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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50!很重要!中华电信
Sent: Tuesday, February 07, 2012
乘坐汽车，尤其是出租车使用无线保镳.为吓阻犯罪及保障人身安全，中华电信移
动电话用户，可利用「 850 保护您服务」以求安全。此项服务将协助客户记录使
用当时之人、时、地、物等状况，以备有需要时提供客户本人或警调单位作查询之
用。
使用方法如下 :
1. 用移动电话机拨打「850」
2. 或拨打： 850 + 计乘车车牌号码： （车牌是 TP3580 时，则拨 8503580 -英文字不打）
3. 按「送出键」即可。
那么你乘坐之交通工具号码以及你的行踪就会一直被纪录！直到你关机为止。客户
拨完号码送出信号，中华电信即开始记录：
移动电话号码（人） 使用时间（时） 拨号内容（物）
使用地点（拨号时所在的移动电话基地台）
账单亦可列出明细。850 是免费的，请大家多多利用。只针对中华,那如果不关机,
以最后地点定位。

2. 不要拿陌生人任何东西
寄件日期: 2015 年 4 月 22 日

一位年轻女性驾驶，大白天在中油加油，这时有一个陌生男子走近她，递给她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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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名片，她不想要但不好意思拒绝，就接了过来握在手里，立即回到车里开车离
开中油加油站。
她从后视镜看到那个递名片的男人，进入一辆等在一旁的车辆，并立刻尾随在她车
后面跟着，在这同时她觉得头晕目眩且呼不过气来，开大冷气又摇下车窗也无济于
事，就在她要昏迷前她意识到这事情很怪异，有事情要发生,她立即果断地将车子
右转驶进了一户人家的车道后猛按喇叭，而跟踪她的那辆车立刻加速逃逸。
当警察来到时她早已不醒人事，经过化验那陌生男人递给她的小卡片上含有浓烈成
份的药剂 BURUNDANGA ，它是一种无色无味可经由呼吸可使人昏迷的禁药，它比俗
称 "约会强暴丸" 的效果更强 4 倍，在此呼吁大家
只要是妳独自一人时，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陌生人要递给妳任何东西，或
者要求妳帮忙替他拿一下任何东西(包括递相机给妳帮他们照相)，妳都不能因为不
好意思拒绝而接过来。
假若碰到这样的男人，这后果不堪设想，请将此迅息转贴或传递给妳所有认识的友
人。
警政署 165 关心您！

3. 骗局-帮陌生人照相
Sent: Thursday, May 15, 2014
一个目前较高级的骗局这是真人真事，在上海，朋友夫妇带小儿子去植物园，骗子
趁朋友离开上厕所之际请他太太帮忙拍照，结果那个相机怎么都拍不清楚，还相机
的同时他太太明显感觉神志开始不清，牢牢抱紧儿子后立刻给先生打电话，最终没
让骗子得逞，太太失去意识 20 分钟，想想仍心有余悸。大家千万当心，独自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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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出去时，务必先看好孩子，以免孩子被抱走了！！
最近出现骗子让单独带孩子的家长帮忙照相，当家长拿着相机拍照的时候就会出现
眩晕。然后孩子就被抱走了。沈阳出现两起了。请告诉周围妈妈们注意！ 如果愿
意， 把这条信息发给你知道的群。现在丢一个孩子会要了一个家庭的命,请为了儿
童转发！功德无量！

4. 骗局-碰瓷索赔
寄件日期: 2013 年 8 月 13 日
有一位朋友在去取车时，有个行李箱诡异的贴着他的车尾放置，他多了个心没敢挪，
先环顾四周无人有认领的意思，继而决定拍照，先证明没动的状态。诡异的是等他
拍完照，刚才一直在旁边一脸无关的小伙子走过来说：“不好意思挡注你的车了。”
他拎走了箱子，左前一辆挡路的汽车也随即开走，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警察机关曾接到不少报案，说“里面是一堆碎瓷片，车子一动箱子就倒了，然
后就会出来 N 条大汉，说箱子里是乾隆多少多少年的御制花瓶，价值多少多少万，
然后就等着扯皮吧。报警的话也不一定有用，因为碎片有可能是真的。”
遇到类似情况时请保持警惕，勿擅自移动箱子，一碰你就麻烦！你可以先拍照，再
假装报警，等他们自己知道你难以下手敲诈，只好自动拿走箱子。

5. 骗局-迷路-按门铃
Sent: Wednesday, June 03, 2009 .
有位小姐下班后，在回家路上看到一个小孩子在哭，很可怜… 就过去偕小女孩怎
么了？小女孩就跟 那个小姐说，跟妈咪一起逛街…迷路了… 哀求带她回家可以吗？
然后指颈子上挂着一个名牌，哭说那是他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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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小姐不疑她有诈的，就牵着小孩子的小手一起回去。 这是一般人都有的同情
心.... 找到那个小女孩的家后，她按门铃，门铃像是有高压电般～瞬间失去了知
觉.....待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被全身脱光光的在山上一间空屋工寮里面......
屋里连件可敝体的衣服都没有，地上却满布着......自己被扒光衣服后各种不堪入
目的裸体照！
可怜的是.....自己却连犯人长得啥样子都没看见.......所以现在歹徒犯案都是利
用同情心。下次万一遇到这种事，千万别就这样傻傻的带他回去，就带他到警察局
去就好了，走丢小孩的放到警察局一定没错，警察叔叔还会买玩具买麦当劳给他呀
~~~~~~~

6. 骗局--搭讪-抓人集团
寄件日期: 2014 年 9

韩国抓人集团的几个已知重点的归纳：
1.至少知道出没地点有「捷运永安市场」。
2.都是男生过来搭讪，锁定单独年轻女生，粗略估计 16～28 岁之间，学生尤其要
小心。
3.他们会抓「行人比较少的时间」犯案。
4.四周会有很多暗桩，至少会有 3、4 个人在一旁隐匿。
5.集团中也有女性，不能因为遇到的是女生就掉以轻心。
6.他们喜欢用「很破的中文」说自己是韩国来的，博取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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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骗局-电话预借现金诈财
寄件日期: 2004 年 4 月 29 日

许姓女子昨天向警方报案指出，一名自称「陈建志」的男子以错将四十万元转入她
户头的理由，要求她归还； 她查核后发现确实「无端」多出四十万元，信以为真
而归还对方。事后，她发现竟是对方以电话预借现金方式，从她的花旗银行账户转
账到她的中国信托账户，设计多出钱来的假象而诈财。

8. 骗局-提款机帮忙领钱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有一个阿伯,一直看着我走过他身边,突然叫住我, 拿一张提款卡, 要!我! 帮他在
大楼门口的提款机领钱。他说他不识字,我回答我无法帮你领。我说我去叫警察杯
杯帮你。结果, 他就回答我说不用了。继续找路人帮他领钱。朋友们要记住 ,提款
机可是有摄影机耶。万一他说我抢劫或是偷他的提款卡,甚至他的卡片是偷来的!
帮他领钱反而在提款机留下影像,绝对会让你百口莫辩！
目前仍官司缠身。显然这是诈骗集团在找替身了! 用力给他传出去 ~~~

9. 骗局-推销干货
Sent: Monday, March 14, 2011
公安局特别提醒请相互转告：若是有人在路上接近你，向你推销福建安溪铁观音、
大蒜海味干货产品….，又让你闻一下，你一定要注意不要上当。它们附有迷魂药，
一闻即晕进而做案，轻者抢财劫色，重者杀害高价出售器官。非常残忍，现已在广
东、河北、黑龙江天津等省市出现，请马上转告转发所有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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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骗局-来电显示 0800
寄件日期: 2011 年月日

【节录】

诈骗集团常窜改来电显示号码，也可能窜改为 0800 字头免付费号码。刑事局一六
五反诈骗专线强调，免付费电话只能单向拨入，不能拨出，所以只要来电显示
0800 的号码，就一定是诈骗集团，呼吁民众注意新诈骗手法，小心被骗。
刑事局指出，诈骗歹徒假借社会局名义，以发放低收入户补助进行电话诈骗，家住
北市的卢姓男子日前接到自称是社会局救助科吴小姐的电话，她告诉卢：「有人拿
他的身分证到社会局申请低收入户补助，请问是否有授权他人办理？」
卢某立即表示他不符申请资格，而且也从未授权他人办理时，吴小姐便说：「你的
身分数据已经遭歹徒冒用，必须立刻报警，我们会协助你。」
不久，卢某就接到自称是台北市刑警大队的陈警官来电，警察向他说：「我们查到
你的证件被歹徒用来冒开银行账户，且涉及多起金融案件，现在要在电话中进行笔
录制作，并且录音存证，以便进一步厘清案情。」
平常都收听警广路况转播的卢某，看见来电显示为「0800-000123」，想起是报路
况的免费专线电话，觉得相当可疑，立刻拨打 165 专线查证，才发现是新的诈骗手
法。

11. 骗局-快递物品
Sent: Friday, August 31, 2012
近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最新骗术，骗子具体操作的程序是：自称快递公司人员先
给诸位打电话（随机），告诉你有快递物品，但由于天气潮湿看不清你具体地址、
姓名，只知道电话，请你提供地址、姓名，然后真有快递公司投递人员上门送来物
品（假烟或假酒），请你签收，由于人的本性，看到有东西送来，许多人便不问来
处，随意签收，只要你一旦签收，随后就有电话，告诉你：快递你已经收了，必须
按他们给出的银行账户给他们钱,一般索要数万，如果你不肯给，便会有讨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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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黑社会上门砍人，现在不少人中招。

12. 骗局-黑客假冒脸书 发账号停用通知
Sent: Wednesday, November 14, 2012
中央社 – 2012 年 11 月 14 日 下午 2:06(中央社记者吴佳颖台北 14 日电) 趋势
科技发现黑客假借脸书名义，发送内含钓鱼网页连结的假警告信件给使用者，要点
击链接否则账号停用，使用者点入就被骇。
趋势科技表示，脸书(Facebook)又成黑客钓鱼钓饵；黑客假冒脸书名义，发送内含
钓鱼网页连结的假警告信件给使用者，通知使用者账号已经遭检举为垃圾账号，需
于 24 小时内立即点选 email 内的连结进行账号安全性确认，否则账号将可能遭永
久停用。
使用者一旦点选网址后，将被导至假 Facebook 安全检测系统(Security System)，
要求用户输入脸书账号与密码及提供信用卡相关信息，导致个资外泄。
一旦点选该网址后，用户将被导向特定网页，网页貌似 Facebook 的安全检测系统，
要求用户输入用于注册的 Facebook 的 email 账号、密码及生日等个人资料。输入
网页所要求的讯息后，用户将被导至另一个假网页，并被要求提供信用卡等相关信
息。

13. 骗局-假提款机盗录卡片数据
2000.11.13
【节录】
小心，犯罪集团装设假提款机，骗民众上门使用，再趁机盗录金融卡的数据和密码，
盗领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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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骗局-假信用卡中心
寄件日期: 2003 年 8 月 26 日
有一天接到自称联合信用卡中心的小姐打来的电话:
小姐：那你最近有没有申请信用卡或是遗失身分证件呢?我们怀疑你被假冒身分申
请信用卡或是被盗刷信用卡.
我：不可能的
小姐：那我可以跟你核对一下身分吗?
我：没问题.但是因为最近骗案很多,你念我的资料,再由我来说对不对。你快说我
的身分证字号啊.
小姐：...(说不出来 但顾左右而言他)
我：你快说啊,不然我也会认为你是假的.
小姐：..(支支吾吾的说了一个奇怪的地址开头)
我：根本就不对,你有问题喔.
小姐：(马上挂了电话)
事件真相: 电视新闻报导说, 最近有许多人被假冒联合信用卡中心的人员骗取了个
人资料而被假冒身分申请信用卡或是被盗刷信用卡. 根据联合信用卡中心人员说明
(真的该中心人员)
如果怀疑您有被盗刷或被假冒申请信用卡的时候,该中心只会直接跟银行联络,并不
会直接打电话给你.

15. 骗局-假车祸诈骗
Sent: Thursday, March 03, 2011
律师说：双方要离开时，向对方要一下电话，马上用手机拨给对方手机。有了通联
记录，就不会算是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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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车祸，对方说没关系，却换来赔偿金 !! 林小姐骑车中途不小心撞上突然冲出
来的人，对方表示没有关系，人没有什么大碍，拍拍屁股就走了。林小姐以为没事，
但其实对方已经将车牌号码与驾驶人与车辆的特征记下，持验伤单报警并告上法院
说她「肇事逃逸」！林小姐冤枉的收到通知单，被撞的人要求赔偿 30 万现金，也
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自己当时已经和解… 最后因为对方纠缠不清，为了息事宁人
省麻烦，也不想报警留下案底，以 10 万元私下和解。
这是真实案例: 因为许多人对于这方面的法律常识并不清楚. 也想说撞到的人没有
大碍，殊不知这是诈骗案件，制造假车祸.
◆ 遇到这类情况，请大家务必记住：
1. 不管是否要和解或报警，都最好有第三者在场作证明.
2. 若对方坚持没关系，也务必要报警处理或者是立和解书 (请对方出示证明并签
字).
3. 如果对方嫌麻烦而紧急离开，务必记下特征或车牌号码，到警局备案(这是重点，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肇逃)。不然当收到验伤单复印件跟通知书时，要找证据证明自
己没有错，就来不及了…

16. 骗局-假邮差要求按指纹
寄件日期: 2003 年 7 月 29 日
真的邮差是不会叫妳盖章又按指纹的...如有邮差或民间快递送挂号信件来，要求
签名及盖章！
立委 15 日揭发一起歹徒冒充邮差以假挂号信让民众签下 1 千 2 百万元本票的智能
型诈骗。结果无辜的被害人面临所有的财产、房屋被法院查封拍卖的厄运。
一张记载着１千２百多万元金额的本票，前后左右折折迭起来，露出空白的一面，
让被害人梁老先生误以为是挂号信收执联，在假邮差半推半就下盖了印章并按了指
模，因此本票成了有价证券。事后被害人遭到法院强制执行命令，房子被查封扣押。
老先生担心房子被拍卖而四处喊冤，他强调绝对没有欠人家半毛钱，根本是在不知
情的状况下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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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骗局-装熟 LINE 一下
-智慧手机成诈骗途径
http://tw.news.yahoo.com/装熟 line-下-智慧手机成诈骗途径-110128226.html
NOWnews – 2013 年 7 月 17 日 记者陈心雅／新竹报导
随着智能手机盛行，诈骗集团主意动到通讯软件 LINE,SKYPE…上，警察苏育霆表
示，罪犯只要偷得民众手机，再利用 LINE 传讯，假装与对方认识，骗取被害人信
任后，请对方汇款或是买点数等，如果民众收到不明简讯，请确认是否认识对方，
请勿听信不明简讯进行汇款等动作， 如有疑虑可拨打反诈骗专线 165。

18. 骗局-拆瓦斯管假装漏气
Sent: Wednesday, September 08, 2010
小偷假冒瓦斯公司人员，进到家中检查管线，伺机拆掉热水器瓦斯管假装漏气，要
屋主按住管线，一按就是 10 分钟，民众不敢放手困在阳台，屋内已经被搜括一空。
台北县光是一个小区就发生数十起同样案件，引起警方关注。
「以往假装检查瓦斯，强迫推销瓦斯防爆器，这种骗术已经过时，现在最新的诈骗
方法，直接拆掉热水器瓦斯管线，再叫被害人用手按住管线，然后在屋内偷钱。」
厨具行林老板：
「都会叫被害人不能离开，一但跑掉瓦斯漏出来，碰到火就会爆炸，一整间房屋都
会爆炸，有一户最多损失 20 几万，大部份都是被偷， 几千元到几万元。」
新的诈骗手法引起警方重视，提醒民众，突然有人上门要检查瓦斯管线，可得再
三求证。

19. 骗局-存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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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Tuesday, May 18, 2010
如果当天存支票，存折上会入支票的金额上去，但要再隔二天才可以动用这笔钱
(对方让支票兑现的情况下)。但如对方存款不足被退票了，隔天存折上的金额也会
再扣回去。所以要注意如下的例子:
前几天我的朋友接到一个短信：内容是你中了大奖，奖金 20 万现金，联系电话等
等。朋友没有理会，现在这事多了都知道是骗局。过了一阵朋友的手机响了，一个
自称方小姐问：先生你收到中奖通知了吗？朋友说：收到了。
方小姐又说：请把你的银行卡的账户告诉我们，我们转进你的账户。朋友一想给你
个账号看你玩什么把戏，朋友在银行有个哥们，于是就给她一个银行一卡通的账号。
十分钟后，朋友的手机又响了，方小姐说：先生你的奖金已经存进你的账户了，请
你查询一下。
朋友用电话银行查询，果然进了 20 万。朋友高兴极了，白捡 20 万。30 分钟后方
小姐来电话，带着哭腔对朋友说：先生对不起，由于我的疏忽忘了抵扣奖金的个人
所得税了，20 万的 20% 就是 4 万元，现在公司让我个人赔偿，请您把 4 万所得税
汇回来好吗？求求您了。
朋友一想也有道理，也有可怜小姐之心，一想到账户里的钱，于是就到银行汇款，
忽然他想到银行的哥们，就找到在银行的哥们，让他查一下，银行的哥们一查，是
用其他行的支票汇过来的，虽然钱到帐，但当天入不了帐，也就是说 20 万今天取
不出来，如果对方今天撤票，20 万就没了，朋友一听吓的直吐舌头，差一点 4 万
就没了。
果然， 下班前那笔汇票撤销了!。如果没有银行的朋友，如果不是专业人士，如果
怕别人知道中奖，这个骗局一定会成功。这是 真人真事，引以为戒哦。
以后的骗局会比这还高明，看完了别忘转告亲朋好友，以防上当。

20. 密码防盗高招!
Sent: Tuesday, May 07,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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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来自于从事多年网络信息安全的资深人士，绝对实用!而且操作简单，一学
就会，老少皆宜！请花 3 分钟认真看完，会让你一辈子受益的！
先讲讲密码是如何被盗的，现在 99% 都是因为计算机中了“木马盗号程序”。
进入网银支付页面的时候，会看到输入账号和密码的接口，不用说，一般人都是老
老实实的按照从上而下的顺序，先输入卡号，然后输入密码，然后附加码，在输入
的过程中，还特别认真，担心输错，“木马盗号程序在判断出你进入银行网站后，
就记录下你的键盘输入的数字，然后发送邮件给盗号者，输入得越好，账号越容易
被盗，密码再复杂也没用!
针对这种”木马盗号方式”，采用二招就可以轻易破解了：
招式一：随机输入。
没人规定要按照顺序从上往下输入，也不要输完一个框框后，再输入另外一个框框，
假设帐号是"12345678"，密码是"abcdef"，在输入的过程中，可以在密码框先输
入 "abc"，然后跳到账号框输入 "1234"，然后再到密码框"def"，再到账号框
"5678"，不怕麻烦的，可以多跳几次，次数越多越安全 .
招式二：故意在输入的过程中输错。
故意输错几个数字，然后再修改过来就可以了，而木马程序就没有办法进行判断了，
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只有把这个不可能解答的问题留给盗号者了，如要
输入"12345678"，我先输入"15678" ，然后删除掉"5678"然后再输入正确的数
字，
同样道理，故意输错的次数越多，越安全。
通过以上 2 招，盗号者收到的木马记录的邮件，就像天书一样的，无法被破解。

21. 密码-金融卡密码-被植入木马程序病毒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金融卡密码不符时,ATM 显示我的金融卡密码不符马上按 「取消」键!!! 拿回金融
卡。日前用金融卡领钱，ATM 秀出我的金融卡密码不符，卡片无效。我把卡片退出，
再试一次，ATM 屏幕立刻指示要我变更密码。当时我就怀疑那一部 ATM 被植入木马
程毒，马上按「取消」键，拿回我的金融卡，再到另一部 ATM，结果一切正常顺利
领到钱。当下确定刚才那一部 ATM 被植入木马病毒，马上请服务台人员通知银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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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ATM 被植入木马程序病毒，如果持卡人按照错误的屏幕指示，就会启动木马
程序病毒，不法份子会在远程同时取得金融卡内的银行账号，及你依错误指示变更
过的密码，藉由网络进入你的银行存款账号，盗领你的存款请大家提高警觉！！

22. 夫妻买屋-甜蜜角力战
来源：好房 House Fun
2013/06/28
http://home.url.com.tw/?func=housedetail&info_no=1711
在浓情蜜意时，夫妻购屋可说是最甜蜜的负担，最怕的是佳偶变怨偶时，变成争产
的导火线！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夫妻购屋前最好搞懂产权法律、税赋、贷款三件事。
夫妻买房，登记在谁名下是最常碰到的问题。
军凯和小瑜去年订婚后就积极看房子，看过约三十间后终于找到一间价格合理、坪
数刚好、交通方便的中古屋。正当小两口喜孜孜的与卖方签约时，却为了房子要登
记在谁名下而吵了起来。
军凯的妈妈要求房子必须登记在儿子名下才肯帮忙付三百万元头期款，但如此一来，
小瑜日后就不愿意帮忙分摊房贷；如果登记两人的名字、房贷两人一起缴，军凯的
妈妈却不愿帮忙出头期款，小两口购屋梦恐怕就会泡汤。光是「登记」谁的名字，
就让这对准新人吵得不可开交，签约现场的房仲、卖方也很尴尬……
永庆房屋集团契约部高总价中心签约中心资深经理陈俊宏表示，新婚夫妻购屋最常
碰到的问题就是「房子该登记谁的名下」，小小的登记不但学问大，而且婚前婚后
权利也不同，建议情侣或夫妻买房前，最好要先搞懂房屋登记的产权、税赋、贷款
三件事。
婚前、婚后登记产权 财产分配权利大不同
以军凯和小瑜的状况为例，两人仅是订婚尚未结婚，并不具备合法婚姻关系，在订
婚（或婚前）买的房子，若登记在其中一人名下，就属于个人特有财产，即使结婚
后也不属于夫妻的共有财产，也就是说，结婚后房屋登记人可以不需要经过另一半
同意就把房子卖掉，日后就算不幸离婚，另一半也不得要求均分卖屋所得。
相对的，结婚后才买的房子就算只登记在一人名下，房屋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虽
然房屋登记人不需经另一半同意可以卖掉房子，但是卖屋所得属于夫妻共有财产，
另一半有权要求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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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法律层面来看，陈俊宏建议，婚前购屋最好采联名登记，男女双方各自保留一份
权状，如此一来，将来任一方卖屋都得经过另一方同意，而且卖屋所得属于双方。
陈俊宏观察指出，现在很多经济能力不错的女性会在婚前买房，婚后先生若搬进来
一起住，通常会帮忙分摊房贷，但因为房屋是婚前所购买，仍属于太太个人特有财
产。
如果是结婚后才购买的房子，陈俊宏建议最好只登记在夫或妻其中一人名下，好处
是未来若换屋，另一半仍可保有一生一次自用住宅土地增值税一○％优惠税率，最
高可省下三○％土增税，进而达到节税效果。有趣的是，根据陈俊宏经手的已婚夫
妻购屋案件，高达七成的房屋是登记在太太名下。 【撰文／林晨萱】

23. 搭出租车时男士先入座后离座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一般乘车，礼貌上，应该要请女士先入座。但若碰上搭出租车的时候，还是应由男
士先入座后离座较妥。因为...女生比较值钱 (这是老师说的)。有时候女生一进入
车内，司机就马上把车开走了...。这是发生在一对至东南亚度蜜月的新婚夫妻身
上的事。那个被司机载走的太太再也没有找回来了.....很可怕的....。

24. 倒背着孩子救出溺水幼儿
Sent: Tuesday, November 27, 2012
村民从河里救出两名溺水幼儿。孩子已没有呼吸，村民就用当地特有的急救法，攥
着孩子双脚，倒背着孩子跑步。几分钟后，小男孩吐出几口水来，哇地一声哭了。
又跑了起码十分钟，小女孩也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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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转，说不定可以救很多人。

25. 灯泡-省电灯泡都有汞-不可摔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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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日期: 2013 年 8 月 21 日
https://www.evernote.com/shard/s87/sh/99aee42d-976c-41dc-a0ada67148929c93/c72b1569d9fd2dcf
有人换灯泡时因灯泡太烫，失手摔破灯泡，又不慎一脚踩上碎玻璃，割伤脚底送至
急诊后，因汞中毒 (所有省电灯泡都有汞)，脚上的皮肤肌肉组织无法停止的坏死。
在 ICU 住了 2 星期，差点死去。救活后又面临可能截肢的命运。即使脚保住了，日
后还有许多的重建与复健要面对，真的可怕。千万不要忽视被破裂的灯泡割伤的后
果。
请特别注意以下几件事情:
1. 当灯泡坏时，一定要等它降温了才移除，可避免因烫熟而失手摔破灯泡。
2. 若有不小心摔破灯泡时，所有人要立即离开现场至少 15 分钟以上。特别小心，
不要踩到碎片。因为破碎的灯泡会有水银释出，会割伤造成汞中毒 2.若有不小心
摔破灯泡时，所有人要立即离开现场至少 15 分钟以上，特别小心不要踩到碎片。
因为破碎的灯泡会有水银释出，会割伤造成汞中毒，千万不要忽视被破裂的灯泡割
伤的严重后果。若吸入了会伤害神经系统，蔓延至全身影响健康，会引起过敏及其
他皮肤的病变。
3. 千万不要以吸尘器清理现场。水银会经由吸尘器的排气散播至屋内各个角落，
造成更多汞污染。请用扫把清去玻璃碎片，另外放置于袋中封紧 (勿丢于一般家庭
垃圾)，送至有毒废弃物处理中心丢弃，或有接受回收电池的场所丢弃，以免造成
汞污染环境。

26. 地震-如何面对生路
【节录】 2006 年 8 月日
道格卡普是美国国际搜救队长，自一九八五年至今，他各他的队员己参与全世界七
十九次重大灾难的救灾工作，他曾经爬进近七百栋因为地震、爆炸而严重倒塌的建
筑物内，搜查受困的生还者以及罹难者的遗体。
国人从小到大，在防震演习中，老师总是叫学生躲在课桌下，道格得知这点后，很
焦急地一再呼吁：不要躲在桌子、床铺下，而是要以比桌、床高度为低的姿势，躲
在桌子、床铺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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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释，建筑物天花皮因强震倒塌时，会将桌床等家具压毁，人如果躲在其中，后
果不堪设想，如果人以低姿势躲在家具旁，家具可以受倒塌物品的力道，让一旁的
人取得生存空间。
强烈地震发生时，如果你正在停车场，千万不要留在车内，以免垮下来的天花版扁
汽车，造成伤害；以卧姿躲在车旁，掉落的天花压在车上，不致直接撞击人身，可
能形成一块「生存空间」，增加存活机会。

27. 电梯停电受困
寄件日期: 2006 年 6 月日

【节录】

全台大规模停电，媒体报导一百余台电梯因停电受困求助一一九，有人担心「窒
息」，急欲逃出而坠楼身亡（台大医院清洁工），及夹人（快餐店工读生）等意外，
错误的观念让悲剧一再发生。所以本人愿以电梯从业九年的经验，以正确观念分享
大家：
一、电梯乘箱非密闭体，百分之百绝无「窒息」可能。
二、因停电或故障受困，待在乘箱内等待救援是最安全（除非火灾或地震或有立即
危险)。
三、试图自行脱困才会造成坠楼、夹人意外，原因：
1.故障（停电），电梯可能未到楼（停于两楼之间），与楼地板落差，可能因
跳出未站稳而坠落电梯孔内（水源市场，长庚医院）。
2.非专业人员（管理员或住户）以钥匙自外开启救援；若电梯未在当层楼，所
见是一片漆黑，常人反应是一惊，失去平衡，导致坠落电梯孔内。
3.电梯会因为恢复供电或故障原因消失，而恢复运转，试图脱困造成夹人。
四、载人电梯不会断缆坠落，原因：
1.钢为「直径 12ｍｍ」，通常每台三条以上，每条破断力五千九百六十公斤，乘
箱承载时安全系数十以上。安全系数＝钢索之断裂荷重／钢索所承受之最大荷重。
2.载人用电梯有超速自动煞车装置，当电梯因外力断缆或电器故障致超过设定速度
时，煞车装置自动启动，乘箱不致坠落。
3.电视报导坠落之电梯，多为施工中电梯或大楼工程用（临时）电梯，或简易式载
货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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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电梯故障（停电）关人，应通知负责维修之电梯公司，而非向一一九求救，大
部分维修厂商都有廿四小时待命抢修人员。因一一九用破坏工具开启门的同时，住
户必须自行负担数万元的修复费用。
六、只有当火灾、地震或有人员受伤立即危险时，应同时通报一一九及电梯公司，
先到先救，救人第一。
七、因个人之危险行为造成伤亡，厂商无赔偿义务。
汽车是平面交通工具，电梯是垂直交通工具（比汽车安全），故障在所难免。单纯
故障（停电），耐心等候专业厂商救援最安全。

28. 电梯突然断电
Sent: Tuesday, July 12, 2011
有一天搭乘电梯，就遇上了电梯突然断电，虽然紧急供电系统几秒后就开始作用，
可是电梯还是从 13 楼迅速往下墬。还好当时记起曾经看过电视教的，赶快把每一
层楼的按键都按下，好在电梯在五楼终于停止了,..真的有检回一条命感觉!
「电梯下坠时保护自己的最佳动作」
1.不论有几层楼，赶快把每一层楼的按键都按下。 2.如果电梯内有手把，
请一只手紧握手把。
3.整个背部跟头部紧贴电梯内墙，呈一直线。
4.膝盖呈弯曲姿势。
说明：因为电梯下坠时，你不会知道它会何时着地，且坠落时很可能会全身骨折而
死。
所以：
第一点是当紧急电源启动时，电梯可以马上停止继续下坠。
第二点是为了要固定你人所在的位子，以致于你不会因为重心不稳而摔伤。
第三点是为了要运用电梯墙壁作为脊椎的防护。
第四点是最重要的是因为韧带是唯一人体富含弹性的一个组织，所以借用膝盖弯曲
来承受重击压力，比骨头来承受压力来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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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电池不能混合使用
Sent:2004.02.17

【节录】

请注意 : 充电电池 碱性电池 碳心电池 以上三种不能互相混用.电池爆炸意外 男
童险些失明。
当心电池使用不当，会爆炸伤人。台北县一名小男童，拿【玩具风扇】来玩，换上
两个不同厂牌的电池，不到五分钟、竟然发生爆炸，左眼被炸得有失明危险。
碱性跟碳性电池千万不能混合使用，否则因为电池属性不同，容易发生意外。

30. 电影院请小心检查椅子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看电影时要小心，当您进入电影院时请检查您的椅子。有人看电影坐下时发生了一
件意外 -->她被刺了一下，她马上站起来，并且发现椅子上有一根针和一张祇条，
上面写着：『面对现实吧！你已经感
染爱滋了！』
医生检验那根针，并且证实是爱滋阳性反应。到电影院请务必小心检查椅子。

31. 毒趴-拉 K 3 个月传播妹尿失禁
http://tw.news.yahoo.com/

自由时报 – 2013 年 7 月 4 日 上午 6:30

〔自由时报记者李忠宪／新北报导〕新北地检署前天扫荡 4 个贩毒集团，1 名在汽
车旅馆参加毒趴的 28 岁传播妹，被逮时身上散发出尿骚味，一问才知她为工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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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助兴，才 3 个月就膀胱纤维化，导致频尿及尿失禁，在家还得穿纸尿裤「防漏」，
令办案人员摇头。
学校放暑假，贩毒集团生意热络，还提供 24 小时服务专线，随 CALL 随送。检警表
示，贩毒集团为拓展客源，除广开轰趴，透过宫庙阵头吸收青少年，甚至将魔爪伸
到网络，透过脸书锁定邻近的国中、小校友社团，提供免费毒品开拓客源。

32. 断食祷告-妇女肠穿孔死亡
2000.07.19
彰化县传出宗教灵修断食活动、闹出人命的意外！一名美语老师，参加当地基
督教会为期一周的灵修禁食祷告，不料回家后、凌晨竟突然休克死亡，医院诊断、
死者是长时间饿肚子、导致肠穿孔死亡，但教会方面却始终不愿响应。

33. 逃生-车座位头枕
Sent: Thursday, August 09, 2012
北京暴雨致使有人打不开车门造成溺亡，其实被困在车里逃生时，您祇需把"座位
头枕"拔下来，用那两个尖锐的插头敲打侧面玻璃，这是当初设计就考虑到的。

34. 头发向上时,请赶快逃命！
Sent: Wednesday, November 09, 2011
1976 年我在黄山山顶碰到这情况：当时正在拍照，发现景中人的头发全向上，感
到奇怪，但是他们说我的头发也向上。我们感到不对劲，马上调头冲下山。即刻听
到打雷，下起了一场大雨，我们逃过一劫！见此现象 请快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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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女子站在美国加州美洲杉国家公园的观景平台，突然发现她的头发忽然竖立
起来，当时周围的游客都觉得很有趣，她弟弟为她拍下了这张照片。这对姐弟离开
5 分钟之后，闪电墼击中观景平台，造成 1 个人死亡，7 个人受伤。
将来如你在野外遇到类以的现象，请立即离开该地点，尽速往较低处移动，否则后
果不堪设想！！
注：这是空中的静电和地面产生感应的现象喔！这表示天上的云层已经累积非常多
的电荷，且电压已经到数百万伏特啰！记得没错的话，在空气中要放电需要３万多
伏特，而云层离那么远产生的感应效果还这么强，可以得知云层电压之大...快闪
人吧！若见此现象 请快逃命.....！！

35. 路边停车被抢劫
寄件日期: 2003 年 10 月日

【节录】

晚上尽量少去士林、北投、天母，不单是这里，其他地方都尽量不要单独去，男生
也要多注意女生的安危，尽量不要放女孩子 1 个人在车上，以免造成永难抹灭的伤
害...近日来，台北市发生了十二起强盗,强暴事件，歹徒是以 4~10 人为一组，对
路边停车、或暂停车边(停车看风景)之车辆，丢掷石块，车主此情况通常会下车观
看，之后会有 4~5 人将车主强押至暗处，殴打抢其金融卡、信用卡，及身上所有财
物，之后将车开走，拿去变卖，最可恶的是~如果车上有女伴，几乎是以轮奸的方
式来施暴!请所有亲友一定要注意，身边的可疑事件，不要为了爱车，而换来恐怖
的经验!
被害者有类似之情况
1、年青男女
2、车子看起来蛮炫的
3、车暂停路边，车主下车买东西(便利商店)，车门、车窗没关、没锁，只留一个
人在车上。
4、不论人多(街道)或是人少(阳明山、郊区)的地方，歹徒是以集体的模式，来犯
案曾经有被害人在市区被盯上，而在强押的过程中，却没有路人报警，这让人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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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社会对周遭人、事、物的冷默，更增加了歹徒犯罪的机会。
注意事项：
1、若有不明的事件，对车子造成伤害，不要轻昜下车，先报警。
2、要养成锁车门，及关窗的习惯。
3、如果暂停路边时，请注意门窗一定要上锁，即使车上有人!
4、夜间行走时，走明亮，有人的街道。

36. 旅外急难专线
寄件日期: 2006 年 9 月日
外交部在中正机场的外交部办事处增设「旅外国人急难救助全球免付费专线」电话
800-0885-0885（与「你帮帮我、你帮帮我」谐音），有专人 24 小时轮值接听。
初期开放的直拨电话地区，包括 17 国，有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
挪威、瑞典、马来西亚、新西兰、阿根廷、新加坡、日本、南韩、美国、加拿大、
澳洲、以色列，及香港、澳门两地区。
台湾旅客在这 17 国和港澳两地发生急难事故，如果无法与台湾驻当地办事处立即
取得联系，可在当地打这支电话与「旅外国人急难救助联系中心」洽询协助。
全球免付费专线电话─
比利时： 00-800-0885-0885
德国： 00-800-0885-0885
意大利： 00-800-0885-0885
瑞典： 00-800-0885-0885
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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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00-800-0885-0885
荷兰： 00-800-0885-0885
挪威： 00-800-0885-0885
澳门： 00-800-0885-0885
新西兰： 00-800-0885-0885
新加坡： 001-800-0885-0885
南韩： 001-800-0885-0885
美国： 011-800-0885-0885
澳 洲： 0011-800-0885-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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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海外旅行安全常识
Sent: Friday, October 18, 2013
海外出差旅行前，先将护照(基本资料页、入境章页)、签证、机票及信用卡各影印
或扫描两份，一份随身携带，另一份留给国内亲友。并备妥 3 张护照用之照片，以
便证照遗失时可迅速申请补发。
另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提供旅外国人查询最新急难救助信息之网址为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1415&ctNode=757&mp=1。 行动服务 APP
下载, 详 http://www.boca.gov.tw/content.asp?mp=1&CuItem=5633。

38. 火灾-小火快逃！浓烟关门！
http://myshare.url.com.tw/note/1204798 遇到小火火灾时，能快逃就快逃吧！
开门前如果门很热，就试着别的路。如果开门，看到外面有浓烟的时候，千万不要
跑！立刻关门。关门阻挡火源→开窗呼救→等待救援。如果硬要冲出大火火场，往
往被浓烟呛晕后就回天乏术了。待在房间里，拖延时间等待消防人员的救援，才能
避免受到伤害！

39. 机场接送小巴士-不留详细地址
【节录】 Sent: Wednesday, May 13, 2009
出国的民众要小心（机场接送小巴士和歹徒勾结），留接送的地点即可，不需留详
细地址。例如，我住某栋大楼的 2F-4，则留大楼地址即可，反正接送也是在 1F，
不会接到房子里去。或是干脆约在巷口，连住家地址都不要给 。
目前不少信用卡公司都有提供（出国机场接送服务），不过警方破获一个犯罪集团，
意外发现有接送出国的小巴士司机，和不肖犯罪集勾结，将出国民众的家中资料以
每笔一千元代价卖出；结果，客户出国期间歹徒正大光明的上门行窃，警方呼吁民
众如果出国，要特别留意。
最近警方破获一个犯罪集团，意外发现有不少的数据源就是透过这个管道取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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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在出国时搭乘接送的专车，在前往机场途中，和司机闲聊时，无意间将家中的
情形向司机提及，等到这名举家出国的民众高高兴兴从国外旅游回到家中时，才发
现在出国旅游期间，家中已遭到歹徒闯空门损失惨重。

40. 急救-救命四法
Sent: Tuesday, August 21, 2012
一.半身不遂（不管脑出血还是栓塞）出现口眼歪钭，马上取缝衣针将双耳垂最下
点刺破，各挤出一滴血，病人马上治愈，而且愈后不留任何后遗症。
二.心脏病猝死发现后，马上脱掉袜子，用缝衣针先分别刺破十个脚趾尖，然后各
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十个脚趾尖，病人即清醒过来。
三.不管哮喘还是急性喉炎等，发现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赶紧用缝衣
针刺破鼻尖，挤出两滴黑血即愈。
四.抽羊角风（癜痫）后，取出缝衣针刺破人中穴挤出一滴血马上即愈。（人中穴
在鼻唇沟的中间）
以上四法都在 10 秒内有效。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赠人此讯，心留德香！

41. 急救-心肌梗塞
Sent: Thursday, March 06, 2014 【节录】

2011 年底，笔者参加一个订婚宴后正要离开，邻座一位 70 多岁老人突然昏厥，仰
坐在椅子上呼吸急促，两眼僵直，疑是心肌梗塞。有人急叫快打 120 叫救护车。笔
者上前撸起他的衣袖，大力拍打他右肘内弯，要他家人拍另一只手之臂弯。 拍打
几十下后，老人就开始一再缩手，说明他知道护疼意识开始恢复，应无大碍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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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老人亲属打来电话告知“救护车把老人送到朝阳医院急救，大夫问‘胳膊是谁
拍的’，并说‘拍这地方拍对了，可以把堵住血管的血栓疏通掉。不然，光等救护
车送到医院再抢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医院一检查，就是心肌梗塞，
在医院就给打了一瓶点滴，然后就起来回家了。”

中医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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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的花生油，室温稍低即凝结，室温一升就化开。肘弯处的心包经、心经直通心脏，
大力拍打这两条经络就能促使“气行血行”，令人发热出汗，起到升阳化除血栓、
疏通血管瘀堵的作用。这大概就是朝阳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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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急救-心肌梗塞劫后余生
--- Sent: Thursday, May 30, 2013
可能患心肌梗塞(『胸闷呼吸不顺畅，开始冒起冷汗』)、脑梗的人在床前放两片阿
司匹林（100 ㎎片）和一杯水.千万别躺下！坐在椅子或者沙发上静候救护车援助，
千万别躺下！

43. 急救-噎到东西&脚抽筋
Sent: Sunday, January 27, 2013

友人一个不小心被鱼刺给噎到，当下我建议他把手举起来试试看，结果鱼刺真的轻
松吐出。噎到东西之处理方式----只要「把手举起来 」！
美国纽泽西州五岁男童机灵地救了祖母一命，他的方式很简单，只要「把手举起来」
噎到东西之处理方式----只要【把双手举起来】就对了。这个急救方法同时可以运
用在脚抽筋。例如左脚抽筋，就举起右手，右脚抽筋时举起左手，马上可以获的纾
解，屡试不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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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金莎小心
Sent: Monday, November 17, 2008

很重要请转寄 !! 不要随便吃人家请的《金莎》 !截至警方破案并告知被害人为止，
被歹徒『性侵害』的被害少女，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性侵害了。
伪装型迷奸食品饮料最最可怕的药效如下：
(1) 、无异味或苦涩味，1 5 分钟内产生头昏、全身发软并昏迷的药效反应。
(2) 、发生药效后，自你 昏迷开始再往前 2 - 4 小时的记忆 都会清除掉。
(3) 、药效过程中，中断大脑记忆， 被害人不会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印象。
PS ：换句话说，你醒来后，完全不记得 2 - 4 小时以前和以后的事情，包括见过
的人、说过的话、经历的任何事情 … 完完全全不会有任何印象和记忆。
伪装型迷奸食品饮料的外观：
由于该迷奸食品饮料已经伪装成市面上各种的饮料食品、咖啡 速溶包，传统系列
改良品有：奶精或砂糖、泡面、各式巧克力、糖果、粉末状 .. 等，请您自己随时
提高警觉并小心，并注意您的生活有没有任何 『空白时间』， 万一如果有『空白
时间』，那强烈建议您在第一时间到医院验伤；作紧急处理希望大家要当心 …！
不要乱吃陌生人给的东西喔！尤其是，金莎巧克力 …《 通常朋友的朋友是你更应
该小心的对象！》

45. 7-11 门市叫车,危险现场-手机拨 110
t9safety1j.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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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 Tuesday, December 07, 2010
Subject: : 在台湾两则必须知道的生活常识
1. 免费叫车
台湾民众只要到附近的 7-11 门市，告知店员欲使用呼叫出租车的功能，店员将
开启传真机，民众拿起话筒，并按「呼叫出租车」的快捷键，待电话接通后，再按
下「启动键」即可开始通话使用，叫车结束之后，民众只要在 7-11 门市候车即可。
「免费叫车平安归」的服务在 7-11 门市皆有录像设备，民众如果能在各 7-11 门
市内使用这项免付费叫车系统，将更可保障搭乘出租车的安全性。
2. 手机拨 110 不需要发出任何声音
从 96 年开始，台湾警察单位有『e 化报案平台 110』，只要你看到或发现有可
疑的人、事、物，就拿起手机拨 "110"警察可用 GPS 卫星定位系统，马上找到发话
地点，并在 5－10 分钟内赶到现场处理。
95 年 10 月上旬遭挟持的妇人，机警的偷偷按下「110」，虽无法说明身在何处，
"110"执勤人员却能透过「e 化报案平台」很快的救出险遭非礼的被害人。
佳节的夜晚狂欢之际，在任何时候，如果你看到有女性疑似被挟持，请拨『110』。
如果你去 KTV 唱歌，看到有人拿刀枪打架，请拨"110"。如果你听到有人喊救命，
请拨『110』。
如果你坐出租车，发现司机很可疑，意图不轨，请拨"110』。如果你发现有小偷潜
入你家，请把握机会偷偷拨打『110』。如果不幸被绑架，也请把握机会偷偷拨打
『110』。
在上述的危险现场，如果害怕报案会受到威胁，只需要拿起手机拨打『110』就可
以了，不需要发出任何声音，不需要亲自介入处理，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不需要
说明发生什么事、在哪里只需要拿起手机拨打『110』就可以了。警察会在 5－10
分钟之内赶到现场，救出被害人，由警察介入处理即可。
这个好用的系统，请大家口耳相传，将它努力的传播出去，让坏人无所遁
形。

46. 抢劫新手法--修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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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件日期: 2003 年 8 月 26 日
歹徒剪电话线再佯装修电话入屋劫财劫色。当您住家中的电话突然无故故障，却又
有不明人士主动出现要求检修电话，您很有可能已经被歹徒盯上。台北市连日来出
现一名住宅强盗犯，利用剪断住家电话线的手法，再趁机伪装成修理电话的工程人
员，诱骗被害人开门后，然后拿出预藏的刀械，洗劫被害人财物并趁机强暴被害人。
根据被害人描述，由于当时外面下着雨，歹徒进入屋内时还带着深色全罩式安全帽
及口罩。
【注意！】 我们电话故障时，必须打电话给 112 和中华电信约时间，他们才会派
人来检修，而且要看工作识别证。不会没接到我们报案并约时间就自己来的。因此
自动上门来修电话的，一定是歹徒，如果不幸你的电话线已被剪断，千万别让他进
来。

47. 下雨天打移动电话遭雷击
传送时间:2000 年 3 月 7 日

【节录】

新加坡当地一对从事农艺工作兄弟,因大雷雨正在抢收晒在屋外的花材,当哥哥拿起
并刚接通正在响铃中之移动电话时,随即遭落雷击中而当场丧命。蜂巢式设备之发
射及接收电波在潮湿大气中会形成一个具导电性磁场,极易吸引刚形成之闪电雷击。
下雨天绝不要在室外打行动!!!

48. 消防安全常识
寄件日期: 2007 年 1 月 26 日
*喷水以确定已经灭火。 *要喷消防水前，先拿住瞄子后才打开开关，以免失控受
伤。 *用手背测温确定安全后，才可打开门。 *浓烟时，需用湿毛巾掩住口鼻，
采低姿势沿墙壁逃生。 *火灾时，勿搭电梯。 *扣住缓降机安全锁，拉住胸前带
子，勿拉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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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销毁信用卡消费的统一发票
Sent: Thursday, June 30, 2011
最近有人会出钱收购发票，不论是过期的发票还是当期的发票，就是会有人向你出
钱买....当我还在想当期的发票可以对奖，但他那位老兄要收购过期的发票做什
么...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当你使用信用卡
消费后，所拿到的统一发票，平常大家在消费以后，只会去注意到信用卡的签名那
张签账单，就不会去看另外一张"统一发票", 那张使用信用卡的统一发票上，通常
在金额栏下方会多一栏： "visa or mastercard " 接着下来就是你完整的信用卡
号了 ...我今天还发现其中的有一家的发票上还写着"授权码"我并没有要告诉大家
伪造信用卡的知识...不过我相信大部份的人，都有跟我一样的做法，就是对于那
种没有对到奖的发票，大概就是随便"往垃圾桶里丢"吧！！
所以我在想等到统一发票开奖以后的垃圾桶里，就会有一大堆的"统一发票"以及"
信用卡号码"等着被那些"为非作歹"的人去垃圾桶找了....
有如下的情形：１. 家乐褔：有你的完整的卡号 & 授权码 ２. 远东爱买吉安：都
没有 ３. 顶好超市：有卡号 ４. 台中广三 SOGO：有 卡号 ５. 新学友书局：
都没有
除了以上所说的讯息，还有下面这些商店 > 1、新光三越 : （完整号码） 2、
远东百货: （末四码有 XXXX ) 3、何嘉仁书局 : 完整号码） 4、安托华汽车百
货:（完整号码） 5、玫瑰唱片 :（完整号码） 6、微风广场: （完整号码） 7、
纽约纽约:（完整号码）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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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小心找工作
寄件日期: 2006 年 6 月日

【节录】

「某国华侨来台设分公司征干部」，面试地点在台北一家大饭店。一个西装笔挺的
体面中年人，对我的证件资料特别详加了解，「出过国吗？」「没有欠税
吧？」……只见他在房间里踱步再三，并没把征人当重点，事后当然石沉大海。
一个月后，报纸醒目篇幅刊登了真相。那个中年人利用应征者缴交的证件当人头，
替人申请护照蒙混出国，害得应征者受到不白之冤。
另外一次应征，地点在某大楼里，感觉像是使用过但好久没人整理的办公室，主办
面试的目光闪烁、言词支吾，连「本公司」做什么都东拉西扯。我赶紧取回了我的
应征资料走人。
求职可能不自觉落于危险境界，求职者应征时应提高警觉：
1.身分证等证件不随便交出。
2.注意主办面试者面谈的言行、内容和该公司环境实况，不像正常办公室的公司就
有问题。
3.应征地点在外面的，例如大饭店、咖啡厅一类的场所，根本别理他。

t9safety1j.docx

【頁: 32 / 總頁數: 45】

列印日期︰105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

51. 樟脑油~勿随便喷皮肤上!
寄件日期: 2013 年 10 月 28 日
蟑螂蚊子特别多，很多民众喜欢用樟脑油来驱蚊防虫，甚至直接喷在皮肤上防蚊子
叮咬，不过医生提醒，樟脑油毒性很强，成人只要吸收二公克的樟脑油就足以致死，
民众应该小心使用。
看着樟脑油上清楚标示着斗大的安全无毒字样，号称可以防蚊虫，内装滚轮的设计，
就是让樟脑油能涂在皮肤上，但是真的安全吗？业者挂保证，表示绝对安全，还说
樟脑油是天然的，没有毒。业者强调这是纯天然的樟树萃取，绝对无毒没有问题，
但是医学界的研究说，成人只要吸收 2 公克樟脑油，小孩 1 公克，就会让人丧命。
长庚毒物科主任林杰梁表示，樟脑油是一种神经毒性，属于很强的一个挥发性精油，
可能经由皮肤吸收，甚至不小心吃进去的吸收，产生很严重的中毒。林杰梁说：他
曾经接过许多因误食樟脑油而致命的案例。 既然樟脑油这么毒，又怎么会在市面
上核准贩卖？
环保署毒管处陈科长表示，核准贩卖主要是环境用药的部份，如果产品标示上要求
可以喷在人类皮肤或宠物身上的话，很明显就是夸大不实用途。

吃甘蔗也会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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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两人因吃甘蔗中毒都变成植物人了，冬后甘蔗易霉变，霉变甘蔗毒性大。切开
后，断面上有红色丝状物。食用后会中毒，吃了 2―8 小时候，出现呕吐、头晕、
等症状，严重的会导致昏迷和死亡。甘蔗中毒目前无特效治疗方法！

储藏柜钥匙

Sent: Monday, November 05, 2012

小心投币式的储藏柜。我手上拿的是 105 号储藏柜钥匙,我前面一位太太正在打开
105 号储藏柜,后来她发现我一直看着他,她不好意思说"这钥匙有问题 ??有心人先
存放物品到投币式的储藏柜，再把钥匙拿去复制，以后就可开箱。有的用万能钥匙
到处打开储藏柜。
奉劝各位出入公共场所,重要对象还是随身携带,虽然一时不方便但确可省却事后的
一堆麻烦。

52. 充电器-不拔充电器有火灾隐患
寄件日期： 2014 年 9 月 11 日 【节录】

明者见事于未萌，智者避祸于无形。火灾案火灾案例中，电器电线引起的火灾占大
半。平常要留意电器电线的安全。
你的手机充电器在插座上多久没拔过了？充电器插座不拔掉容易让充电器老化漏电，
容易引起火灾、爆炸、意外触电等灾害事故！前天凌晨的一场火，让吴先生（化名）
损失巨大。不仅自己家烧的面目全非，楼上楼下邻居也受了牵连。这场火灾是怎么
引发的？祸首，可能和一个插在电源插座上 2 个多月的充电器有关。
灭火后，吴先生也几乎一夜未眠，忙着清理家里的积水，后来，经过和殷大姐的
协商，达成协议，补偿受损物品及重新装修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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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先生说，烧得最严重的墙角有一个插座，平时手机充电器插在上面没有取，吴先
生猜测，有可能是短路火灾。
看完一定要分享！ 专家提醒，一般手机充完电就该把充电器拔下来或者关掉插座
上的开关。
”江苏省家电维修协会专家表示， 长时间工作之后，充电器会发热，线圈的绝缘
层可能被融化， 然后引起短路。”专家提醒消费者，一般手机最多充电 4 个小时
就能充满，充满之后就应该把充电器拔下来或者关掉插座上的开关。

53. 杀虫剂与火苗 == 爆炸
Sent: Thursday, December 13, 2012
在任何家庭的厨房中，这是一个常见的重大错误。一位家庭主妇死于因“杀虫剂与
火苗”引起的爆炸燃烧中。她的丈夫也因抢救她而烧伤，试图抢救不成亦受伤住院。
这是如何发生的？ 在燃烧和烹饪过程中，这位女士看到一只蟑螂在附近，抓起一罐灭蚊剂喷洒蟑螂却
造成爆炸性瞬间燃烧。喷液加上炉火造成这个爆炸，这个可怜的女人浑身火焰，75％
的烧伤。她的丈夫冲了进来，试图扑灭火焰，他的衣服也起火。丈夫在医院急救，
在烧伤病房，仍然不知道他的妻子已宣布死亡。
让我们高度关注：杀虫剂喷雾，如"Hit", "Mortein" etc.具有高度的挥发性和易
燃性。纳米雾化喷涂粒子传播非常迅速，一个火花就足以点燃爆炸性混合物，加上
空气中氧气助燃将一发不可收拾。可怜无知造成涉及危险之境吗？显然不是！请教
育你的家人.....含化学药物喷剂与炉火接触将造成生命的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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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手机拨 110 救援不需要发出任何声音
Sent: Tuesday, December 25, 2012

从 96 年开始，Taiwan 警察单位有『e 化报案平台 110』，只要你看到或发现有可
疑的人、事、物，就拿起手机拨"110"警察可用 GPS 卫星定位系统，马上找到发话
地点，并在 5－10 分钟内赶到现场处理。
95 年 10 月上旬遭挟持的妇人，机警的偷偷按下「110」，虽无法说明身在何处，
唯"110"执勤人员却仍透过「e 化报案平台」很快的救出险遭非礼的被害人。
佳节的夜晚狂欢之际，在任何时候，如果你看到有女生疑似被挟持，请拨『110』。
如果你去 KTV 唱歌，看到有人拿刀枪打架，请拨"110"。
如果你听到有人喊救命，请拨『110』。
如果你坐出租车，发现司机很可疑，意图不轨，请拨"110』。
如果你发现有小偷潜入你家，请把握机会偷偷拨打『110』。
如果不幸被绑架，也请把握机会偷偷拨打『110』。
在上述的危险现场，如果害怕报案会受到威胁，只需要拿起手机拨打『110』就可
以了，不需要发出任何声音，不需要亲自介入处理，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不需要
说明发生什么事、在哪里只需要拿起手机拨打『110』就可以了。警察会在 5－10
分钟之内赶到现场，救出被害人，由警察介入处理即可。

55. 手机-别在充电状态下接听手机
Thursday, April 16, 2009
别让您的手机充电充整个晚上，请立即阅读此篇文章，希望大家别发生这样的情况，
当手机处于充电的状态下请绝对绝对不要接听手机!!
几天前，有一位男子正在家中将手机充电,就在那时有电话进来了而这位男子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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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电话，但是手机的充电器仍连接在插座上！几秒后，电流就不受控制的流通到手
机，而这位男子就碰地一声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的父母赶紧到房内察看,但只有发现他无意识地倒在地上,心跳微弱,手指烧伤！
这位男子被紧急送往邻近的医院,却被医生宣布送达时已死亡！
手机是个非常方便的现代化发明,但我们必须要有警觉到它也有可能是个致人于死
的设备!千万不要在手机还连接在插座上时使用手机!!!

56. 山洪爆发;极大的海浪
寄件日期: 2013 年 11 月日

当你在溪边玩耍，如果发现上游飘下的水颜色混浊，或是有些小树枝和不是水边植
物飘过，请赶快往岸边跑！因为这是山洪爆发，到达你所在溪流的警讯！
到海边玩耍时，若发现潮水突然一直消退时，并不是"退潮"，而是有一个极大的海
浪，正向你直扑而来。因为它正在蓄积能量，等你看到它的时候，很可能已经没有
时间跑了.. 。

57. 身份证号码-不要上网输入
寄件日期: 2006 年 9 月日
千万不要输入身份证号码来算命。最近有集团利用一个算命程序，叫你输入身份证
号码来算命，然后偷偷将你的身份证号码等数据收集起来，去区公所办理身分证遗
失补发。
(居然还用不同人之相片 )，有了这张 (虚拟身份)的身分证，再将你的个人资料拿
去当扣税、转账等各种名目的人头；或申请信用卡、大哥大。千万不要玩，玩了就
玩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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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身份证遗失的处理
寄件日期: 2010 年 9 月

→错误示范
→错误示范
→错误示范

(1)向警察局备案遗失
(2)开立遗失三联单。
(3)向金融联合征信中心登录遗失记录

正确做法:
1.二月内大头照黑白彩色均可,要二吋的
2.规费 200 元
3.带印章及户口簿正本或驾照正本 [ 最后领到的毕业证书正本(役男可带退伍令正
本)也可以 ]
4.亲自前往户籍所在地户政事务所办理身份证 领/补/换 发手续(约 5-10 分钟)

59. 自助旅行--肾被切除
Sent: Wednesday, November 08, 2000

【节录】

朋友的妹妹一家人住在美国,他们有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儿子 14 岁"(主角) 。那
个妈妈趁着暑假带两个小孩去泰国自助旅行。他们第一天就在饭店遇到华裔商人,
住在他们房间的隔壁。那群人跟他们母子 3 人打招呼。他们很客气,对他们一家人
很好,还带他们一家人出去玩,当免费的司机。他们就越来越熟,到了第 5 天下午,那
群人突然很热情的对妈妈说,要带她儿子去海边玩还有去他们老家玩!
一开始妈妈不太愿意,但他们就一直说晚上一定会带他儿子回饭店，至少隔天会送
到机场和她会合。那个妈妈想说他们这么热情,人又这么好,想说应该没关系,所以
就让儿子跟他们去了。
到了晚上,他们没有把他儿子送回来,一直到了隔天也没有。于是妈妈就紧张起来了,
直接就到机场去看看。妈妈到了机场之后,发现一堆人还有警察围在那里看一个东
西,于是妈妈就很紧张的过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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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看到她儿子被一个草席包着躺在地上,她赶快去抱起她儿子。她 14 岁的儿子第
一句话就是说,妈妈我好累唷!好像睡觉!!
她妈看一看想说儿子还可以讲话,也没有啥么外伤~只是衣服上有一点血,所以他们
就赶紧上飞机,飞回美国她到了美国他妈妈觉得儿子脸色越来越差,觉得不对劲,就
赶快送他去医院她结果医生一检查出来, "居然发现她儿子的两颗肾都被切除了"。
几个小时之后那个儿子就死了。

60. 最毒日常用品前三名
寄件日期: 2013 年 10 月 2 日【节录】
最毒日常用品前三名依序是免洗筷、烫过的免洗筷、自助餐店装汤外带的半透明塑
料袋半。
平镇市 xx 国中学生用免洗筷泡过的水拿来饲养黑壳虾，结果二小时虾子抽搐、一
天内死亡、五天后腐烂！学生用此项实验参加科展拿到第三名。学生们表示，免洗
筷最毒！即便热水烫过，也名列第二毒。xx 国中学生参加桃园县科学展览包办第
一、三名，其中找出最毒日常用品这项最受瞩目，因为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
透过实验发现的最毒日常用品前三名依序是免洗筷、烫过的免洗筷、自助餐店装汤
外带的半透明塑料袋。
烫过的免洗筷还是很毒…
学生们再用热水烫过免洗筷，丢掉烫过的水后再重新浸泡，也有前述重复十次浸泡
冷却后，拿来养五只黑壳虾，结果是第二天才死去；显然免洗筷烫过后还是很毒！
学生们表示，重复十次泡免洗筷溶出免洗筷内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是用来漂白、
消毒之用。
学生们建议，能不用免洗筷最好就不要用，非要使用的话，一定要先烫过再用，以
减轻毒性。毒性名列第三名的是半透明塑料袋，装汤后溶解出来的是双酚 A、可塑
剂，实验第三天，五只虾就全死光
筷子 and 淋巴腺瘤 (家里不开伙的尤其要注意)
去年一位同事突然听说得口腔癌约一年就去了！他不抽烟、不吃槟榔，时常过午才
看他吃饭，饭后习惯嘴巴叼着一根牙签，久久含着没吐掉！有一天觉得口腔内破皮
溃烂不会好，去找牙医，再来一星期后也没好，医生复诊才要他快到高医做检查，
已经是末期！动了两次大开刀、化疗等等，结果还是来不及走了！牙签跟免洗筷一
样，长年累月使用，含在口腔，偶而不小心刺破皮，那是很危险的！
大家切记，生活中很多的无形杀手，小心避免。为了自己的健康，强烈建议：带一
双筷子放在公司吧 ! 既经济又环保且卫生噢 ... 赵博士说〝勿再使用卫生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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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免洗筷，制作过程材料本身已经长满了长长的五颜六色霉菌，处理过程是一道
防腐剂，一道漂白剂 （皆超过标准剂量的几千倍）等等，都是致癌 carcinogen 的。

61. 散布黑函 黄雅玲判赔 70 万
(雅虎奇摩新闻 http://tw.yahoo.com/) 【节录】
作者： 林伟信╱台北报导 | 中时电子报 – 2012 年 8 月 30 日

前彰化县府台北联络处执行黄秘书，四年前以黑函指控郑立委利用特权为驾车肇事
的儿子、谢彰化议长脱罪。刑事部分，黄女被判刑三月，可易科罚金确定；民事部
分，最高法院认为她故意散布不实信函，毁损他人名誉，判她赔偿七十万元，并登
报道歉，全案定案。
黄辩称，她接获彰化乡亲陈情信，为免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基于协助民众的职责，
才会将信件内容公开，提供给媒体，期能还原事件的真相，并没有故意贬损郑汝芬
名誉的意图；事后，她多次以书面，及在地方仕绅的陪同下，亲自前往郑家表达歉
意。

62. 送门票诱离屋主闯空门
寄件日期: 2005 年 3 月 21 日

【节录】

除夕前几天，收到一份大卖场寄出的信封，里面写着感谢小区居民平时照顾，现在
抽签分送中部某家游乐休闲区门票，而我们就是其中幸运的一员。信内附送四张门
票，使用期限是年初三，我心中直叫幸运，正好可以趁带老婆回娘家时顺便玩一玩。
我们一家就在年初三到休闲区玩了一天，想不到回到台北打开家门，家中竟一片凌
乱，不但珠宝、现金不翼而飞，连沙发、冰箱、音响、计算机也都消失无踪，最离
谱的是七、八尺的大衣柜也被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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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民众，并随门票的使用期限锁定偷窃时间，有些小偷还干脆左邻右舍一同发放，
来个「大扫街」。民众收到此类奖品，应先打电话或亲至卖场查证，若票券来路不
明，不妨向警方报案，请警方瓮中捉鳖。

63. 爱吃生鱼片-腹内找出 500 条肝吸虫
2000.04.11
爱吃生鱼片的民众要注意了，新竹一位民众在吃了生鱼片后，肚子痛了三天去
看医生，原本以为是胆结石，开刀之后，医生居然在他的胆管中找到超过五百只的
肝吸虫，幸好及早就医，否则可能因为一时的口腹之欲而陪上一条命呢！
如果没有及早发现，将会造成肝硬化或胆管癌，因此医师建议要吃淡水鱼类最好还
是先煮过才安全。

64. 安全教育-八点
Sent: Tuesday, July 24, 2012
这是某人初到英国读书时，校方给每人的防身手册。
一、回到家门之前准备好开门的锁匙，不要站在门口才来找锁匙。
二、开车送朋友回家，要等朋友进了家门才好离去。
三、平常在身上一定要备有各金额的零钱（硬币）。
四、发生不幸时，一定要镇定，记得对方的特征。
五、女性要常备着保险套，发生不幸时，要求对方使用,设法使歹徒体外射精消欲
火。
六、行车时，一定要把车门反锁。停车熄火熄灯后，留在车内稍作观察片刻再开车
门出来，将值钱的东西放在看不见的地方。
七、皮夹内放有自己的名字及亲友名字、电话的小卡片。
八、开两个以上的银行户口，平常只带放零用钱（出门够用就好）的提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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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安全常识-辨识双向镜!铝包被下药，抖衣服能下药
Sent: Tuesday, May 11, 2010
1.进试衣间都要记得先试试哦！
辨认双向镜的方法；这方法已经过女警所得到的技术与研讨结果。如何侦测一面双
向镜？
当我们进入厕所、浴室、旅社房间、更衣室等你如何确定一面挂在墙上,表面普通
的镜子是真的镜子或其实是一面双向镜（他们能看到你，但你看不道他们）
在女性更衣室人们安装了双向镜我们非常难以从面判定它所以，当我们看到的镜子，
要如何确定它是何种镜子？只要做以下简单的测试：
把你的指甲尖放在镜子表面，如果在指甲尖与倒映图像之间有间隙！那就是真的镜
子（安全！）然而，如果你的指甲尖能直接碰触到指甲反射影像！当心！那就是双
向镜了！

****************
2. 铝箔包摇一摇就知道饮料有没有被下药
盒装饮料掺有 FM2 的问题！请先摇一摇！要是会有晃动的情形就表示有空气跑进去，
‘千万不要买’！！因为铝箔包装是真空包装不应有空隙在里面，若不是包装坏了
就是被动过手脚了。
*****************
3.衣服抖一抖就能下药--典型的金光党手段
中午利用午休时间到邮局办事停好机车时，正当我要骑车离开时，有个女子从旁边
走过来问我有没有时间？要耽误我一些时间，但是因我之前看她就有些不对劲！所
以就直瞪着她，原本她是在我旁边的位置，之后她走到我的正前方！而且还不停的
抖动她的薄衬衫，之后有阵香味飘过来，我直觉不对径！不敢跟她交谈，赶快骑车
就跑，不到几分钟的时间，我的头就有昏厥的感觉！之后回想起感到庆幸的是--有
保持警觉！此封信的用意是要告诉大家，到邮局银行等公共场合，要随时提高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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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19→再按 9
寄件日期: 2010 年 9 月

移动电话救命专线---112 已经统一改 119→再按 9

67. 恙虫致死！高雄出现死亡个案
作者： 华人健康网 记者张世杰／台北报导 | 2013 年 7 月 12 日
高雄出现恙虫病死亡个案，卫生局立刻在柴山入口处，竖立告示牌提 …
高雄出现恙虫病感染死亡个案！居住高雄三民区的 67 岁李姓男子，6 月 28 日与 3
名友人，一同前往柴山登山，返家后竟出现发烧症状，隔日遂前往附近诊所就诊，
讵料，不久竟出现抽搐，及意识不清等症状，随即转往高雄长庚医院急救，虽紧急
救治，但至 7 月 5 日，仍因呼吸衰竭、败血症而去世。经检验死因后，卫生局疾管
处证实为恙虫病所造成，成为高雄地区 3 年以来，恙虫病感染死亡个案。
卫生署疾病管制局数据显示，台湾全年皆有恙虫病病例发生，于 4 至 5 月间病例数
开始上升，7 月时到达高峰。民众如至草丛环境活动，应穿着浅色长袖衣裤，皮肤
裸露部位涂抹经卫生署核可之防蚊液（蚊虫忌避剂），以防止恙螨叮咬；离开草丛
后尽快沐浴并换洗全部衣物，以减少感染的机会。

68. 微波炉加热水-请小心-中英对照
t9safety1j.docx

【頁: 43 / 總頁數: 45】

列印日期︰105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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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件我们平常都可能发生的事。我想下面这个信息是所有使用微波炉来加热水
的人都必须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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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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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以前我二十六岁的儿子决定要泡一杯速溶咖啡。他将一杯水放在微波炉加热
(这种动作他曾经做过无数次了) 我不确定他设定加热几分钟，但他告诉我他要水
加热到沸腾的程度。
当微波炉加热完毕,他将那杯水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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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看了那杯水后他发现水并没有沸腾，但就在那瞬间那杯水在他的脸上爆开来。
杯子保持完好无缺直到他将那杯水丢出手中，但由于庞大的能量使得所有的水都飞
溅到他的脸上。他整个脸上都起了水泡并且至少有１度及２度的灼伤，而可能留下
水泡的痕迹且他的左眼也可能会损失部份的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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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医院中,他的主治医师说这是相当普遍的意外事件, 水绝对不能在微波炉中单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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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如果要用这种方法加热水,杯子里应该放些东西例如木制的搅伴棒或茶包等
的东西来帮助扩散能量。无论如何将水放在茶壶内烹煮会是较安全的加热方式。
Please pass this information on to friends and family.
亲友

请将这封信转寄给

69. 危险的免费的钥匙圈--追踪装置芯片
Sent: Tuesday, December 18, 2012
有不肖份子假冒推销员在加油站或停车场等地发免费的钥匙圈--具有可让他们跟踪
你的追踪装置芯片!请千万不要接受。他们挑选看来较易下手的受害者。如果你接
受了,你 将陷入他们的圈套中。这个钥匙圈非常漂亮,很难抗拒想要它。但记住后
果是你可能须付出更大的代价,包括危及性命。

70. 远离＂垃圾人＂
Sent: July 16, 2016
为了自己和家人好，一定要远离＂垃圾人＂！：“有些人就像垃圾人。他们到处跑
来跑去，身上充满了负面垃圾：充满了沮丧、愤怒、忌妒、算计、仇恨，充满了傲
慢与偏见、贪心不满足、抱怨、比较，充满了见不得人好、愚昧、无知、烦恼、报
复、和充满了失望。随着心中的垃圾堆积又堆积，他们终需找个地方倾倒。
现在的世道真得很恐怖，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悲剧往往就是一念之差，
退一步海阔天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为神经病太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发作了...
http://moneyaaa.com/375/?from=line

t9safety1j.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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