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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動態 
一．  八月初理監事將開會討論有關中秋節之活動及細節。 

 

 

 

 

 

台灣協會 2019 年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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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7,200.00  

美金 $43.00  

2019/6/15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9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9/6/15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2019/6/15 皇朝 5,000.00      

2019/6/15 鄉訊列印   26,000.00    

2019/6/18 #535 銀行定存 到期 440,000.00      

2019/6/18 #535 銀行定存 利息 30,765.00      

2019/6/23 請杜秘書吃飯   14,65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643,765.00  213,650.00  430,115.00  

   本月哥幣合計 1,487,315.00  

   本月美金結餘 $43.00  

     
定存帳 

日期 摘要 金額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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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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瑜靠中國大陸？美權威期刊：疑中共宣傳部協助選舉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627/3467368/ 

 

高雄市長韓國瑜在去年「九合一大選」的時候，以親民的口號讓高雄市政府「由綠地轉藍天」。但近日美

國的《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期刊專文指出，背後有極大的可能是來自北京政府專業策畫，操縱網

路群體和社交媒體，藉此來插手台灣的選舉。 

內文指出，文章一開頭先簡介去年 1124 選舉，以及韓國瑜如何從一個國民黨的邊緣人（ outsider ），到

選贏這個普遍被認為不可能選贏的城市。 

韓國瑜的競選口號常被拿來跟美國總統川普比較，像是承諾要高雄發大財，而發大財的所有方式都跟中國

大陸相關，例如賣東西到對岸。與川普不同的地方在於，韓國瑜是從一個政治上的邊緣人，短時間內迅速

崛起，過程當，電視媒體居功厥偉，此外，作者認為網路及社群媒體也扮演重要的角色，最後使得代表國

民黨參選的韓國瑜大勝，高雄「由綠地變藍天」。 

▲高雄市長韓國瑜在去年「九合一大選」的時候，以親民的口號讓高雄市政府「由綠地轉藍天」。（圖／

翻攝自 Foreign Policy ）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627/3467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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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只靠一句口號，是無法造成如此龐大的影響力的，內文指，臉書在台灣社交媒體中是擁有主導地位，台

灣 2300 萬人中有大約 1900 萬人擁有臉書帳號。而韓國瑜在臉書的官方帳號經營相當成功，而有一個「韓

國瑜粉絲後援團 必勝！撐起一片藍天」在 2018 年 4 月 1 0 日、韓國瑜宣佈參選一天後成立，是最大的

非官方韓粉社群網站。這個粉絲專頁透過發佈韓的講話內容、大量網路宣傳，製造假訊息攻擊陳其邁、民

進黨政府以及批評韓國瑜的人，藉此拉抬韓國瑜聲勢。 

▲「韓國瑜粉絲後援團 必勝！撐起一片藍天」這個粉絲專頁透過發佈講話內容、大量網路宣傳，並製造假

訊息攻擊陳其邁、民進黨政府以及批評韓國瑜的人，藉此拉抬韓國瑜聲勢。（圖／翻攝自 Foreign Policy ）  

作者發現這個粉專頁的管理者當中有好幾位，資料可以在 LinkedIn 找到（LinkedIn 中文名稱是領英公司，

它主要是商業人士在使用的社群媒體），他們是中國大陸騰訊員工且畢業自北大，習慣使用簡體中文而非

台灣的繁體中文。這一整個集團的人有許多人使用同一張照片，經歷類似，合理推測這些帳號可能不一定

是真實人物。中正大學助理教授林穎佑認為，中國大陸網軍與中共解放軍戰略支援部隊有關。如果分析正

確，這將是中國大陸網軍影響外國選舉的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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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粉絲團的管理員，都聲稱是中國大陸騰訊員工且畢業自北大，也都使用簡體中文而非台灣的繁體中

文。（圖／翻攝自 Foreign Policy ）  

而青年外交官劉仕傑更在臉書上分享對於這件事情的看法，他認為「中國大陸的資訊戰跟假新聞早已成為

主流外交界的重要議題，而台灣也在這波全球對抗假新聞戰役中成為學界的研究田野對象」。除了臉書外，

中國大陸利用許多團體、網頁、內容農場與平台，協助韓國瑜贏得勝選。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韓國瑜與這

個團體或其他團體勾結，韓國瑜對此一貫的回應是「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但感謝他們的支持」。 

畫虎畫皮難畫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畫虎只能畫外表，無法畫內在；認識一個人

只能看到他的外表，無法瞭解他的內心。 
陰陰沉沉，咬人三寸深。 平時從不罵人的人， 

一旦害起人來反而較嚴重。 
有人興燒酒，有人興豆腐。 有人喜歡喝酒，有人喜歡吃豆腐。 

表示每個人嗜好不同。 
雞仔腸，鳥仔肚。 心胸狹窄。 
狗不吠，撓狗嘴。 狗不叫時，好管閒事者，拿竹竿撓開狗嘴叫

牠吠。表示一個人很愛管閒事。 
扛轎不扛轎，管新娘放尿。 負責扛轎的人不去扛轎，反倒去管新娘放不

放尿的事。表示多管閒事。 
家己睏桌腳，煩惱別人厝漏。 自己連床都沒得睡了， 

還去煩惱別人的房子漏水。 
家己揹金斗甕，還替人看風

水。 
自己找不到好地方下葬，還去替別人看風水。

意謂自顧不暇還多管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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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與哥斯大黎加邊界 6.2 強震 兩棟房屋受損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3894673 

2019-06-26 21:54 美國地質調查所表示，巴拿馬和哥斯大黎加邊界今天發生規模 6.2 強震，震央附近傳出斷

電情況及兩棟房屋受損。當局也修正先前發出「重大災損」的警報內容。 

法新社報導，美國地質調查所（USGS）指出，這起地震震源深度從 10 公里更正為 26 公里，震央距離巴拿

馬最近的城鎮普羅格里索（Progreso）約 2 公里。地震規模也從 6.3 改為 6.2。 

哥斯大黎加南部的村民因擔心發生餘震，紛紛逃出屋外。哥國國家緊急委員會（National EmrgencyCommission）

主席索里士（Alexander Solis）表示，有 2 棟房屋因地震受損。 

哥斯大黎加總統阿瓦拉多（Carlos Alvarado）說，哥國西南部位於震央附近的幾個社區，都遇到斷電情形。 

事發當時並未立即傳出傷亡，地質調查所表示，「災情影響應該會相對侷限」。修正稍早所稱「過去具有

這種（重大災損）警報等級的災情，需要區域或國家級（單位）因應」的說法。 

地質調查所在官網上表示：「估計經濟損失不到巴拿馬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1%。」 

根據哥斯大黎加國家地震網（RSN），當地時間晚上 11 時 23 分發生地震，震央位在巴拿馬邊境城鎮阿爾

莫耶斯港（Puerto Armuelles）以東 11 公里處。 

根據初步報導，哥斯大黎加首都聖荷西（San Jose）中美洲國家許多地方都感受到搖晃，國家海嘯預警系統

並未顯示有發生海嘯的風險。 

同婚裁決後頭一遭 哥斯大黎加歡慶同志驕傲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25001 

數萬名哥斯大黎加人 23 日在首都聖荷西(San Jose)，歡慶同志驕

傲(gay pride)遊行。這是自從憲法法院承諾同性伴侶將從明年起

有權結婚以來，這個中美洲國家首度舉辦這樣的活動。 

哥斯大黎加憲法法院在去年 8 月表決讓同性婚姻合法化，並在

後來表示，這項裁決將於 2020 年 5 月生效，這將使哥斯大黎加

成為中美洲第一個承認這項權利的社會保守國家。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599/3894673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20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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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與一名女子結婚的妮莎．桑絲(Nisa Sanz)說，「10 年前約有 20 人因此受到羞辱，但如今我們有超

過 10 萬人為自己的身份和我們所達到的成就感到自豪。」 

同志婚姻合法化是 2018 年 5 月上台的哥斯大黎加總統奎沙達(Carlos Alvarado Quesada)的主要競選承諾，他也

參與了這項遊行。 

哥斯大黎加政府的性別多樣化社群事務代表沙拉薩(Luis Salazar)說，這是進步，但是，沒有比看到更多來自

這個社群的人，和親友一起走出來更有價值了。 

哥斯大黎加出台泡沫塑料禁令 將於兩年後正式執行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717/32000670.html 

 中新網 7 月 17 日電 據南美僑報網報導，近日，哥斯大黎加總統阿爾瓦拉多簽署了第 9703 號法律，該法

規禁止任何膨脹聚乙烯(即大眾熟知的泡沫塑料)包裝和容器的進口、買賣以及交付，將在 24 個月後開始正

式實行。 

  據報導，7 月 15 日，哥斯大黎加共和國總統卡洛斯 阿爾瓦拉多、環境與能源部長卡洛斯 曼努埃爾 羅

德里格斯，以及衛生部長丹尼爾 薩拉斯在國家文化中心共同簽署了「廢物綜合處理」法律修正案的執行命

令，宣布在全國範圍內禁止聚乙烯泡沫塑料的使用。 

  但在工業生產、家用電器包裝，以及避免產品受損且無其他可替代材料時，聚乙烯泡沫塑料的使用情

況可不受上述法律規定的限制。 

  哥斯大黎加環境和能源部長卡洛斯 曼努埃爾 羅德里格斯表示，這項禁令是國家「替代一次性塑料製

品」戰略計劃的一部分，符合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意味著哥斯大黎加向成為「脫碳」國家的目標再次

邁進。 

  「國際社會正引領我們走向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這種模式將允許我們更好地保護自然資源，造

福於所有人。」 卡洛斯說。 

  哥斯大黎加環境和能源部負責水資源管理和海洋事務的副部長阿伊戴埃 羅德里格斯表示，聚乙烯泡沫

的天然降解過程漫長，是河流和海洋的主要污染物之一，會對海龜、海洋魚類等野生動物造成傷害。 

  「想要應對氣候危機，保證沿海地區的生活質量，擁有清潔健康的河流與海洋至關重要。」阿伊戴埃

說。 

哥斯大黎加官員稱讚新中國成立 70 年來成就非凡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711/31930892.html 

新華社聖何塞 7 月 10 日電（記者范小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暨中哥建交 12 周年研討會 10

日在哥斯大黎加首都聖何塞舉行，哥外交與宗教事務部長本圖拉等政府官員稱讚新中國取得的非凡發展成

就，並表示將進一步推動哥中關係邁上新台階。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717/32000670.html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711/319308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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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圖拉在研討會上代表哥斯大黎加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表示祝賀。他說，中華人民共和

國自成立以來取得了極大成就，哥斯大黎加在 12 年前與中國建交是歷史性的正確選擇。近年來，中國的「一

帶一路」倡議讓拉美地區受益，哥斯大黎加願把握機遇，進一步加強哥中合作，促進雙邊關係更加緊密發

展。 

  哥斯大黎加前總統勞拉·欽奇利亞在致辭中說，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無可比擬，特別是在消除貧困方

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不斷提高，同時在各方面為世界做出貢獻。 

  中國駐哥斯大黎加大使湯恆在研討會上致辭說，中國使館同哥中友協舉辦此次研討會，是慶祝新中國

成立 70 周年和中哥建交 12 周年系列活動的開端。他表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取得了舉世

矚目的發展成就。哥斯大黎加是 21 世紀首個同中國建交的中美洲國家，中方願同哥方一道努力，推動中哥

戰略夥伴關係不斷邁上新台階。 

  哥政府高級官員、議會議員、法官、學者、兩國企業界代表和華僑華人代表等共 200 多人出席了當天

的研討會。 

  哥斯大黎加共和國位於中美洲南部，東臨加勒比海，西瀕太平洋。中國與哥斯大黎加於 2007 年 6 月 1

日建交。 

麥肯錫報告：世界各國愈來愈仰賴中國 但中國恰巧相反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930351 

麥肯錫顧問公司的 7 月報告指出，全球在經濟上已愈來愈仰賴中國，在此同時，中國愈來愈依賴國內的消

費者提振經濟成長。 

CNBC 報導，麥肯錫這份報告剛好發表在中國陷入與美國長達一年的關稅戰之際，這場戰爭甚至已波及到

科技和國安領域。經濟學家普遍預測關稅提高對中國經濟的衝擊將甚於美國，因為中國比美國更仰賴出口。 

不過，麥肯錫的報告卻發現，在 2015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的這 16 季期間，中國國內消費對經濟成長的貢

獻比率超過六成的共有 11 季。這代表著，中國經濟已經降低對以貿易為成長來源的仰賴。報告也發現，去

年中國淨出口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已為負值」。 

麥肯錫亞洲區董事長東比表示：「我想中國正在試圖做的一件事情是：建立一個更強健、更多元化的經濟。」 

麥肯錫在研究中國與世界在貿易、資本和科技上的連結度後發現，中國消費者對支撐中國成長愈來愈重要，

這代表中國製造商銷售給國內消費者的產品愈來愈多，銷售給全球者則減少。 

因此，根據麥肯錫，中國 2017 年出口占國內生產總額（GDP）的比率僅 9%，遠低於 2007 年的 17%，顯示

中國已變得更自主、對其他國家的曝險降低。 

錫報告表示：「中國對全球的曝險已相對下滑的原因，為其主要經濟成長動力已不再是貿易或投資，而是

國內消費。中國（對全球）曝險降低也反映了一項現實，即該國經濟相對於已開發國家仍然相對封閉。」 

https://udn.com/news/story/6811/3930351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97%9C%E7%A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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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報告指出，相較下，全球其他國家已變得更加仰賴中國，若非與中國交易更多產品、就是接受中國更

多投資。 

麥肯錫指出有三個族群的國家最仰賴中國： 

●南韓、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亞洲國家，因為這些國家在全球供應鏈上與中國緊密聯結。 

●澳洲、智利、哥斯大黎加、迦納和南非等資源豐富國，因為這些資源將出口至中國。 

●埃及、巴基斯坦等新興市場，因為這些國家在高度仰賴中國的投資。 

麥肯錫表示：「對中國仰賴程度不同的國家和產業，易受中國與世界關係改變衝擊的程度可能有高有低。

全球其他國家對中國的仰賴升高，反映了中國作為市場、供應商和投資人的重要性日益提高。」 

找到失散多年的兄弟了！神似青蛙克明的雨林玻璃蛙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65491 

傳說中的那隻青蛙 

沒錯，筆者說的就是「那隻青蛙」。如果想更專業一點，可以用青蛙克明

（Kermit the Frog）來稱呼牠。 

克明最早出自 1976 年英國製的喜劇布偶節目《大青蛙劇場》（The Muppet 

Show），現在則隸屬於迪士尼旗下。不只是《芝麻街》，在一系列兒童叢

書之中，克明也陪伴了許多國小朋友度過純真的童年時光。 

但，這隻穿梭在大街小巷的超人氣角色，和我們今天的主題有什麼關係？ 

 

雨林中的半透明存在 

2015 年，科學家在哥斯大黎加的塔拉曼卡山脈（Talamanca Mountains）

發現了一種玻璃蛙的新物種。和其它 13 種玻璃蛙不同，這個學名

叫 Hyalinobatrachium dianae 的小傢伙身體下側呈現半透明，可以直接觀

察到臟器。 

 
 

<- 玻璃蛙以其透明的身體特性來命名。 圖／Costa Rican Amphibian 

Research Center 

 

https://pansci.asia/archives/165491
https://cramphibian.com/2015/04/17/new-glass-frog-in-costa-rica/
https://cramphibian.com/2015/04/17/new-glass-frog-in-costa-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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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腹面，讓我們來看看牠的背面：萊姆綠的色彩均勻的覆蓋在體表，頭部鑲著兩顆圓圓的白色眼睛和水

平形狀的黑色瞳孔—— 

 
Hyalinobatrachium dianae，新品種的玻璃蛙，體長約 2.5 公分。圖／Costa Rican Amphibian Research Center 

——等等，那根本就是克明本蛙吧！ 

第十四種玻璃蛙 

這個神似克明的新種玻璃蛙，主要棲息在溪流附近的林冠頂層（海拔高度在 1,300 至 2,950 英尺，也就是 

400 至 900 米之間）。當繁殖期到來時，牠們便會爬到樹下，利用身上的保護色攀附在葉背。 

儘管 H. dianae 有著看似顯眼的外表，截至目前，科學家們卻只蒐集到六隻標本。而牠們「異於常蛙」的求

偶叫聲，可能是讓「克明蛙」被科學家們長時間忽略的主要原因。 

奇特的叫聲 

H. dianae 雄蛙求偶時的鳴叫聲並不像一般青蛙那樣容易辨識：比起典型的蛙叫，它更像是某種昆蟲發出來

的聲響。 

科學家將其描述為：金屬哨子般的單調長音（a single tonal long metallic whistle-like note），時間長度通常維

持在 0.40-0.55 秒，頻率為 3.35-3.44 kHz。 

雄性的領域性強烈，會和闖入其地盤的其他競爭者激烈打鬥。 

https://cramphibian.com/2015/04/17/new-glass-frog-in-costa-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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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想聽聽看的話影片中的蛙在第 17 秒的時候叫了一聲。 

玻璃蛙受到的威脅 

 

雖然 H. dianae 的棲地多位於保護區內，不易受到人為干擾，但面對全球青蛙們共同的氣候變遷與傳染病
註

威脅，玻璃蛙們的未來生活仍然令人擔憂。 

看到這裡，不知各位對這隻嬌小的克明蛙是否有多一點了解了呢？ 

 

 

 

 

 

 

 

這是玻璃蛙。圖／el-batracio.blogspot 

這是克明。圖／giphy 

註：這裡指的是一種專門感染兩棲類皮膚的真菌。自 1980 年起，哥斯大黎加已成為這個致命壺菌散布最

廣泛的地區，直接導致了數種蛙類的滅絕。 

 

http://el-batracio.blogspot.com/2007/10/
https://giphy.com/gifs/kermit-the-frog-muppet-show-IIdh7G6716s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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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哥斯大黎加 2019 上半年日均發生 42 起搶劫案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719/32026024.html 

中新網 7 月 19 日電 據南美僑報網報導，哥斯大黎加司法調查局(OIJ)7 月 16 日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今年

上半年，該機構平均每天接到 42 名遭搶劫受害者報案，與去年的日均搶劫案報案人數相比略有下降。 

  報告顯示，今年 1 月至 6 月，哥斯大黎加司法調查局共接到 7654 名遭搶劫受害者報案，月均報案人數

超過 1200 人，報案者大多為行人、店主、公交和計程車司機。 

  這份由數字新聞媒體 crhoy.com 發佈的報告指出，近年來，位於哥斯大黎加首都聖何塞市的特德拉爾

(Catedral)、梅塞德(Merced)、奧斯皮塔爾(Hospital)接到的搶劫襲擊報案最多。 

  2018 年哥斯大黎加形勢報告顯示，去年搶劫案的報案頻率為平均每天 45 次，平均每 32 分鐘 1 次，其

中的 48%為持槍搶劫。 

  哥斯大黎加司法調查局局長沃爾特 埃斯皮諾薩(Walter Espinoza)表示，搶劫帶有嚴重暴力性質，此類犯

罪在全國各地都有年輕人參與，罪犯大多為年齡在 18 歲至 26 歲之間的男性。 

  「與 2018 年數據相比，目前的搶劫案件發生率略有下降：現在我們平均每天接到此類報案 42 起，少

於去年的日均 45 起」，埃斯皮諾薩說。 

 

醫療.健康.其他 

孩子網路成癮 這「4 感」有助脫癮 
https://tw.news.yahoo.com/%E5%AD%A9%E5%AD%90%E7%B6%B2%E8%B7%AF%E6%88%90%E7%99%AE-%E9%80%99-4%E6%84%9F-%E6%9C%89%E

5%8A%A9%E8%84%AB%E7%99%AE-030544833.html 

衛福部委託亞洲大學團隊進行「戒網癮親子營試辦、評估及推廣」研究計畫，發現兒童青少年只要提升「四

感」，包括歸屬感、愉快感、成就感及意義感，能有效發揮自制力並降低上網動機。研究要求家長共同參

與，強化家長的數位教養與親子溝通技能，有助孩子脫癮。 

計畫主持人、亞洲大學副校長柯慧貞表示，兒少網路成癮有三階段，一是網路可近性高，二是現實壓力大

但網路可避苦，三則是戒斷上網難忍受，迷戀網路帶來的滿足感，進而成癮。 

但國內外研究證實，網路成癮影響身心健康，除了視力、睡眠、骨骼肌肉及腦部發展等健康問題，也可能

讓孩子變得焦慮、憂鬱自傷、注意力不集中、敵意高、低同理心，因幸福感低，在現實生活中也影響學業

與親子關係。 

柯慧貞表示，研究針對 515 名國中生及 1012 名高中生家長問卷調查，約三到五成家長認為孩子最需要正向

思考訓練及情緒管理訓練，約三成家長認為，他們需要能改善孩子網路沉迷的親子營隊。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719/3202602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D%A9%E5%AD%90%E7%B6%B2%E8%B7%AF%E6%88%90%E7%99%AE-%E9%80%99-4%E6%84%9F-%E6%9C%89%E5%8A%A9%E8%84%AB%E7%99%AE-030544833.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D%A9%E5%AD%90%E7%B6%B2%E8%B7%AF%E6%88%90%E7%99%AE-%E9%80%99-4%E6%84%9F-%E6%9C%89%E5%8A%A9%E8%84%AB%E7%99%AE-0305448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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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於今年辦理 8 天 7 夜的無網路住宿營隊與親子工作坊，由專業人員引導孩子自我探索，增進科技自控

能力，同時凝聚家庭關係。共計 21 名兒童青少年參加，家長至少 1 人參與。 

柯慧貞指出，營隊創造「高四感」，也就是歸屬感、愉快感、成就感及意義感，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能得

到快樂與成就，就可減少網路使用。營隊結束後，柯慧貞說，九成以上孩子體悟到沒有網路，也能活出四

感，節制上網，手機使用時間顯著下降。九成參與家長表明，更瞭解且有自信協助孩子健康上網，改善親

子關係。 

柯慧貞認為，親子營隊對孩子脫癮有正向幫助，與日韓網路成癮防治模式成果相符。期盼中央及地方政府

挹注資源，推廣類似親子營隊，有助預防網路成癮，以免 3C 破壞孩子健康與家庭和諧。 

 

腳指甲怎麼剪？日本診所曝正確剪法：驚了！30 年來都剪錯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626/3465105/ 

腳指甲應該怎麼剪？恐怕許多民眾根本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吧，但仔細想想，你真的知道正確答案嗎？近日

一張日本診所教民眾正確剪指甲的圖片引發網友熱烈討論，驚呼原來自己這 30 年來腳指甲都剪錯了！ 

這張引起網友熱議的照片，照片中可以看見內容指出，正確

的腳趾甲剪法應該把握兩大原則，第一是腳指甲的最前端白

色部分，應該保留至少一公厘；第二是腳指甲的兩側邊緣應

該修剪成四方形，而非三角形或圓形。照片右邊列出錯誤的

剪法，無論是兩側剪得太進去的三角形、按照指甲輪廓剪的

圓形、或是整體剪得太短，都是不宜的。 

診所解釋，如果將腳指甲剪得像手指甲一樣，剪成過短的圓

形，那麼就可能導致指甲長進肉裡，造成陷入甲或彎曲甲，

還有可能惡化成甲溝炎。 

其實這張照片，最早在 2013 年就由日本網友寫文分享在網

路上，隔年亦獲得不少台灣媒體轉發，而近日則是又重新在

網路流傳。雖然是舊文章，但健康知識不會過時，從再度引

起網友討論來看，顯然很多人還是不知道腳指甲的正確剪法。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626/34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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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10 款車不適合買新車，美調查：3 年後價格至少砍半！ 
http://car.pchome.com.tw/expert_article_content.php?eaid=3538 

相較於新車，二手車往往便宜許多，尤其是部分車款的折舊率相當高，3 年後的車價與新車價差距非常大，

這對於許多消費者來說相當友善，而且 3 年的車狀況都還很好，對此車輛研究機構《iSeeCars》選出折舊

最高的車款名單。 
此次《iSeeCars》分析多達 480 萬輛二手車，發現所有車輛平均 3 年後的折舊為 38.2%，但其中卻有部分

車款遠高於平均折舊數據，導致其 3 年後的車價相當便宜，同時《iSeeCars》也細分 SUV 以及新能源車款

的折舊排行榜。 
3 年折舊最高的 10 款車 

1.Acura RLX，3 年折舊：55.8% 

2.Lincoln MKZ，3 年折舊：55.6% 

3.Mercedes-Benz E-Class，3 年折舊：55.4% 

4.Jaguar XF，3 年折舊：54.8% 

5.Cadillac XTS，3 年折舊：54.5% 

6.Lincoln MKZ Hybrid，3 年折舊：54.5% 

7.Kia K900，3 年折舊：54.4% 

8.BMW 5 Series，3 年折舊：53.8% 

9.Cadillac CTS，3 年折舊：53.8% 

10.Audi A6，3 年折舊：53.3% 

這份名單中，並未包含電動車以及售價在 80,000 美元（約 250 萬元台幣）以上的豪華車，其中可以發現

豪華品牌的折舊都相當誇張，前 10 名中就有 7 款豪華品牌車款，而且都超過 50% 以上的折舊。 

《iSeeCars》執行長 Phong Ly 表示，主要是因為豪華車在二手市場中數量龐大，但需求卻不高，尤其豪華

轎車更受 SUV 熱銷影響，越來越不受歡迎，所以二手價格才會跌這麼多。 

3 年折舊最高的 10 款 SUV 

1.Lincoln Navigator L，3 年折舊：51.6% 

2.Infiniti QX80，3 年折舊：49.1% 

3.Lincoln MKT，3 年折舊：49.0% 

4.Ford Expedition，3 年折舊：48.7% 

5.Lincoln Navigator，3 年折舊：48.1% 

6.Lincoln MKC，3 年折舊：48.0% 

7.Buick Enclave，3 年折舊：47.8% 

8.Volkswagen Tiguan，3 年折舊：47.7% 

9.BMW X5，3 年折舊：47.7% 

10.Infiniti QX60，3 年折舊：46.9% 
雖然 SUV 熱銷導致二手價格都還算漂亮，但《iSeeCars》仍發現有特定幾款的折舊仍偏高，調查發現，SUV 
整體平均折舊為 37.9%，可是許多大型 SUV 卻出現折舊偏高的情況，另外豪華品牌的 SUV 同樣存在高折

舊的情況。 
針對大型 SUV 貶值較多的情況，Phong Ly 解釋，許多大型 SUV 的售價上與豪華品牌差不多，在市場上的

需求沒有那麼高，所以導致二手價格降幅較大，但這其中不乏可靠性極佳的車款，對於消費者來說相當友

善。 
3 年折舊最高新能源車 
1.Fiat 500e，3 年折舊：69.7% 

http://car.pchome.com.tw/expert_article_content.php?eaid=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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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MW i3，3 年折舊：63.3% 
3.Nissan Leaf，3 年折舊：59.6% 
4.Volkswagen e-Golf，3 年折舊：58.1% 
5.Ford Fusion Energi，3 年折舊：57.7% 
《iSeeCars》發現電動車的折舊相當誇張，平均就高達 56.6%，甚至還有車款的折舊接近 70%，Phong Ly 認
為，主要是因為電動車變成二手車後，並未享有稅收抵免，同時因為技術日新月異，3 年的二手電動車往

往技術都已過時，所以加速貶值。 
 

爽用掃地機器人！忘一動作秒現「巧克力魔法陣」萬人崩潰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701/3473848/ 

有些民眾家中使用「掃地機器人」取代人力，幫忙負責家中的清掃工作。

不過，近日一名男網友在臉書社團「爆廢公社」表示，使用掃地機器人打

掃家裡時，因為忘記先把愛犬關起來，竟發生崩潰慘劇，照片曝光後讓網

友紛紛看傻，貼文意外釣出許多曾碰過類似情況的苦主留言。 

原 PO 在文中淚喊「說真的這種倒楣事遇到，我也是醉了！」他真心呼籲

大家，開掃地機器人時，要先把愛犬關起來。照片中可見，運轉中的掃地

機器人因為輾到寵物的排泄物，竟在潔白的地板上掃出巧克力色的「魔法

陣」。 

▲男網友使用掃地機器人打掃家裡時，因為忘記先把愛犬關起來，竟發生

崩潰慘劇，照片曝光後讓網友紛紛看傻。（圖／翻攝自爆廢公社）  

原 PO 近乎崩潰的說「掃地機器人玩大便很無奈，一整個巧克力攪拌的概念，現出魔法陣的圖形了」，貼

文立刻引發廣大回響，不到一天時間就吸引逾萬人按讚、 5 百多則留言。 

許多曾身為掃地機器人的苦主嘆道「我家也是，臭氣沖天」、「挫屎的才更慘，我乾、溼都遇過了」、「我

家也發生過的慘案」；其他網友紛紛回應「隔著螢幕都聞得到味道」、「掃地機器人：這區是怎樣，怎麼

都掃不乾淨」、「以後買了，人一定要在家才能開」。 

 

臉上蟎蟲過億，除了去醫院，只需 1 招，蟎蟲全都死光光 
https://kknews.cc/health/nlxeevq.html 

蟎蟲是我們肉眼無法直接觀看的微小動物，它會隱藏在我們的皮

膚上，並奪去皮膚營養，直接導致各種皮膚病症如瘙癢、痘痘、

色斑、紅點等。研究證明，約有 60%的人臉部都有蟎蟲，而室內

蟎蟲則是的導致你的皮膚蟎蟲滋生的最大「兇手」。 
 
除了被子之外，各種人們平時所需的物品當中，其實都可能會有

蟎蟲。比如說在洗臉布或者是擦頭髮的毛巾當中，就可能會有蟎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701/3473848/
https://kknews.cc/health/nlxeev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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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的潛在蟎蟲非常的微小，肉眼根本看不見，但是如果被蟎蟲污染了的話，又可能會導致疾病的產生。 

如果身上的蟎蟲多了的話，身體會有哪些異常呢? 

蟎蟲，適宜生存在濕度 60-80%，溫度 20-30℃之間的環境中，與人體的生存環境相近。而夏季是蟎蟲滋生最

旺盛的季節，尤其是陰暗潮濕的梅雨時節。而且蟎蟲也非常喜歡生存在人類的毛囊中，引起各種皮膚問題。 

人體臉部的皮脂腺較為豐富，非常適宜蟎蟲生存。研究表明，皮膚病患者每平方厘米有 12.8 個蟎蟲，健康

人每平方厘米也有 0.7 個蟎蟲。如果按普通人臉 350 平方厘米計算。健康人群的臉上會有 245 隻左右的蟎蟲

在活動，若有痘痘、痤瘡等，可能有 4480 隻蟎蟲在你臉上。 

蟎蟲多了，身體主要的信號就是臉上會開始冒痘，有些女性在一兩天不洗臉的情況下，會突然性的冒痘，

部分人認為這是因為天氣炎熱上火造成的，但其實這是蟎蟲排泄的分泌物引起的毛孔堵塞，隨之毛孔就開

始慢慢變粗，皮膚皮膚也變得越來油，如果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就會引起皮膚發炎，形成痘痘。對

於一些愛美的女性來說，經常會在家裡準備後清除蟎蟲的儀器，在被子和枕頭上面反覆的使用，這樣就不

會出現因為蟎蟲過多而導致臉上冒痘痘了。 

另外，蟎蟲過多的人，蟎蟲滋生不斷吞噬組織內的機體營養並不斷繁殖，由於其寄生在毛孔內，數量增多

致使毛孔粗大，這就容易造成皮膚內的水分流失，從而導致皮膚粗糙； 

還有些人因為被子常年不洗，所以蟎蟲過多也可能會出現皮膚疾病，皮膚的疾病非常容易沾染，一旦沾染

上全身，會感覺癢痛無比，而且還會經常出現紅疹，經常感覺自己全身癢，而且找不到東西的話，是因為

蟎蟲在作怪，常年就會使蟎蟲越積越多，最終出現皮膚疾病，所以還是應該要引起重視的。 

內外結合，清除蟎蟲 

蟎蟲的生長不僅要通過接觸、交叉感染等途徑傳播，還要有適宜的環境支撐。清除臉上的蟎蟲要從內及外

出發。 

1、內在調理 

皮膚油脂是蟎蟲的食物來源之一，臉部油脂分泌的越多，蟎蟲的生長繁殖就越快。因此，在飲食上，儘量

少吃甚至不吃刺激性較大、重口味的飲食，以減少油脂的分泌。 

 

2、外在清潔 

臉部堆積了細菌灰塵也會大量滋生蟎蟲，應注重臉部的清潔。如：用溫水打濕臉部，使用具有清潔或是除

蟎功效的洗面奶，打成泡沫後用指腹由下而上輕畫圓圈，以清除表層的雜質及多餘油脂，但也不宜過度清

洗。 

最容易忽視的蟎蟲聚集地 

很多人可能會說，每天打掃衛生，怎麼可能會有蟎蟲？但看著乾淨不代表沒有蟎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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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床上用品 

每天幾乎 1/3 的時間都是在床上度過的，但枕套、被單、枕芯、被芯、床墊等都是塵蟎的絕佳藏身之處。 

1.人體分泌物多 

夏天，人體的汗液和皮脂分泌都會比較多，加上長期吹空調，皮膚乾燥也易滋生皮屑，這都是蟎蟲的食物

來源。 

2.衛生不佳 

果汁、零食碎屑等不小心掉在床上，若不及時清洗，也易滋生塵蟎和細菌。 

 

4、衛生死角 

地板之間的縫隙、牆角、沙發等處其實是衛生死角，卻是病毒、細菌、蟎蟲等有害物質生存的溫床，而且

寵物及人體的毛髮上都可能有蟎蟲。日常除了要注重去除看得見的污漬，更要注意微生物的清除。 

5、運用草本祛痘膏——萃取自然名貴中藥百餘種精髓成分，深層拔痘根，無效調理肌膚代謝均衡。 

6、因為蟎蟲的生活習性，所以喜歡在陰暗，溫暖，潮濕的地方，特別是各種角落裡，這些地方查常規的方

法根本無法去清理，比如：床墊，沙發，牆角等等，在人手無法觸及的地方，使用超聲波蟎蟲儀再好不過

了！ 

這款超聲波除蟎器，內置微電腦變頻裝置，利用超聲波的純物理系除蟎，超聲波的特有頻率於蟎蟲的生理

上，改變蟎蟲的生活環境，使其偏離生理平衡位置從而抑制塵蟎生命周期中的進食和繁殖過程，無死角地

殺滅 40 餘種蟎蟲，是蟎蟲的天敵。預防感染與過敏。產品無毒無輻射無噪音，安全環保。 

蟎蟲儀利用超聲波的特有頻率於蟎蟲的生理系統上，使其產生共振從而可有效抑制塵蟎生命周期中的進食

和繁殖過程，進而減少空間的塵蟎密度及過敏原，降低蟎蟲過敏和蟎蟲過敏性哮喘發作，對人、寵物無害，

從而解決現有技術中存在的塵蟎控制問題。 

這款超聲波除蟎器，內置微電腦變頻裝置，利用超聲波的純物理系除蟎，超聲波的特有頻率於蟎蟲的生理

上，改變蟎蟲的生活環境，使其偏離生理平衡位置從而抑制塵蟎生命周期中的進食和繁殖過程，無死角地

殺滅 40 餘種蟎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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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平酒家 位置掃ㄧ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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