，

也面臨裁員衝擊。英特爾雖確認了裁員行動，卻不願說明究竟有多少人丟掉飯碗，也未提供理由。該公司

僅透過簡短聲明表示，公司人力的變化，主要是受到營運的優先事項影響，這些都是公司持續評估的目標。 

雖然英特爾預測 2019年營收將持平，但消息人士透露，上週的裁員行動看來不像是為了節省成本，主要是

反映英特爾內部技術系統管理模式的改變。英特爾過去跟好幾家 IT承包商簽約，但根據俄勒岡人報看到的

內部備忘錄，英特爾如今決定把所有營運整合給單一 IT承包商──印度科技巨擘 Infosys。由於承包商數

量減少，英特爾也不再需要那麼多管理人員。 

這是英特爾 2016年以來規模最大的裁員行動，當時該公司裁減了 15,000名員工。截至 2018 年底為止，英

特爾在全球總共聘有 107,400名員工。與此同時，英特爾的製程技術將有大變革，還計畫在奧勒岡州、愛

爾蘭及以色列打造全新廠房。未來幾年，英特爾計畫招募 1,750名新員工，而 Hillsboro超大型研究工廠

「D1X」也進入第三階段的興建工程。 

隕石擊穿哥斯大黎加一所房頂 
http://big5.zhengjian.org/node/251233 

哥斯大黎加《號外報》撰文報導，哥斯大黎加的居民於 4 月 23 日星期二

觀察到了隕石的墜落，全國各地的目擊者紛紛談到了夜空中明亮的閃光和

聲響。 

聖卡洛斯縣拉卡帕萊村的村民證實了隕石的墜落：石頭從天而降，擊穿了

一所住宅的屋頂。 

當事故發生時，屋子的女主人正在看電視，當她聽到一聲巨響時害怕極

了。家人趕到哪間隆隆作響的屋子，發現屋頂上有一個洞、一塊破碎的板、

兩張破碎的塑料桌和一塊還帶著溫度的石頭。 

這一事件已得到地方當局的確認。現在這家人需要等待這塊石頭來自宇宙

的實驗室證明，而後這塊隕石的價值就足夠支付修復房屋所需的所有費用。專家表示，隕石的價格至少要

六百萬哥斯大黎加科朗（約一萬美元）。這家人現在不賣隕石的話，等上三四年，那時它的價格會更高。 

https://www.moneydj.com/KMDJ/News/NewsViewer.aspx?a=5da6c14c-78c9-4b99-930d-6f4695d1c388
https://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Title=%25u71DF%25u6536
http://big5.zhengjian.org/node/25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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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世代｜告別週一症候群 你想不到的「樹懶哲學」 
https://cdn-news.org/news/17286 

“還記得《動物方城市》裡那隻動作超慢的三趾樹懶公務員「快俠」

（Flash）嗎？他從容不迫卻急死旁人的反應讓大家笑破肚子，也颳

起一陣「樹懶旋風」。人們著迷於牠總是微笑的臉蛋和閒雲野鶴般

的慵懶姿態，一起來看看樹懶的生活哲學：不慌不忙，卻使命必達。”            

“ 每年的 10月 20日是國際樹懶日。 ” 

“前陣子，國家地理雜誌（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放上攝影

師路易斯．帕迪拉（Luis Padilla）在哥斯大黎加拍到的樹懶寶寶，可

愛模樣萌翻一票網友。樹懶確實是相當奇妙的生物，一分鐘最努力

只能爬 2 公尺、一天最多只能走 36 公尺，如此緩慢的動作，卻在驚

心動魄的環境生存活。(右圖)” 
 

樹懶的英文「sloth」源自七宗罪的「懶惰」。有網友問：「上帝為

什麼要創造這種奇怪的生物？」基督徒作家莎拉．艾利曼（Sarah 
Eshleman）卻說，樹懶展現了造物主最奇妙、充滿創意的創造。 

  

從這種粗毛的呆萌生物身上，可以學到為生活減壓的「樹懶哲學」：不慌不忙，使命必達。如以賽亞書 26
章 12 節所說：「耶和華啊，你必派定我們得平安，因為我們所做的事，都是你給我們成就的。」做得完就

做、真的快不了就慢慢來吧！全能的上帝會為我們負責。 

  

接受自己的現況，樹懶被創造成一種很慢的動物，牠們卻擁抱自己的特色（還包含聽力很差、視力很弱）。

樹懶一個禮拜大便一次；一隻完全飽食的樹懶，胃的內容物需要花一個月才能消化完。雖然沒辦法朝著標

竿直「跑」，這些二趾或三趾的小可愛卻是日日向前，努力卻不焦慮的活著。 

  

從樹懶的日常生活，可以歸納出三個生活策略： 
策略１：只花力氣在必要的事 

樹懶的肌肉只有一般哺乳動物的 25%，除非有必要，牠們不隨意移動。加上每周一次的排便時間需要耗費

相當多的能量：牠們得爬下樹，挖出土坑，完事後還要鋪上葉子，每次要花掉全身體力 10%。另外，為了

消化全身食物，樹懶還有很多個胃要運作。 

 評估自己的能力，做不來的事情，無需太強求。世界的紛擾常讓我們瞎忙於次重要的事，忽略那些必要的

事。上帝給你一天的力氣是有限的，為要我們適度的休息、靠著祂重新得力。 

 不要當自私的人，但請記得先照顧好自己。 

https://cdn-news.org/news/17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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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２：一切睡飽再談 

樹懶是個絕佳的能量保存者，別誤會牠很懶惰，其實牠每天睡覺的時間沒有比一般人多太多（約 10 小時）。

其他時間超過半成會閉目養神──有什麼事，睡飽再談。 

  

掛在樹枝的樹懶也不是都閒著，牠規律的完成該做的事：吃飯、睡覺、交配、生孩子、死亡。真的有需要

的時候，比方逃難、游泳時，其移動速度比在路上快了三倍。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詩篇 46:10 

  

策略３：笑笑解千愁 

即使環境險惡、條件看似充滿劣勢，樹懶卻有一張永遠在微笑的臉。 

  

上帝為受造物負責，比方老是倒吊身子的樹懶，一個禮拜才清腸一次，體內卻有連結各器官的獨特纖維體，

保護其器官彼此緊靠並讓牠更省力。同樣的，上帝也為你負責，生活難免有挫折，麻煩交給上帝，心裡的

憂愁就笑一個吧！ 

  

讓我們學習「樹懶哲學」，用與世無爭的態度活出平靜安穩。不管怎麼樣這一天都會過完，何不輕鬆度過？

與其他生物相比，樹懶毫無競爭力，卻在惡劣的環境生存了下來；無論世界怎麼改變，牠的笑容依舊在。 

 

醫療觀光的風險和好處 
https://www.taiwanservices.com.tw/internet/zh/procurementInfoDetail.aspx?item=14160&cat=1&U=1 

美國健康醫療資源網站 VeryWell Health 指出，醫療觀光，亦稱為國際醫療，係指特意前往國外進行指定項

目的醫療。此與在國外因不預期傷害和疾病而進行的意外手術治療不同。 

估計 2019 年全美將有超過 75 萬民眾尋求海外醫療，大多數是較低成本的外科手術，或是美國國內欠缺的

治療。 

何以醫療觀光普及? 

醫療觀光有多項理由，從國內手術成本高昂，到海外移民偏好在自己國家進行手術等。 

低成本—相同外科手術成本在美國高出外國數倍，美國醫療保險不包括若干如整形美容等手術。另外對沒

有投保醫療保險的民眾而言，國內外醫療費用差距更為明顯。 

若干手術在國外的費用低於美國 90%，例如印度外科手術費用極低，因此很多病患會湧向馬來西亞、巴西、

新加坡、哥斯大黎加、墨西哥、泰國和越南等地尋求醫療服務。 

國外外科手術醫療成本較美國低的原因，主要為人力成本。國外外科醫師、護士、助理、藥劑師等成本都

較美國低很多。另，美國醫療失誤保險費用高，某些專科投保金額甚至高達 25 萬美元，而國外醫療失誤保

險金額相當低。還有其他如住院、伙食、藥品和用品等醫療相關費用均遠低於美國。 

https://www.taiwanservices.com.tw/internet/zh/procurementInfoDetail.aspx?item=14160&cat=1&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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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保業者鼓勵—有些醫保業者開始推動醫療旅遊以減少醫療給付。例如美國著名的藍十字藍盾醫療保險公

司 BlueCross BlueShield(www.bobs.com)已推動一項措施，由個案經理安排病患醫療觀光，包括交通、住宿、

合作醫院以及居家術後照顧等。 

--若干醫保業者提供國外手術的財務奬勵，給予病患應付醫療費用折扣。 

--除急診外，一般醫保業者仍不會支付國外手術費用。 

高檔和私人護理—如 SPA 般的高檔醫院服務吸引病患前來，而這些服務價格相較美國不高，一些醫院的病

房猶如飯店高級套房，並提供一對一私人護理服務。 

國外渡假—醫保公司讓投保客戶到國外進行手術醫療並兼旅遊是極誘人的方案。 

--在手術前後安排渡假，尤其是價格合理的行程，如醫保支付飛航機票和在當地的開銷，且仍不會較美國本

土治療給付為多，對醫保公司和病患而言皆是合算。 

規避規定和法律—若干尋求手術治療的病患規避政府保險公司或醫院的許多僵硬規定，然這些法規其實是

保護病患免於受害，規避恐得不償失。 

例如減肥手術，美國國內醫師和外國醫師的標準可能不同，另外移植手術亦因認定差異而具相當大風險。 

出名外科醫師—某些國家的外科醫師因在特定專業領域醫技出色並聞名全球，例如巴西整容手術、泰國變

性手術等，當地醫師手術經驗豐富，且醫術不斷精進。 

令人訝異的是很多外國醫師是在美國接受醫療教育和訓練，回本國取得執業資格。 

醫療觀光並不侷限只於到美國之外的國家，許多民眾在美國境內即可尋求不同領域的醫療，因為美國有先

端醫療科技和高度醫療安全性以及有供應無虞的最新處方藥品。 

醫療觀光看似理想，惟在決定赴國外進行醫療或外科手術應多加考量，當然省錢是不容置疑的，可能的風

險為： 

手術品質問題—雖國外有優秀外科醫師，亦有醫術不佳的醫師。通常很難事先得知醫師以及其手術品質等

資訊，在美國很容易取得醫師誤診的法律訴訟、醫師公會裁定以及社會對不良醫師的反制等訊息，外國醫

療業者的此類訊息較不易取得，因而病患較難選定國外醫師。在進行手術之前應先查明醫師的學經歷資格

等，不要太相信其他病患的推薦，因為這些代言或證詞很多是造假，而且好醫師也會有醫療失誤，不少美

國整型醫師補救無數國外手術失敗的案子可供參考。 

醫護職員的品質—護士是醫療的重要人物，所提供的照護良莠不齊，對醫療成效和病患健康影響頗大。 

醫療院所品質—衛生良好的醫療院所、新穎設備和優良醫術是選擇國外醫療的考慮要件。另該醫療院所與

鄰近醫療院所的協調配合支應亦是考量之一，而取得如 Joint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 等國際認證的醫療院所

因具充分醫療能力、品質和資源會比較讓病患放心。 

手術後旅行—手術後會有血栓和要搭機飛回本國的風險，尤其是長途飛行更會增加血栓可能性，因此要避

免手術後立即搭機，至少要一週後或醫師確認後才啟程。 

食物差異—腸胃較敏感者，國外飲食可能造成身體不適，手術後的日常飲食如不順利會影響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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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隔閡—如於非英語系國家進行手術和醫療，必須先就如何與醫師和醫療院所員工溝通做好準備，如何

才能完整表達自己的意思和需求。 

希望能達到理想，但也要準備萬一出狀況。另外相當重要的是離開本國前赴國外醫療前應安排好手術後返

國之追踪照護，很多本國醫師因不熟悉國外醫療的品質而不願意對赴國外手術的病患追踪復原狀況。 

喬治亞引導石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130/node1994460 

喬治亞引導石，也稱「美國巨石陣」，這座巨型花崗岩

石石碑群位於美國喬治亞州的一座小山上，呈星星狀排

列，高 5.5 米 (18 英尺) 。如果加上石碑下端埋入土中的

底座一起計算，則會高達 6.1 米 (20 英尺)，而且每座石

碑都重達 20 噸。 

沒有人知道這群石碑是誰建造的，只知道這是一位化名

R·C·克里斯蒂安 (R.C. Christian) 的人，於 1979 年 6 月委

託艾爾伯頓花崗岩精加工公司 (Elberton Granite 
Finishing Company) 建造了這一石碑群，並表示他代表了

「一群虔誠愛國的美國人」，其餘細節沒有人知道。甚

至有傳言指出，R·C·克里斯蒂安的化名是出自歐洲神秘教

團玫瑰十字會的創始人克里斯蒂安·羅森克羅伊茨 
(Christian Rosenkreuz) 。 

喬治亞引導石上總共有 10 條警世宣言，以 8 種現存語言與 4 種已經消失的古希臘語與埃及語所寫成。從正

北方向順時針算起，8 種語言分別是英語、西班牙語、斯瓦西里語、印地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漢語

和俄語。這 10 條宣言為： 

1. 把地球人口控制在五億以下。                2. 智慧地引導繁殖，改善健康和多樣性。 
3. 人類要團結起來，採納一種新的統一語言。    4. 用理性駕馭感情，信仰，傳統和一切事物。 
5. 以公正的法律保護人民和國家。              6. 讓所有國家實行自治，外部糾紛通過世界法庭解決。 
7. 避免狹隘法律和無能官員。                  8. 平衡個人權利與社會義務。 
9. 倡導真，美，愛，尋求與宇宙和諧。 10.不要做地球上的毒瘤，給大自然留點餘地 ，給大自然留點餘地！ 

雖然這些宣言都是高尚且值得被推崇的，但也有一些引起了爭議。例如第一條：把地球人口控制在五億以

下。但如果我們現在應用這個宣言，我們就必須殺死超過 90％的生物。然而，儘管我們不願意承認這，但

現在世界人口真的過剩了，在過去的 50 年，我們的人口就增加了一倍。我們必須更好的方法來管理地球資

源並使用可續或可再生的資源。而在這石碑群的頂部橫碑則

寫著：「讓這裡成為一個理性時代的引導石」。  

石陣的導向與月球的赤道週期有關。它們中間的石塊設有一

個孔，通過這個孔，不論何時都可以看到北極星，而且這個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130/node199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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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對準太陽的夏至，冬至與分點。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小石洞，從這小洞中可讓太陽在中午時有光線射下來，

照在下方刻有日期的石頭上，讓人們知道現在是何時，還可當作指南針、日曆與時鐘。 
 
這群石碑陣自從建造以來就不斷引起爭議，除了石陣自身表明是劫後重生的世界宣言，還有各種複雜的占

星與製作技術都讓人充滿好奇。日裔美籍音樂家小野洋子等人就曾高度評價石碑群所指示的內容，將其譽

為「對理性思考激動人心的召喚」。但石碑群也引起陰謀論者的濃厚興趣，在石碑建成揭幕時，一位當地

官員就稱，石碑群是「太陽崇拜、邪教崇拜以及魔鬼崇拜」的象徵，甚至還指其製作者的假名「R. C. Christian」
與「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陰謀有關，從而要求將石碑粉碎處理，喬治亞引導石也因此遭到了

數次的破壞。 

儘管喬治亞引導石至今仍存在許多謎團，引起許多人的好奇，但它所刻寫的宣言確實也不禁讓世人思考：

「那樣的世界就會是完美的嗎？」Youtube 頻道「disinformation」就親自到訪這座石陣，並介紹它的歷史與

設計。  

News18 拾報佛系牡羊編：據説石陣下方還埋有一個時間膠囊，但埋入的日期和未來應該開啟的日期在都是

空白的… 

把手搖飲當水喝 男大生泌尿道結石纍纍 
https://health.businessweekly.com.tw/AArticle.aspx?id=ARTL000135749 

台灣人嗜手搖飲料，學生族群更是人手每天一杯，更甚者將手搖飲替代開水度日；一名男大生因腹痛就醫，

經檢查發現泌尿道「結石纍纍」，問診時供稱每天手搖飲至少 3 杯，並自認為可取代開水、獲得足夠水分

補充。 
足量飲水 確保泌尿科健康 
安南醫院泌尿科林育緯醫師表示，市售飲料某些含磷酸鹽、咖啡因，會增加尿液鈣質的排出，茶類飲料含

有少量草酸，這些可能都跟泌尿道結石形成有關，建議應適量飲用，並維持每天足量的飲水，確保泌尿道

健康。林育緯醫師表示，泌尿道就像是人體的下水道，經過人體代謝產生的廢物，有一部分是經由腎臟過

濾後，藉由尿液排出體外。因此在泌尿科醫師角度來看，就是希望這條排水系統能夠通暢，不要被泥沙阻

塞。 
自我檢視尿液顏色 深色代表水分不足 
要保持泌尿道健康，最好的方式就是保持水分的補充與正確排尿習慣。理論上只要是能喝的物質應該都能

變成尿液排出，實際上卻是隱藏著一些陷阱。尤其是市面上含糖飲料，不但會讓人越喝越渴，而且更與肥

胖、代謝症候群、心血管疾病息息相關。林育緯說，另外某些含磷酸鹽、咖啡因的飲料也會增加尿液鈣質

的排出，茶類飲料含有少量草酸，這些可能都跟泌尿道結石形成有關。因此對人體最無負擔的飲料就是水，

但也不是其他任何飲料都不能碰，簡單來說就是適量就好， 
 
喝水好處多 遠離泌尿道感染 
林育緯醫師也補充說，喝水其實也是一門學問，通常是建議一天約喝 1500cc 至 2500cc，但還是要視個人因

素與健康狀況而定。比較簡單的做法就是看尿液的顏色，如果顏色很深很濃，代表水分不足，通常是建議

尿液顏色越淡越好。最後，林育緯醫師強調泌尿道感染除了水分補充不夠，也與長時間憋尿、衛生習慣不

良、免疫力不好等相關，尤其是女性，因為先天尿道較男性短，較容易有泌尿道感染，所以遠離泌尿道感

染最好的方式就是多喝水、規律排尿、女性解尿後，擦拭方向要由陰道口擦至肛門、減少熬夜等，就能遠

離泌尿道感染。 

 

https://health.businessweekly.com.tw/AArticle.aspx?id=ARTL00013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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