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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會 2019 年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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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00.00  

美金 $43.00  

2019/4/15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9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9/4/15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2019/4/15 皇朝 5,000.00    
 

2019/4/15 鄉訊列印   26,000.00  
 

2019/5/5 理監事開會   21,8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173,000.00  220,800.00  -47,800.00  

   
本月哥幣合計 14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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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台協會會員鄉親們：大家平安，大家好？ 
五月一日是台灣協會三十週年慶，為了順應本會現實狀況，追求永續發展，理監事會做了多次討論，研議

改進計劃，延遲了傳統會員大會時問，改訂於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三點在恩平餐廳舉行，誠摯邀請各位會員

鄕親撥冗參加。 
 
地點: 恩平餐廳 
時間: 2019 年 5 月 26 日 星期日 下午 三 點 開會，五點上菜 
費用: 會員免費 (須繳會費 30,000 元)， 眷屬會員* (須繳會費 25,000 元)，非會員與眷屬 11,000。 
*眷屬會員: 直系家庭裡有一位是會員，眷屬也希望參加時，所做的一個折扣，眷屬會員不限人數。(2019-05
理監事會議決議提起) 
**這次只提供茶水，無飲料。有需要可樂或其他飲料的人可與餐廳購買。 
理監事會基於因應僑社變遷，及本會運作順暢與擴大參與，擬定下列提案討論事項，提交大會討論議決，

敬請大家集思廣益，共同作成決議： 
 
案一，會費維持哥幣三萬元，但增加設立眷屬會員，即同一直系家庭，第二個以上的會員，會費為哥幣兩

萬五千元。 
說明：為了擴大鄕親參與度。 
 
案二，除了會員大會外，除夕晚會，會員皆可免費參加慶祝餐會。 
說明：會費大部分直接回饋會員，增加鄉親見面機會，促進大家聯誼互動，團結合作。 
 
案三，端午節、中秋節不送粽子和月餅，改為舉辦郊遊及賞月晚會。 
說明：因為分發困難延誤及衛生問題，改為舉辦活動，慶祝佳節。 
 
案四，春節晚會敬老紅包，改變為七十五歲以上的鄉親 或 降低金額。 
說明：順應老齡化趨勢，適應財務狀況。 
 
案五，獎學金將以會員或會員子女為限（不包括孫子）並且親自到場領取。 
說明：為了鼓勵擴大參與，並實際鼓勵小朋友。 
 
案六，不定期舉辦踏青旅遊活動，擴大服務會員，加強連續。 
說明：徵召志工人員，協助辦理活動。 
 
案七，鄉訊 2020 年一月之後停刊，將改為電子會刊，內容將侷限為本會動態及財務帳。 
說明：因 2018 年之會員大會決議結束鄉訊，時間由理監事們決定，所以現在已定時間。 
 
上列提案，請會員提出寶貴意見，討論後定案。 
 
最後為了慶祝本會三十週年生日，特由林建元理事從台灣製作標註台灣協會 30 周年紀念筆，當場分發兩支

紀念筆給會員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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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記者禁地 為何 2019 新聞自由中國排 177 名(圖)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19/04/19/890939.html 

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無國界記者(RSF)公布了全球新

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在 180 個國

家中，臺灣排名第 42 名，中國卻淪為第 177 名。  

根據外媒報導，RSF 在 18 日發表的年度報告中提出

警告，由於民粹主義與威權領袖煽動對記者的仇

恨，已經演變成為世界各地的暴力行為。  

RSF 秘書長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認為，若政治

辯論偏移向內戰形式的情形下，記者將被當成代罪

羔羊，民主也會深陷危險。  

據 RSF 所公布的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顯示，記者可以安全工作的國家數量，已經正在直線下降。  

2019 年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名前 10 名依序為挪威、芬蘭、瑞典、荷蘭、丹麥、瑞士、紐西蘭、牙買加、

比利時及哥斯大黎加等國。  

在亞洲國家排名中，韓國排名第 41 名、臺灣第 42 名、日本 67 名、馬來西亞 123、印尼 124、菲律賓 134、

泰國 136、印度 140、俄羅斯 149、新加坡 151、越南 176 及中國的 177 名。  

而排列在 170 至 180 的倒數 11 名中，依序為伊朗、寮國、沙烏地阿拉伯、吉布地、敘利亞、蘇丹、越南、

中國、厄利垂亞、朝鮮及土庫曼。  

RSF 指出，全球新聞自由指數調查了 180 個國家，其中僅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國家，能夠讓新聞自由維持在

良好的狀態。而中國今年的排名更糟糕，排在第 177 名，比去年下降 1 名。  

中國是新聞自由的禁地  

針對中國的排名比 2018 年退步 1 名，退到第了 177。RSF 批指，由於中國借由大規模新科技，已經成功地

在中國控制新聞與資訊，及對民眾進行網路監控為基礎的社會模式了。同時試圖透過該國的影響力，以促

進新的世界媒體秩序的方式，輸出此種壓制模式。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2019/04/19/890939.html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tag/%E7%84%A1%E5%9C%8B%E7%95%8C%E8%A8%98%E8%80%85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tag/%E6%96%B0%E8%81%9E%E8%87%AA%E7%94%B1%E6%8C%87%E6%95%B8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tag/%E4%B8%AD%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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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中指出，現今中國的國營與民營媒體，都已在共產黨的密切控制之下，使得試圖在中國工作的外國記

者們，在此領域遭遇到越來越多的障礙。目前就有 60 多位記者及部落客們，在生命面臨威脅的條件之下，

遭到中方拘留。  

中國異議部落客楊天水就因遭監禁且沒有獲得妥善治療，最後因癌症去世。  

由於在更嚴格的網路規範之下，如今的中國民眾有可能會因在社群網路上發布的新聞評論，甚至僅因分享

內容而已，最後可能落得入獄的下場。  

臺灣排名第 42 亞洲第二  

根據此項排名，臺灣排在第 42 名，與 2018 年表現持平。RSF 解釋稱，在臺灣政治干預雖然較少見，亦較

不被容忍。可是臺灣的新聞工作者，正為追求譁眾取寵及利潤導向的兩極分化媒體環境所困擾著。  

WHA 遭拒蔡英文：打壓阻止不了台灣走向世界的決心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520/3394627/ 

我國連續 3 年無法參加世界衛生大會（WHA），不過衛福部長陳時中仍率台灣「世界行動團」，前往今（20）
日舉行的第 72 屆世界衛生大會（WHA）日內瓦會場，並在今天晚上 7 點左右召開國際記者會，播放總統蔡

英文為台灣發聲的影片。蔡英文強調，打壓阻止不了台灣走向世界的決心。 

蔡英文在臉書也同步貼出影片與文章，她在文章中表示，世界衛生大會（WHA）正在瑞士日內瓦舉行，雖

然在中國大陸刻意阻撓下，台灣今年仍無法出席 WHA。不過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照樣率團前往日內瓦，透

過一場又一場雙邊會議，和國際夥伴分享台灣的醫療公衛專業。 

蔡英文指出，運用科技，透過影片，她也在日內瓦向國際媒體公開發聲，表明台灣完全有能力和意願，能

貢獻更多心力來因應全球健康挑戰。「各位辣台派，請一起為台灣發聲，把這支影片傳給外國朋友，讓更

多人加入支持台灣的行列！」 

陳時中在日內瓦播放的影片中，蔡英文一開始即表明，「我是台灣總統蔡英文」，她說，這個星期來自世

界各地的代表團，將在日內瓦討論如何強化全球衛生安全。但全球性的挑戰需要全球通力合作，要建立一

個真正的世界衛生體系，必須將台灣包含在內。 

蔡英文強調，台灣有能力、有資源，也已經在國內外各地盡我們的一份力量，讓世界成為更健康的地方。

台灣 2300 萬人民享有全世界最優質的全民健保制度之一，許多醫療專業人員離鄉背井到海外服務，與世界

各國分享專業。 

蔡英文表示，我們非常願意貢獻更多心力來因應全球健康挑戰。遺憾的是，台灣今年也未獲邀參加世界衛

生大會，她說，排除我們是很不當的，世界衛生體系不該被單一國家的政治意圖所牽制。 

不過她也說，儘管如此，我們仍會為全球衛生安全貢獻心力，感謝今年眾多國際友人與醫療組織、以及海

外僑團給我們的支持。「普世健康」是個強有力的概念，但唯有我們一起努力，才能付諸實現，如果你也

支持這個理念，請盡你所能的為台灣發聲，因為 Taiwan Can Help!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b5/tag/%E8%87%BA%E7%81%A3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520/3394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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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婚專法三讀蘇貞昌：恭喜大家都可以結婚了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517/3389043/ 

同婚專法今(17)日三讀通過同婚專法，昨天還嚴肅對黨籍立委，懇求支持政院版同婚專法的行政院長蘇貞昌，

今天在 IG 上發文表示，「恭喜大家都可以結婚了！」，不過他也以結婚 45 年的經驗警告說，「結婚不是

開玩笑」，要大家好好珍惜維繫婚姻。 

蘇貞昌在 IG 上貼出與夫人的合照，兩人笑的十分含蓄，他寫道，「恭喜大家都可以結婚了！」，不過他也

說，「結婚不是開玩笑」，還以身為一個結婚 45 年的人給的忠告，要大家好好珍惜維繫婚姻。 

另外他也同步在臉書發文，他表示，自己要感謝民進黨團的立委，堅持團結到最後一刻，有多位跨越黨派

的立法委員攜手支持，讓法案終能順利通過，也要感謝各方的努力與體諒，讓我們的社會向前一步，讓相

愛的人可以結婚，也讓世界看到台灣是一個願意互相包容、彼此友善的國家。 

蘇貞昌強調，政治的重點不是讓多少人崩潰，而是讓多少人幸福。國人同胞，無論你是支持或反對這一部

法案，這都不是哪一方的勝利或失敗，唯有尊重、包容跟自己不同的人，社會才會更好，台灣也才會更好。 

WHA 今開幕 台灣參與議題上演 2 對 2 辯論 

https://tw.news.yahoo.com/wha 今開幕-台灣參與議題上演 2 對 2 辯論-160000407.html 

2019 年 5 月 20 日 世界衛生大會（WHA）今天開幕，台灣參與世衛議題將上演「二對二辯論」，預計將有

四位友邦接力為台灣發言，批評中國政治操作全球健康議題。 

第七十二屆 WHA 今天上午九時卅分開幕，將先選舉大會主席和各主要委員會主席，接著進行總務委員會

閉門會議，會中將就友邦提案邀請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 WHA 是否納入議程進行討論。今天將在總務委

員會閉門會議，發動第一次「二對二辯論」，支持台灣及中國各有兩國部長發言。 

Google 終止華為服務 台 20 萬手機用戶心慌 
https://tw.news.yahoo.com/google 終止華為服務-台 20 萬手機用戶心慌-141754045.html 

美國下令封殺華為，Google 今天開了第一槍，宣布終止跟華為合作，未來的新手機不再提供 Goolge 服務，

舊手機不再提供軟體更新，也就是華為手機用戶將來可能無法用 Google 地圖、不能看 YouTube。川普今天

得意洋洋的說，「他們快被關稅打死，中國快不行了！」 

主播：「Google 已經停止，與華為的部分業務。」 

Google 宣布終止和華為合作，這恐怕是近期美中貿易戰發展中，最令產業界震驚的震撼彈，由於川普下令

禁止華為向美國廠商採購商品或技術，讓眾家科技大廠不得不應變，Google 停止合作意味著華為手機將不

能再存取安卓系統的更新。 

旁白：「之後新推出的華為手機，也將不能使用廣受歡迎的 Google 服務，包括 Google Play Store、G-Mail

和 YouTube。」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517/3389043/
https://tw.news.yahoo.com/wha%E4%BB%8A%E9%96%8B%E5%B9%95-%E5%8F%B0%E7%81%A3%E5%8F%83%E8%88%87%E8%AD%B0%E9%A1%8C%E4%B8%8A%E6%BC%942%E5%B0%8D2%E8%BE%AF%E8%AB%96-16000040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google%E7%B5%82%E6%AD%A2%E8%8F%AF%E7%82%BA%E6%9C%8D%E5%8B%99-%E5%8F%B020%E8%90%AC%E6%89%8B%E6%A9%9F%E7%94%A8%E6%88%B6%E5%BF%83%E6%85%8C-1417540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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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將不再對華為手機提供作業系統更新，未來的新手機也不能再搭載 Google Maps、YouTube、G－mail、

Google Drive 等主要服務，台灣 20 萬華為手機用戶也很擔心。Google 開了第一槍，根據彭博社報導其他大

廠如英特爾，高通都有可能跟進。 

旁白：「華為產品的供應商可能承受巨大衝擊，華為有 33 間的主要供應商包括英特爾和高通，去年這些公

司透過華為賺了 110 億美元。」 

美國的禁令打亂了華為供應鏈，創辦人任正非也強硬回擊。 

旁白：「沒有美國的晶片也沒問題，這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週六向日本媒體表達的訊息。」 

華為遭全面封鎖，最滿意的莫過於川普了。 

美國總統川普：「自從我當總統開始，美國進帳了 10 兆美元財富，大陸則失去了 10 兆美元。」 

川普說他對大陸提出的貿易協議條件不滿意。 

美國總統川普：「但我告訴他們(中國大陸)，這不可能會是五五分均等的協議，因為你們領先那麼多，從之

前某一任總統讓你們僥倖矇騙過去，總之這絕不會是對等的協議。」 

川普強調「他們快被關稅打死了，中國快不行了」，因為在高關稅的情況下，會有越來越多廠商離開中國。 

誰當總統對台經濟好？郭蔡 PK 結果… 
https://tw.news.yahoo.com/誰當總統對台經濟好-郭蔡 pk 結果-092512033.html 

台灣首富，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宣布投入國民黨內總統初選，

力拼代表國民黨角逐 2020 大選，對於經濟選民而言，或多

或少期待認為若郭台銘當選可讓台灣經濟呈現不同一面。另

外，近來總統蔡英文也主打經濟牌，宣傳減稅及台商回台投

資超過 2500 億元等，究竟誰當總統對台灣的經濟比較好?有

臉書社團開啟票選活動，結果滿令人意外。 

有超過 56 萬按讚的臉書社團「讚新聞」發起「你認為誰當

總統對台灣的經濟比較好? (請告訴我們為什麼)」票選活動，選項只有兩個，其一是總統蔡英文，另一個則

是鴻海董事長郭台銘，投票時間長達六天，不過，過才經 7 小時已經逾 2.6 萬人投票，認為蔡英文總統對台

灣的經濟比較好有 65%的支持，認為郭台銘總統對台灣的經濟比較好居劣勢得到 35%認同。 

對此，有網友力挺蔡英文表示，能捍衛台灣主權的網友留言，「沒有自由民主，根本不用談經濟。」、「蔡

總統選舉無花俏宣傳，認真做事，無誇張口號，對於未來展望也有踏實的規畫性」、「當總統要做好總統

該做的事（主權，自由，經濟，國防）這才是總統該做的。」，至於力挺郭台銘的網友則留言「希望蔡不

要再連任了，換人作改變一下唄」、「支持有國際視野的經濟人，郭台銘！」、「很簡單 商人注重成交 所

以經濟會好！」，但也有兩人都不挺或只挺韓國瑜的韓粉留言「都不投」、「這倆位都不好，支持韓國瑜。」、

「有韓就投」。 

https://tw.news.yahoo.com/%E8%AA%B0%E7%95%B6%E7%B8%BD%E7%B5%B1%E5%B0%8D%E5%8F%B0%E7%B6%93%E6%BF%9F%E5%A5%BD-%E9%83%AD%E8%94%A1pk%E7%B5%90%E6%9E%9C-0925120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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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食業攻素食市場？德麥當勞首賣無肉漢堡素菜單研擬中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514/3381515/ 

速食餐廳也要賣素食了？隨著素食越來越風行，美國許多大型速食連鎖餐廳決定加入素食戰局，包括麥當

勞在內，未來有可能販售。就算有素食朋友同行，聚餐去素食餐廳也不擔心。 

據《商業內幕》報導，由於植物性肉類替代品成為主流，連鎖速食店正在菜單中添加素食商品。包括 Del 

Taco 、漢堡王和紅羅賓等連鎖店與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s 食品公司合作，準備在美國推出無肉

食品。而麥當勞和 Chick-fil-A 正在探索純素菜單項目， Chick-fil-A 在研究和開發階段，麥當勞而已部分

販售無肉漢堡。 

麥當勞執行長 Steve Easterbrook 表示，過去麥當勞擔心複雜性而避免添加無肉漢堡。然而隨著壓力升高，

有些專家想知道該連鎖店是否可能改變態度。 

Kalinowski 股票研究中心執行長 Mark Kalinowski 表示，麥當勞在美國推出無肉商品是遲早的事。「雖然不

知道是從現在起 10 週或從現在起 20 年後，但麥當勞並不愚蠢，他們擁有大量資源。」 

麥當勞最近在德國推出無肉的「 Big Vegan TS」，與雀巢公司合作製作以植物為主的漢堡。由於飲食選擇

無肉的需求上升，此外最近南澳大利亞的素漢堡也在測試階段。 

麥當勞表示，「市場決定對消費者最好的商品，在德國推出的 Big Vegan TS 就是一例」。 

Beyond Meat 和 Impossible Foods 食品公司的管理高層都表示，速食業的的擴張還沒結束，將來會在市場上

看到越來越多優秀產品。 

一支塑膠吸管天價 20 萬！超過 4 萬人求麥當勞「恢復吸管」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429/3351541/ 

不只台灣的麥當勞宣佈停止提供塑膠吸管，就連英國和愛爾蘭的麥當勞也已全面採用紙吸管。然而，卻有

顧客想開環保倒車，請願要求麥當勞恢復塑膠吸管，指稱紙吸管會被飲料溶解，口感很怪，目前超過 4 萬
人連署要求恢復塑膠吸管。而在 eBay 網站上可以看到，一些厚顏無恥的賣家很快就看到了特殊的商機，

他們把商品名稱為「超罕見的麥當勞塑膠吸管」，同時宣傳吸管的價值為「值回票價的 5000 英鎊」，相

當約新台幣 20 萬元。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麥當勞的塑膠吸管以 5000 英鎊的價格出現在 eBay 上，

大肆宣揚這吸管的「可投資性」，如果購買還能夠免運費，而其他的賣家也紛紛仿效，開始大賣塑膠吸管。

商品的描述則寫道，「未流通的全新麥當勞吸管很快就會成為傳奇的東西，想像你比 50 年之後，告訴你

的孫子們你是如何得到麥當勞的塑料吸管，他們會像上帝一樣崇拜你！」，不過該產品已經在 eBay 下架。

麥當勞在全球推出禁用塑膠吸管的政策，在英國和愛爾蘭則是改用「紙吸管」，但許多消費者仍不買帳，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514/3381515/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429/335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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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紛抱怨「在吸飲料的時候，紙吸管會坍塌」、「走路搖晃飲料的過程中，吸管溶解了！」甚至有一些激

進的客戶建議抵制麥當勞，直到恢復塑膠吸管為止。也有客戶創建了一份請願書，要求麥當勞帶回塑料吸

管，該吸管已收到超過 40000 個簽名。而在台灣，麥當勞改成「冷飲直接喝」，提供新造型的杯蓋，不需

要吸管直接拿起來喝。 

快更新！WhatsApp 認遭駭客入侵語音通話恐受監控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514/3380813/ 

根據《時代雜誌》報導， Whatsapp 公司稱遭駭客軟體透過 WhatsApp 的語音通話感染多個手機。英國金

融時報直指駭客來自以色列的 NSO 集團公司， WhatsApp 發言人對此表示，不會駁斥任何報導。 

臉書子公司發言人表示， 5 月初時就發現，這個惡意軟體能夠透過語音通話功能的未接來電駭進手機。目

前受到駭客入侵的受害者人數不明，粗估至少數十人。 

網路監控機構 Citizen Lab 研究員 John Scott-Railton 認為，此次駭客事件「是非常可怕的漏洞」。 

臉書子公司發言人表示，擁有超過 15 億用戶的 WhatsApp 立即聯繫 Citizen Lab 和人權團體，迅速解決這

個問題並推出補救。他說， WhatsApp 還向美國執法單位提供資訊，協助進行調查。 

這個漏洞被發現時，「團隊正在為語音通話增加安全性」，工程師發現那些被駭客入侵的對象「可能會接

到來自不熟悉號碼的一兩通電話。在撥打的過程中，程式碼就被傳送了」。「我們對濫用此類功能深感擔

憂」 WhatsApp 在聲明中表示。這警示大眾以色列公司的惡意軟體問題，這軟體可以劫持智能手機、控制

相機，讓手機幾乎成為了僅有口袋大小的監控設備。 

NSO 的間諜軟體一再被發現用於駭入記者、律師、人權維護者和不同立場者。值得注意的是，間諜軟體與

沙烏地阿拉伯記者 Jamal Khashoggi 的恐怖謀殺有關，他去年在伊斯坦堡的沙烏地阿拉伯領事館被肢解，而

屍身至今未被找出。 

據稱，一些受到間諜軟體攻擊的目標，包括 Khashoggi 的密友和幾位墨西哥公民社會人士，目前在以色列

法院起訴 NSO 的駭客行為。 

駭客入侵的其中一個對象是英國人權律師，他向美聯社表示「發現漏洞特別令人不安」。過去的幾個月裡

他收到過幾通可疑的未接來電，最近的一次在周日，也就是 WhatsApp 向用戶發布更新漏洞的幾小時前。 

打手機打無人機 美：中製無人機有竊密之嫌 
https://tw.news.yahoo.com/打手機打無人機-美-中製無人機有竊密之嫌-022904776.html 

美國國土安全部警告，中國生產的無人機，可能會蒐集情資，傳回製造廠，然後交給當局，國土安全部警

告美國業者，這些無人機會成為商業機密維護的漏洞。（夏明珠報導） 

無人飛機的用途愈來愈廣泛，美國商務部的警告，沒有點名特定的廠家，不過美國和加拿大的無人機，接

近八成都是深圳的大疆製造。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514/3380813/
https://tw.news.yahoo.com/%E6%89%93%E6%89%8B%E6%A9%9F%E6%89%93%E7%84%A1%E4%BA%BA%E6%A9%9F-%E7%BE%8E-%E4%B8%AD%E8%A3%BD%E7%84%A1%E4%BA%BA%E6%A9%9F%E6%9C%89%E7%AB%8A%E5%AF%86%E4%B9%8B%E5%AB%8C-0229047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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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商務部的警告說，美國必須嚴格提防任何有可能導致美國情資落入集權國家手中，使美國成為迫害幫

凶的科技產品。 

美中兩國正在打貿易戰，華為成為川普政府第一個撲殺的中國標竿企業，川普以國家安全的理由，禁止美

國企業使用華為生產的設備，也禁止美國業者出售科技產品給華為。 

現在大陸製造的無人飛機，可能也會步上華為後塵，這不是美國第一次質疑大陸製造的無人機，可能危害

美國國家安全，美國陸軍 2017 年就指控大疆把它蒐集到的美國政府情資，與中國政府分享，美國陸軍因此

把大疆列入拒絕往來黑名單。 

同樣在 2017 年，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一個僅供內部參考的檔案， 

指出大疆涉嫌選擇性的對美行銷，專挑有助於蒐集到重要情資的美國政府單位以及民間企業做生意。美國

商務部警告業者，在向大陸採購無人機，以及使用大陸製造的無人機時，要格外警覺。 

中國竊取技術 6 大招曝光！美報告：多數獲得北京支持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82107 

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6 日公布最新報告，指中國企業透過直接投資、風險投資、合資、許

可證審查、網路間諜和人才招募等 6 種方式，並在許多情況下獲得中國政府支持，獲取美國的尖端技術和

知識產權，促進中國戰略性產業的技術轉型。報告還建議美國國會應該思考如何改善相關政策法規。 

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員會 6 日發表的最新報告「中國企業如何促進從美國轉移技術」（How Chinese 

Companies Facilitate Tech Transfer from the US），中國政府指示企業以直接投資、創投方式收購美國企業和資

產，藉此獲取美國尖端技術和知識產權。 

另外，在中國，許可證審查過程不透明，中國政府要求企業披露在其他市場通常不需要的敏感訊息，而且

中國政府機構經常任意銷毀在審查過程中企業提供的資訊，所以即使在授權過後，企業的知識產權也可能

被公開共享。 

文中指出，中國駭客透過隱密網路入侵具有商業價值的美國企業，竊取知識產權、商業機密、技術數據、

談判立場和敏感的內部通訊等資訊，並提供給指定的中國公司使用。中國政府還透過政府項目來招募海外

華人、戰略領域專家和企業家赴中國任教和工作，也利用和美國政府合作的學術關係，在美國建立研究機

構，並派遣專家到美國獲取尖端研究和設備，而不披露該組織或個人與中國政府的聯繫。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78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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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與哥斯大黎加邊界發生規模 6.1 地震 至少 5 人受傷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513/1565663/ 

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指出，巴拿馬與哥斯大

黎加交界周日下午發生規模 6.1 淺層地震。最新

消息指出，巴拿馬有 4 棟房屋受損，至少 5 人受

傷。 
 
根據 USGS 初步報告，地震規模 6.2，震央位於巴

拿馬西部靠近與哥斯大黎加接壤邊境，距聖克魯

斯（Santa Cruz）5 公里，震源深度 37 公里。但

USGS 後將規模下修至 6.1，並將震央修正為哥斯

大黎加卡諾阿斯（Canoas）北方 8 公里，震源深

度 19 公里。 
 
巴拿馬國家民防系統（National Civil Protection System）表示，地震導致 5 人受傷、4 棟房屋倒塌或受損。 
 
巴拿馬總統瓦雷拉（Juan Carlos Varela）稍早透過推特表示，一些房屋和商店在地震中遭到破壞，阿穆埃耶

斯港（Puerto Armuelles）有 1 位婦女因住家天花板塌陷而受傷。 
 
阿穆埃耶斯港位於此次地震震央附近，當地警方發言人表示，一些建築物受損，但目前沒有傳出人員死亡。

哥斯大黎加卡諾阿斯緊急服務部門指出，目前尚未收到災損及人員傷亡的報告。 
 

拯救受傷樹懶！ 哥斯大黎加辦樹懶收容中心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19420I07M1 

還記得迪士尼動畫電影動物方程市裡，講話慢吞吞、

動作也慢吞吞的樹懶快俠嗎？哥斯大黎加有一座樹

懶收容中心，專門照顧受傷的樹懶，幫助牠們早日回

到自然棲地。 

這裡是哥斯大黎加的樹懶庇護中心，成立宗旨是為了

拯救受傷的樹懶，等牠們復原後再野放。他們也致力

於研究，希望揭開樹懶的神秘面紗。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513/1565663/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19420I07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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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護中心目前收容了 214 隻樹懶，其中有 16 隻是小寶寶。自從 1992

年創立以來，他們拯救後重新野放的樹懶已經有 152 隻。而有重大

傷殘的樹懶則會永久收留。 

樹懶庇護中心創辦人艾薇艾蘿尤說：「這位是史黛西她是被消防隊

送過來的，她被高壓電線灼傷我們會永久收留。」 

數一數他們有幾根腳趾頭呢？原來樹懶依照腳趾數目，可以分成二

趾和三趾兩類。不過一般人對樹懶的認識，大概是來自卡通片。 

樹懶的動作慢，但代謝更慢，今天吃的食物可能 30 天後才會完全消化吸收。 

艾薇艾蘿尤表示：「我愛樹懶我的願望和夢想是，揭開樹懶的神秘面紗讓大家認識牠們，欣賞牠們愛牠們

這個夢想正在成真。」 

看看那療癒的笑容，是不是很值得我們走一趟動物園，認識認識神秘又可愛的牠們呢？ 

古代樹懶體型超級大！高 200 公分、重 3600 公斤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18428I09M1 

英國古生物學家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出土樹懶化石足跡，距今大

約 11000 年，與我們現在所見的樹懶相比，古時候的樹懶體型長得

極大，身高超過 200 公分，重 8000 磅，約合 3600 多公斤，和殺人

鯨差不多重。 

說了您可能不信，畫中這隻巨型樹懶，有可能就是 11000 年前，樹

懶的真實模樣。看過電影《動物方程式》的人，應該都對毛毛動

物樹懶講話超慢的爆笑片段印象深刻。最近有學者在新墨西哥州

的白沙國家公園，發現了樹懶的遺跡化石。 

學者班尼特：「由我們第一批發現的證據顯示，這些超級大的野獸，有可能曾被人類攻擊。」 

英國學者班尼特的團隊，近日發現巨無霸樹懶的足跡化石，而依偎在化石旁邊的，正好是人類的腳印，從

這些雜亂的足印中，學者推理出一個驚人的事實。 

學者班尼特：「我們從足跡得到的線索顯示，人類當時正在跟蹤樹懶，這是化石提供的線索，從這些化石

看來，樹懶還受到人類的驚嚇。」 

學者表示，發現被人類跟蹤，即將成盤中飧的樹懶，為了求生，與人類展開角力對抗。不過，跟現代無限

萌的樹懶相比，古時候的樹懶堪稱超級巨獸，高超過 230 公分、重達 8000 磅。學者認為，由於白沙國家公

園附近的土地，在 1 萬年前富含鹼，附近也有許多湖泊，因此吸引不少巨型動物，包括古毛象、古貓、北

美駱駝，和樹懶在內的龐然大物。 

https://www.ftvnews.com.tw/news/detail/2018428I09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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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堵遭駭客發動攻擊！微軟罕見緊急釋出舊版 XP、Windows 7 安全
補丁 

https://3c.ltn.com.tw/news/36766 

現在仍然還在使用微軟舊版作業系統 Windows XP、Windows 7 的電腦用戶們，要特別注意了！微軟近日已

發出漏洞警告提醒，並罕見地主動針對已停止支援的 Windows XP 系統，提供安全補丁的程式檔下載。除

了 Windows XP 外，此次可能受到最新發現漏洞影響的系統版本，還包括有：Windows 7、Winodws Server 

2003、Windows Server 2008 與 2008 R2。 

微軟於本週二（5/14）在官網部落格發文表示，此次緊急釋出的安全補丁更新，主要是因為這些舊版系統所

採用的遠端桌面服務的一個關鍵執行代碼，近期發現到存有安全性漏洞，該漏洞將可讓任何的惡意軟體藉

此繞過使用者的身份驗證，進而讓駭客利用該漏洞從遠端發動一波大規模的惡意軟體攻擊。為避免類似像 

2017 年 WannaCry 勒索病毒疫情，造成全球逾 150 國、逾 20 萬台電腦受感染的事件再發生，因此微軟緊

急主動釋出安全補丁，已讓用戶們獲得最齊備的防護。 

微軟並強調，到目前為止，尚未發現該漏洞已遭駭客入侵發動惡意攻擊的跡象，並建議仍使用 Windows XP、

Windows 7、Winodws Server 2003、Windows Server 2008 與 2008 R2 系統版本的用戶們，近期務必盡快更新。

至於使用 Windows 8、Windows 10 系統的電腦用戶們，則不受此次漏洞的影響。 

針對此次最新釋出的安全補丁部分，Windows XP 用戶可透過微軟官網釋出的補丁檔案，手動更新下載；點

選網址前往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4500705 。 

另，若使用 Windows 7 Windows Server 2008 R2 和Windows Server 2008 的用戶，則可透過啟用 Windows Update 

檢查更新釋出的安裝檔案，直接進行下載。 

微軟 Windows 7 明年 1月終止服務！不想升級 Windows 10 可以這麼做 
https://3c.ltn.com.tw/news/35876 

問世已有 10 年的微軟 Windows 7 系統，將於明年 2020 年

1 月正式走入歷史。目前還在使用 Windows 7 的用戶，仍

可享有微軟官方提供的安全性更新補丁；不過，到了明年

的 2020 年 1 月 14 日，微軟將正式終止對 Windows 7 所

有的技術支援。對於已習慣使用 Windows 7 的用戶們來

說，屆時，就只能選擇升級改用 微軟 Windows 10 系統。 

不過，要是仍堅持非用 Windows 7 不可的話，其實，還是

https://3c.ltn.com.tw/news/36766
https://blogs.technet.microsoft.com/msrc/2019/05/14/prevent-a-worm-by-updating-remote-desktop-services-cve-2019-0708/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4500705
https://3c.ltn.com.tw/news/35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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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透過微軟提供企業版、教育版的「延伸安全付費」方案，就可再享有最多 3 年的使用時限，也是另一

種折衷的方式。不過，為了之後想繼續使用 Windows 7，到底要付出多少代價？值不值得花這筆錢？近日

外媒釋出微軟提供的「延伸安全付費」的訂價方案。提供想在未來三年繼續使用 Windows 7 的用戶們，作

為參考。 

據外媒 Zdnet 報導指出，微軟 Windows 7 提供給企業版、教育版的「延伸安全付費」項目（Extended Secuity 
Updates，簡稱為 ESUs），此為額外附加項目，主要是依據使用者裝置設備的數量進行收費。根據外媒從微

軟經銷商取得的資訊，若要繼續使用 Windows 7 系統，第 1 年的「延伸安全付費」，也就是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2021 年 1 月 21 日，每台裝置設備需支付 25 元美金（約合台幣 780 元）； 第 2 年，每台裝置設備

需支付 50 元美金（約合台幣 1,560 元）； 第 3 年，每台裝置設備需支付 100 元美金約合台幣 3,100 元）。 

同性婚姻法制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同性婚姻法制化 

同性婚姻法制化是探討各國對於同性婚姻給予的保障。目前全球 25 個國家全國同婚法制化，荷蘭（2001

年）比利時（2003 年），西班牙（2005 年），加拿大（2005 年），南非（2006 年），挪威（2009 年），瑞

典（2009 年），葡萄牙（2010 年），冰島（2010 年），阿根廷（2010 年），丹麥（2012 年），巴西（2013

年），法國（2013 年），烏拉圭（2013 年），紐西蘭（2013 年），英國（2014 年），盧森堡（2015 年），

美國（2015 年），愛爾蘭（2015 年），哥倫比亞（2016 年），芬蘭（2017 年），馬耳他（2017 年），德國

（2017 年），澳大利亞（2017 年）和奧地利（2019 年），台灣（2019 年）。  

另外兩個國家部分地區合法英國及墨西哥。及哥斯大黎加則是等待合法生效日。  

哥斯大黎加 

在 2013 年 7 月，哥斯大黎加國會在審查有關青年社會服務與婚姻法令的「青年法」時，因保守派議員未仔

細閱讀法案細項，竟意外通過了包括可以讓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條文。這項發生錯誤而意外通過的法案，在

排除允許同性締結婚姻的條文後，其修正版由當時的總統蘿拉·欽奇利亞（Laura Chinchilla）正式簽署生效。

此項法案的最終修正版雖然防止了同性婚姻的執行，但從 2013 年起，以同性伴侶為家戶長的家庭開始享有

經濟及財產權的部份保障。 

哥斯大黎加政府於 2016 年 5 月向位於該國首都聖荷西的美洲人權法院提出有關同性婚姻的法律諮詢。2018

年 1 月 9 日美洲人權法院公布了具法律效力的裁決，哥斯大黎加政府宣布將完成同性婚姻法制化。 

2018 年 8 月 8 日哥斯大黎加憲法法院判決家庭法未保障哥斯大黎加同性婚姻違憲，從憲法法院裁決書於同

年 11 月 26 日發布於司法公報起，給予 18 個月時間法制化。若逾期，2020 年 5 月 26 日同性婚姻將自動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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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選好油 橄欖油知多少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90162 

近年來隨著健康意識提升，落實正確的營養觀念，已是許多民眾關注的議題。然而，網路知識的普及加上

食安問題屢見不鮮，如何選好油？食好油？更成為消費者心裡的疑慮。 

談及烹調用油，多數人優先聯想到橄欖油，以下介紹幾個在臨床營養工作上常見對橄欖油的迷思與誤解。 

◎迷思 1：橄欖油哪裡好？真的有比豬油好嗎？ 

飲食當中油脂的種類依照結構不同分為：飽和脂肪、單元不飽和脂肪以及多元不飽和脂肪。而每 100 公克

橄欖油單元不飽和脂肪比例較高，膽固醇為 0 公克；在人體營養代謝上，可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好

的膽固醇）及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壞的膽固醇），達到抗發炎及預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相較之下，每 100 公克豬油則含飽和脂肪 39.6 公克，且每 100 公克含有 111 毫克膽固醇（根據衛生福利部

食品成分資料庫）；因此，橄欖油的確比豬油好。 

◎迷思 2：一定要選初榨橄欖油嗎？ 

根據歐盟農業與農村發展委員會指出，「酸價」和「過氧化物」兩者為評定油脂等級與特性的指標。 

酸價為油脂中較不安定的游離脂肪酸，過氧化物則是指油脂接觸空氣因氧化作用所產生的物質。因此，當

酸價越高，代表油脂越容易氧化與酸敗，產生的過氧化物含量也增加，加速油品的變質。 

油品等級不同，也依照其酸價及過氧化物的標準值不同而定；因此，選用特級初榨橄欖油，主要為橄欖多

酚之抗氧化含量較一般橄欖油高。 

◎迷思 3：橄欖油真的只能涼拌嗎？ 

烹調溫度是參考所使用烹調用油的發煙點，而初榨橄欖油發煙點約在 185-204℃。 

根據國際橄欖協會指出，橄欖油發煙點高於一般油炸溫度（180℃），因此在高溫加熱時，品質依然穩定，

但考量成本及油品使用量，營養師仍建議一般家庭烹調以小火煎炒或水炒蔬菜等方式使用橄欖油，較為經

濟實惠；所以橄欖油不是只能涼拌。 

防曬 3 原則 夏日豔陽我不怕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89482 

天氣轉趨炎熱，門診來了多位曬傷的病患，有的只是輕微紅腫熱癢，有的局部起水泡。由於日曬也與皮膚

癌有關，提醒民眾暴露在陽光下的皮膚要防曬，勤擦、擦對防曬品，防曬不只是為了愛美，也是為了防癌。

導致曬傷主要是紫外線，可分為 UVA（波長 320-400nm）、UVB（波長 280-320nm）和 UVC（波長 100-280nm）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90162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28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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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種。UVA 能深入皮膚的真皮層和加速皮膚的老化，UVB 就會令皮膚紅腫和提早老化，在臭氧層的保護下，

UVC 並不能到達地球表面。 

◎坊間防曬用品的主要成分，大致上可分為兩大類： 

●化學性：能夠吸收紫外線的能量，其化學成分吸收紫外線，將其轉化為熱能釋放出來，從而減少對皮膚

的損傷。其特點是比較細膩、好吸收。 

●物理性：能夠反射 UVA 和 UVB。防曬劑較為厚重、油膩，塗在臉上像「京劇臉譜」。優點是安全、致

敏性低，孕婦、嬰幼兒也可以使用。 

一般而言，曬傷的症狀大部分是暴露於陽光 6-12 小時後，皮膚發紅及發熱，進而引起皮膚癢。如果紫外線

傷及真皮層，甚至會出現水泡。曝曬 24 小時之後，皮膚開始反黑及脫皮。 

◎台灣皮膚科醫學會出版的 UV 防護教戰手冊建議「防曬三原則」： 

1 要：要避開正午日曬 

●要：避免正午時的日曬。此時日光近乎直射，紫外線最強，盡量避免外出。UVA 是不分冬天、陰天，皆

可穿透玻璃對皮膚造成慢性與深層的傷害，所以在透光的室內環境，務必隨時做好防曬準備。 

2 擦：塗擦足量防曬品 

●擦：塗擦足量的防曬產品。選擇防曬產品時，一定要選同時含有對 UVA 和 UVB 防護作用的成分。每次

臉部至少需要擦到 1CC 的量（約 4 顆黃豆），室內活動約 3-4 小時、室外工作或戶外活動約 2 小時補擦一

次。 

從事水上活動或游泳的人，應使用抗水性防曬品。雪地、沙灘、登山活動或需頻繁搭機的乘客，也需提高

防曬品的使用頻率及係數。 

3 遮：撐傘戴帽穿長袖 

●遮：適時撐傘、戴帽與著長袖衣服（有標示抗紫外線材質），戶外行進間盡量找遮蔽物，更能加強抵禦

紫外線對皮膚的傷害。眼睛也需有太陽眼鏡保護，建議鏡片也要能防紫外線，顏色可以挑選棕色、紅色或

黃色，效果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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