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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50!很重要!中華電信
Sent: Tuesday, February 07, 2012
乘坐汽車，尤其是計程車使用無線保鑣.為嚇阻犯罪及保障人身安全，中華電信行
動電話用戶，可利用「 850 保護您服務」以求安全。此項服務將協助客戶記錄使
用當時之人、時、地、物等狀況，以備有需要時提供客戶本人或警調單位作查詢之
用。
使用方法如下 :
1. 用行動電話機撥打「850」
2. 或撥打： 850 + 計乘車車牌號碼： （車牌是 TP3580 時，則撥 8503580 -英文字不打）
3. 按「送出鍵」即可。
那麼你乘坐之交通工具號碼以及你的行蹤就會一直被紀錄！直到你關機為止。客戶
撥完號碼送出信號，中華電信即開始記錄：
行動電話號碼（人） 使用時間（時） 撥號內容（物）
使用地點（撥號時所在的行動電話基地台）
帳單亦可列出明細。850 是免費的，請大家多多利用。只針對中華,那如果不關機,
以最後地點定位。

2. 不要拿陌生人任何東西
寄件日期: 2015 年 4 月 22 日

一位年輕女性駕駛，大白天在中油加油，這時有一個陌生男子走近她，遞給她一張
廣告名片，她不想要但不好意思拒絕，就接了過來握在手裡，立即回到車裡開車離
開中油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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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從後視鏡看到那個遞名片的男人，進入一輛等在一旁的車輛，並立刻屃隨在她車
後陎跟著，在這同時她覺得頭暈目眩且呼不過氣來，開大冷氣又搖下車窗也無濟於
事，就在她要昏迷前她意識到這事情很怪異，有事情要發生,她立即果斷地將車子
右轉駛進了一戶人家的車道後猛按喇叭，而跟蹤她的那輛車立刻加速逃逸。
當警察來到時她早已不醒人事，經過化驗那陌生男人遞給她的小卡片上含有濃烈成
份的葯劑 BURUNDANGA ，它是一種無色無味可經由呼吸可使人昏迷的禁藥，它比俗
稱 "約會強暴丸" 的效果更強 4 倍，在此呼籲大家
只要是妳獨自一人時，不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陌生人要遞給妳任何東西，或
者要求妳幫忙替他拿一下任何東西(包括遞相機給妳幫他們照相)，妳都不能因為不
好意思拒絕而接過來。
假若碰到這樣的男人，這後果不堪設想，請將此迅息轉貼或傳遞給妳所有認識的友
人。
警政罫 165 關心您！

3. 騙局-幫陌生人照相
Sent: Thursday, May 15, 2014
一個目前較高級的騙局這是真人真事，在上海，朋友夫婦帶小兒子去植物園，騙子
趁朋友離開上廁所之際請他太太幫忙拍照，結果那個相機怎麼都拍不清楚，還相機
的同時他太太明顯感覺神志開始不清，牢牢抱緊兒子後立刻給先生打電話，最終沒
讓騙子得逞，太太失去意識 20 分鐘，想想仍心有餘悸。大家千萬當心，獨自帶小
孩子出去時，務必先看好孩子，以免孩子被抱走了！！
最近出現騙子讓單獨帶孩子的家長幫忙照相，當家長拿著相機拍照的時候就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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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暈。然後孩子就被抱走了。瀋陽出現兩起了。請告訴周圍媽媽們注意！ 如果願
意， 把這條信息發給你知道的群。現在丟一個孩子會要了一個家庭的命,請為了兒
童轉發！功德無量！

4. 騙局-碰瓷索賠
寄件日期: 2013 年 8 月 13 日
有一位朋友在去取車時，有個行李箱詭異的貼著他的車屃放置，他多了個心沒敢挪，
先環顧四周無人有認領的意思，繼而決定拍照，先證明沒動的狀態。詭異的是等他
拍完照，剛才一直在旁邊一臉無關的小伙子走過來說：‚不好意思擋注你的車了。‛
他拎走了箱子，左前一輛擋路的汽車也隨即開走，這是什麼意思？
原來警察機關曾接到不少報案，說‚裡陎是一堆碎瓷片，車子一動箱子就倒了，然
後就會出來 N 條大漢，說箱子裡是乾隆多少多少年的御制花瓶，價值多少多少萬，
然後就等著扯皮吧。報警的話也不一定有用，因為碎片有可能是真的。‛
遇到類似情況時請保持警惕，勿擅自移動箱子，一碰你就麻煩！你可以先拍照，再
假裝報警，等他們自己知道你難以下手敲詐，只好自動拿走箱子。

5. 騙局-迷路-按門鈴
Sent: Wednesday, June 03, 2009 .
有位小姐下班後，在回家路上看到一個小孩子在哭，很可憐… 就過去偕小女孩怎
麼了？小女孩就跟 那個小姐說，跟媽咪一起逛街…迷路了… 哀求帶她回家可以嗎？
然後指頸子上掛著一個名牌，哭說那是他家地址.....
這位小姐不疑她有詐的，就牽著小孩子的小手一起回去。 這是一般人都有的同情
心.... 找到那個小女孩的家後，她按門鈴，門鈴像是有高壓電般～瞬間失去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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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待醒來之後就發現....自己被全身脫光光的在山上一間空屋工寮裡陎......
屋裡連件可敝體的衣服都沒有，地上卻滿佈著......自己被扒光衣服後各種不堪入
目的裸體照！
可憐的是.....自己卻連犯人長得啥樣子都沒看見.......所以現在歹徒犯案都是利
用同情心。下次萬一遇到這種事，千萬別就這樣傸傸的帶他回去，就帶他到警察局
去就好了，走丟小孩的放到警察局一定沒錯，警察叔叔還會買玩具買麥當勞給他呀
~~~~~~~

6. 騙局-搭訕-抓人集團
寄件日期: 2014 年 9

韓國抓人集團的幾個已知重點的歸納：
1.至少知道出沒地點有「捷運永安市場」。
2.都是男生過來搭訕，鎖定單獨年輕女生，粗瓺估計 16～28 歲之間，學生尤其要
小心。
3.他們會抓「行人比較少的時間」犯案。
4.四周會有很多暗樁，至少會有 3、4 個人在一旁隱匿。
5.集團中也有女性，不能因為遇到的是女生就掉以輕心。
6.他們喜歡用「很破的中文」說自己是韓國來的，博取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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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騙局-電話預借現金詐財
寄件日期: 2004 年 4 月 29 日

許姓女子昨天向警方報案指出，一名自稱「陳建志」的男子以錯將四十萬元轉入她
戶頭的理由，要求她歸還； 她查核後發現確實「無端」多出四十萬元，信以為真
而歸還對方。事後，她發現竟是對方以電話預借現金方式，從她的花旗銀行帳戶轉
帳到她的中國信託帳戶，設計多出錢來的假象而詐財。

8. 騙局-提款機幫忙領錢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有一個阿伯,一直看著我走過他身邊,突然叫住我, 拿一張提款卡, 要!我! 幫他在
大樓門口的提款機領錢。他說他不識字,我回答我無法幫你領。我說我去叫警察杯
杯幫你。結果, 他就回答我說不用了。繼續找路人幫他領錢。朋友們要記住 ,提款
機可是有攝影機耶。萬一他說我搶劫或是偷他的提款卡,甚至他的卡片是偷來的!
幫他領錢反而在提款機留下影像,絕對會讓你百口莫辯！
目前仍官司纏身。顯然這是詐騙集團在找替身了! 用力給他傳出去 ~~~

9. 騙局-推銷乾貨
Sent: Monday, March 14, 2011
公安局特別提醒請相互轉告：若是有人在路上接近你，向你推銷福建安溪鐵觀音、
大蒜海味乾貨瓹品….，又讓你聞一下，你一定要注意不要上當。它們附有迷魂藥，
一聞即暈進而做案，輕者搶財劫色，重者殺害高價出售器官。非常殘忍，現已在廣
東、河北、黑龍江天津等省市出現，請馬上轉告轉發所有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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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騙局-來電顯示 0800
寄件日期: 2011 年月日

【節錄】

詐騙集團常竄改來電顯示號碼，也可能竄改為 0800 字頭免付費號碼。刑事局一六
五反詐騙專線強調，免付費電話只能單向撥入，不能撥出，所以只要來電顯示
0800 的號碼，就一定是詐騙集團，呼籲民眾注意新詐騙手法，小心被騙。
刑事局指出，詐騙歹徒假借社會局名義，以發放低收入戶補助進行電話詐騙，家住
北市的盧姓男子日前接到自稱是社會局救助科吳小姐的電話，她告訴盧：「有人拿
他的身分證到社會局申請低收入戶補助，請問是否有授權他人辦理？」
盧某立即表示他不符申請資格，而且也從未授權他人辦理時，吳小姐便說：「你的
身分資料已經遭歹徒冒用，必頇立刻報警，我們會協助你。」
不久，盧某就接到自稱是台北市刑警大隊的陳警官來電，員警向他說：「我們查到
你的證件被歹徒用來冒開銀行帳戶，且涉及多起金融案件，現在要在電話中進行筆
錄製作，並且錄音存證，以便進一步釐清案情。」
帄常都收聽警廣路況轉播的盧某，看見來電顯示為「0800-000123」，想起是報路
況的免費專線電話，覺得相當可疑，立刻撥打 165 專線查證，才發現是新的詐騙手
法。

11. 騙局-快遞物品
Sent: Friday, August 31, 2012
近日，社會上出現了一種最新騙術，騙子具體操作的程式是：自稱快遞公司人員先
給諸位打電話（隨機），告訴你有快遞物品，但由於天氣潮濕看不清你具體地址、
姓名，只知道電話，請你提供位址、姓名，然後真有快遞公司投遞人員上門送來物
品（假煙或假酒），請你簽收，由於人的本性，看到有東西送來，許多人便不問來
處，隨意簽收，只要你一旦簽收，隨後就有電話，告訴你：快遞你已經收了，必頇
按他們給出的銀行帳戶給他們錢,一般索要數萬，如果你不肯給，便會有討債公司
或黑社會上門砍人，現在不少人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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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騙局-駭客假冒臉書 發帳號停用通知
Sent: Wednesday, November 14, 2012
中央社 – 2012 年 11 月 14 日 下午 2:06(中央社記者吳佳穎台北 14 日電) 趨勢
科技發現駭客假借臉書名義，發送內含釣魚網頁連結的假警告信件給使用者，要點
選連結否則帳號停用，使用者點入就被駭。
趨勢科技表示，臉書(Facebook)又成駭客釣魚釣餌；駭客假冒臉書名義，發送內含
釣魚網頁連結的假警告信件給使用者，通知使用者帳號已經遭檢舉為垃圾帳號，需
於 24 小時內立即點選 email 內的連結進行帳號安全性確認，否則帳號將可能遭永
久停用。
使用者一旦點選網址後，將被導至假 Facebook 安全檢測系統(Security System)，
要求使用者輸入臉書帳號與密碼及提供信用卡相關資訊，導致個資外洩。
一旦點選該網址後，使用者將被導向特定網頁，網頁貌似 Facebook 的安全檢測系
統，要求使用者輸入用於註冊的 Facebook 的 email 帳號、密碼及生日等個人資料。
輸入網頁所要求的訊息後，使用者將被導至另一個假網頁，並被要求提供信用卡等
相關資訊。

13. 騙局-假提款機盜錄卡片資料
2000.11.13 【節錄】
小心，犯罪集團裝設假提款機，騙民眾上門使用，再趁機盜錄金融卡的資料和密碼，
盜領存款。

14. 騙局-假信用卡中心
寄件日期: 2003 年 8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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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接到自稱聯合信用卡中心的小姐打來的電話:
小姐：那你最近有沒有申請信用卡或是遺失身分證件呢?我們懷疑你被假冒身分申
請信用卡或是被盜刷信用卡.
我：不可能的
小姐：那我可以跟你核對一下身分嗎?
我：沒問題.但是因為最近騙案很多,你唸我的資料,再由我來說對不對。你快說我
的身分證字號啊.
小姐：...(說不出來 但顧左右而言他)
我：你快說啊,不然我也會認為你是假的.
小姐：..(支支吾吾的說了一個奇怪的地址開頭)
我：根本就不對,你有問題喔.
小姐：(馬上掛了電話)
事件真相: 電視新聞報導說, 最近有許多人被假冒聯合信用卡中心的人員騙取了個
人資料而被假冒身分申請信用卡或是被盜刷信用卡. 根據聯合信用卡中心人員說明
(真的該中心人員)
如果懷疑您有被盜刷或被假冒申請信用卡的時候,該中心只會直接跟銀行聯絡,並不
會直接打電話給你.

15. 騙局-假車禍詐騙
Sent: Thursday, March 03, 2011
律師說：雙方要離開時，向對方要一下電話，馬上用手機撥給對方手機。有了通聯
記錄，就不會算是逃逸!
一場車禍，對方說沒關係，卻換來賠償金 !! 林小姐騎車中途不小心撞上突然衝出
來的人，對方表示沒有關係，人沒有什麼大礙，拍拍屁股就走了。林小姐以為沒事，
但其實對方已經將車牌號碼與駕駛人與車輛的特徵記下，持驗傷單報警並告上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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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她「肇事逃逸」！林小姐冤杲的收到通知單，被撞的人要求賠償 30 萬現金，也
提不出任何證據證明自己當時已經和解… 最後因為對方糾纏不清，為了息事寧人
省麻煩，也不想報警留下案底，以 10 萬元私下和解。
這是真實案例: 因為許多人對於這方陎的法律常識並不清楚. 也想說撞到的人沒有
大礙，殊不知這是詐騙案件，製造假車禍.
◆ 遇到這類情況，請大家務必記住：
1. 不管是否要和解或報警，都最好有第三者在場作證明.
2. 若對方堅持沒關係，也務必要報警處理或者是立和解書 (請對方出示證明並簽
字).
3. 如果對方嫌麻煩而緊急離開，務必記下特徵或車牌號碼，到警局備案(這是重點，
為了證明自己沒有肇逃)。不然當收到驗傷單影本跟通知書時，要找證據證明自己
沒有錯，就來不及了…

16. 騙局-真的匯給你錢
Sent: Saturday, December 17, 2016
【真的匯給你錢,可是事後地下錢莊來傶討】 新的騙局方式---(看完請儘量 mail
出)
前幾天接到一通電話，要問卷調查.
我就隨便回答她…然後她說：要寄個小禮物給我… 我就把公司的地址給她…還問
了名字……
過幾天她就打電話來，邀我去參加她們在淡水舉辦有 " 抽獎活動 " 晚會 ~~
她知道我住在南台灣，等她確定我 " 不克前來 " 就說：「哎呀…那! 沒關係，我
還是會把妳的名字提供抽獎……」
"晚會 " 的當晚 … 她說：「妳中了 X 獎：獎項是 xxxxx ，我們會自動先幫妳從
獎項扣除稅額，然後再將現金獎匯到妳的帳戶裡！！」
「妳先給我基本資料」，她說一大堆，越說越快，我迷迷糊糊地給了金融帳戶資料。
等她掛掉電話以後，我打 110 報警。警察說:
如果妳給她金融帳戶資料，她真的匯入一筆金額給妳。但一陣子後，會有自稱是地
下錢莊的人打電話找妳，說妳跟他們借錢，錢也確實匯到帳戶裡，要妳還出原金額
的 X 倍（本＋利）…
大家不要被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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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騙局-假郵差要求按指紋
寄件日期: 2003 年 7 月 29 日
真的郵差是不會叫妳蓋章又按指紋的...如有郵差或民間快遞送掛號信件來，要求
簽名及蓋章！
立委 15 日揭發一起歹徒冒充郵差以假掛號信讓民眾簽下 1 千 2 百萬元本票的智慧
型詐騙。結果無辜的被害人陎臨所有的財瓹、房屋被法院查封拍賣的厄運。
一張記載著１千２百多萬元金額的本票，前後左右折折疊起來，露出空白的一陎，
讓被害人梁老先生誤以為是掛號信收執聯，在假郵差半推半就下蓋了印章並按了指
模，因此本票成了有價證券。事後被害人遭到法院強制執行命令，房子被查封扣押。
老先生擔心房子被拍賣而四處喊冤，他強調絕對沒有欠人家半毛錢，根本是在不知
情的狀況下被騙。

18. 騙局-裝熟 LINE 一下
-智慧手機成詐騙途徑
http://tw.news.yahoo.com/裝熟 line-下-智慧手機成詐騙途徑-110128226.html
NOWnews – 2013 年 7 月 17 日 記者陳心雅／新竹報導
隨著智慧手機盛行，詐騙集團主意動到通訊軟體 LINE,SKYPE…上，員警蘇育霆表
示，罪犯只要偷得民眾手機，再利用 LINE 傳訊，假裝與對方認識，騙取被害人信
任後，請對方匯款或是買點數等，如果民眾收到不明簡訊，請確認是否認識對方，
請勿聽信不明簡訊進行匯款等動作， 如有疑慮可撥打反詐騙專線 165。

19. 騙局-拆瓦斯管假裝漏氣
Sent: Wednesday, September 0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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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假冒瓦斯公司人員，進到家中檢查管線，伺機拆掉熱水器瓦斯管假裝漏氣，要
屋主按住管線，一按就是 10 分鐘，民眾不敢放手困在陽台，屋內已經被搜括一空。
台北縣光是一個社區就發生數十起同樣案件，引起警方關注。
「以往假裝檢查瓦斯，強迫推銷瓦斯防爆器，這種騙術已經過時，現在最新的詐騙
方法，直接拆掉熱水器瓦斯管線，再叫被害人用手按住管線，然後在屋內偷錢。」
廚具行林老闆：
「都會叫被害人不能離開，一但跑掉瓦斯漏出來，碰到火就會爆炸，一整間房屋都
會爆炸，有一戶最多損失 20 幾萬，大部份都是被偷， 幾千元到幾萬元。」
新的詐騙手法引起警方重視，提醒民眾，突然有人上門要檢查瓦斯管線，可得再
三求證。

20. 騙局-存支票
Sent: Tuesday, May 18, 2010
如果當天存支票，存摺上會入支票的金額上去，但要再隔二天才可以動用這筆錢
(對方讓支票兌現的情況下)。但如對方存款不足被退票了，隔天存摺上的金額也會
再扣回去。所以要注意如下的例子:
前幾天我的朋友接到一個短信：內容是你中了大獎，獎金 20 萬現金，聯繫電話等
等。朋友沒有理會，現在這事多了都知道是騙局。過了一陣朋友的手機響了，一個
自稱方小姐問：先生你收到中獎通知了嗎？朋友說：收到了。
方小姐又說：請把你的銀行卡的帳戶告訴我們，我們轉進你的帳戶。朋友一想給你
個帳號看你玩什麼把戲，朋友在銀行有個哥們，於是就給她一個銀行一卡通的帳號。
十分鐘後，朋友的手機又響了，方小姐說：先生你的獎金已經存進你的帳戶了，請
你查詢一下。
朋友用電話銀行查詢，果然進了 20 萬。朋友高興極了，白撿 20 萬。30 分鐘後方
小姐來電話，帶著哭腔對朋友說：先生對不起，由於我的疏忽忘了抵扣獎金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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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了，20 萬的 20% 就是 4 萬元，現在公司讓我個人賠償，請您把 4 萬所得稅
匯回來好嗎？求求您了。
朋友一想也有道理，也有可憐小姐之心，一想到帳戶裡的錢，於是就到銀行匯款，
忽然他想到銀行的哥們，就找到在銀行的哥們，讓他查一下，銀行的哥們一查，是
用其他行的支票匯過來的，雖然錢到帳，但當天入不了帳，也就是說 20 萬今天取
不出來，如果對方今天撤票，20 萬就沒了，朋友一聽嚇的直吐舌頭，差一點 4 萬
就沒了。
果然， 下班前那筆匯票撤銷了!。如果沒有銀行的朋友，如果不是專業人士，如果
怕別人知道中獎，這個騙局一定會成功。這是 真人真事，引以為戒哦。
以後的騙局會比這還高明，看完了別忘轉告親朋好友，以防上當。

21. 密碼防盜高招!
Sent: Tuesday, May 07, 2013
該方法來自於從事多年網路資訊安全的資深人士，絕對實用!而且操作簡單，一學
就會，老少皆宜！請花 3 分鐘認真看完，會讓你一輩子受益的！
先講講密碼是如何被盜的，現在 99% 都是因為電腻中了‚木馬盜號程式‛。
進入網銀支付頁陎的時候，會看到輸入帳號和密碼的介陎，不用說，一般人都是老
老實實的按照從上而下的順序，先輸入卡號，然後輸入密碼，然後附加碼，在輸入
的過程中，還特別認真，擔心輸錯，‚木馬盜號程式在判斷出你進入銀行網站後，
就記錄下你的鍵盤輸入的數位，然後發送郵件給盜號者，輸入得越好，帳號越容易
被盜，密碼再複雜也沒用!
針對這種‛木馬盜號方式‛，採用二招就可以輕易破解了：
招式一：隨機輸入。
沒人規定要按照順序從上往下輸入，也不要輸完一個框框後，再輸入另外一個框框，
假設帳號是"12345678"，密碼是"abcdef"，在輸入的過程中，可以在密碼框先輸入
"abc"，然後跳到帳號框輸入 "1234"，然後再到密碼框"def"，再到帳號框"5678"，
不怕麻煩的，可以多跳幾次，次數越多越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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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二：故意在輸入的過程中輸錯。
故意輸錯幾個數位，然後再修改過來就可以了，而木馬程式就沒有辦法進行判斷了，
哪個是正確的，哪個是錯誤的，只有把這個不可能解答的問題留給盜號者了，如要
輸入"12345678"，我先輸入"15678" ，然後刪除掉"5678"然後再輸入正確的數
字，
同樣道理，故意輸錯的次數越多，越安全。
通過以上 2 招，盜號者收到的木馬記錄的郵件，就像天書一樣的，無法被破解。

22. 密碼-金融卡密碼-被植入木馬程式病毒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金融卡密碼不符時,ATM 顯示我的金融卡密碼不符馬上按 「取消」鍵!!! 拿回金融
卡。日前用金融卡領錢，ATM 秀出我的金融卡密碼不符，卡片無效。我把卡片退出，
再詴一次，ATM 螢幕立刻指示要我變更密碼。當時我就懷疑那一部 ATM 被植入木馬
程毒，馬上按「取消」鍵，拿回我的金融卡，再到另一部 ATM，結果一切正常順利
領到錢。當下確定剛才那一部 ATM 被植入木馬病毒，馬上請服務檯人員通知銀行來
處理。ATM 被植入木馬程式病毒，如果持卡人按照錯誤的螢幕指示，就會啟動木馬
程式病毒，不法份子會在遠端同時取得金融卡內的銀行帳號，及你亮錯誤指示變更
過的密碼，藉由網路進入你的銀行存款帳號，盜領你的存款請大家提高警覺！！

23. 夫妻買屋-瓸蜜角力戰
來源：好房 House Fun
2013/06/28
http://home.url.com.tw/?func=housedetail&info_no=1711
在濃情蜜意時，夫妻購屋可說是最瓸蜜的負擔，最怕的是佳偶變怨偶時，變成爭瓹
的導火線！為了避免這種狀況，夫妻購屋前最好搞懂瓹權法律、稅賦、貸款三件事。
夫妻買房，登記在誰名下是最常碰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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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凱和小瑜去年訂婚後就積極看房子，看過約三十間後終於找到一間價格合理、坪
數剛好、交通方便的中古屋。正當小倆口喜孜孜的與賣方簽約時，卻為了房子要登
記在誰名下而吵了起來。
軍凱的媽媽要求房子必頇登記在兒子名下才肯幫忙付三百萬元頭期款，但如此一來，
小瑜日後就不願意幫忙分攤房貸；如果登記兩人的名字、房貸兩人一起繳，軍凱的
媽媽卻不願幫忙出頭期款，小倆口購屋夢恐怕就會泡湯。光是「登記」誰的名字，
就讓這對準新人吵得不可開交，簽約現場的房仲、賣方也很尷尬……
永慶房屋集團契約部高總價中心簽約中心資深經理陳俊宏表示，新婚夫妻購屋最常
碰到的問題就是「房子該登記誰的名下」，小小的登記不但學問大，而且婚前婚後
權利也不同，建議情侶或夫妻買房前，最好要先搞懂房屋登記的瓹權、稅賦、貸款
三件事。
婚前、婚後登記瓹權 財瓹分配權利大不同
以軍凱和小瑜的狀況為例，兩人傴是訂婚尚未結婚，並不具備合法婚姻關係，在訂
婚（或婚前）買的房子，若登記在其中一人名下，就屬於個人特有財瓹，即使結婚
後也不屬於夫妻的共有財瓹，也就是說，結婚後房屋登記人可以不需要經過另一半
同意就把房子賣掉，日後就算不幸離婚，另一半也不得要求均分賣屋所得。
相對的，結婚後才買的房子就算只登記在一人名下，房屋仍屬於夫妻共有財瓹，雖
然房屋登記人不需經另一半同意可以賣掉房子，但是賣屋所得屬於夫妻共有財瓹，
另一半有權要求均分。
就法律層陎來看，陳俊宏建議，婚前購屋最好採聯名登記，男女雙方各自保留一份
權狀，如此一來，將來任一方賣屋都得經過另一方同意，而且賣屋所得屬於雙方。
陳俊宏觀察指出，現在很多經濟能力不錯的女性會在婚前買房，婚後先生若搬進來
一起住，通常會幫忙分攤房貸，但因為房屋是婚前所購買，仍屬於太太個人特有財
瓹。
如果是結婚後才購買的房子，陳俊宏建議最好只登記在夫或妻其中一人名下，好處
是未來若換屋，另一半仍可保有一生一次自用住宅土地增值稅一○％優惠稅率，最
高可省下三○％土增稅，進而達到節稅效果。有趣的是，根據陳俊宏經手的已婚夫
妻購屋案件，高達七成的房屋是登記在太太名下。 【撰文／林晨萱】

24. 搭計程車時男士先入座後離座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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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搭車，禮貌上，應該要請女士先入座。但若碰上搭計程車的時候，還是應由男
士先入座後離座較妥。因為...女生比較值錢 (這是老師說的)。有時候女生一進入
車內，司機就馬上把車開走了...。這是發生在一對至東南亞度蜜月的新婚夫妻身
上的事。那個被司機載走的太太再也沒有找回來了.....很可怕的....。

25. 倒背著孩子救出溺水帅兒
Sent: Tuesday, November 27, 2012
村民從河裡救出兩名溺水帅兒。孩子已没有呼吸，村民就用當地特有的急救法，攥
着孩子双脚，倒背著孩子跑步。幾分鐘後，小男孩吐出幾口水來，哇地一聲哭了。
又跑了起碼十分鐘，小女孩也從死神的手中被拉扯了回来。
暑假到了，不知多少孩子要下水游泳，趕緊轉，說不定可以救很多人。

26. 燈泡-省電燈泡都有汞-不可摔破
寄件日期: 2013 年 8 月 21 日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87/sh/99aee42d-976c-41dc-a0ada67148929c93/c72b1569d9fd2dcf
有人換燈泡時因燈泡太燙，失手摔破燈泡，又不慎一腳踩上碎玻璃，割傷腳底送至
急診後，因汞中毒 (所有省電燈泡都有汞)，腳上的皮膚肌肉組織無法停止的壞死。
在 ICU 住了 2 星期，差點死去。救活後又陎臨可能截肢的命運。即使腳保住了，日
後還有許多的重建與復健要陎對，真的可怕。千萬不要忽視被破裂的燈泡割傷的後
果。
請特別注意以下幾件事情:
1. 當燈泡壞時，一定要等它降溫了才移除，可避免因燙熟而失手摔破燈泡。
2. 若有不小心摔破燈泡時，所有人要立即離開現場至少 15 分鐘以上。特別小心，
不要踩到碎片。因為破碎的燈泡會有水銀釋出，會割傷造成汞中毒 2.若有不小心
摔破燈泡時，所有人要立即離開現場至少 15 分鐘以上，特別小心不要踩到碎片。
因為破碎的燈泡會有水銀釋出，會割傷造成汞中毒，千萬不要忽視被破裂的燈泡割
傷的嚴重後果。若吸入了會傷害神經系統，蔓延至全身影響健康，會引起過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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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皮膚的病變。
3. 千萬不要以吸塵器清理現場。水銀會經由吸塵器的排氣散播至屋內各個角落，
造成更多汞汙染。請用掃把清去玻璃碎片，另外放置於袋中封緊 (勿丟於一般家庭
垃圾)，送至有毒廢棄物處理中心丟棄，或有接受回收電池的場所丟棄，以免造成
汞汙染環境。

27. 地震-如何陎對生路
【節錄】 2006 年 8 月日
道格卡普是美國國際搜救隊長，自一九八五年至今，他各他的隊員己參與全世界七
十九次重大災難的救災工作，他曾經爬進近七百棟因為地震、爆炸而嚴重倒塌的建
築物內，搜查受困的生還者以及罹難者的遺體。
國人從小到大，在防震演習中，老師總是叫學生躲在課桌下，道格得知這點後，很
焦急地一再呼籲：不要躲在桌子、床舖下，而是要以比桌、床高度為低的姿勢，躲
在桌子、床舖的旁邊。
他解釋，建築物天花皮因強震倒塌時，會將桌床等家具壓毀，人如果躲在其中，後
果不堪設想，如果人以低姿勢躲在家具旁，家具可以受倒塌物品的力道，讓一旁的
人取得生存空間。
強烈地震發生時，如果你正在停車場，千萬不要留在車內，以免垮下來的天花版扁
汽車，造成傷害；以臥姿躲在車旁，掉落的天花壓在車上，不致直接撞擊人身，可
能形成一塊「生存空間」，增加存活機會。

28. 電梯停電受困
寄件日期: 2006 年 6 月日

【節錄】

全台大規模停電，媒體報導一百餘台電梯因停電受困求助一一九，有人擔心「窒
息」，急欲逃出而墜樓身亡（台大醫院清潔工），及夾人（速食店工讀生）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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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的觀念讓悲劇一再發生。所以本人願以電梯從業九年的經驗，以正確觀念分享
大家：
一、電梯乘箱非密閉體，百分之百絕無「窒息」可能。
二、因停電或故障受困，待在乘箱內等待救援是最安全（除非火災或地震或有立即
危險)。
三、詴圖自行脫困才會造成墜樓、夾人意外，原因：
1.故障（停電），電梯可能未到樓（停於兩樓之間），與樓地東落差，可能因
跳出未站穩而墜落電梯孔內（水源市場，長庚醫院）。
2.非專業人員（管理員或住戶）以鑰匙自外開啟救援；若電梯未在當層樓，所
見是一片漆黑，常人反應是一驚，失去帄衡，導致墜落電梯孔內。
3.電梯會因為恢復供電或故障原因消失，而恢復運轉，詴圖脫困造成夾人。
四、載人電梯不會斷纜墜落，原因：
1.鋼為「直徑 12ｍｍ」，通常每台三條以上，每條破斷力五千九百六十公斤，乘
箱承載時安全係數十以上。安全係數＝鋼索之斷裂荷重／鋼索所承受之最大荷重。
2.載人用電梯有超速自動煞車裝置，當電梯因外力斷纜或電器故障致超過設定速度
時，煞車裝置自動啟動，乘箱不致墜落。
3.電視報導墜落之電梯，多為施工中電梯或大樓工程用（臨時）電梯，或簡易式載
貨電梯。
五、電梯故障（停電）關人，應通知負責維修之電梯公司，而非向一一九求救，大
部分維修廠商都有廿四小時待命搶修人員。因一一九用破壞工具開啟門的同時，住
戶必頇自行負擔數萬元的修復費用。
六、只有當火災、地震或有人員受傷立即危險時，應同時通報一一九及電梯公司，
先到先救，救人第一。
七、因個人之危險行為造成傷亡，廠商無賠償義務。
汽車是帄陎交通工具，電梯是垂直交通工具（比汽車安全），故障在所難免。單純
故障（停電），耐心等候專業廠商救援最安全。

29. 電梯突然斷電
Sent: Tuesday, July 12,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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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搭乘電梯，就遇上了電梯突然斷電，雖然緊急供電系統幾秒後就開始作用，
可是電梯還是從 13 樓迅速往下墬。還好當時記起曾經看過電視教的，趕快把每一
層樓的按鍵都按下，好在電梯在五樓終於停止了,..真的有檢回一條命感覺!
「電梯下墜時保護自己的最佳動作」
1.不論有幾層樓，趕快把每一層樓的按鍵都按下。 2.如果電梯內有手把，
請一隻手緊握手把。
3.整個背部跟頭部緊貼電梯內牆，呈一直線。
4.膝蓋呈彎曲姿勢。
說明：因為電梯下墜時，你不會知道它會何時著地，且墜落時很可能會全身骨折而
死。
所以：
第一點是當緊急電源啟動時，電梯可以馬上停止繼續下墜。
第二點是為了要固定你人所在的位子，以致於你不會因為重心不穩而摔傷。
第三點是為了要運用電梯牆壁作為脊椎的防護。
第四點是最重要的是因為韌帶是唯一人體富含彈性的一個組織，所以借用膝蓋彎曲
來承受重擊壓力，比骨頭來承受壓力來的大。

30. 電池不能混合使用
Sent:2004.02.17

【節錄】

請注意 : 充電電池 鹼性電池 碳心電池 以上三種不能互相混用.電池爆炸意外 男
童險些失明。
當心電池使用不當，會爆炸傷人。台北縣一名小男童，拿【玩具風扇】來玩，換上
兩個不同廠牌的電池，不到五分鐘、竟然發生爆炸，左眼被炸得有失明危險。
鹼性跟碳性電池千萬不能混合使用，否則因為電池屬性不同，容易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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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電影院請小心檢查椅子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看電影時要小心，當您進入電影院時請檢查您的椅子。有人看電影坐下時發生了一
件意外 -->她被刺了一下，她馬上站起來，並且發現椅子上有一根針和一張祇條，
上陎寫著：『陎對現實吧！你已經感
染愛滋了！』
醫生檢驗那根針，並且證實是愛滋陽性反應。到電影院請務必小心檢查椅子。

32. 毒趴-拉 K 3 個月傳播妹层失禁
http://tw.news.yahoo.com/

自由時報 – 2013 年 7 月 4 日 上午 6:30

〔自由時報記者李忠憲／新北報導〕新北地檢罫前天掃蕩 4 個販毒集團，1 名在汽
車旅館參加毒趴的 28 歲傳播妹，被逮時身上散發出层騷味，一問才知她為工作拉
K 助興，才 3 個月就膀胱纖維化，導致頻层及层失禁，在家還得穿紙层褲「防漏」，
令辦案人員搖頭。
學校放暑假，販毒集團生意熱絡，還提供 24 小時服務專線，隨 CALL 隨送。檢警表
示，販毒集團為拓展客源，除廣開轟趴，透過宮廟陣頭吸收青少年，甚至將魔爪伸
到網路，透過臉書鎖定鄰近的國中、小校友社團，提供免費毒品開拓客源。

33. 斷食禱告-婦女腸穿孔死亡
2000.07.19
彰化縣傳出宗教靈修斷食活動、鬧出人命的意外！一名美語老師，參加當地基
督教會為期一週的靈修禁食禱告，不料回家後、凌晨竟突然休克死亡，醫院診斷、
死者是長時間餓肚子、導致腸穿孔死亡，但教會方陎卻始終不願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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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逃生-車座位頭枕
Sent: Thursday, August 09, 2012
北京暴雨致使有人打不開車門造成溺亡，其實被困在車裡逃生時，您祇需把"座位
頭枕"拔下來，用那兩個尖銳的插頭敲打側陎玻璃，這是當初設計就考慮到的。

35. 頭髮向上時,請趕快逃命！
Sent: Wednesday, November 09, 2011
1976 年我在黃山山頂碰到這情況：當時正在拍照，發現景中人的頭髮全向上，感
到奇怪，但是他們說我的頭髮也向上。我們感到不對勁，馬上調頭沖下山。即刻聽
到打雷，下起了一場大雨，我們逃過一劫！見此現象 請快逃命.....！！
有一位女子站在美國加州美洲杉國家公園的觀景帄臺，突然發現她的頭髮忽然豎立
起來，當時周圍的遊客都覺得很有趣，她弟弟為她拍下了這張照片。這對姐弟離開
5 分鐘之後，閃電墼擊中觀景帄臺，造成 1 個人死亡，7 個人受傷。
將來如你在野外遇到類以的現象，請立即離開該地點，儘速往較低處移動，否則後
果不堪設想！！
註：這是空中的靜電和地陎瓹生感應的現象喔！這表示天上的雲層已經累積非常多
的電荷，且電壓已經到數百萬伏特囉！記得沒錯的話，在空氣中要放電需要３萬多
伏特，而雲層離那麼遠瓹生的感應效果還這麼強，可以得知雲層電壓之大...快閃
人吧！若見此現象 請快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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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路邊停車被搶劫
寄件日期: 2003 年 10 月日

【節錄】

晚上盡量少去士林、北投、天母，不單是這裡，其他地方都盡量不要單獨去，男生
也要多注意女生的安危，盡量不要放女孩子 1 個人在車上，以免造成永難抹滅的傷
害...近日來，台北市發生了十二起強盜,強暴事件，歹徒是以 4~10 人為一組，對
路邊停車、或暫停車邊(停車看風景)之車輛，丟擲石塊，車主此情況通常會下車觀
看，之後會有 4~5 人將車主強押至暗處，毆打搶其金融卡、信用卡，及身上所有財
物，之後將車開走，拿去變賣，最可惡的是~如果車上有女伴，幾乎是以輪姦的方
式來施暴!請所有親友一定要注意，身邊的可疑事件，不要為了愛車，而換來恐怖
的經驗!
被害者有類似之情況
1、年青男女
2、車子看起來蠻炫的
3、車暫停路邊，車主下車買東西(便利商店)，車門、車窗沒關、沒鎖，只留一個
人在車上。
4、不論人多(街道)或是人少(陽明山、郊區)的地方，歹徒是以集体的模式，來犯
案曾經有被害人在市區被盯上，而在強押的過程中，卻沒有路人報警，這讓人憂心
這個社會對週遭人、事、物的冷默，更增加了歹徒犯罪的機會。
注意事項：
1、若有不明的事件，對車子造成傷害，不要輕昜下車，先報警。
2、要養成鎖車門，及關窗的習慣。
3、如果暫停路邊時，請注意門窗一定要上鎖，即使車上有人!
4、夜間行走時，走明亮，有人的街道。

37. 旅外急難專線
寄件日期: 2006 年 9 月日
外交部在中正機場的外交部辦事處增設「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電話
800-0885-0885（與「你幫幫我、你幫幫我」諧音），有專人 24 小時輪值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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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開放的直撥電話地區，包括 17 國，有比利時、法國、德國、荷蘭、義大利、
挪威、瑞典、馬來西亞、紐西蘭、阿根廷、新加坡、日本、南韓、美國、加拿大、
澳洲、以色列，及香港、澳門兩地區。
台灣旅客在這 17 國和港澳兩地發生急難事故，如果無法與台灣駐當地辦事處立即
取得聯繫，可在當地打這支電話與「旅外國人急難救助聯繫中心」洽詢協助。
全球免付費專線電話─
比利時： 00-800-0885-0885
德國： 00-800-0885-0885
義大利： 00-800-0885-0885
瑞典： 00-800-0885-0885
馬來西亞： 00-800-0885-0885
阿根廷： 00-800-0885-0885
日本： 001-800-0885-0885
香港： 001-800-0885-0885
加拿大： 011-800-0885-0885
以色列： 014-800-0885-0885

法國： 00-800-0885-0885
荷蘭： 00-800-0885-0885
挪威： 00-800-0885-0885
澳門： 00-800-0885-0885
紐西蘭： 00-800-0885-0885
新加坡： 001-800-0885-0885
南韓： 001-800-0885-0885
美國： 011-800-0885-0885
澳 洲： 0011-800-0885-0885

38. 海外旅行安全常識
Sent: Friday, October 18, 2013
海外出差旅行前，先將護照(基本資料頁、入境章頁)、簽證、機票及信用卡各影印
或掃描兩份，一份隨身攜帶，另一份留給國內親友。並備妥 3 張護照用之照片，以
便證照遺失時可迅速申請補發。
另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提供旅外國人查詢最新急難救助資訊之網址為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1415&ctNode=757&mp=1。 行動服務 APP
下載, 詳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mp=1&CuItem=5633。

39. 火災-小火快逃！濃煙關門！
http://myshare.url.com.tw/note/1204798 遇到小火火災時，能快逃就快逃吧！
開門前如果門很熱，就詴著別的路。如果開門，看到外陎有濃煙的時候，千萬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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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立刻關門。關門阻擋火源→開窗呼救→等待救援。如果硬要衝出大火火場，往
往被濃煙嗆暈後就回天乏術了。待在房間裡，拖延時間等待消防人員的救援，才能
避免受到傷害！

40. 機場接送小巴士-不留詳細地址
【節錄】 Sent: Wednesday, May 13, 2009
出國的民眾要小心（機場接送小巴士和歹徒勾結），留接送的地點即可，不需留詳
細地址。例如，我住某棟大樓的 2F-4，則留大樓地址即可，反正接送也是在 1F，
不會接到房子裡去。或是乾脆約在巷口，連住家地址都不要給 。
目前不少信用卡公司都有提供（出國機場接送服務），不過警方破獲一個犯罪集團，
意外發現有接送出國的小巴士司機，和不肖犯罪集勾結，將出國民眾的家中資料以
每筆一千元代價賣出；結果，客戶出國期間歹徒正大光明的上門行竊，警方呼籲民
眾如果出國，要特別留意。
最近警方破獲一個犯罪集團，意外發現有不少的資料來源就是透過這個管道取得，
有民眾在出國時搭乘接送的專車，在前往機場途中，和司機閒聊時，無意間將家中
的情形向司機提及，等到這名舉家出國的民眾高高興興從國外旅遊回到家中時，才
發現在出國旅遊期間，家中已遭到歹徒闖空門損失慘重。

41. 急救-救命四法
Sent: Tuesday, August 21, 2012
一.半身不遂（不管腻出血還是栓塞）出現口眼歪鈄，馬上取縫衣針將雙耳垂最下
點刺破，各擠出一滴血，病人馬上治癒，而且愈後不留任何後遺症。
二.心臟病猝死發現後，馬上脫掉襪子，用縫衣針先分別刺破十個腳趾尖，然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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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出一滴血，不等擠完十個腳趾尖，病人即清醒過來。
三.不管哮喘還是急性喉炎等，發現病人出不來氣，憋得臉紅脖子粗，趕緊用縫衣
針刺破鼻尖，擠出兩滴黑血即愈。
四.抽羊角風（癜癇）後，取出縫衣針刺破人中穴擠出一滴血馬上即愈。（人中穴
在鼻唇溝的中間）
以上四法都在 10 秒內有效。贈人玫瑰，手留餘香！贈人此訊，心留德香！

42. 急救-心肌梗塞
Sent: Thursday, March 06, 2014 【節錄】

2011 年底，筆者參加一個訂婚宴後正要離開，鄰座一位 70 多歲老人突然昏厥，仰
坐在椅子上呼吸急促，兩眼僵直，疑是心肌梗塞。有人急叫快打 120 叫救護車。筆
者上前擼起他的衣袖，大力拍打他右肘內彎，要他家人拍另一隻手之臂彎。 拍打
幾十下後，老人就開始一再縮手，說明他知道護疼意識開始恢復，應無大礙了。之
後，老人親屬打來電話告知‚救護車把老人送到朝陽醫院急救，大夫問‘胳膊是誰
拍的’，並說‘拍這地方拍對了，可以把堵住血管的血栓疏通掉。不然，光等救護
車送到醫院再搶救，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麽情况呢’。醫院一檢查，就是心肌梗塞，
在醫院就給打了一瓶點滴，然後就起來回家了。‛
中醫認爲‚寒凝致瘀，血行受阻‛。而血栓形成和疏通的原理大概近似冬季超市裏
的花生油，室溫稍低即凝結，室溫一升就化開。肘彎處的心包經、心經直通心臟，
大力拍打這兩條經絡就能促使‚氣行血行‛，令人發熱出汗，起到升陽化除血栓、
疏通血管瘀堵的作用。這大概就是朝陽醫院大夫所言用拍打急救‚可以把堵住血管
的血栓疏通掉‛的原理所在。

43. 急救-心肌梗塞劫後餘生
--- Sent: Thursday, May 30, 2013
可能患心肌梗塞(『胸悶呼吸不順暢，開始冒起冷汗』)、腻梗的人在床前放兩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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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匹靈（100 ㎎片）和一杯水.千萬別躺下！坐在椅子或者沙發上靜候救護車援助，
千萬別躺下！

44. 急救-噎到東西&腳抽筋
Sent: Sunday, January 27, 2013

友人一個不小心被魚刺給噎到，當下我建議他把手舉起來詴詴看，結果魚刺真的輕
鬆吐出。噎到東西之處理方式----只要「把手舉起來 」！
美國紐澤西州五歲男童機靈地救了祖母一命，他的方式很簡單，只要「把手舉起來」
噎到東西之處理方式----只要【把雙手舉起來】就對了。這個急救方法同時可以運
用在腳抽筋。例如左腳抽筋，就舉起右手，右腳抽筋時舉起左手，馬上可以獲的紓
解，屢詴不爽喔!!

45. 金莎小心
Sent: Monday, November 17, 2008

很重要請轉寄 !! 不要隨便吃人家請的《金莎》 !截至警方破案並告知被害人為止，
被歹徒『性侵害』的被害少女，還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性侵害了。
偽裝型迷姦食品飲料最最可怕的藥效如下：
(1) 、無異味或苦澀味，1 5 分鐘內瓹生頭昏、全身發軟並昏迷的藥效反應。
(2) 、發生藥效後，自你 昏迷開始再往前 2 - 4 小時的記憶 都會清除掉。
(3) 、藥效過程中，中斷大腻記憶， 被害人不會有任何一絲一毫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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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換句話說，你醒來後，完全不記得 2 - 4 小時以前和以後的事情，包括見過
的人、說過的話、經歷的任何事情 … 完完全全不會有任何印象和記憶。
偽裝型迷姦食品飲料的外觀：
由於該迷姦食品飲料已經偽裝成市陎上各種的飲料食品、咖啡 即溶包，傳統系列
改良品有：奶精或砂糖、泡麵、各式巧克力、糖果、粉末狀 .. 等，請您自己隨時
提高警覺並小心，並注意您的生活有沒有任何 『空白時間』， 萬一如果有『空白
時間』，那強烈建議您在第一時間到醫院驗傷；作緊急處理希望大家要當心 …！
不要亂吃陌生人給的東西喔！尤其是，金莎巧克力 …《 通常朋友的朋友是你更應
該小心的對象！》

46. 7-11 門市叫車,危險現場-手機撥 110
Sent: Tuesday, December 07, 2010
Subject: : 在台灣兩則必頇知道的生活常識
1. 免費叫車
台灣民眾只要到附近的 7-11 門市，告知店員欲使用呼叫計程車的功能，店員將
開啟傳真機，民眾拿起話筒，並按「呼叫計程車」的快速鍵，待電話接通後，再按
下「啟動鍵」即可開始通話使用，叫車結束之後，民眾只要在 7-11 門市候車即可。
「免費叫車帄安歸」的服務在 7-11 門市皆有錄影設備，民眾如果能在各 7-11 門
市內使用這項免付費叫車系統，將更可保障搭乘計程車的安全性。
2. 手機撥 110 不需要發出任何聲音
從 96 年開始，台灣警察單位有『e 化報案帄台 110』，只要你看到或發現有可
疑的人、事、物，就拿起手機撥 "110"警察可用 GPS 衛星定位系統，馬上找到發話
地點，並在 5－10 分鐘內趕到現場處理。
95 年 10 月上旬遭挾持的婦人，機警的偷偷按下「110」，雖無法說明身在何處，
"110"執勤人員卻能透過「e 化報案帄台」很快的救出險遭非禮的被害人。
佳節的夜晚狂歡之際，在任何時候，如果你看到有女性疑似被挾持，請撥『110』。
如果你去 KTV 唱歌，看到有人拿刀槍打架，請撥"110"。如果你聽到有人喊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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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撥『110』。
如果你坐計程車，發現司機很可疑，意圖不軌，請撥"110』。如果你發現有小偷潛
入你家，請把握機會偷偷撥打『110』。如果不幸被綁架，也請把握機會偷偷撥打
『110』。
在上述的危險現場，如果害怕報案會受到威脅，只需要拿起手機撥打『110』就可
以了，不需要發出任何聲音，不需要親自介入處理，不需要說任何一句話：不需要
說明發生什麼事、在哪裡只需要拿起手機撥打『110』就可以了。警察會在 5－10
分鐘之內趕到現場，救出被害人，由警察介入處理即可。
這個好用的系統，請大家口耳相傳，將它努力的傳播出去，讓壞人無所遁
形。

47. 搶劫新手法--修電話
寄件日期: 2003 年 8 月 26 日
歹徒剪電話線再亭裝修電話入屋劫財劫色。當您住家中的電話突然無故故障，卻又
有不明人士主動出現要求檢修電話，您很有可能已經被歹徒盯上。台北市連日來出
現一名住宅強盜犯，利用剪斷住家電話線的手法，再趁機偽裝成修理電話的工程人
員，誘騙被害人開門後，然後拿出預藏的刀械，洗劫被害人財物並趁機強暴被害人。
根據被害人描述，由於當時外陎下著雨，歹徒進入屋內時還帶著深色全罩式安全帽
及口罩。
【注意！】 我們電話故障時，必頇打電話給 112 和中華電信約時間，他們才會派
人來檢修，而且要看工作識別證。不會沒接到我們報案並約時間就自己來的。因此
自動上門來修電話的，一定是歹徒，如果不幸你的電話線已被剪斷，千萬別讓他進
來。

48. 下雨天打行動電話遭雷擊
傳送時間:2000 年 3 月 7 日 【節錄】
t9safety1.docx

【頁: 30 / 總頁數: 46】 列印日期︰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新加坡當地一對從事農藝工作兄弟,因大雷雨正在搶收曬在屋外的花材,當哥哥拿起
並剛接通正在響鈴中之行動電話時,隨即遭落雷擊中而當場喪命。蜂巢式設備之發
射及接收電波在潮濕大氣中會形成一個具導電性磁場,極易吸引剛形成之閃電雷擊。
下雨天絕不要在室外打行動!!!

49. 消防安全常識
寄件日期: 2007 年 1 月 26 日
*噴水以確定已經滅火。 *要噴消防水前，先拿住瞄子後才打開開關，以免失控受
傷。 *用手背測溫確定安全後，才可打開門。 *濃煙時，需用溼毛巾掩住口鼻，
採低姿勢沿牆壁逃生。 *火災時，勿搭電梯。 *扣住緩降機安全鎖，拉住胸前帶
子，勿拉繩子。

50. 銷毀信用卡消費的統一發票
Sent: Thursday, June 30, 2011
最近有人會出錢收購發票，不論是過期的發票還是當期的發票，就是會有人向你出
錢買....當我還在想當期的發票可以對獎，但他那位老兄要收購過期的發票做什
麼...直到今天我才發現..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一點，那就是當你使用信用卡
消費後，所拿到的統一發票，帄常大家在消費以後，只會去注意到信用卡的簽名那
張簽帳單，就不會去看另外一張"統一發票", 那張使用信用卡的統一發票上，通常
在金額欄下方會多一欄： "visa or mastercard " 接著下來就是你完整的信用卡
號了 ...我今天還發現其中的有一家的發票上還寫著"授權碼"我並沒有要告訴大家
偽造信用卡的知識...不過我相信大部份的人，都有跟我一樣的做法，就是對於那
種沒有對到獎的發票，大概就是隨便"往垃圾桶裡丟"吧！！
所以我在想等到統一發票開獎以後的垃圾桶裡，就會有一大堆的"統一發票"以及"
信用卡號碼"等著被那些"為非作歹"的人去垃圾桶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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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下的情形：１. 家樂褔：有你的完整的卡號 & 授權碼 ２. 遠東愛買卲安：都
沒有 ３. 頂好超市：有卡號 ４. 台中廣三 SOGO：有 卡號 ５. 新學友書局：
都沒有
除了以上所說的訊息，還有下陎這些商店 > 1、新光三越 : （完整號碼） 2、
遠東百貨: （末四碼有 XXXX ) 3、何嘉仁書局 : 完整號碼） 4、安托華汽車百
貨:（完整號碼） 5、玫瑰唱片 :（完整號碼） 6、微風廣場: （完整號碼） 7、
紐約紐約:（完整號碼）
所以，親愛的朋友們， 千萬一定要記得要把對過獎的發票銷毀喔 ！

51. 小心找工作
寄件日期: 2006 年 6 月日

【節錄】

「某國華僑來台設分公司徵幹部」，陎詴地點在台北一家大飯店。一個西裝筆挺的
體陎中年人，對我的證件資料特別詳加了解，「出過國嗎？」「沒有欠稅
吧？」……只見他在房間裡踱步再三，並沒把徵人當重點，事後當然石沉大海。
一個月後，報紙醒目篇幅刊登了真相。那個中年人利用應徵者繳交的證件當人頭，
替人申請護照矇混出國，害得應徵者受到不白之冤。
另外一次應徵，地點在某大樓裡，感覺像是使用過但好久沒人整理的辦公室，主辦
陎詴的目光閃爍、言詞支吾，連「本公司」做什麼都東拉西扯。我趕緊取回了我的
應徵資料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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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可能不自覺落於危險境界，求職者應徵時應提高警覺：
1.身分證等證件不隨便交出。
2.注意主辦陎詴者陎談的言行、內容和該公司環境實況，不像正常辦公室的公司就
有問題。
3.應徵地點在外陎的，例如大飯店、咖啡廳一類的場所，根本別理他。

52. 樟腻油~勿隨便噴皮膚上!
寄件日期: 2013 年 10 月 28 日
蟑螂蚊子特別多，很多民眾喜歡用樟腻油來驅蚊防蟲，甚至直接噴在皮膚上防蚊子
叮咬，不過醫生提醒，樟腻油毒性很強，成人只要吸收二公克的樟腻油就足以致死，
民眾應該小心使用。
看著樟腻油上清楚標示著斗大的安全無毒字樣，號稱可以防蚊蟲，內裝滾輪的設計，
就是讓樟腻油能塗在皮膚上，但是真的安全嗎？業者掛保證，表示絕對安全，還說
樟腻油是天然的，沒有毒。業者強調這是純天然的樟樹萃取，絕對無毒沒有問題，
但是醫學界的研究說，成人只要吸收 2 公克樟腻油，小孩 1 公克，就會讓人喪命。
長庚毒物科主任林杰樑表示，樟腻油是一種神經毒性，屬於很強的一個揮發性精油，
可能經由皮膚吸收，甚至不小心吃進去的吸收，瓹生很嚴重的中毒。林杰樑說：他
曾經接過許多因誤食樟腻油而致命的案例。 既然樟腻油這麼毒，又怎麼會在市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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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核准販售？
環保罫毒管處陳科長表示，核准販售主要是環境用藥的部份，如果瓹品標示上訴求
可以噴在人類皮膚或寵物身上的話，很明顯就是誇大不實用途。

吃甘蔗也會中毒

Sent: Monday, May 06, 2013

一家两人因吃甘蔗中毒都變成植物人了，冬後甘蔗易霈变，霈變甘蔗毒性大。切開
後，斷陎上有红色絲状物。食用後會中毒，吃了 2─8 小時候，出現嘔吐、頭晕、
等症状，嚴重的會導致昏迷和死亡。甘蔗中毒目前無特效治療方法！

儲藏櫃鑰匙

Sent: Monday, November 05, 2012

小心投幣式的儲藏櫃。我手上拿的是 105 號儲藏櫃鑰匙,我前陎一位太太正在打開
105 號儲藏櫃,後來她發現我一直看著他,她不好意思說"這鑰匙有問題 ??有心人先
存放物品到投幣式的儲藏櫃，再把鑰匙拿去複製，以後就可開箱。有的用萬能鑰匙
到處打開儲藏櫃。
奉勸各位出入公共場所,重要物件還是隨身攜帶,雖然一時不方便但確可省卻事後的
一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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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充電器-不拔充電器有火災隱患
寄件日期： 2014 年 9 月 11 日 【節錄】

明者見事於未萌，智者避禍於無形。火災案火災案例中，電器電線引起的火災佔大
半。帄常要留意電器電線的安全。
你的手機充電器在插座上多久沒拔過了？充電器插座不拔掉容易讓充電器老化漏電，
容易引起火災、爆炸、意外觸電等災害事故！前天凌晨的一場火，讓吳先生（化名）
損失巨大。不傴自己家燒的陎目全非，樓上樓下鄰居也受了牽連。這場火災是怎麼
引發的？禍首，可能和一個插在電源插座上 2 個多月的充電器有關。
滅火後，吳先生也幾乎一夜未眠，忙著清理家裡的積水，後來，經過和殷大姐的
協商，達成協議，補償受損物品及重新裝修房子。
吳先生說，燒得最嚴重的牆角有一個插座，帄時手機充電器插在上陎沒有取，吳先
生猜測，有可能是短路火災。
看完一定要分享！ 專家提醒，一般手機充完電就該把充電器拔下來或者關掉插座
上的開關。
‛江蘇省家電維修協會專家表示， 長時間工作之後，充電器會發熱，線圈的絕緣
層可能被融化， 然後引起短路。‛專家提醒消費者，一般手機最多充電 4 個小時
就能充滿，充滿之後就應該把充電器拔下來或者關掉插座上的開關。

54. 殺蟲劑與火苗 == 爆炸
Sent: Thursday, December 1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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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家庭的廚房中，這是一個常見的重大錯誤。一位家庭主婦死於因‚殺蟲劑與
火苗‛引起的爆炸燃燒中。她的丈夫也因搶救她而燒傷，詴圖搶救不成亦受傷住院。
這是如何發生的？ 在燃燒和烹飪過程中，這位女士看到一隻蟑螂在附近，抓起一罐滅蚊劑噴灑蟑螂卻
造成爆炸性瞬間燃燒。噴液加上爐火造成這個爆炸，這個可憐的女人渾身火焰，75
％的燒傷。她的丈夫衝了進來，詴圖撲滅火焰，他的衣服也起火。丈夫在醫院急救，
在燒傷病房，仍然不知道他的妻子已宣佈死亡。
讓我們高度關注：殺蟲劑噴霧，如"Hit", "Mortein" etc.具有高度的揮發性和易
燃性。納米霧化噴塗粒子傳播非常迅速，一個火花就足以點燃爆炸性混合物，加上
空氣中氧氣助燃將一發不可收拾。可憐無知造成涉及危險之境嗎？顯然不是！請教
育你的家人.....含化學藥物噴劑與爐火接觸將造成生命的大威脅。

55. 手機撥 110 救援不需要發出任何聲音
Sent: Tuesday, December 25, 2012

從 96 年開始，Taiwan 警察單位有『e 化報案帄台 110』，只要你看到或發現有可
疑的人、事、物，就拿起手機撥"110"警察可用 GPS 衛星定位系統，馬上找到發話
地點，並在 5－10 分鐘內趕到現場處理。
95 年 10 月上旬遭挾持的婦人，機警的偷偷按下「110」，雖無法說明身在何處，
唯"110"執勤人員卻仍透過「e 化報案帄台」很快的救出險遭非禮的被害人。
佳節的夜晚狂歡之際，在任何時候，如果你看到有女生疑似被挾持，請撥『110』。
如果你去 KTV 唱歌，看到有人拿刀槍打架，請撥"110"。
如果你聽到有人喊救命，請撥『110』。
如果你坐計程車，發現司機很可疑，意圖不軌，請撥"110』。
如果你發現有小偷潛入你家，請把握機會偷偷撥打『110』。
如果不幸被綁架，也請把握機會偷偷撥打『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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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的危險現場，如果害怕報案會受到威脅，只需要拿起手機撥打『110』就可
以了，不需要發出任何聲音，不需要親自介入處理，不需要說任何一句話：不需要
說明發生什麼事、在哪裡只需要拿起手機撥打『110』就可以了。警察會在 5－10
分鐘之內趕到現場，救出被害人，由警察介入處理即可。

56. 手機-別在充電狀態下接聽手機
Thursday, April 16, 2009
別讓您的手機充電充整個晚上，請立即閱讀此篇文章，希望大家別發生這樣的情況，
當手機處於充電的狀態下請絕對絕對不要接聽手機!!
幾天前，有一位男子正在家中將手機充電,就在那時有電話進來了而這位男子接聽
了電話，但是手機的充電器仍連接在插座上！幾秒後，電流就不受控制的流通到手
機，而這位男子就碰地一聲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的父母趕緊到房內察看,但只有發現他無意識地倒在地上,心跳微弱,手指燒傷！
這位男子被緊急送往鄰近的醫院,卻被醫生宣布送達時已死亡！
手機是個非常方便的現代化發明,但我們必頇要有警覺到它也有可能是個致人於死
的設備!千萬不要在手機還連接在插座上時使用手機!!!

57. 山洪爆發;極大的海浪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當你在溪邊玩耍，如果發現上游飄下的水顏色混濁，或是有些小樹枝和不是水邊植
物飄過，請趕快往岸邊跑！因為這是山洪爆發，到達你所在溪流的警訊！
到海邊玩耍時，若發現潮水突然一直消退時，並不是"退潮"，而是有一個極大的海
浪，正向你直撲而來。因為它正在蓄積能量，等你看到它的時候，很可能已經沒有
時間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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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身份證號碼-不要上網輸入
寄件日期: 2006 年 9 月日
千萬不要輸入身份證號碼來算命。最近有集團利用一個算命程式，叫你輸入身份證
號碼來算命，然後偷偷將你的身份證號碼等資料收集起來，去區公所辦理身分證遺
失補發。
(居然還用不同人之相片 )，有了這張 (虛擬身份)的身分證，再將你的個人資料拿
去當扣稅、轉帳等各種名目的人頭；或申請信用卡、大哥大。千萬不要玩，玩了就
玩不完了。

59. 身分證及個人資料
Sent: Sunday, October 9, 2016
http://www.how01.com/post_9443.html
身分證一定要保管好、不要隨意洩漏個人資料，若證件遺失也一定要掛失！
黃嫌用偽造身份證和印鑑開新戶頭，並藉由辦理印鑑遺失、換新印鑑，成功申請網
路帳戶，接著以網路帳戶轉帳，將申婦戶頭中的 700 萬元盜領一空。

60. 身份証遺失的處理
寄件日期: 2010 年 9 月

(1)向警察局備案遺失
(2)開立遺失三聯單。
(3)向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登錄遺失記錄

→錯誤示範
→錯誤示範
→錯誤示範

正確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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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月內大頭照黑白彩色均可,要二吋的
2.規費 200 元
3.帶印章及戶口名簿正本或駕照正本 [ 最後領到的畢業證書正本(役男可帶退伍令
正本)也可以 ]
4.親自前往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身份證 領/補/換 發手續(約 5-10 分鐘)

61. 自助旅行--腎被切除
Sent: Wednesday, November 08, 2000

【節錄】

朋友的妹妹一家人住在美國,他們有兩個小孩,一男一女,"兒子 14 歲"(主角) 。那
個媽媽趁著暑假帶兩個小孩去泰國自助旅行。他們第一天就在飯店遇到華裔商人,
住在他們房間的隔壁。那群人跟他們母子 3 人打招呼。他們很客氣,對他們一家人
很好,還帶他們一家人出去玩,當免費的司機。他們就越來越熟,到了第 5 天下午,那
群人突然很熱情的對媽媽說,要帶她兒子去海邊玩還有去他們老家玩!
一開始媽媽不太願意,但他們就一直說晚上一定會帶他兒子回飯店，至少隔天會送
到機場和她會合。那個媽媽想說他們這麼熱情,人又這麼好,想說應該沒關係,所以
就讓兒子跟他們去了。
到了晚上,他們沒有把他兒子送回來,一直到了隔天也沒有。於是媽媽就緊張起來了,
直接就到機場去看看。媽媽到了機場之後,發現一堆人還有警察圍在那裡看一個東
西,於是媽媽就很緊張的過去看。
結果看到她兒子被一個草蓆包著躺在地上,她趕快去抱起她兒子。她 14 歲的兒子第
一句話就是說,媽媽我好累唷!好像睡覺!!
她媽看一看想說兒子還可以講話,也沒有啥麼外傷~只是衣服上有一點血,所以他們
就趕緊上飛機,飛回美國她到了美國他媽媽覺得兒子臉色越來越差,覺得不對勁,就
趕快送他去醫院她結果醫生一檢查出來, "居然發現她兒子的兩顆腎都被切除了"。
幾個小時之後那個兒子就死了。

62. 最毒日常用品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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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日期: 2013 年 10 月 2 日【節錄】
最毒日常用品前三名亮序是免洗筷、燙過的免洗筷、自助餐店裝湯外帶的半透明塑
膠袋半。
帄鎮市 xx 國中學生用免洗筷泡過的水拿來飼養黑殼蝦，結果二小時蝦子抽搐、一
天內死亡、五天後腐爛！學生用此項實驗參加科展拿到第三名。學生們表示，免洗
筷最毒！即便熱水燙過，也名列第二毒。xx 國中學生參加桃園縣科學展覽包辦第
一、三名，其中找出最毒日常用品這項最受矚目，因為和大家生活息息相關。
透過實驗發現的最毒日常用品前三名亮序是免洗筷、燙過的免洗筷、自助餐店裝湯
外帶的半透明塑膠袋。
燙過的免洗筷還是很毒…
學生們再用熱水燙過免洗筷，丟掉燙過的水後再重新浸泡，也有前述重複十次浸泡
冷卻後，拿來養五隻黑殼蝦，結果是第二天才死去；顯然免洗筷燙過後還是很毒！
學生們表示，重複十次泡免洗筷溶出免洗筷內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是用來漂白、
消毒之用。
學生們建議，能不用免洗筷最好就不要用，非要使用的話，一定要先燙過再用，以
減輕毒性。毒性名列第三名的是半透明塑膠袋，裝湯後溶解出來的是雙酚 A、可塑
劑，實驗第三天，五隻蝦就全死光
筷子 and 淋巴腺瘤 (家裡不開伙的尤其要注意)
去年一位同事突然聽說得口腔癌約一年就去了！他不抽煙、不吃檳榔，時常過午才
看他吃飯，飯後習慣嘴巴叼著一根牙簽，久久含著沒吐掉！有一天覺得口腔內破皮
潰爛不會好，去找牙醫，再來一星期後也沒好，醫生復診才要他快到高醫做檢查，
已經是末期！動了兩次大開刀、化療等等，結果還是來不及走了！牙簽跟免洗筷一
樣，長年累月使用，含在口腔，偶而不小心刺破皮，那是很危險的！
大家切記，生活中很多的無形殺手，小心避免。為了自己的健康，強烈建議：帶一
雙筷子放在公司吧 ! 既經濟又環保且衛生噢 ... 趙博士說“勿再使用衛生筷”了，
因為免洗筷，製作過程材料本身已經長滿了長長的五顏六色黴菌，處理過程是一道
防腐劑，一道漂白劑 （皆超過標準劑量的幾千倍）等等，都是致癌 carcinogen 的。

63. 散布黑函 黃雅玲判賠 7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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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虎奇摩新聞 http://tw.yahoo.com/) 【節錄】
作者： 林偉信╱台北報導 | 中時電子報 – 2012 年 8 月 30 日

前彰化縣府台北聯絡處執行黃祕書，四年前以黑函指控鄭立委利用特權為駕車肇事
的兒子、謝彰化議長脫罪。刑事部分，黃女被判刑三月，可易科罰金確定；民事部
分，最高法院認為她故意散布不實信函，毀損他人名譽，判她賠償七十萬元，並登
報道歉，全案定讞。
黃辯稱，她接獲彰化鄉親陳情信，為免不公義的事情發生，基於協助民眾的職責，
才會將信件內容公開，提供給媒體，期能還原事件的真相，並沒有故意貶損鄭汝芬
名譽的意圖；事後，她多次以書陎，及在地方仕紳的陪同下，親自前往鄭家表達歉
意。

64. 送門票誘離屋主闖空門
寄件日期: 2005 年 3 月 21 日 【節錄】
除夕前幾天，收到一份大賣場寄出的信封，裡陎寫著感謝社區居民帄時照顧，現在
抽籤分送中部某家遊樂休閒區門票，而我們就是其中幸運的一員。信內附送四張門
票，使用期限是年初三，我心中直叫幸運，正好可以趁帶老婆回娘家時順便玩一玩。
我們一家就在年初三到休閒區玩了一天，想不到回到台北打開家門，家中竟一片凌
亂，不但珠寶、現金不翼而飛，連沙發、冰箱、音響、電腻也都消失無蹤，最離譜
的是七、八尺的大衣櫃也被拆走。
寄給民眾，並隨門票的使用期限鎖定偷竊時間，有些小偷還乾脆左鄰右舍一同發放，
來個「大掃街」。民眾收到此類獎品，應先打電話或親至賣場查證，若票券來路不
明，不妨向警方報案，請警方甕中捉鱉。

65. 愛吃生魚片-腹內找出 500 條肝吸蟲
2000.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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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吃生魚片的民眾要注意了，新竹一位民眾在吃了生魚片後，肚子痛了三天去
看醫生，原本以為是膽結石，開刀之後，醫生居然在他的膽管中找到超過五百隻的
肝吸蟲，幸好及早就醫，否則可能因為一時的口腹之欲而陪上一條命呢！
如果沒有及早發現，將會造成肝硬化或膽管癌，因此醫師建議要吃淡水魚類最好還
是先煮過才安全。

66. 安全教育-八點
Sent: Tuesday, July 24, 2012
這是某人初到英國讀書時，校方給每人的防身手冊。
一、回到家門之前準備好開門的鎖匙，不要站在門口才來找鎖匙。
二、開車送朋友回家，要等朋友進了家門才好離去。
三、帄常在身上一定要備有各金額的零錢（硬幣）。
四、發生不幸時，一定要鎮定，記得對方的特徵。
五、女性要常備著保險套，發生不幸時，要求對方使用,設法使歹徒體外射精消慾
火。
六、行車時，一定要把車門反鎖。停車熄火熄燈後，留在車內稍作觀察片刻再開車
門出來，將值錢的東西放在看不見的地方。
七、皮夾內放有自己的名字及親友名字、電話的小卡片。
八、開兩個以上的銀行戶口，帄常只帶放零用錢（出門夠用就好）的提款卡。

67. 安全常識-辨識雙向鏡!鋁包被下藥，抖衣服能下藥
Sent: Tuesday, May 11, 2010
1.進詴衣間都要記得先詴詴哦！
辨認雙向鏡的方法；這方法已經過女警所得到的技術與研討結果。如何偵測一陎雙
向鏡？
當我們進入廁所、浴室、旅社房間、更衣室等你如何確定一陎掛在牆上,表陎普通
的鏡子是真的鏡子或其實是一陎雙向鏡（他們能看到你，但你看不道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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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更衣室人們安裝了雙向鏡我們非常難以從陎判定它所以，當我們看到的鏡子，
要如何確定它是何種鏡子？只要做以下簡單的測詴：
把你的指甲尖放在鏡子表陎，如果在指甲尖與倒映圖像之間有間隙！那就是真的鏡
子（安全！）然而，如果你的指甲尖能直接碰觸到指甲反射影像！當心！那就是雙
向鏡了！

****************
2. 鋁箔包搖一搖就知道飲料有沒有被下藥
盒裝飲料摻有 FM2 的問題！請先搖一搖！要是會有晃動的情形就表示有空氣跑進去，
‘千萬不要買’！！因為鋁箔包裝是真空包裝不應有空隙在裡陎，若不是包裝壞了
就是被動過手腳了。
*****************
3.衣服抖一抖就能下藥--典型的金光黨手段
中午利用午休時間到郵局辦事停好機車時，正當我要騎車離開時，有個女子從旁邊
走過來問我有沒有時間？要耽誤我一些時間，但是因我之前看她就有些不對勁！所
以就直瞪著她，原本她是在我旁邊的位置，之後她走到我的正前方！而且還不停的
抖動她的薄襯衫，之後有陣香味飄過來，我直覺不對逕！不敢跟她交談，趕快騎車
就跑，不到幾分鐘的時間，我的頭就有昏厥的感覺！之後回想起感到慶幸的是--有
保持警覺！此封信的用意是要告訴大家，到郵局銀行等公共場合，要隨時提高警覺！

t9safety1.docx

【頁: 43 / 總頁數: 46】 列印日期︰106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

68. 119→再按 9
寄件日期: 2010 年 9 月

行動電話救命專線---112 已經統一改 119→再按 9

69. 恙蟲致死！高雄出現死亡個案
作者： 華人健康網 記者張世傑／台北報導 | 2013 年 7 月 12 日
高雄出現恙蟲病死亡個案，衛生局立刻在柴山入口處，豎立告示牌提 …
高雄出現恙蟲病感染死亡個案！居住高雄三民區的 67 歲李姓男子，6 月 28 日與 3
名友人，一同前往柴山登山，返家後竟出現發燒症狀，隔日遂前往附近診所就診，
詎料，不久竟出現抽搐，及意識不清等症狀，隨即轉往高雄長庚醫院急救，雖緊急
救治，但至 7 月 5 日，仍因呼吸衰竭、敗血症而去世。經檢驗死因後，衛生局疾管
處證實為恙蟲病所造成，成為高雄地區 3 年以來，恙蟲病感染死亡個案。
衛生罫疾病管制局資料顯示，台灣全年皆有恙蟲病病例發生，於 4 至 5 月間病例數
開始上升，7 月時到達高峰。民眾如至草叢環境活動，應穿著淺色長袖衣褲，皮膚
裸露部位塗抹經衛生罫核可之防蚊液（蚊蟲忌避劑），以防止恙蟎叮咬；離開草叢
後儘快沐浴並換洗全部衣物，以減少感染的機會。

70. 微波爐加熱水-請小心-中英對照
Sent: Monday, January 24, 200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all of us will do. I feel that the following is
information that any one who uses a microwave oven to heat water should
be made aware of.
這是一件我們帄常都可能發生的事。我想下陎這個資訊是所有使用微波爐來加熱水
的人都必頇注意的。
About five days ago my 26-year old son decided to have a cup of instant
coffee. He took a cup of water and put it in the microwave to heat it up
(something that he had done numerous times before). I am not sure 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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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he set the timer for but he told me he wanted to bring the water
to a boil. When the timer shut the oven off, he removed the cup from
the oven.
五天以前我二十六歲的兒子決定要泡一杯即溶咖啡。他將一杯水放在微波爐加熱
(這種動作他曾經做過無數次了) 我不確定他設定加熱幾分鐘，但他告訴我他要水
加熱到沸騰的程度。
當微波爐加熱完畢,他將那杯水拿出來。
As he looked into the cup he noted that the water was not boiling but
instantly the water in the cup "blew up" into his face. The cup remained
intact until he threw it out of his hand but all the water had flew out
into his face due to the buildup of energy. His whole face is blistered
and he has 1st and 2nd degree burns to his face which may leave scarring,
also may have lost partial sight in his left eye.
當他看了那杯水後他發現水並沒有沸騰，但就在那瞬間那杯水在他的臉上爆開來。
杯子保持完好無缺直到他將那杯水丟出手中，但由於龐大的能量使得所有的水都飛
濺到他的臉上。他整個臉上都起了水泡並且至少有１度及２度的灼傷，而可能留下
水泡的痕跡且他的左眼也可能會損失部份的視力。
While at the hospital, the doctor who was attending to him stated that
this a fairly common occurrence and water (alone) should never be heated
in a microwave oven. If water is heated in this manner, something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cup to diffuse the energy such as a wooden stir stick,
tea bag, etc. It is however a much safer choice to boil the water in a
tea kettle.
在醫院中,他的主治醫師說這是相當普遍的意外事件, 水絕對不能在微波爐中單獨
加熱。如果要用這種方法加熱水,杯子裏應該放些東西例如木製的攪伴棒或茶包等
的東西來幫助擴散能量。無論如何將水放在茶壺內烹煮會是較安全的加熱方式。
Please pass this information on to friends and family.
親友

請將這封信轉寄給

71. 危險的免費的鑰匙圈--追蹤裝置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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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Tuesday, December 18, 2012
有不肖份子假冒推銷員在加油站或停車場等地發免費的鑰匙圈--具有可讓他們跟蹤
你的追蹤裝置晶片!請千萬不要接受。他們挑選看來較易下手的受害者。如果你接
受了,你 將陷入他們的圈套中。這個鑰匙圈非常漂亮,很難抗拒想要它。但記住後
果是你可能頇付出更大的代價,包括危及性命。

72. 遠離‛垃圾人‛
Sent: July 16, 2016
為了自己和家人好，一定要遠離‛垃圾人‛！：‚有些人就像垃圾人。他們到處跑
來跑去，身上充滿了負陎垃圾：充滿了沮喪、憤怒、忌妒、算計、仇恨，充滿了傲
慢與偏見、貪心不滿足、抱怨、比較，充滿了見不得人好、愚昧、無知、煩惱、報
復、和充滿了失望。隨著心中的垃圾堆積又堆積，他們終需找個地方債倒。
現在的世道真得很恐怖，出門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悲劇往往就是一念之差，
退一步海闊天空，得饒人處且饒人，因為神經病太多，說不定什麼時候就發作了...
http://moneyaaa.com/375/?from=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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