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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世界資源研究所（WRI）資

料，碳排放達峰並不單指在某一

年達到最大排放量，而是一個過程，即

碳排放先進入平台期並在一定範圍內波

動，然後進入平穩下降階段。所謂「碳

中和」，指在節能減排的同時，通過植

樹造林、人工碳捕捉等形式，抵消自身

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實現二氧化碳

動態「淨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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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碳達峰是碳排放量由增轉降的反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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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聯合國大會提出：二氧化碳排放

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2060年前

實現碳中和，為中國領導人首次提出碳

達峰、碳中和時間點，並且預告將列入

中國的「十四五規劃」政策目標。

中國為何提出「碳達峰」、「碳

中和」的政策目標呢？主要是地球的溫

室效應日益嚴重。所謂「溫室氣體」，

指太陽輻射透過大氣層射入地面，在地

面吸收太陽輻射、出現溫度升高現象

後，並重新發射輻射的氣體。根據《京

都議定書》定義，溫室氣體主要包括：

二氧化碳CO2、甲烷、氧化亞氮、六

氟化硫、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六種，

其中排放量最大的是二氧化碳，因此常

作為監測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指標。而

「溫室效應」，指當大氣中的溫室氣

體含量過高時，就會導致氣候變暖。

根據全球環境資訊中心資料（�~^^，

���"�K���]�K��;	� !�;�'K�";�KJ�K����

Information），從1880年至2020年，

全球地表平均溫度升高1.1∼����，且

1980∼2020年是過去最熱的40年。隨

著人類活動讓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

用量以等比速度增加，工業化進程造成

大量的碳排放，導致全球溫室氣溫快速

增加，讓溫室效應的負面影響逐漸顯

現。如：全球生態系統面臨嚴重破壞、

氣候失衡對糧食安全形成危機、氣溫升

高讓冰河溶解使海平面升高、水環境溫

度升高讓蚊子和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使得

瘧疾和腦炎等疾病暴發，對地球生存環

境和人類健康造成的威脅升高。2019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達341.7億噸，

1965∼2019年CAGR成長2.1%。其

中，2019年中國、美國、歐盟、印度、

俄羅斯、日本分別排放98.26、49.65、

33.30、24.80、15.33、11.23億噸，合

計占比達68%。全球碳排放主要來自發

電與供熱、交通運輸、製造業與建築

業，分別占比42%、25%、18%。

圖二、各國二氧化碳排放走勢及全球碳排放主要來源及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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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從2008∼2012年期間，主要工業

發達國家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要在1990

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2%，其中歐盟

將6 種溫室氣體的排放削減8%、美國

削減7%、日本削減6%。2012年12月

8日，在卡達召開的第18屆聯合國氣候

變化大會上，本應於2012年到期的京

都議定書被同意延長至2020年。2015

年12月，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正式通過

《巴黎協定》，取代《京都議定書》，

為2020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做出安

排，長期目標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前工業

化時期的上升幅度控制在��以內，並

努力限制在����以內，且在2050 年後

實現淨零排放。之後各國相繼提出溫室

氣體減排、碳中和目標。

其實為了促使各國共同應對氣候

暖化，1990年12月聯合國就決議設立

「政府間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談判委員

會」，並於1992年達成《聯合國氣候

變化綱要公約》，明確“共同但有區

別的責任”，確定發達國家應率先減排

並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支持。

1997年12月，聯合國在日本京都通過

《京都議定書》(全稱《聯合國氣候變

化綱要公約的京都議定書》是《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XK"�������"�K	�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X�{]]]）的補充條款），

這條法令較具有約束力，其目標是：將

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穩定在一個適當

的水準，以保證生態系統的平滑適應、

食物的安全生產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圖三、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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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環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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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的做法大致為透過開徵碳稅碳

費、建立碳權交易、制定各項環保法

案、提高綠色能源使用率、發展循環經

濟減碳製程及發展氫能及新能源車並促

進產業升級等措施，帶領世界邁向碳中

和新格局。

我國雖因國際政治因素而無法加

入國際氣候組織，但政府對於節能減

碳及能源轉型也不遺餘力，在2016年

即訂定非核家園目標。即2025年再生

能源佔總發電裝置容量的20%，最主要

內容的就是太陽能發電裝置容量要達

到20GW，離岸風力發電達5.7GW，加

速太陽能、風能、地熱等再生能源發

展，2018年10月18日行政院環保署也

發布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去（西元

2021年）年5月6日再更新內容，溫管

法第4條明定我國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

標為139年（西元2050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降為94年（西元2005年）溫室氣

體排放量50%以下，去年12月環保署

擬將溫管法修正為《氣候變遷因應法》

而展開一系列的修正草案研商會議，其

中研議對高碳非企業「徵收碳費」以與

國際接軌。而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去年

10月表示，2022起離岸風電第三階段

區塊開發將上路，2026∼2035年再建

置15GW，故碳減、碳中和已成新趨勢

及世界潮流，畢竟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共同維護生態環境，不僅是單一國家或

一個地區所要負責，而是地球每一分子

需共同負擔及共同承擔的責任。

目前國際主流國家除中國外，對

2050年達成碳中和已成共識。歐盟已

於1979年實現碳達峰，計畫在2050年

前實現“氣候中立”(即溫室氣體淨排

放量為零)，積極在各領域推行相應措

施，如發展清潔能源、電動車、減少

工業排放及成立氫能聯盟等，最快並於

2023年對高碳排地區產品課徵碳稅。

美國於2007年實現碳達峰，不過執政

黨對碳減排的政策影響較大，目前執政

的民主黨更重視國際減排承諾，如簽署

《巴黎協定》、加強造林、發布清潔

能源計畫、限制發電廠排放及禁止新

發放石油及天然氣開發許可等，也承

諾2050年實現“碳中和”。日本2008

年已實現碳達峰，也計畫在2050年實

現碳中和目標，透過技術創新和綠色投

資的方式，在海上風能、氫能源、電動

汽車等14個重點領域提出財政預算、

稅收、金融、法規和標準化、國際合作

等五個方面的政策措施，確保社會平穩

實現脫碳轉型。而中國除電動車發展快

速，已是全球最大電動車市場外，也朝

向氫能源發展，嚴格監控高汙染產業汙

染排放，關停老舊產能，提供減碳低利

資金等管道加大支持綠色金融發展與加

強造林，並已於2021年6月啟動碳權交

易市場。故歐、美、日等主要國家對碳

中和已扮演領頭羊角色，除了宣布碳中

和時程外，同時設定2030年碳排減半

的目標。而目前位居全球最大的排碳國

的中國，也宣告其碳中和時程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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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主要國家及我國碳中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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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保署溫管法內容

     h t tps： / /ghgru le .epa .gov . tw /

g r e e n h o u s e / g r e e n h o u s e _

page/23/97

2. 觀點投書：「2025再生能源發電占比

20%」要跳票了？何宗岳 2021年7月

25日  

     h t t p s： / / w w w . s t o r m . m g /

article/3826649?page=1

3. 工商時報社論－報告總統，起風很久

了！2021年8月20日

4. 「從全球角度看碳中和」KGI證券 

2021年9月7日

5. 什麼是碳中和、淨零碳排？一次看懂

全球環保趨勢：碳中和是永續發展關

鍵 今周刋首頁

     h t t p s： � � � 	 � � � L 	 " K � 	 	 � � � � # �

��J�����;�"����������;#������(�

post/202110050032/

6. 沈榮津：離岸風電區塊開發將上路 

帶動投資3.2兆元  聯合新聞網2021年

10月26日

7. 工商時報社論－中國減碳承諾與製造

業發展的平衡點 2021年11月23日

8. 【研商氣候法】碳費還要等收多少、

怎麼用？環署擬另外公告「保留彈

性」

9. 環境資訊中心記者 孫文臨報導 2021

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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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著醫療進步的發展，人類的壽命

不斷在延長，但也因為現代人生

活習慣轉變，年輕人及上班族熬夜、外

食、壓力大等因素，造成不良的飲食習

慣及久坐不動的生活習慣，過去只會發

生在中老年人身上的疾病，現在也有年

輕化的趨勢；加上近二年全球新冠肺炎

疫情嚴峻，千萬別認為自己還年輕，就

以為沒有疾病的危機、認為自己能從容

面對突如其來的問題。還記得近年許多

名人罹癌，雖然醫療進步，疾病有機會

治癒，但不應有僥倖的想法，才不會讓

疾病影響生活。

突如其來的人生意外，往往讓人

措手不及，若提早做好準備，也可利用

工具來轉移風險，在此分享一則真實故

事：

志明與春嬌都是一般上班族，志

明在平日上班時，外食常選擇速食店，

下班後也喜歡在小孩睡著後，熬夜打電

動吃宵夜，久而久之的壞習慣造成長期

胃食道逆流，雖然有看醫生吃藥，但也

因作息不正常養成抵抗力差的體質，胃

部疾病也造成時好時壞的咳嗽毛病；農

曆年前，志明又開始咳嗽，以為是天氣

變冷，不小心感冒了，但陸續吃了二個

  

保險代理人處保險代理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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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的藥也沒改善，僅僅走路一分鐘就

開始喘，春嬌覺得一定是志明過年期間

每天熬夜造成身體不正常，也不以為

意。一直到過完年後，某天志明半夜

突然咳出鮮血，經過急診、一連串的檢

查，才發現氣管內長了一顆惡性腫瘤，

已經塞住了九成的氣管，需要立即手

術⋯⋯此時志明與春嬌的腦袋一片空

白，怎麼才39歲就生病了？小孩也才

二歲，該怎麼辦？現在的工作又該怎麼

辦？

醫生告知手術危及生命，且腫瘤

還是罕見癌症，平均壽命僅有8個月，

冷靜下來思考後，春嬌向公司申請留職

停薪，白天照顧志明，晚上回家照顧小

孩，再請看護幫忙晚上照顧志明，好不

容易，志明恢復不錯，休養一個月多

後，準備再進行化療，正當化療開始，

也是另一個惡夢的開始⋯⋯。

因為化療引起一連串的不適，只

能又住院治療，但卻遇到新冠肺炎的爆

發，影響治療進度，甚至醫院有護理師

染疫，志明被送到隔離病房，春嬌也不

幸確診新冠肺炎，全家人被拆散，小孩

也被隔離，此時春嬌除了要承受疾病的

不適，擔心自己如果因缺氧一覺不醒了

怎麼辦？還要擔心家人們的健康，以及

因為收入中斷造成的經濟負擔⋯⋯。

幸好，五年前，志明的爸爸及妹

妹癌症逝世後，因為志明擔心有家族病

史，除了從小已經投保的醫療險以外，

又增加了防癌險、重大疾病險、住院醫

療險、失能險的保障；先前熱賣的防疫

保單，全家人也都投保了。

試著想想，如果今天志明沒有投

保任何醫療保險，需要負擔多少費用

呢？志明的自費項目有：

1. 單人病房3,600元/日，住64天

2.  住院及手術所需的材料費，約

15萬元

3.   藥費（含手術輸血、營養針、白

血球生長針⋯⋯等），約5萬元

4.  管灌膳食費用（385元/天），

期間半年，約6萬元

5. 看護費用1,400元/日，共14天

6. 門診費用

上述自費項目合計至少50萬元以

上，還不包含後續的治療或復健費用，

雖然住院時可以選擇健保病房，但是健

保病房數量較少，多人同住會互相干

擾、也有交叉感染的風險，此時只有醫

療保險可轉嫁風險；志明的保險理賠涵

蓋：「實支實付醫療（含住院前後門診

費用）、住院醫療保險金、加護病房保

險金、住院手術用保險金、出院前後門

診保險金、重大疾病險保險金、初次罹

癌保險金、癌症放射線或化學治療保險

金、隔離或檢疫補償保險金⋯等」，請

看護照顧雖然無法申請理賠，但因為有

重大疾病險的定額保障，也無需擔心費

用的問題；同時，因住院時接觸新冠肺

炎確診病人被隔離，也可以申請防疫險

的理賠。而春嬌同樣也有投保住院醫療

險，雖然確診新冠肺炎沒有住院，是在

檢疫所治療，但保險公司也放寬理賠條

件（因罹患新冠肺炎必須住院治療，卻

因醫院滿載而轉住檢疫所或防疫旅館接

受治療，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視同符

合保單條款內的住院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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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面上醫療保險種類眾

多，投保應有先後順序，基本的醫療花

費如住院、手術、自費醫材等費用，可

將住院/手術醫療險、實支實付醫療險

列為優先考量，其次則是因應長壽時代

來臨，提早規劃退休後的生活，將癌症

險、長期照顧險及重大疾病險列入規

劃，讓保障更加全面，免去後顧之憂。

也可依照階段性需求，決定該投保一年

期「定期險」或是「終身型」商品，一

年期定期險保障期間有限，且按照自然

費率的計算下，保費會隨著年齡增加，

但相對終身險來說，保費便宜很多；終

身險則是無需擔心身體條件差異，保障

期間不論因疾病或意外風險發生，一旦

申請理賠後，保險效力持續有效，不必

擔心加費或拒保。茲就本行代理銷售之

醫療保險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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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本行代理銷售南山人

壽「樂活滿點」專案，保障兼具住院醫

療、住院手術暨特定處置保障、門診手

術暨特性處置醫療保障，繳費期滿後，

若未曾因保險事故申領住院日額保險金

或住院手術暨特定處置保險金者，年年

有機會領取年繳保險費總和1.3%「未住

院健康鼓勵保險金」，醫療給付額度更

高達2,500萬元，適合台商、企業主等為

自己規劃終身醫療保障，也適合尚未準

備任何醫療保險、或是長輩為兒孫規劃

購置完整的保險防護，一舉數得。

雖然在台灣，有健保卡就能輕鬆

解決就醫問題，但每個人需要治療的程

度不同，健保無法涵蓋所有的花費，當

你想獲得更好的醫療技術或是藥物治療

時，必需使用自費項目才能達到；因

此，只有事先準備好，趁年輕時建構完

整的醫療保障，隨時檢視自己與家人的

醫療保障是否足夠，才能順利轉嫁支

出，獲得較好的醫療品質，讓醫療保險

成為最佳後盾。

∼本文由詹凱晴提供∼∼本文由詹凱晴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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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 炫耀財富的象徵

2. 獲得額外特權

額度： 同時這張卡完全沒有消費額

度，持卡人可以購買任何商

品。

資格： 並非有錢可以辦，需達一定

社會經濟地位，由於太高端

了，所以申請「黑卡」具體

條件和所享受的權利至今都

還帶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富

但不貴的人也不符合黑卡持

有人的標準。

「黑卡」，是一張沒有刷卡上限

的簽帳卡，不但不對外開放申請，只向

特定人士發送「邀請函」申辦，其本身

高得嚇人的持卡門檻，以及持卡人可享

有私人的尊榮服務，讓黑卡成為上流人

士另類的財力證明，而在一般市井小民

的眼裡，黑卡則是如同神話般的存在。

對象： 金字塔頂端，全世界人口僅

1%持有

數位金融處數位金融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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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卡人可輕鬆成為各種高檔俱樂部

的座上賓，在頂級富豪圈中結交朋

友。一張小小的黑卡，是身處財富

金字塔塔尖的標志，更將高級中產

階層與頂級財富擁有者的差異，彰

顯到極致。

（一） Coutts World Silk Card       

（最具皇家氣質）

與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享有同樣的尊貴禮遇。目前全

世界約100多卡，於庫次銀行帳

戶存款至少1,000,000美元。其

中皇家紫卡世界上也只有女王

擁有，為了讓客戶盡享皇家氣

質，到精品店購物的私人購物

禮遇。就是整個商店閉店，只

服務一個客戶。

介紹： 

「黑卡」又稱百夫長卡。

卡本身由鈦金屬打造（可防子

彈救命）可以救命擋子彈，1999

年正式開始發行至今，依然占據著

卡界王牌的地位。雖然美國運通不

會對外透露邀請的標準，但坊間還

是有一些傳聞。在擁有黑卡前，你

必須擁有美國運通白金卡至少1年

以上，而且每年消費在25,000美金

之上。越過這個門檻後，你還要在

長長的候選名單中和各種不同背景

的富豪競爭。如果你足夠幸運，關

鍵是足夠有實力，被邀請入會後，

入會費新臺幣32萬元，持卡者每

年都必須繳會費，以台灣來說，第

一年會費約新臺幣16萬元，根據

調查黑卡持有者的身價，大約都有

新臺幣4.9億元。當然年費錢不會

讓你白交的，所受到的禮遇也是世

界一流的。每天24小時為所欲為

的禮賓服務，酒店、飛機免費升艙

等，不用預約就能入住全球一流的

酒店，提供的房型還是總統套房，

以及能自由進出各航空公司的會員

俱樂部，免費升等為頭等艙等尊榮

服務，在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如果

你遺失了你黑卡，會有專人在24

小時內把一張新的送回你手上。因

此，網上充斥著各種有關黑卡的傳

說。對持卡人來說，拋開無上限和

種種便利不談，黑卡最大的魅力在

於它所搭建的社交圈，這張小卡片

是通往財富最高層的一張通行證，

2004年印度洋大地震時，有許

多遇難者因海嘯而困在島上，一位

來自香港的黑卡持有人就打電話給

運通公司，要求幫助自己受困在島

上的朋友，而公司也二話不說，想

盡辦法弄來一架私人飛機，最終順

利將人帶離災害現場。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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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	����#��Y�	��;]�;�

（最土豪）

鑽石的璀璨和黃金的光芒

土豪暴發戶的骨灰級裝備。

杜拜第一銀行CEO就高調

地表示：「如果你想要月亮，

我們會想辦法摘給你。」為此

設立一支全天候的服務團隊解

決持卡人提出的每一個要求。

沒有限額！也沒有任何限制條

件！想刷就刷！鑽石的璀璨和

黃金的光芒，那杜拜皇家萬事

達黑卡絕對不要錯過。信用卡

的左邊和上邊黃金包裹，還有

一顆0.235克拉的鑽石鑲嵌在卡

的中央，土豪暴發戶的骨灰級

裝備。當然，這張卡帶來的福

利要比這顆鑽石高的多。

為每位持卡人安排一位

客戶經理，根據客戶的消費喜

好與習性，提供專屬的優惠折

扣，並照顧個人在生活上的各

種需要，據說只要不是違法的

事，通通都能幫你實現。

庫次銀行是格蘭皇家銀

行旗下私人銀行，曾經為英

國女王一人服務，後來又專

門為整個英國王室理財。就

算現在庫次銀行放下身段開

拓更多的客戶，它的客戶也

嚴格限定在歐洲皇室中，因

此英國只有5%的人有機會擁

有此卡。

擁有此卡者，庫次銀

行會派一位專任經理人，包

辦所有大小事，購買精品也

可以無條件退貨，期限內損

壞甚至可以賠償；還可以處

理旅遊頂級行程，據說他們

安排的行程，沒有旅行業者

辦的到，似乎在全球都可以

暢通無阻。難怪「出門時千

萬不要忘了帶它」，這句口

號，能成為廣告史最令人難

忘的廣告語之一。

一位持卡人在英國南部致電

銀行的客戶服務部門，稱他和他的

汽車搭乘了同一輛火車，但是他中

途下車後，汽車卻仍在火車上。結

果，客戶服務部門居然成功地與火

車公司聯繫，讓火車停下，卸下其

他的貨物，找出持卡人的汽車，讓

他繼續旅行。

案例

有一對香港新婚夫婦，在義

大利小巷舉辦婚禮，希望能有舞獅

在現場表演助興，然而在義大利當

地很難找到會表演舞獅的人，最後

他們透過銀行的幫助，在羅馬找到

一組學過功夫的義大利人，用高薪

來聘請他們至現場表演，完成一場

中西合璧的熱鬧婚禮。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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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

與「境外資金匯回專案」陸續上路後，

吸引資金陸續回流投資，各銀行除了爭

搶企業金融資外，同時看準這波回台大

戶口袋實力深厚，也搶推頂級信用卡，

以邀請制或獨享尊榮禮遇跟金字塔頂端

客戶招手強化財富管理版圖，成為銀行

消金新戰場。

∼本文由趙世鈞提供∼∼本文由趙世鈞提供∼

頂級卡瞄準客層以高資產客戶為

主，透過邀請制、專屬尊榮服務與客戶

「搏感情」，各行庫無不都鎖定消費力

強、口袋深厚的客戶，透過邀請制請客

戶申辦。

根據銀行內部統計，頂級卡客戶

消費力強，一出手數十萬元起跳稀鬆平

常，百貨公司周年慶百萬等級的閃靈刷

手也幾乎由頂級卡客戶包辦，刷卡金額

往往是一般卡友3倍起跳。

不只消費能力強，這些客戶也都

是高資產一族，對銀行財富管理業務而

言極具商機，為了博得客戶青睞，頂級

卡優惠權益包裝也少不了五星級飯店、

高爾夫球場、保費折扣優惠，甚至代為

安排海外高檔行程訂購，同時還有專屬

祕書，由專人安排機票、飯店訂購、購

物預定等各項協助，拉近與客戶的距

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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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健康的身體狀態，對現代

生活緊張工作忙碌的上班族而言，真的

是需要努力維持。工作時間緊湊、飲食

不均衡、水份攝取過少、睡眠不足、情

緒壓力隨之而來，身體功能發生警訊。

尤其是水份的攝取量一但不夠，長期下

來更是容易造成泌尿道方面的疾病。

（一） 泌尿系統包含腎臟、輸尿管、膀

胱和尿道等器官，是負責將體內

多餘水份與代謝廢物排出體外、

平衡人體電解質、造血、骨質代

謝、內分泌調節、血壓控制等功

能。 

（二）泌尿系統的構造

泌尿系統包括左右各一顆

腎臟、左右各一條輸尿管、膀

胱、內外兩道括約肌、尿道。腎

臟和輸尿管份類屬上泌尿道，膀

胱和尿道屬下泌尿道。

1.   腎臟：位於後腰脊椎的兩側，

左右各顆，形狀類似蠶豆，約

一個拳頭大。腎臟的基本組

成單位稱為「腎元」，每顆

腎臟有一百萬個過濾單位，

稱為腎元，每個腎元包括一

個腎絲球（球狀的微血管團，

負責過濾）及一條腎小管（負

責再吸收、份泌及運送形成的

尿液）。主要功能是透過過濾

血液，並製造尿液來排除體內

代謝廢物，腎臟也有份泌腎素

（Renin）、紅血球生成素及

活化維生素D等重要的分泌功

能。

總務處 職安科總務處 職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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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輸尿管：位於腹膜外的細長

肌管道，左右各1條，長約

25∼30公份；尿液匯集在

腎臟的腎盂，通過輸尿管將

尿液流向膀胱。膀胱和輸尿

管之間有防止尿液逆流的功

能，尿液進入膀胱後不會回

流到輸尿管。主要功能是將

腎臟所排泄的尿液流向膀

胱。

3.    膀胱：位於下腹部，尿液從

左右兩顆腎臟產生，經由輸

尿管輸送到膀胱後會脹大，

膀胱肌肉壁會變薄，骨盆底

肌群及尿道括約肌會防止尿

液滲出。排尿時膀胱頸和尿

道括約肌會放鬆，膀胱壁具

有逼尿肌，收縮時使膀胱內

壓力增加，尿液隨之排出體

外。主要功能為儲存尿液。

4.   尿道：尿液由此管道排出體

外，女性尿道較短約4∼6公

份，故較容易得尿路感染，

而男性尿道約長18∼20公

份。主要功能為將膀胱尿液

排出體外的管道。

尿液儲存在膀胱中本來是無菌的

狀態，但尿道口是人體對外的自然開口

通道之一，不免會有細菌或其他微生物

由此開口進入泌尿道。常見感染原因及

族群：

（一） 廁後擦拭習慣

女性常見的泌尿道感染原

因中，如廁後擦拭習慣由後往

前，容易使肛門口的大腸桿菌

帶向會陰，再經由尿道逆行至

膀胱造成感染，應由陰道口往

後擦向肛門處。

（二） 飲水量不足

在沒有特殊限制水份的身

體因素下，每天攝取足夠水量

以利人體代謝，一般成人攝水

量為體重乘以30至40cc（例如

60公斤W� ��∼40cc=1,800∼

2,400cc），水份不足會使排尿

的頻率變少，增加細菌滯留在

膀胱或尿道內的時間，造成泌

尿道感染。

（三） 長時間憋尿

有些族群例如護理人員、

老師、百貨公司職員、司機等

因為工作性質的關係，無法隨

時如廁，容易使尿液在膀胱停

留時間較久，增加感染機率。

（四） 性行為過後

性行為的過程中，會把

陰道和肛門之間的細菌帶入尿

道、甚至上行到膀胱。性行為

之後沒有即時沖洗及排尿，也

可能造成會陰部不適，容易使

其感染。



71 3 & 4 67

         

（五） 女性賀爾蒙降低

多發生在更年期的女性，

因雌激素濃度降低，使泌尿道

及陰道黏膜萎縮，變得較乾澀

脆弱，使細菌容易滋生，增加

感染的機率。

（六） 疾病

糖尿病、腎臟病、泌尿道

結石、攝護腺肥大、先天性泌

尿道或神經系統疾病等族群。

（7） 孕婦、孩童、老年人、長期

臥床病人等族群。

水份攝取足夠的情形下，正常的

尿液顏色為淡黃色，呈現清澈透明無味

道；泌尿道感染時，尿液看起來會呈現

混濁狀，甚至出現血尿。常見感染症

狀：

（一）  初期時會有頻尿、尿急感但尿量

不多、想解尿解不出來。

（二）  嚴重時排尿會疼痛、灼熱感、尿

液中有細菌或有膿狀份泌物、呈

現混濁狀、尿有異常的味道、出

現血尿，當有其中的症狀出現時

需就醫治療。

（三）  出現有發冷、發燒、頭暈、噁心

嘔吐或後腰痠痛等症狀時，表示

腎臟可能已經有感染，要立刻就

醫治療。

（一）  每天補充攝取足夠水份，

1,500~2,000cc。

（二）  食用含有維生素C的水果如蔓越

莓，增加尿液酸化，避免尿液沉

澱。

（三）  性交後立刻解小便，減少性行為

時細菌經尿道進入膀胱。

（四） 定時上廁所排空膀胱，不憋尿。

（五）  保持會陰部清潔，每次如廁後，

須由前往後擦拭。

（六）  女性於月經週期棉墊應常更換，

勿觸摸棉墊內面，避免使用女性

清潔噴劑。

（七）  穿著棉質內褲，避免穿過緊的內

褲或束褲，以免會陰部潮濕，透

氣性不良，容易讓細菌滋生。

（八）  洗澡避免採泡澡，盡量用淋浴方

式，減少細菌侵入的機會。

（九）  依醫師指示按時服用藥物，勿自

行停藥，定期返院追蹤。

身體健康是無價的，平時就要注

重視飲食攝取、足夠的睡眠、適時的紓

壓管道，以達到身心靈的平衡。讓預防

勝於治療徹底實踐在生活上，如果身體

狀況出現任何不適的症狀，一定要盡早

就醫找出病因及早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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