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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初以來，在俄烏戰事及疫情的干擾

下，全球供應鏈緊俏的現象難以緩

解，造成各國通膨壓力持續升溫，同時主

要經濟體勞動市場因面臨缺工的問題，使

得薪資明顯走揚，並有進一步推升通膨的

風險，因此主要國家央行近來對薪資成長

與通膨之間的關聯性尤為關注，如美國聯

準會2022年1月FOMC會議記錄顯示，部

分官員已開始擔憂美國可能重演1970年代

「薪資-物價螺旋上升」的現象，並導致美

國經濟陷入衰退。「薪資-物價螺旋上升」

（Wage-Price Spiral）係一種用於解釋薪

資上漲與通貨膨脹之因果關係，當物價上

漲引導勞工薪資開始調升，而勞工薪資上

升進一步使人們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提

升，進而再度推升物價上漲，如此反覆循

環將造成薪資物價螺旋性上升。

1970 1980

1970與1980年代，美國出現「薪資-

物價螺旋上升」之過程主要可以分為以下

階段（圖一）：（1）當時美國因參與越戰

需大量資金支援，促使聯準會不斷擴大財

政支出及貨幣供給，加上二次石油危機推

升原油價格飆漲，使全球通膨急遽升溫；

（2）民眾對通膨逐漸產生預期心理，加上

Fed維持寬鬆貨幣政策未制約通膨預期，

引導美國物價持續上升；（3）由於勞工與

工會要求企業調薪，加上全球化及自動化

程度不及今日，使得企業薪資成本大幅上

升，而企業為彌補生產成本上升，進一步

調升產品售價；（4）工會議薪與企業調價

不斷交錯進行，最終形成「薪資-物價螺旋

上升」。

--
Wage-Price SpiralWage-Price Spi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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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成長為一道雙面刃，中間可能將導致經

濟趨緩甚至出現衰退，美國1980至1982年

就曾陷入兩次官方所定義的經濟衰退（連

續兩個季度以上為負成長）。

圖一　美國1970與1980年代「薪資-物價螺旋上升」過程

圖二　美國歷年GDP及CPI年增率走勢圖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2022.03）

資料來源：Bloomberg

1980年美國CPI年增率曾一度高達

14.75%（圖二），失控的通膨迫使當時聯

準會主席伏克爾（P. Volcker）決議大幅調

升基準利率至20%，然而抗通膨升息與經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全球

經濟景氣急速降溫，並衝擊勞動市場，造

成許多國家失業率大幅攀升，惟隨著主要

經濟體疫苗接種率的提升，疊加各國政府

積極實施寬鬆的財政及貨幣政策，全球經

濟活動迅速自疫情迎來反彈。然而，隨之

而來的供應鏈危機支撐國際大宗商品、能

源、運費價格相繼走揚，為日後的通膨埋

下隱憂，像是近兩年美國及歐元區的CPI年

增率（圖三）與央行的通膨目標水準2%背

道而馳，而美國未來5年之預期通膨率亦持

續攀升（圖四），顯示物價上漲正驅動著

民眾的通膨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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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遭解雇之勞工廣發失業救濟

金，使得勞工就業意願降低，迫使

企業競相調升薪資留住人才。

2.   英國隨經濟回溫推升市場勞動需

求，但英國自2020年脫歐調整移民

政策後，許多來自歐盟之勞工無法

再自由跨境移動，造成仰賴移工勞

動力的諸多行業面臨人力流失的情

形，並推升整體職缺率，薪資上漲

幅度僅次於美國。

勞動市場方面，即使各國失業率相較

於疫情爆發初期已明顯下滑，如美國失業

率自疫情高峰14.7%已降至2022年5月的

3.6%，主要經濟體勞動市場仍呈現緊俏的

狀態，並支撐薪資持續上揚（圖五），其

中以美國及英國最為明顯：

 1.   美國自2020下半年防疫管制措施

鬆綁後，經濟快速復甦帶動企業勞

動需求提升，致職缺率大幅攀升，

且政府大規模推出財政刺激措施，

圖四　美國未來5年之預期通膨率走勢

圖三　全球CPI年增率預測圖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2022.03）

資料來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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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以及疫情推動各產業加速轉型，高科

技知識與技能之勞工需求增加，低技能勞

動力難以快速轉型之下，各國勞動市場均

出現結構性的轉變，使得企業近來普遍出

現缺工的現象，薪資上漲的壓力短期內可

能將難以緩解。

期通膨預期定錨；其次，隨著二戰後的製

造業轉型與政治支持日益減弱，使工會力

量逐漸式微，加上全球化與自動化進程加

速，限制了勞工議價能力，使整體薪資與

就業量不易大幅上揚；最後，根據國外學

者於2021年研究顯示，由於不同的經濟衝

擊來源帶來的勞動成本傳遞效果不同，而

目前主要經濟體通膨升溫的原因主要多來

自於供給面商品短缺，單位勞動成本傳遞

至通膨的效果可能較以往低。

由於疫情期間各國政府實施之紓困措

施規模不同，進而影響各國勞動市場復甦

速度，如台灣及日本之財政刺激措施規模

相對較小，兩者勞動參與率已幾乎回復至

疫情前水準。惟考量部分中高齡勞工因面

臨疫情感染及重症死亡的風險被迫提前退

從歷史經驗反觀現今，「薪資-物價

螺旋上升」之過程有跡可循，包含政府大

規模實施財政激勵措施及降息、原物料價

格攀升、民眾通膨預期升溫以及企業招聘

勞工不易而調高薪資。然而隨著時代的演

變，影響「薪資-物價螺旋上升」壓力之

結構性因素（表一）亦逐漸出現轉變。

首先，1980年以後，伴隨央行公信力的

提升，通膨預期制約能力逐漸改善，像是

Fed將通膨目標設定於2%水準，有助於長

圖五　主要經濟體薪資變化

資料來源：Bloomberg

表一   影響「薪資-物價螺旋上升」壓力之結構性因素
1970 1980

資料來源：中央銀行（20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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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前述結構性因素來看，當前薪資

與通膨之關聯性已有所弱化，加上主要國

家央行多於今年啟動升息循環對抗通膨，

並未放任市場通膨預期持續攀升，故目前

應不至於重演美國1970年代「薪資-物價螺

旋上升」之情況。惟當前全球通膨走勢尚

面臨地緣政治等不確定因素，加上主要經

濟體勞動市場仍處緊俏狀態，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示警各國央行仍須對能源

及其他成本上升導致的薪資及核心物價上

漲保持警戒，且應密切關注未來薪資與物

價的發展，並提前研議穩定物價之因應對

策。

∼本文由何思賢提供∼∼本文由何思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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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疫情肆虐之下，近期「防疫

保單之亂」，可說是備受關注的議題

了，隨著爭議推進，多家保險公司拒絕客

戶購買兩份以上的防疫險，否則一律拒保

的事件；一瞬間，抨擊保險公司的輿論排

山倒海而來，認為這是保險公司急著想從

看似穩輸的賭局中脫身。更有人直指這件

事涉及《保險法》中「複保險」的問題，

要買幾張防疫保單都可以，保險公司沒有

理由拒保，真的是這樣嗎？

 什麼是「複保險」呢？依照《保險

法》第35條的規定，是指要保人對於「同

一保險利益」、「同一保險事故」，與

「數個保險人」分別訂立數個保險契約的

行為。舉例來說，小陳以自己所有的房屋

（利益），分別向數家保險公司（保險

人）投保房屋火災保險（事故），就已構

成「複保險」的情形。

假設小陳的房屋價值新臺幣（下同）

500萬元，且他分別向不同單位投保三個

保險金額均為300萬元的房屋火災保險。

如果沒有對複保險設下限制，那麼當小陳

的房屋真的碰到火災而燒光光，他就一共

可以領到900萬元的保險金，這樣不就遠

遠超過小陳房屋的原有價值？這樣把保險

變成賺錢的手段，將與保險制度意在填補

損失的本旨背道而馳。

保險代理人處保險代理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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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險法》也才針對複保險

的情形，設下了許多限制，避免被保險人

透過購買保險，獲得超過實際損失的保險

金。舉例來說，《保險法》第38條就規

定：當有人購買複保險並依法通知各家保

險公司，且保險金總額超過「保險標的」

的價值時；縱然發生事故，各保險人也不

會全賠，只會按照所保金額、共同換算

「比例分擔」，各對「保險標的」的全部

價值，負一部分的責任

反之，如果要保人在購買複保險的

時候，並沒有確實通知各家保險公司，或

動了不好的念頭想要趁機撈一筆，進而跑

去買複保險時，就會被解為「惡意複保

險」，此時根據《保險法》第37條就會認

定，這樣的保險契約「無效」；而且，保

險人在不知有複保險的前提下還可以不用

退還已收取的保險費。

既然《保險法》限制複保險的目的，

是為了避免有人利用保險賺到比損失還多

的錢；那麼，如果有一種保險即使重複

投保，也不會讓人「賺到比損失更多的

錢」，便沒有禁止的必要。這麼神奇的保

險又是哪一種呢？

首先，須簡單了解一下保險的分類。

按照保險填補的損害是否得用金錢具體衡

量，可以分成「損失填補保險」與「定額

給付保險」兩大類。<註>

損失填補保險是要填補被保險人受

到的具體損害，也就是可以用金錢衡量價

值的損害。例如：財產保險、「實支實付

型」的醫療費用保險。而定額給付保險則

是在填補被保險人受到的抽象損害；所謂

抽象損害，白話來說就是沒辦法以金錢加

以衡量價值的損害。例如：人身保險中的

死亡、殘廢保險或定額給付型的健康保

險，這是因為人的生命、身體是無價的，

所以當被保險人死亡或生病時，我們無法

以金錢具體衡量出其所受損害的價值。

可以發現「定額給付保險」並沒有限

制複保險的必要，這是因為這類保險的損

失根本無法具體量化，也就不會有「賺到

比損失還多」的問題，換句話說，定額給

付保險所要填補的損害，沒辦法用金錢加

以估計，所以無論被保險人領有多少保險

金，都不能認為獲得超過損失數額的保險

金。

而防疫保單鎖定的「保險事故」是

「被保險人經確診患有新冠肺炎」或「受

到匡列隔離」。這兩件事對被保險人所造

成的損害，都無法具體用金錢來估計，所

以它是一種「定額給付保險」（當被保險

人確診新冠肺炎或被隔離時，能夠領取一

筆固定數額的保險金），因此防疫保單本

身，確實可以重複購買，並不適用《保險

法》關於複保險的種種限制。

但是，能不能重複購買防疫險，跟

保險公司能不能拒保，其實是兩件事，任

何契約，都必須雙方意思表示合致，才能

成立。換句話說，由一方向他方發出想締

結契約的意思表示後（稱作「要約」），

他方得選擇接受此意思表示（稱作「承

諾」）或也有權拒絕。在保險契約的關係

中，也是同樣的道理。

當要保人向保險公司提出投保的申請

後（要約），保險公司當然有權基於各種

考量，決定是否同意承保（承諾）。而在

「續保」的階段也是一樣雙方在法律上是

成立一個新的保險契約，所以保險公司當

然也有權決定是否同意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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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保險公司受理民眾投保後，

基於風險控管機制，本來就可以對被保險

人進行核保綜合評估，並決定是否同意承

保，這是保險業原有權利，也和「複保險

條款」無關，所以保險公司如果拒絕承

保，在法律上並沒有問題。

總結來說，「複保險」概念及相關規

定，是在處理能不能重複購買防疫險的爭

議，是保險契約「成立後」的問題。但本

次事件涉及的保險公司是否承保的爭議，

是保險契約「成立前」的問題，兩者並無

關聯，防疫保單在性質上屬於「定額給付

保險」，而定額給付保險並不受到複保險

相關規定的限制。

∼本文由陳佳伶提供∼∼本文由陳佳伶提供∼

大法官釋字第576號解釋認

為，複保險係來自損失填補原則，

而「人身保險契約，並非為填補被

保險人之財產上損害，亦不生類如

財產保險之保險金額是否超過保險

標的價值之問題。」故認為複保

險，只適用於財產保險，不適用於

人身保險。

惟現今通說認為應以損失填補

保險與定額給付保險來做區分，人

身保險中，有所謂「實支實付型」

的醫療費用保險。它其實是在填補

被保險人具體的醫療費用損失（財

產上的損害），屬於損失填補保險

的一種，也有不當得利的可能，應

該要有複保險的適用，故並非所有

人身保險均無複保險。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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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百貨業，直接衝擊上半年最重要的百

貨檔期—母親節，原本已規劃要到百貨商

場購物及用餐的消費者，也紛紛縮手、取

消訂位，更有百貨業者表示，今年母親節

檔期是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最難做的母親

節，比去年5月三級警戒還難！這點從有

「母親節前哨戰」之稱的化妝品預購，即

可看出些端倪，以前新聞時常報導的信用

卡百萬刷手，甚至於千萬刷手，今年人數

皆大幅減少，有新聞報導指出，疫情導致

百貨來客數大減，業績大幅下降，讓年年

在母親節有好表現的百貨檔期嚴重失守，

尤其是小資族最愛的美妝業績，好業績已

不復見，就連以往都能衝出好成績的「美

妝天后宮」SOGO忠孝館母親節化妝品，

今年受到疫情升溫影響，成績也不是那麼

亮眼。

「耶！下班囉，今天是星期五，大家

一起去xx百貨shopping、聚餐吧！」，你

有多久沒和親朋好友一起逛百貨了呢？自

從2020年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爆

發，全世界民眾的生活步調都被打亂，大

家不敢在百貨商場散步閒逛、仔細挑選，

只想迅速買到商品後就快步結帳離開，許

多消費者甚至轉向網路購物，以避免前往

百貨商場可能的染疫風險，這也讓百貨業

者受到疫情的嚴峻考驗。 

台灣疫情在今年邁入高峰，自四月

起，染疫人數居高不下，從數十人快速攀

升至數萬人，嚴重衝擊整個消費市場，尤

數位金融處數位金融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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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得來速」服務—免下車免入
店，百貨也能得來速，線上刷卡

更便利

在疫情爆發前，速食店的得

來速是民眾最熟悉的取餐方式，民

眾免下車點餐幾分鐘後即可快速取

得自己的餐點，簡單又便利。沒想

到，這個銷售模式在疫情下也被百

貨業轉化運用，例如環球購物中心

就推出「無接觸得易速」服務，強

調外帶零接觸，只要電話預訂餐點

及時間，就會有專人直接送上車，

而新光三越也在各店的一樓設置

「安心快取Bar」，強調免入店外

帶，電話訂餐還可以用skm pay綁

定信用卡，零接觸結帳取餐。

遠百行銷企劃經理洪源宏表

示，疫情使目的型購物變多，客人

不想在商場停留太久，所以分店門

口設置快取站，只要是不敢進入商

場的客人，跟櫃姐聯絡需購買的商

品，並透過線上信用卡支付即可在

店外取貨或寄送到府，如果選擇有

網購優惠的信用卡，還能再省一筆

錢，而本行去年發行的My購卡就

是專門為網路線上購物量身訂製的

產品，網路購物最高回饋國內消費

4%、國外消費5%，指定通路更高

達10%，讓客戶不出門，回饋一樣

送上門，成為這波疫情下許多客戶

網路購物刷卡首選卡片。

百貨商場面對來客數大量流失，該如

何力挽狂瀾呢？疫情下的百貨越挫越勇，

逐漸發展出多種應變方式來降低疫情對業

績之衝擊，甚至開發新模式、新商機：

（一） 熟客系統—客人不用出門，使用
熟客系統，就能買到商場九成以

上商品

百貨龍頭新光三越販促部協

理彭緒箴表示，今年母親節祭出四

大「法寶」，包括會員APP推出精

選優惠、電商skm online、熟客系

統、餐廳外帶外送服務skm eats，

利用線上操作，最後以信用卡支

付，其中熟客系統早在2020年疫

情爆發初始即推出，是款「即時商

品推薦系統」，專櫃可針對熟客需

求主動出擊，櫃姐於新光三越SKM 

APP自行上架商品，再傳給客戶商

品連結，客戶還可推薦給朋友，成

為銷售利器。

新光三越佈局熟客系統，櫃姐

儼然成為了美妝網紅，使用線上交

易抓住老顧客的經營方式，在疫情

嚴峻時，客戶不敢出門，而熟客系

統對老客戶就極為方便，例如在母

親節檔期，大部分老客戶都有加入

百貨櫃位的LINE官方帳號，櫃姐

也熟知客戶需要什麼產品，可以直

接提供非常優惠的商品組合，加上

長期的信任關係，客戶就會點進網

址購買並宅配到府，在不能放心至

百貨商場挑選商品下，這個方式可

以穩定百貨業績，也滿足老客戶的

購物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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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只改

變了人們的休閒娛樂，連一般日常生活都

產生極大的變化，最明顯的改變，反映

在網路購物及支付習慣，為了維持社交距

離並避免與他人接觸，實體現金使用大幅

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信用卡及電子支付的

普及，因為零接觸的支付是最安全的。

現在外出購物，民眾幾乎都會隨身攜帶

一∼二張信用卡出門，信用卡已成為現代

人必備的結帳工具，許多精打細算的客

戶會計算哪張信用卡購買什麼樣的商品會

享有更高的回饋或折扣，小小一張信用

卡，對消費者來說就像是行動ATM，不

需要帶現金就可以刷卡購物還可享好康。 

    同樣的，新冠疫情也重塑了零售市場，

百貨業者必須了解新的零售規則，為了從

快速變動的市場中脫穎而出，各業者無不

推動數位轉型、發展線上購物，並導入新

銷售模式，便捷消費體驗，並積極透過與

銀行異業結盟，提供檔期信用卡優惠，以

提升銷售業績，此方式百貨業者可吸引人

潮、銀行業者可增加持卡人刷卡的機率、

消費者消費後可獲得折扣、贈品等，共創

三贏的局面。

（三） 信用卡異業合作—各大銀行合
作提供信用卡促刷優惠

為激發更多客戶出門消費，

力抗疫情，百貨商場除常有破盤下

殺商品、限量搶購活動外，更頻繁

針對百貨會員提供加碼禮優惠，例

如買5,000元送500元⋯等，而為

了提供客戶更多元化、更深度的優

惠，百貨商場也與各大銀行配合信

用卡優惠，客戶除了百貨公司出的

檔期回饋外，挑張合適的信用卡還

能替荷包再省一筆；各大發卡銀行

同樣為搶攻百貨，也競相推出促刷

方案，本行也不落人後，推出百貨

通路消費優惠信用卡（My樂現金

回饋卡），My樂現金回饋卡北、

中、南共有25家指定百貨皆可享

有刷卡回饋，不像一般百貨聯名

卡只在一家百貨商場有優惠，可

以走到哪買到哪，且最高可享3%

回饋，除此；之外，本行也積極與

多家百貨公司合作提供滿額禮，例

如遠東、微風、台北101、誠品、

京站、統一時代、中友、太平洋百

貨、義大、漢神⋯等百貨，以母親

節檔期為例，滿額最高可送1,500

元的百貨商品禮券，如果用My樂

現金回饋卡支付，滿額30,000元送

1,500元百貨商品禮券，還有650元

現金回饋（註1），總回饋相當於

約有7.2%回饋（註2），相加乘的

效果加總起來回饋可是非常優惠，

讓客戶買到賺到。

註1： 30,000*0.5%=150，

30,000*2.5%=750，    

加碼回饋上限500元，

150+500=650。

註2： 1,500+650=2,150，

（2 , 1 5 0 / 3 0 , 0 0 0）

*1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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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論對信用卡及百貨業者都是雙贏局

面，在血拼前可以多比較，利用優惠檔間

省下一筆可觀的開銷，另外更別忘了申辦

本行兩張人氣現金回饋卡，網路購物首選

My購卡，外出消費必備My樂卡，雙卡聯

手，優惠皆有！

後疫情時代，今年仍有百貨商場陸

續要在北、中、南開幕，這些新開幕的百

貨公司活用數位科技的元素、結合實體場

域的優勢，以實體場域優勢嘗試調整新的

經營模式，而本行信用卡將有機會與更多

的百貨業者搭配，推出更多的優惠促刷活

動，提供卡友更多的回饋，以吸引客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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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台營業額超過100億的百貨商場
單位：億元

2021 2021      2020 2020 2019 2019

1  214 206 1 193 1

2 168 140 6 141.7 4

3
      

158 143.2 4 140 6

4 101 157 147 3 150 2

5 SOGO 156 153.8 2 148 3

6
SOGO

140 133.6 7 128 8

7  137 141 5 141 5

8  117 111 8 110 9

9 110 99 11 85.6

10
SOGO    

SOGO
104 110.1 9 120 7

資料來源：購物中心情報站　　　　　　　　　　　　　　       

 ∼本文由林秀庭提供∼ ∼本文由林秀庭提供∼



71 7 & 834

根據中央氣象局統計，台灣夏季均溫

約在攝氏���，最高溫可達攝氏約���，

氣候環境增加中暑的發生率。

由於戶外活動常忽略防曬、補水，讓

中暑事件層出不窮，多數人可能不知道，

中暑是一個死亡率極高的疾病，若錯估病

情或處置不當，將導致嚴重後果，所以即

時的應變與處理就顯得非常重要。

中暑是指人長期處於高溫環境下，

由於體表血管擴張加速散熱，導致大量出

汗，使體內水分及鹽分喪失，而身體無法

有效調節體溫，開始出現各種不適之症

狀：

熱衰竭的症狀，主要有兩種狀況，一

種是水分的大量流失，病患會覺得非常口

渴；或一時飲用過量的水，而忽略「鈉」

離子的補充。體溫大多是正常，或者稍微

上升一些；病患會有頭痛、疲倦、無力、

躁動不安、定向力變差、噁心、嘔吐、蒼

白、肌肉痙攣等現象。

中暑的症狀，起初身體會覺得熱、皮

膚乾躁發紅、心跳過快、呼吸過快、低血

壓；情況繼續惡化時會發生熱的調節機能

失效，身體體溫上升很高，無法流汗、頭

痛、頭昏、噁心、嘔吐、視力障礙，多個

器官衰竭、神智混亂、定向力變差、以及

昏迷、抽筋。

中暑的主要原因是暴露在高溫環境太

久，體溫調節突然失控導致一連串的熱傷

害產生，以下因素是增加中暑的原因：

1.   肥胖者：胖的人皮下脂肪厚，比較

不容易散熱。

總務處 職安科總務處 職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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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劇烈運動超過體能可負荷者：因為

運動加速體內產生熱量，運動量愈

大，產熱愈多。

3. 水分補充不夠，不利身體排汗。

4.   睡眠不足：排汗需要好的心肺功

能，心臟輸出血液的量才夠，常熬

夜或睡眠不足時，通常心肺功能較

差，影響排汗。

5.   腹瀉：容易流失過多水分導致身體

缺水。

6.   使用抑制排汗的藥物：例如含抗組

織胺的感冒藥，副作用會抑制副交

感神經系統，而排汗需要靠副交感

神經系統運作，一旦被抑制，會影

響排汗功能；另外若使用精神科用

藥鋰鹽或利尿劑，會大量排尿，身

體易缺水。

7.  有慢性病或心肺功能不佳者。

8.   使用安非他命者：因為安非他命是

交感神經興奮劑，可使心跳加快、

身體大量產熱。

9.   有代謝疾病者：例如甲狀腺機能亢

進的人，代謝率高，體內產熱也

多。

10.  先天汗腺不發達，不太會流汗

者。

1. 熱痙攣：

在高溫下長時間或劇烈活動，大量

出汗容易使身體水份流失，造成血液中

的鈉、鉀離子濃度降低，導致肌肉出現

不自主的抽搐或疼痛。通常以小腿肌肉

或激烈運動的肌群較常見，因短時間內

重複發生的機率較高，若患者出現此類

症狀應立即休息。

2. 熱衰竭：

屬於較嚴重的症狀，主要是因為高

溫悶熱的環境，大量出汗導致水份、鹽

份流失過多，進而出現脫水的狀況。常

見的症狀有臉色蒼白、虛弱、噁心、嘔

吐、頭痛，體溫約在���∼���。需

立即將患者移至陰涼處，除去外衣並以

冷水潑灑或擦拭，在意識清楚的情況下

給予水分或電解質飲料，立即送醫。

3. 熱中暑：

又稱「中暑」，屬於熱傷害中最

嚴重的類型。身體因中樞體溫調節失常

或無法正常排汗，導致體內累積過多

熱量，最主要的症狀為體溫飆高（超

過���），並有皮膚乾熱、無汗、頭

暈、心跳過快、抽搐、休克等症狀。若

出現熱中暑的情況，需立即送醫，延遲

治療可能導致永久性的傷害，死亡率也

較高。

另外，中暑還可能併發橫紋肌溶解

症，常發生在過度運動的情況，或處於

潮濕悶熱的環境，主因是肌肉細胞受到

嚴重傷害，產生一系列對人體有害的物

質，進而影響其他器官，尤其是腎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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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避免在大太陽底下活動，尤其是上

午10點到下午2點，這是一天當中

紫外線最強的時段。

2.   出外記得做防曬：白天出門記得攜

帶防曬工具，如雨傘、遮陽帽、太

陽眼鏡，避免陽光直接照射。

3.   適時補充水份：高溫容易加速水份

流失，可以自行攜帶水壺，養成隨

時補水的好習慣。

4.   避免過於緊身、悶熱的穿著，以透

氣、輕薄的材質為主，輕薄的打扮

有助身體散熱。

5.   多吃新鮮蔬果也是預防中暑的祕訣

之一，水果類如西瓜、哈密瓜、香

瓜；蔬菜類如絲瓜、冬瓜、蘆筍。

另外像綠豆、薏仁，也都是不錯的

消暑盛品。

（一）陰涼：

 立即將患者移至通風陰涼處，同時

墊高頭部、身體躺平。

（二）脫衣：

 除去身上多餘的衣物、皮帶配件，

以利患者散熱與保持順暢呼吸。

（三）散熱：

 可以用濕冷毛巾擦拭患者身體，或

以搧風的方式幫助緩者降溫。

（四）補水：

 若情況輕微者，通常短時間會恢復

意識，可給予水份、食鹽水或運動

飲料。

（五）送醫：

 若患者5∼10分鐘內未恢復意識，

應立即送醫，特別是有慢性病、中

風病史的患者。

熱傷害最重要的處置就是快速的「降

溫」，若人體長時間處於高溫狀態，許多

生理機能就會出現障礙，進而引發嚴重的

後遺症。

瞭解中暑的相關知識後，當有異常狀

況發生時，才能做即時的判斷與處理，降

低疾病帶來的傷害。另外，平時應保有防

曬與補水的觀念，才能在炎炎夏日中過得

快樂又平安。

∼本文由沈亮汝提供∼∼本文由沈亮汝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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