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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協會 2019 年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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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7,315.00  

美金 $43.00  

2019/7/15 編輯組捐款 / 秘書薪水 9 月份 168,000.00  168,000.00    

2019/7/15 秘書雜費費用   5,000.00    

2019/7/15 皇朝 5,000.00      

2019/7/15 鄉訊列印   26,000.00    

2019/8/2 吉屋出售 廣告 半頁 1 次 10,000.00      

2019/8/12 易遊 廣告 至 2020-01 150,000.00      

2019/8/12 恩平 廣告 至 2020-01 40,000.00      

  總收入 總支出 本月結餘 

  373,000.00  199,000.00  174,000.00  

   本月哥幣合計 1,661,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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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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及中國製鋼品涉「洗產地」避稅 美國首次主動啟動調查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85561 

日經新聞報導，美國商務部週三宣布，將調查在中國製造和台灣製造、並在其他國家完成的抗腐蝕性鋼品

是否逃避美國關稅；這是美國商務部第一次獨立啟動這項調查，而非如過去是在民間部門申訴後決定調查。 

報導指出，美國商務部將調查哥斯大黎加、瓜地馬拉、馬來西亞、南非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抗腐蝕性鋼

品，以決定這些產品是否只做了小幅改變、目的在掩飾生產地是來自中國和台灣；如果該調查發現這些產

品非法規避關稅，將被加徵額外的懲罰性關稅。 

報導說，美國去年對中國和台灣的抗腐蝕性鋼品加徵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後續從台灣和中國兩地銷美的

該類鋼品下降，但目前美國商務部正在調查的上述 5 國該類鋼品的進口量迅速增加。 

根據日經報導，川普政府迄今為止，已根據美國業界的要求進行了 21 次類似調查；但這次是美國政府根據

進口數據，自行開展調查。 

川普政府一直在防堵試圖透過運往第三國「洗產地」後，再銷美以規避關稅的商品。例如，隨著越來越多

的貨物開始流經越南後銷美，美國總統川普已對越南加徵額外貿易稅的可能性，持開放態度。 

國人購屋兩極化 「喜新不厭舊」 
https://www.sinyinews.com.tw/dailynews/newsct/4558?utm_source=nownews&utm_medium=display5&utm_campaign=pc_w_allnativead&utm_con

tent=sinyinews109711_1 
信義房屋不動產企研室專案經理曾敬德表示，新成屋外

觀新穎，建築規劃與服務也都與時俱進，相對一般老宅

更容易吸引到消費者的目光，加上北市以外的新成屋，

總價可能還在雙薪家庭可負擔範圍內，而過去幾年的預

售完工交屋，也是推升新成屋貸款數量的原因之一。 

 

統計顯示，今年第一季國人購置新成屋平均房價約 1101

萬元，銀行貸款成數為 7 成 3，研判建商預售轉成屋的整

批貸款條件可能比較優惠，因此貸款利率僅約 1.63%，在

所有屋齡中貸款利率最低，以近年新成屋的供給與房價

水準來看，北市外的都會區應是主要分布的區域。 

 

至於貸款數量第二多的則是屋齡 36 年以上的產品，若比

較 2009 年歷年來 Q1 屋齡 36 年以上的數量，則老宅貸款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885561
https://www.sinyinews.com.tw/dailynews/newsct/4558?utm_source=nownews&utm_medium=display5&utm_campaign=pc_w_allnativead&utm_content=sinyinews109711_1
https://www.sinyinews.com.tw/dailynews/newsct/4558?utm_source=nownews&utm_medium=display5&utm_campaign=pc_w_allnativead&utm_content=sinyinews10971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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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有明顯量增的趨勢，從一千多件一路增加到五千多件，反應住宅老化的同時，民眾購置老宅的狀況越

來越為普遍。 

 

曾敬德表示，老宅數量越來越多，台北市的市中心普遍都是屋齡超過 30 年以上的房子，但若想要留在市中

心等生活機能成熟與交通便捷的區域，一方面可能預算問題，一方面可選擇的產品也有限，民眾最後可能

還是購置老宅產品，自己再花一筆預算裝修，加上近年都更與危老改建議題發酵，民眾對於老宅的接受度

略有提升，因此今年第一季貸款第二多的反而是屋齡 36 年以上的老宅。 

 

雖然房子老舊但地段條件佳，銀行的平均核貸成數也將近 7 成，而老宅通常坪數實在，平均房屋的面積也

比其它產品小，僅約 30.6 坪。 

手機忘超商不見！她狂打電話卻聽到… 
https://tw.news.yahoo.com/%E6%89%8B%E6%A9%9F%E5%BF%98%E8%B6%85%E5%95%86%E4%B8%8D%E8%A6%8B-%E5%A5%B9%E7%8B%82%E6%

89%93%E9%9B%BB%E8%A9%B1%E5%8D%BB%E8%81%BD%E5%88%B0-101521577.html 
現在人「熬夜」已成常態，使得許多人一早起來常常精神不濟、迷迷糊糊。日前女子早上去超商辦事，順

便吃早餐結果離開時發現手機不見，懷疑手機遭別人拿走，急忙請店員調監視器，且不斷撥打手機，沒想

到期間確疑似聽到自己手機鈴聲，讓她懷疑是幻聽，最後尋聲找去才發現整起事件超鬧，直呼「造成店員

店長麻煩很抱歉！」 
女網友在臉書「爆怨公社」發文抱怨自己「為什麼可以這麼北七！」，並說到，早上自己去超商寄貨順便

吃早餐，沒想到回家後卻發現找不到手機，用室內電話打也沒人接。這讓她直覺判斷，手機應該是遺留在

超商桌上，並急忙打給超商店員幫忙尋找，結果對方回應：沒有看到。 

這讓她懷疑手機應該是被其他客人拿走，並趕緊到門市請店員幫忙調閱監視器。不過店員卻表示調閱監視

器權限在店長手中，而店長休假，連絡上可能需要一點時間。這讓她當下聽到心都涼了，不過店員仍一邊

安撫，且一邊幫聯絡店長。其就有另外一位店員就建議她，持續打電話：「或許拿走手機的人，良心發現

會把手機還給我」。 

事後店員把手機借她，為了不影響客人結帳，她走到位子上去打，邊打邊等店長來。沒想到卻隱約聽到

「oh~my my my」的聲音，她當下還以為錯覺，不過每當她每打一次電話就會聽到，也使原 PO 確定就是她

手機鈴聲，韓團 BTS 的歌曲「Boy With Luv」。 
 
之後原 PO 聽聲尋找，結果發現音樂從垃圾桶

傳來的，且發現手機就躺在裡面。這才讓原

PO 豁然大開，原來是自己在吃完早餐，把垃

圾拿去丟，同時也把手機掉進去。這讓原 PO
直呼自己「超北七的」、並說：造成店員和店

長的麻煩，她真的很抱歉，也感謝店員及店長

的協助 
 
對此，許多網友看到貼文後，紛紛表示「哈哈！

超鬧的」、「我也有過！真的要不斷打，不難

就真的會回收了」、「原來鬼鈴聲！其實是有

一支手機在垃圾桶」、另外也有網友大讚店員

表示「店員心地真好」、「便利超商！真不愧

是社區好朋友」。 

https://tw.news.yahoo.com/%E6%89%8B%E6%A9%9F%E5%BF%98%E8%B6%85%E5%95%86%E4%B8%8D%E8%A6%8B-%E5%A5%B9%E7%8B%82%E6%89%93%E9%9B%BB%E8%A9%B1%E5%8D%BB%E8%81%BD%E5%88%B0-101521577.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89%8B%E6%A9%9F%E5%BF%98%E8%B6%85%E5%95%86%E4%B8%8D%E8%A6%8B-%E5%A5%B9%E7%8B%82%E6%89%93%E9%9B%BB%E8%A9%B1%E5%8D%BB%E8%81%BD%E5%88%B0-1015215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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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身上這「3 部位」 多吃一口都有害 
https://tw.news.yahoo.com/%E9%AD%9A%E8%BA%AB%E4%B8%8A%E9%80%99-3%E9%83%A8%E4%BD%8D-%E5%A4%9A%E5%90%83-%E5%8F%A3%

E9%83%BD%E6%9C%89%E5%AE%B3-145525879.html 

魚肉鮮美，但魚的有些部位不僅多吃無益，還
可能對身體造成傷害。 
 
鮮美的魚肉，是許多人的最愛！而且魚肉含有豐

富的蛋白質，脂肪含量低，也是營養價值極高的

肉類。不過，吃魚除了講究美味外，也要講究「部

位」，魚的有些部位不僅多吃無益，還可能對身

體造成很大的傷害。 
魚有些部位不能吃，跟現代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有

很大的關係，因為，環境和水污染而導致的魚類

蓄積重金屬，而在魚類的各種污染物中，危害最

大的是汞。綜合陸媒報導，醫生叮嚀，應注意魚

身上以下三個部位，能不吃就盡量別吃或少吃，

否則可能會給身體帶來傷害。 

▲魚頭是含化合物汞較多的地方，盡量不要吃。 
 
一、魚頭： 
聽到魚頭不能吃，許多人心都碎了，難道真的要跟魚頭豆腐煲、剁椒魚頭等美味說再見了！魚頭是含化合

物汞較多的地方，對於含有重金屬汞比較高的鯊魚、旗魚、金槍魚以及劍魚來說，盡量避免吃它們的魚頭。

曾經有機構拿幾條鯽魚做過實驗，結果發現汞含量：魚頭＞魚皮＞魚肉＞魚籽，人如果吃魚頭過多，可能

會引起噁心嘔吐，精神改變等汞中毒表現。這可能就是「吃魚頭、魚皮賽砒霜」這個說法的來源。 
 
二、魚膽： 
魚膽中含有一種稱為「膽汁毒素」的物質，不僅毒性強，而且耐熱耐酸，不易被烹調和胃酸分解，對於鯉

魚、草魚、鯽魚、胖頭魚等各種膽毒魚類，尤其需要特別注意。別以為魚膽也能像蛇膽一般有清熱解毒的

功效，如果吃了魚膽，可能會出現噁心、嘔吐、腹痛、腹瀉等中毒症狀，嚴重的還可能導致肝腎功能損傷

甚，不可不慎！ 

三、腹腔內壁黑膜： 

魚的腹腔內壁上有一層薄薄的黑膜，是長期被細菌、化學物質和水中的微生物污染而形成的。其中也含有

有毒物質，容易引起腹痛腹瀉等症狀。所以在殺魚時最好一併把這層黑膜剝掉。 

此外，也有些觀念需要被釐清，很多人愛吃野味，其實野生魚的生存環境存在很大的污染風險，野生魚也

很容易富集一些有毒物質，可以說不一定比養殖魚好。養殖魚因為食物充足，所以生長迅速，生長周期短，

累積的重金屬也更少。另外，食物鏈中層級越高的魚，就越容易累積汞，少吃為妙，例如盡量不要吃金槍

魚、鯊魚、劍魚、旗魚這些大型肉食性魚類。 

 

https://tw.news.yahoo.com/%E9%AD%9A%E8%BA%AB%E4%B8%8A%E9%80%99-3%E9%83%A8%E4%BD%8D-%E5%A4%9A%E5%90%83-%E5%8F%A3%E9%83%BD%E6%9C%89%E5%AE%B3-145525879.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9%AD%9A%E8%BA%AB%E4%B8%8A%E9%80%99-3%E9%83%A8%E4%BD%8D-%E5%A4%9A%E5%90%83-%E5%8F%A3%E9%83%BD%E6%9C%89%E5%AE%B3-1455258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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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蚊香為何是螺旋狀？ 百年前「設計靈感」曝光：超有趣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817/3573855/ 

夏天是蚊蟲出沒的季節，許多亞洲人習慣使用蚊香驅蚊，而

最常見的蚊香則是呈現「螺旋狀」，不過你有想過它為什麼

會被設計成這樣嗎？根據日本媒體報導，百年多前的蚊香發

明者上山英一郎，其實是在某天獲得了一項有趣靈感，最後

才設計出我們現在看到的蚊香。 
發明蚊香的日本人上山英一郎，小時候成長在鄉下一戶栽種

橘子的農家，長大後他搬到東京生活，成為日本明治時期的

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的學生。當時在歐洲被廣泛用來製作驅

蚤粉的原料「除蟲菊」傳入日本，上山英一郎開始大面積地培養這種植物，並透過研究發現，可以透過焚

燒線香的方式來撲殺蚊蟲，於是在 1890 年發明了「棒狀蚊香」。 
然而「棒狀蚊香」有著許多缺點，像是一次燃燒只能持續 40 分鐘，且一次需點 3 根以上才有效用、形狀

太長容易被折斷，還很容易被風吹倒。上山英一郎為了改善這些問題，再度展開研究，直到 1895 年的某

一天，他的妻子在家中庭院發現了一條「蜷曲的蛇」，上山聽聞此事後，心中便有了設計靈感。在多年的

努力後，終於在 1902 年時發明了「螺旋狀」的蚊香，一次可以燒 6 小時，直至今日還有許多人使用這項

產品。 

傳美國想買格陵蘭 聯合國憲章有限制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454936/article-%E5%82%B3%E7%BE%8E%E5%9C%8B%E6%83%B3%E8%B2%B7%E6%A0%BC%E9%99%B5%E8%98%A

D-%E8%81%AF%E5%90%88%E5%9C%8B%E6%86%B2%E7%AB%A0%E6%9C%89%E9%99%90%E5%88%B6/?ref=%E7%BE%8E%E5%9C%8B 

媒體指總統川普有意買下格陵蘭島。一個國家買下

另一個國家的領土，過去曾有前例，後來聯合國憲

章禁止損害一國領土完整，購買他國領土的程序因

而很受限制。 

位於北大西洋的格陵蘭島是在丹麥王國框架下的

自治區，臨近北極，戰略位置重要，估計石油、天

然氣蘊藏及礦藏都很豐富。 

法國費加洛報（Le Figaro）一篇文章探討買下一個

國家或領土的可行性，這個乍聽異想天開的念頭並

非不可能，但程序極受聯合國憲章規範。 

報導提到一個傳說。1626 年，荷蘭殖民者米納威（Pieter Minnewit）以織品、斧頭、工具等器物為代價，向

北美原住民買下曼哈頓地區，稱為「新阿姆斯特丹」，價值換算成金錢約為 60 個荷蘭盾（florins），相當

於現在不到 1000 美元；後來英國人驅逐荷蘭人，把此地改名為「紐約」。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817/3573855/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454936/article-%E5%82%B3%E7%BE%8E%E5%9C%8B%E6%83%B3%E8%B2%B7%E6%A0%BC%E9%99%B5%E8%98%AD-%E8%81%AF%E5%90%88%E5%9C%8B%E6%86%B2%E7%AB%A0%E6%9C%89%E9%99%90%E5%88%B6/?ref=%E7%BE%8E%E5%9C%8B
https://www.worldjournal.com/6454936/article-%E5%82%B3%E7%BE%8E%E5%9C%8B%E6%83%B3%E8%B2%B7%E6%A0%BC%E9%99%B5%E8%98%AD-%E8%81%AF%E5%90%88%E5%9C%8B%E6%86%B2%E7%AB%A0%E6%9C%89%E9%99%90%E5%88%B6/?ref=%E7%BE%8E%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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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指出，這雖然只是傳說，但類似故事在歷史上不只有一個，可以確定的是，這與當今世界的現實已不

相符；2009 年，富比世雜誌（Forbes）列出有財力購買一個國家的億萬富豪，電腦科技公司微軟（Microsoft）

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當時的財富就相當於不少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例如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

玻利維亞、烏拉圭等。 

但這種假設很瘋狂，因為近代史上，從沒有人既認真又具體地表達想要購買一個國家的意圖。 

丹麥前總理拉斯穆森（Lars Lokke Rasmussen）認為，美方若真的有意購買格陵蘭島，只是證明川普（Donald 

Trump）很瘋狂，然而美國歷來就有這種傳統。 

1803 年，美國以約 1500 萬美元的價格向法國買下路易斯安那州；1819 年，從西班牙人手中取得佛羅里達州；

1848 年，美國付出上千萬美元給墨西哥，陸續取得加州、亞利桑那州、新墨西哥州；1867 年，再以 720 萬

美元價格向俄羅斯購買阿拉斯加；1916 年，買下丹麥屬西印度群島，改名為美屬維京群島。 

因此，理論上，購買一個國家或一部分是有可能的，但自 1945 年起，聯合國憲章禁止損害一國領土完整，

購買國家或領土的程序因而很受限制，也就是說，任何國家都有權利及義務保護邊境不受外來威脅及影響；

另外，自決原則使各民族得以透過自己的政府做決定，購買國家領土的行動會違反這些原則。 

報導提到，若川普真的想買格陵蘭島，須徵詢島上的 5 萬 6000 人口，格陵蘭人於 2008 年的公投中，以壓

倒性多數贊成加強自治，他們可能會對川普的想法感到不滿。 

此外，格陵蘭島的經濟還很依賴丹麥，丹麥做為歐盟成員國之一，有資格在這件事上發言；美國媒體也提

到，美方的想法與其說是想買下格陵蘭島，更可能採大舉投資的形式。 

 

港警執法範圍擴大 強闖私有地抓人也合法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817/3574211/ 

香港反送中遊行警民衝突尚未停歇，而時常傳出警方進入大眾交通或是私人商場抓人，引發民眾反彈，有

店家貼出告示禁止警察執法。港警日前與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開會後，聲明指出，只要警方懷疑該處有

犯罪分子，皆可進入逮人，抗拒就屬違法。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近日港警頻頻闖入私人場所抓人引發爭議，深水埗西九龍中心、中環國際金融中心等

商場，都不願讓警方無條件進入，更派出保安阻擋港警。但昨（ 16 ）日香港物業管理公司發表聲明，和

警方開會後，根據香港法例第 232 章《 警隊條例 》第 50 （ 3 ）條，「如任何警務人員有理由相信任

何須予逮捕的人置身在某處，則居住在該處或管理該處的該警務人員提出要求時，須容許該警務人員自由

進入該處，並給予一切合理的便利，以便搜查」。 
 
港警表示，警務人員如果有必要，還可以擊破任何地方的外部和內部門窗，而任何人只要妨礙警務人員，

無論是抗拒、拒絕協助、意圖拖延、誤導等行為，皆屬違法。 
 
 

https://www.nownews.com/news/20190817/357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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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性改革」等於判中共死刑 
https://market.ltn.com.tw/article/6635 

美國正在瓦解中國奴隸經濟 

美中貿易戰開戰至今，中共屢屢在雙方即將達成協議之際，臨陣脫逃、出爾反爾。川普政府強硬派人士認

為，最根本的深層原因，就藏在美國對中共要求的「結構性改革」。 

對中共而言，結構性改革代表什麼意義？中共是否會接受結構性改革？美國新唐人電視台對哈德遜研究所

資深研究員，斯伯丁將軍進行了專訪。 

斯伯丁將軍表示，中共不要也不會進行結構性改革，因為中共一旦接受了美方的要求，等於宣判中共死刑。

一直以來，中共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鞏固並強化國家企業，這些國家企業其實是掌控在中共的核心權力階

層手裡，即使是所謂的私人企業，也和中共政權有深厚的關係。中共要的是「一切由他們說了算」，這些

核心權力階層不僅要完全掌控軍隊，也要全權操控中國的經濟。 

對美國強硬派而言，既然中共不會接受結構性改革，美中貿易談判就將成為改變美中戰略關係的契機。前

白宮首席幕僚班農在接受新唐人電視採訪時，談到他對美中貿易戰的看法，並暗示中共或將面臨蘇聯解體

的相似命運。  

班農認為，真正讓蘇聯政權倒台的原因，其實是那些在東歐、俄國、以及不同地區遭受蘇共奴役的人民。

極權統治和奴役讓他們早已忍無可忍。類似的情形，現在也發生在中國。西方社會和中國人民都必須瓦解

這種奴役統治。除了川普政府，西方世界也開始團結起來共同對抗中國的不公平貿易。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中國地緣周遭的軍事形勢。包括台灣的軍事防禦、中國南海和東海的衝突。而

香港的抗爭，讓西方社會看見中共背棄了「一國兩制」，奴役統治延伸到香港。但班農認為，中國人民將

起身而立，因為他們渴望自由，他們明白自由代表何種意義，以及自由將帶給中國人民強大的經濟能量。

班農相信，法治、民主即將發生在中國人身上，中共極權和它所操控的一切將會崩解。 

目前，美中關係已徹底改變，雙方在經濟上逐步脫勾，全球供應鏈也不斷從中國撤離。台灣在這場貿易戰

中受益，但也面臨重大抉擇：兩面討好已不可行，台灣必須選邊站。前美國副總統錢尼的副國家安全顧問

葉望輝認為，目前對美國而言，台灣的重要性已經超出地緣政治的範圍。 

葉望輝表示，台灣走在民主轉型的最前端。同時，台灣在科技和其他領域的世界級品牌，對美國和全球經

濟都具有高度戰略意義。台灣就是中國未來走向的風向球。葉望輝認為，中共以「一個中國」的虛假概念

欺騙全世界，讓人們忽視何謂「真正的中國」。然而，對全世界而言，中國正在成為一個怎樣的國家，更

為至關重要。如果中國正在成為一個敵視民主制度、敵視自由、敵視民主社會人民，甚至冒險採取軍事手

段的國家，那麼所謂的「中國」就變得非常危險。 

在美中關係徹底轉變之際，台灣也面臨重大抉擇。當年美國基於利益選擇了中共，最終反而傷害了美國。

中國古老智慧相信，最符合道德的事情，往往是最有智慧的事情。美中貿易戰能否讓世界往更公正的方向

發展？台灣人民如何抉擇正確的未來？對主事者和你我都是道德和智慧的考驗。 

https://market.ltn.com.tw/article/6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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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去哥斯大黎加旅遊有問題就找「樹懶先生」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815/32326244.html 

據南美僑報網 14 日報導，為了加深國際遊客對哥斯大黎加的印象，用更生動的方式向其提供境內旅遊信息，

哥斯大黎加國家旅遊局近日推出了一個可愛的宣傳形象「樹懶先生」(Mr. Sloth)。 

  據哥斯大黎加相關網站介紹，這隻可愛的小動物其實是一個聊天機器人，它「工作」於哥斯大黎加國

家旅遊局宣傳網站頁面的右下方，等待著訪客的提問。該平台完全免費，訪客可以通過英語和西班牙語兩

種語言與它進行互動，獲得有關哥斯大黎加的實用旅遊信息。 

  「旅遊服務必須高質、高效，啟用聊天機器人這項人工智慧新技術，是我局在向遊客提供支持方面邁

出的重要一步。國內外遊客在計劃哥斯大黎加境內行程時產生的疑問，能夠以此得到解答。」哥斯大黎加

國家旅遊局遊客服務部門負責人維克托·拉米雷斯說。 

  拉米雷斯表示，上述平台的優勢在於能夠不斷更新，「樹懶先生」能夠回答的問題將越來越多。目前，

它能夠解答的問題超過 2 萬個，比如在哥斯大黎加最受歡迎的景點、酒店和旅行社等。 

  據哥斯大黎加國家旅遊局統計，2019 年上半年，哥斯大黎加的入境遊客人數超過了 130 萬，遊客的酒

店住宿時間平均為 11 晚。 

  據悉，樹懶是分佈於中美洲和南美洲熱帶雨林的一種哺乳動物，動作遲緩且憨態可掬，面部掛有溫柔

而神秘的微笑，是代表了哥斯大黎加生物多樣性的「明星」動物。 

 

哥斯大黎加熬制大鍋煉乳焦糖 2400 人一同分享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813/32299634.html 

據南美僑報網報導，當地時間 8 月 11 日，哥斯大黎加阿拉胡埃拉省的薩爾奇舉辦了傢具和手工藝品展銷會。

會上，2400 人分享了截至目前為止，哥斯大黎加全國範圍內熬煮出的最大鍋煉乳焦糖(Cajeta)。 

  據報導，「Cajeta」是一種深受拉丁美洲人喜愛的經典甜品，在有些國家還被稱作「Dulce de Leche」，

通常由加糖的山羊奶熬制而成。 

  本次在哥斯大黎加薩爾奇熬制出的巨型手工煉乳焦糖，除了耗費了大量黃油和咖啡之外，還用掉了 25

公斤糖和 40 公斤奶粉，其製作者名叫路易斯·馬林。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815/32326244.html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90813/322996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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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悉，馬林在哥斯大黎加綜合社會援助局、「生產力好點子」計劃和信託項目的支持下成功創業。目

前，馬林正在哥斯大黎加國立大學接受培訓，他的產品已銷往各地。 

 

與台灣斷交投奔中國 「被仙人跳」慘況曝光！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89299 

去年薩爾瓦多、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等國相繼與我國斷

交，當時外交部長吳釗燮就指出，薩國政府不斷要求大量

資金援助，可能導致兩國陷入債務風暴，也強調，台灣不

會進行金援外交，與中國進行金錢競逐；如今有媒體批露，

許多與台灣斷交後改與中國建交的國家，被中國開空頭支

票，建設也因此停擺。 

據《Yahoo 奇摩新聞》報導，薩爾瓦多曾與台灣有長達 85

年的邦誼，但在前年還是友邦關係時，就向我方提出大量

資金援助，甚至不答應就狠心斷交。 

如今，薩國即將上任新總統布格磊指控，中國靠著推動建

設帶來債務，操弄他國，未來若中國不尊重薩國，將不再

維持邦誼。而薩國在去年片面終止與我的自由貿易協定

（FTA）後，也引起當地產業反彈，向憲法法庭提告指控

政府。 

另外，哥斯大黎加在 2007 年與台灣斷交後，中國承諾援

助 4 億美元蓋高速公路，如今 10 年過去，沒有一點下文，

當年哥斯大黎加興高采烈地開工後，卻連個橋墩都沒造出

來。 

聖多美普林西比當年曾向我國要求 2.1 億美元金援，遭到

我國「堅持健康外交」為由拒絕。斷交後，中國藉機承諾提供 1.4 億美元，但目前也沒有具體動工時間表。 

馬拉威總統也對與台灣斷交一事後悔，指出中國的空頭支票讓他們進退兩難，除了得接受中國的脅迫，也

得不到中國實質的幫助，讓國內民不聊生。 

財經網美胡采蘋也對此發表看法，表示此新聞「充滿各種療癒資訊」，直言，這些與台灣斷交的國家，被

北京建交不理的狀況，就像「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感情負責，有那個變心的膽，就要有被仙人跳的覺悟。」。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889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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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健康.其他 
夏天狂喝手搖飲不喝水 38 歲男輸尿管結石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11487 
38 歲的簡姓工人，因左腹部劇痛被送來急診就醫。他自訴最近常有一陣一陣的左側腹部疼痛，但一直不以

為意，沒想到突然來個大痛，而且痛到要跪地求饒。 

多年急診的經驗，一看就知道這是典型的腎臟結石發作，經檢查及腹部超音波，果然發現他的左邊輸尿管

結石阻塞導致，另外也發現兩側腎臟有 3、4 顆 0.3-0.5 公分不等的結石，後由泌尿科醫師接手治療，才徹底

解除他的疼痛。 

急診常有泌尿道系統結石疼痛的病人，夏天的案例又比較多，這是因為水份補充不夠，而增加發病機率；

這位簡姓工人說他有喝水，一天至少喝 3、4 杯手搖飲料，自算這樣加起來也有超過 1000CC。 

每日補水量 體重×30 倍 

其實，喝水的量一定要比流汗失去的水份還多才行，補充水份一般以體重×30 為基本需求，但是在高溫高熱

的天氣、戶外工作者，每天 3000CC 都嫌不足，如果只是喝手搖的含糖飲料充數，脫水的結果，更要小心結

石隨時來報到。 

腎結石年齡下降 30 歲也中鏢 

近 10 年來結石病人的年齡大為下降，早 10 年前最多是出現在 70 歲以上的老年人，現在幾乎連 20、30 歲年

輕人都很普遍了，急診超音波檢查發現，腎臟有 0.1、0.2 公分結石的比率可達到 8 成。 

結石的增加，不排除與水質惡化、食物中含各種防腐劑、瘦肉精、塑化劑、農藥、色素、重金屬等物質殘

留有關，尤其當今外食族風行，10 個人中有 8 個餐餐老是在外，難保不病從口入。 

另外，許多人會喝瓶裝水，先不說瓶裝水的來源為何，由於塑膠瓶本就容易有塑化劑溶出的問題，建議瓶

裝水離開賣場後，還是趕快喝完，更不要置放車上日曬超過 3 小時。 

輸尿管並不會單獨長出結石，而是從源頭一路滾下來，如果結石大於 0.5 公分以上，輸尿管便可能因為結石

卡住而發生阻塞，當輸尿管發生痙攣的時候，會相當疼痛，這種疼痛甚至與婦女生產一般。 

結石疼痛常出現在左、右腹側，甚到延伸到下腹部，往往被忽略是腎臟（腎臟位置在後腰兩側）結石引起

的泌尿道系統疼痛。 

避免結石，建議一般人應多喝水，每天喝 2000-3000CC 以上的水量，但喝水時間應平均分配，這樣才能達

到沖洗泌尿道的作用。而小便健康的顏色是淡黃，如果是深黃色，那就表示補水太少了，必須要再補充

1000-2000CC 才夠。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11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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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這兩個年紀是排毒大好時機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6337 

進藤義晴曾擔任西醫耳鼻喉科醫師，在接觸到東方醫學後，潛心研究「排寒」健康法。他指出，「必須要清除長年累積的毒素

的年紀，我稱之為厄年。」而女性與男性的厄年不同，在這幾個歲數左右，人會常常生病。即使遇上厄年，如果希望自己在六

十五歲之後也可以維持健康不生病，就千萬不能疏於養生。 

如果吃得再多，工作量再大，只要不感冒生病，當事人都會覺得自己很健康。有些人則是從來沒看過醫生。

若問這些人是不是健康的，其實只是疾病沒有顯現在表面而已。疾病的毒素都累積在體內深處。 

疾病的毒素累積到了六十五歲左右，會突然形成癌症，或是因為腦中風、腦梗塞導致半身不遂，以種種形

式顯現出來。 

兒童在約十歲之前，疾病毒素排出的速度會比較快。如果吃進過多的甜食，會引發中耳炎，這是因為甜的

食物會為腎臟和消化器官帶來不良的影響，並以中耳炎的形式顯現出來，這是疾病的毒素以耳漏的形式排

出體外的緣故。如果拚命地以藥物抑制耳漏，即使表面上看起來治好了，如果再度吃下過多的甜食，耳漏

又會復發。如此一來，家長就會認為「這個孩子老是感染中耳炎」。 

十歲之後，疾病的毒素往體內蓄積的力道變強，不再顯現在外，家長因此就會認為孩子「小時候雖然經常

感染中耳炎，這陣子卻不再發生」。然而如果生活上不注意「排寒」和「飲食不過量」的原則，毒素還是

會持續累積下去。 

必須要清除長年累積的毒素的年紀，我稱之為厄年。女性的厄年是十九歲和三十三歲，男性則是二十五歲

和四十二歲。在這幾個歲數左右，人會常常生病。 

即使遇上厄年，如果希望自己在六十五歲之後也可以維持健康不生病，只要不要疏於養生就可以。我們必

須要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巧妙地做到「注意寒氣和飲食不過量」。 

有些人會說，「我知道只要做得到就不會生病，但就是很麻煩啊！」想要「輕鬆」，「痛苦」自然會隨之

而來，結果就導致生病。 

當我說「要養生」的時候，曾經有患者反駁，「就算我不養生，把病治好不就是你們醫生該做的嗎？」他

認為自己不用養生，隨心所欲地過，如果因此累積毒素導致了疾病，把病治好是醫生的工作。 

如果這是做得到的，人們就不必吃苦了。但是現在沒有醫生能辦得到，未來大概也不會有。因此，還是請

大家一定要注意「寒氣」和「飲食不過量」的原則，自己守護自己的身體健康。 

苦樂「參半」是宇宙的根本法則之一。疏忽養生卻希望疾病能夠治癒，違反了這個法則，無論是神佛還是

再有名氣的醫生，都無法妙手回春。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9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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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髓血管再生術 取代傳統療法 
http://www.taiwanhot.net/?p=738227 

一名 15 歲的青少年，口腔內左側牙齦持續腫脹己有二個多月，前往柳營奇美醫院牙醫部醫治，經診斷後發

現該名患者左側下顎第二小臼齒的中央咬頭有磨耗，頰側牙齦處出現瘻管，觸診時會感到疼痛，對冷溫測

試沒有反應。進一步在Ｘ光攝影檢查下發現該牙齒的牙根未發育成熟，並伴有根尖病灶，診斷為牙髓壞死

合併慢性根尖膿瘍。 

經討論後，決定採取牙髓血管再生術（Revascularization）或稱再生牙髓治療步驟（regenerative endodontic 

procedures）的方式來治療。治療完成後以複合樹脂作永久填補，回診追蹤時己無臨床症狀，根尖病灶己癒

合，且根管管壁增厚、牙根長度增長。 

再生牙髓治療步驟，是近來被提出可取代傳統根尖成形術的治療方式，它的優點是牙根有機會繼續發育成

熟，增加牙根長度及管壁厚度，以減少斷裂的風險。其中牙髓血管再生術，是目前臨床上較常運用的再生

牙髓治療步驟，亦即當根管完成清創後，利用根管挫針刺激牙根尖，引導根尖血液進入根管中，既能形成

血塊當作組織支架，且根尖未分化幹細胞會隨著血液引入根管內，而牙本質原來就富有生長因子，可以用

來誘導組織再生，達到增加牙根長度及管壁厚度的效果。但臨床上的治療成效可能因人而異，因此專業醫

師仍可能調整治療方式。 

柳營奇美醫院牙醫部許容福醫師表示，在過去當牙根尚未發育成完全的恆齒，因齲齒或外傷造成牙髓壞死

需要進行根管治療時，常會遇到根管清創不易，或是在進行根管充填時容易超出根尖外等治療上的困難。

此時的牙齒，常因為牙根過短以及管壁過薄，使得治療中或治療後的牙齒容易斷裂。 

許容福醫師說，目前的研究結果，牙髓血管再生術這一類的再生牙髓治療步驟，治療成功率是相當高，並

且與傳統的根尖成形術相比，的確能增加管壁的厚度及牙根的長度，提供了在治療根尖未成熟恆牙的新選

擇。 

有救了！伊波拉病毒解藥問世 病患存活率高達 9 成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82779 

伊波拉病毒肆虐非洲，不過最近有科學家找到解藥了！科學家在剛果民主共和國進行的一項臨床試驗中，

找到 2 種新療法可有效使伊波拉患者的存活率高達 90%。綜合媒體報導，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

（NIAID）指出，血液中含有少量伊波拉病毒的患者被送至醫療中心後接受治療，其中接受 REGN-EB3 藥

物的患者存活率高達 94%、而接受 mAb114 藥物治療的患者也達到 89%。 

報導指出，NIAID 表示，在臨床實驗期間，接受 ZMapp 藥物的患者死亡率達 49%、接受 Remdesivir 藥物的

病患死亡率達 53%，但相較接受 mAb114 與 REGN-EB3 藥物治療的患者死亡率則分別有 34%與 29%，死亡

率有明顯下降的趨勢。 

感染伊波拉病毒患者可能引發伊波拉出血熱，嚴重可能導致死亡，臨床症狀包含高燒、肌肉疼痛、頭痛、

喉嚨痛、嘔吐腹瀉等多種病症，嚴重者將引起肝臟受損、腎衰竭、中樞神經損傷、休克病發多重器官衰竭。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結果指出，伊波拉病毒疫情在上個月被宣布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現在已知的感染

患者大約有 2800 名，並造成 1800 多人死亡。 

http://www.taiwanhot.net/?p=738227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82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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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終結站》硬幣刮手防中風？ 醫：勿信偏方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10313 

近來 LINE 群組熱傳「硬幣刮手防中風」的影片，只見影片中的人以右手持 50 元硬幣，朝左手小指、中指

及手心各刮 20 下，聲稱「1 天只要做個 3 遍左右，便能達到預防心肌梗塞找上門」，醫師提醒民眾勿信偏

方，以免延誤救治，導致憾事發生。 

南投醫院中醫師賴卉蓮指出，以中醫理論而言，人的中指尖為心包經井穴「中衝」、小指內側指甲緣為心

經的井穴「少衝」、手掌心的穴位則稱「勞宮」。 

在醫學臨床應用上，「勞宮」有清心火的功效，「中衝」及「少衝」則因井穴具有開竅醒神、清熱的功效，

該影片刮中指、小指及掌心的原理即是如此，但對於防治心肌梗塞是否有用？目前仍缺乏具體醫學醫療資

料佐證。 

賴卉蓮說，利用 50 元硬幣刮手指乃屬「刮痧」範疇，當體內氣血瘀積、阻塞不通時，就會出現不舒服的症

狀，而刮痧可以刺激體表經絡，達到促進氣血循環、疏通經絡、調整臟腑的功效，當氣血調和通暢，能讓

身體各處都獲得充分的養分，不舒服的症狀自然就會減輕。 

一般而言「刮痧」與推拿、整脊、按摩、指壓等民俗療法一樣，均算是改善「功能性」的問題，例如頭暈、

頭痛、煩躁、發熱、中暑、胸悶、呼吸不順、氣血循環不良等症狀。 

至於對於心臟病、肝病、腎臟病、神經系統疾病等「器質性」的病症，效果極可能如同消炎止痛藥般，僅

止於治標不治本，萬一不慎刮破皮，造成細菌感染，則有引發蜂窩性組織炎等病症之虞，豈不得不償失？

因此，醫師建議本身罹患心血管疾病、腎臟病等慢性疾病的患者，最好還是依醫師囑咐用藥，並定期回診

檢查，以及保持規律作息、運動與均衡飲食，才是保健之道。 

三高、熬夜、不運動 30 歲壯男腦中風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10058 

30 歲的蔡先生（化名）最近常頭暈、頭痛，都吃止痛藥緩解，不料突然頭痛得厲害，吃止痛藥也無效，家

人看他抱頭哀叫，趕緊送來醫院急診。 
在解除疼痛之後，做了抽血等檢查，並安排頭部電腦斷層，此時並未發現有腦血管問題，但他仍說頭部隱

隱作痛，安全起見，醫師留他住院觀察。 

不料隔天早上，他突然意識不清，緊急處理後，再作電腦斷層，竟發現腦幹嚴重出血，壓迫到生命中樞，

還好緊急開刀治療，撿回一命。 

腦中風現在已經不是老年人的疾病，也不是冬天才會發生。近來急診有收治多位腦中風的患者，30 歲的蔡

先生是最年輕的一位。他的工作是倉儲人員，身高 165 公分左右，體重有 110 公斤，據家人表示，體型的

關係，工作上常遭同事言語霸凌，回家後都不太講話，另外，他也沒有適當的運動，常常玩手機玩到半夜。 

根據衛生福利部 106 年 10 大死因統計數據顯示，腦血管疾病排名第 4 名，奪走了 11,755 條生命，代表平均

每 44 分鐘，就有 1 人因腦中風失去生命，且男性比女性多，其中 8 成為缺血性腦中風，約 2 成為出血性腦

中風。 

腦中風的高危險群是年齡大、血管硬化沒彈性的人，或是有高血壓、高血糖、高血脂等三高及有代謝性疾

病的人、心房纖維顫動患者、體重過重與抽菸者等。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10313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1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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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體重上百公斤，有三高問題、平日又承受職場上的各種壓力、熬夜玩手機等，這些因素日夜都在傷

害他的健康，當壓力持續存在、病況持續進行，這種累積的傷害到達臨界點時，血管就會爆裂一發不可收

拾。 

提醒民眾重視肥胖的問題。根據研究證實，體重增加，血壓亦增高。超過標準體重 20%以上的肥胖者，高

血壓的患病率，比正常體重者高 2.9 倍。 

腦中風的罹病年齡越來越下降，民眾要預防腦中風，應定期接受健康檢查（包括腦血管檢查），並且好好

治療「三高」等慢性病，控制體重、控制飲食及規律運動。 

飲食方面，宜注意低脂、低鹽、低糖，多吃蔬菜、水果、豆製品，配適量瘦肉、魚、蛋，並且要避免勞累、

調適壓力、勿熬夜、作息規律；不管是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超過負荷都可能誘發腦出血。 

長輩少吃海鮮少吃肉過時錯誤 雲基營養師：這樣吃最健康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76947 

雲林基督教醫院今天「肌」不可失營養策略上菜發表會，提供能夠「長」肌肉的 6 道佳餚，做為長者長肌

肉預跌倒的居家料理參考，醫師張軒睿表示，均衡充足的營養，是延緩肌少症找上門重要方法。 
基督教醫院營養組主任林旻樺，以前對長者的營養觀念是少吃海鮮、少吃肉，但現在觀念已經徹底翻轉，

為了維持並增加肌肉量，最新建議是長者每公斤體重要吃 1.2 公克蛋白質，例如一人 60 公斤重，一天就要

補充 72 公克蛋白質，必須攝取優質肉品與海鮮。 

張軒睿醫師表示人體骨骼肌肉會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少，70 歲後則以每 10 年減少 15％的速度加速流失，若

沒有早期發現家中長者有「肌少症」，給予適當的營養治療和運動，可能會提高失能風險。 

張軒睿說，如果家中長輩出現走路遲緩，室內平地行走困難；握力下降，取物困難，拿不動 5 公斤沙拉油

罐、毛巾擰不乾；行動吃力，從座椅起身變得困難，例如需要撐扶手才能起身；爬 10 階樓梯出現困難，例

如爬三兩下就需要休息，反覆跌倒：跌倒機率增加，過去 1 年來連續跌倒 2 次以上等症狀，就是肌少症現

象，應特別注意營養補充及避免跌倒。 

3D 列印輔助截骨矯正 保「膝」用更久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09634 

50 多歲的潘女士，長期從事搬重物的工作，幾年前開始覺得雙膝內側疼痛，嚴重影響工作及生活。就醫檢

查後，發現雙膝呈現內側膝蓋軟骨磨損，合併膝關節 O 型腿的症狀。 

客製膝關節導引板 減少手術時間 

台南市立醫院骨科醫師邵崇榮建議施行「保膝手術」，雙腳先後進行 X 光照射，客製化 3D 列印膝關節，做

出貼合膝關節的模板，以便進行高位截骨手術時，能減少手術時間。 
邵崇榮指出，膝關節磨損或退化，因關節軟骨磨損變成 O 型腿或是 X 型腿，有部分民眾會選擇替換人工膝

關節，不過人工膝關節可能會降低原本的活動力，高位截骨手術可改變膝蓋的力軸，讓膝關節承受力軸改

變，也讓膝關節能用更久。 
醫師在做截骨手術後，會置入矯正鋼板，並視患者的膝蓋狀況和磨損情形，運用 3D 列印技術，客製出患者

膝關節，並製作符合膝關節表面的「導引板」，貼在骨表面上，醫師只要在手術中順著導引板撐開關節，

置入鋼板固定矯正，就能減少手術時間，降低風險。 
邵崇榮表示，他曾向台北榮總請益，改良手術的固定方式，將原先僅由內側鋼板固定的方式，改成內外側

同時固定，藉由三角立體結構穩定的概念，讓患部得到更好的固定。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876947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130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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