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級上學期活動回顧 

104 級交接餐會 

2015 電子國企 

         聯合領袖培訓營 



 

2015 電子國企聯合 

公益書展 

2015 南部社團嘉年華 

104級上學期活動回顧 



  

母親節－媽，I want You！  

 

飢餓三十 

104級上學期活動回顧 

送舊餐會－亡命分岐者之 K Bike 傳說 



 

104級下學期活動預告 

好康報你災哦!!!!^0^ 

七月 

國企營 
針對北中南區高中職學生，特別設計了一系列活動介紹國企系之特色，

以達到發揚國企系之目的。 

八月 

新生分區茶會 

讓新生在開學前，分北中南各餐廳舉辦此活動，藉由學長姐的帶領團康

遊戲，使大一新鮮人更快的融入國企系，提早認識新同學。 

九月 

新生座談會 

為期兩天的新生訓練，都會有一個系學會時間，為了要讓新生了解國企

系學會，透過 150 分鐘的時間，透過 PPT 介紹系學會一系列活動，且給

予新生系服及收取系學會費。 

新生體驗營 
新生體驗營為學生會與 18 系學會一同聯合舉辦的活動，可以說是高應

大的重點活動，在這兩天讓新生體驗高應大的熱血及活力。 

 



  

YO!出海計畫! 

社團法人台灣國際青年文化交流協會-英國

Volunteering Matters 長期海外志工招募 

ICYE (International Cultural Youth Exchange)起源於 1949 年，是

一個非營利的國際文化交流組織，與世界 40 多個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以

推動青年參與和全球公民活動，其宗旨為透過各國的交流計劃，讓全球

各地青年有機會從中學習與了解不同的世界文化，體認文化差異，並從

中開闊原有視野，豐富內在的無限潛能、涵養自我期許的能力，並在日

後的生活裡樂意實踐社會公益的理念。藉由直接面對不同的文化、生活

型態與價值觀，獲得跨文化的經驗，擁有更寬的國際觀與人生觀。 

臺灣國際青年文化 交流協會於 1996 年與英國 Volunteering 

Matters 合作，提供青年不同的管道至英國做志願服務。該組織成立於

1962 年，為英國登記立案的社區志工服務機構，其宗旨為透過志工服

務、訓練、教育等方式，提供一個讓青年們融入當地社區生活的機會。

不一定要是學生身分，只有年齡符合，皆可申請！ 

 

招募對象： 

•    需年滿 18 歲-35 歲(通過複試時未滿實歲 36 歲)，不限性別。 

•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男性需役畢或無兵役問題)。 

•    可服務期間：半年 / 1 年。 

•    預計出發時間：2015 年 8 月底-2016 年 9 月間。 

•    具備良好的英文溝通能力。 

•    願意從事 “全職”的志工服務（含 Personal care）。 

•    對於服務對象的類型及服務單位的地理位置必須有彈性。 

•    願意接受英國 Volunteering Matters 安排，前往英國境內任何地    

    方服務。(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與所有離島) 

 



 

YO!出海計畫! 

 

韓世大學 韓國語短期班招募 
韓國韓世大學招募願意學習韓國語及韓國文化的學生赴韓世大學學習 

活動日期: 

第一次 2015 年 6 月 15 日(一)~2015 年 6 月 21(日) 

第二次 2015 年 7 月 27 日(一)~2015 年 8 月 2 日(日) 

參加費:750,000 韓幣 

申請方式:填寫申請書後傳真或郵箱發送 

活動網址：www.hskli.com 

 

 

2015 夏台灣青年學生交流團 

夏潮基金會成立於一九九六年，為促進海峽兩岸青年學生交流，增進彼此間之友誼與瞭

解，定期舉辦台灣大學生冬夏令營以及兩岸青年學生的互訪交流活動。 

歡迎本校學生報名”2015 夏台灣青年學生交流團”，以下為活動相關資訊！ 

活動路線： 

台灣桃園機場→上海→蘇州→烏鎮→杭州→北京→台灣桃園機場(共兩段飛機) 

活動日期： 

2015/07/21-30(往返共 10 天) 

活動團費： 

   現金價 23,800 元(含往返機票、大陸境內食宿行、景點門票、500 萬意外保險、雜費) 

招生對象： 

1.限就讀台灣各大學(專)院校(包括研究生，不包刮在職專班) 

2.出發當日已滿 18 歲且未滿 30 歲之學生 

活動名額： 

共 62 位，分 A、B 團(男／女同學上限 40 位，男女比例視報名順序而定) 

活動網址： 

http://www.chinatide.org/actD/201507/Ad/actD201507.html 

 

2015 夏台灣青年學生交流團 
夏潮基金會成立於一九九六年，為促進海峽兩岸青年學生交流，增進彼此間之友誼與瞭解，定期

舉辦台灣大學生冬夏令營以及兩岸青年學生的互訪交流活動。 

歡迎本校學生報名”2015 夏台灣青年學生交流團”，以下為活動相關資訊！ 

活動路線： 

台灣桃園機場→上海→蘇州→烏鎮→杭州→北京→台灣桃園機場(共兩段飛機) 

活動日期： 

2015/07/21-30(往返共 10 天) 

活動團費： 

現金價 23,800 元(含往返機票、大陸境內食宿行、景點門票、500 萬意外保險、雜費) 

招生對象： 

1.限就讀台灣各大學(專)院校(包括研究生，不包刮在職專班) 

http://www.hskli.com/


  

YO!證照資訊! 

金融證照考試： 

 考試名稱 報名期間 考試日期 

證券、投信投顧暨期貨人員、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能力測驗 
104.06.26－07.27 104.09.06 

104.09.25－10.26 104.12.06 

資產證券化基本能力筆試測驗 104.09.25－10.26 104.12.06 

債券、股務人員基本能力筆試測驗 104.06.26-07.27 104.09.06 

信託業業務人員信託業務專業測驗 104.09.07-10.01 104.10.17 

初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104.09.07-10.01 104.10.17 

進階授信人員專業能力測驗 104.09.07-10.01 104.10.17 

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測驗 104.10.12-11.05 104.11.21 

中小企業財務主管測驗 104.09.07-10.01 104.10.17 

 
技術士技能檢定： 

 考試名稱  報名期間 考試日期 

會計事務技術士技能檢定（乙、丙級）  104.09.01-09.10 104.11.08 

 全民英檢考試： 

 考試級別 報名期間 考試日期 

中級 
聽讀：104.05.20-06.03 104.08.15 

說寫：104.08.31-09.10 104.11.28、29 

中高級 
聽讀：104.07.29-08.12 104.10.24 

說寫：104.11.06-11.18 104.12.26 

高級 
聽讀：104.06.10-07.02 104.09.05 

說寫：104.10.05-10.14 104.12.12 

 
多益英語測驗： 

 考試日期 報名期間 考試地點 

2015.07.26 2015.05.21-06.17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南投,台南,高

雄 

2015.08.30 2015.06.18-07.22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雲林,台南,高

雄 

2015.09.20 2015.07.23-08.19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雲林,嘉義, 

台南,高雄,宜蘭 

2015.10.25 2015.08.20-09.16 台北,桃園,新竹,台中,雲林,嘉義, 

台南,高雄,台東,基隆 

 



 

展覽名稱 展覽期間 展覽開放時間 地點 

 

「看見醜比頭：

Kobito Dukan 農場精

靈家族」特展 

2015-03-14 
│ 

2015-06-07 

10:00 
│ 

18:00 
(每日 17:30 停止售票及入場) 

駁二藝術特區 

自行車倉庫 

 

哈瑪星駁二線火車體

驗之旅 

2015-01-21 
│ 

2015-06-28 

10:00 
│ 

17:00 
假日限定 

(週六、週日、國定假日) 

駁二特區 

蓬萊 B8 倉庫 

 

2015 痞子英雄：冰凍

時空 紀念遊樂展 

 

2015-01-01 
│ 

2015-08-16 

11:00:00 

│ 

19:00:00 

每日 

高雄夢時代統

一阪急購物中

心旁 

 

YO!文藝氣息! 

http://www.citytalk.tw/event/236191-%5b%E5%94%AE%E7%A5%A8%5d2015%E7%97%9E%E5%AD%90%E8%8B%B1%E9%9B%84%EF%BC%9A%E5%86%B0%E5%87%8D%E6%99%82%E7%A9%BA%20%E7%B4%80%E5%BF%B5%E9%81%8A%E6%A8%82%E5%B1%95
http://www.citytalk.tw/event/236191-%5b%E5%94%AE%E7%A5%A8%5d2015%E7%97%9E%E5%AD%90%E8%8B%B1%E9%9B%84%EF%BC%9A%E5%86%B0%E5%87%8D%E6%99%82%E7%A9%BA%20%E7%B4%80%E5%BF%B5%E9%81%8A%E6%A8%82%E5%B1%95
http://www.citytalk.tw/venue/42612-%E9%AB%98%E9%9B%84%E5%A4%A2%E6%99%82%E4%BB%A3%E7%B5%B1%E4%B8%80%E9%98%AA%E6%80%A5%E8%B3%BC%E7%89%A9%E4%B8%AD%E5%BF%83%E6%97%81
http://www.citytalk.tw/venue/42612-%E9%AB%98%E9%9B%84%E5%A4%A2%E6%99%82%E4%BB%A3%E7%B5%B1%E4%B8%80%E9%98%AA%E6%80%A5%E8%B3%BC%E7%89%A9%E4%B8%AD%E5%BF%83%E6%97%81
http://www.citytalk.tw/venue/42612-%E9%AB%98%E9%9B%84%E5%A4%A2%E6%99%82%E4%BB%A3%E7%B5%B1%E4%B8%80%E9%98%AA%E6%80%A5%E8%B3%BC%E7%89%A9%E4%B8%AD%E5%BF%83%E6%97%81


  

103年 12月份 月帳 



 

104 年 01 月份 月帳 



  

104年02月份 月帳 



 

104年03月份 月帳 



  

104 年 04 月份 月帳 



 

九月 

IB 好貼心 
專屬國企系會員有的一個 IB 開學小禮物，經由幹部細心挑選，讓會員們

感受到系學會的關心和送上開學的祝福。 

二手教科書 
在新學期的開始之際，總需要繳交許多的費用，因此我們舉辦了二手教

科書買賣的活動，讓會員可以以較便宜的價錢購入新書籍。 

系內迎新 
藉由系上學長姐精心安排的活動內容，讓新生能更快與系上學長姐培養

感情，也讓新生對國企系這個大家庭更快產生認同感。 

教師節系列活動 
9/28 孔子誕生，在這一天我們將表達對於國企系老師的教導，辛苦他們

為國企系的種子們的付出，讓我們可以在職場展現一技之長。 

聯合科系晚會 

辛苦籌備兩個月的晚會，給予活動組一個表演自我的機會，也藉此讓兩

系新生為新體營的回憶畫下一個逗點，讓這個回憶在學弟妹心中留下。 

 

104級下學期活動預告 

好康報你災

哦!!!!^0^ 



  

International News 

世界經濟大國排名  

              巴西應再下滑  

據國際貨幣基金（IMF）數據指出，今年巴西在世界

經濟大國排名應下滑至第 8 位。2011 年英國取代巴

西成為世界第 6 大經濟體後，2015 年印度應超越巴

西成為第 7 大經濟體。 若預測屬實，2015 年世界

經濟大國排名依序為 

美國（18.1 兆美元） 

中國大陸（11.2 兆美元） 

日本（4.2 兆美元） 

德國（2.8 兆美元） 

英國（2.8 兆美元） 

法國（2.4 兆美元） 

加州 120 年最嚴重旱災  
國家森林 1200 萬棵樹枯乾了 美國加州出現 120 年來最嚴重旱

情，截至目前為止已連續 4 年極端乾旱，當地主要水源來自內華

達山脈的高山積雪，現在積雪量已經降到 1950 年開始記錄以來的

最低水位。不只人沒水用，連樹都遭殃，加州國家森林估計至少

有 1200 萬棵樹已經死亡。 幾乎可以確定的是，旱情持續惡化，

樹皮甲蟲數量隨之增加， 預估還有數百萬棵樹會在今年夏天乾

死。  普林斯頓大學氣候專家麥可．歐本海默（ Michael 

Oppenheimer）曾在 4 月初指出，少雨與太熱是造成乾旱的兩大

主因，但加州乾旱與缺雨的關聯性並不大，「全球暖化導致平均氣

溫升高恐怕才是主因。 

 



 

International News 

全球觀光競爭力排名 

   西班牙綜合第一 

              日本待客第一  
瑞士「世界經濟論壇」公佈二○一五年「觀光競爭力

排行榜」，西班牙排名第一，法國與德國分居二、三

名、澳洲排名第七、日本排名第九、新加坡排名第

十一、香港排名第十三、大陸排名第十七，南韓排

名第二十九。我國排名第三十二位。 雖然日本排名

第九，但日本在「待客」一項中排名高居榜首。此

外，日本在「鐵路基礎設施的品質」上，也排名第

一。不過，日本的物價相對之下比較高。 今年的「觀

光競爭力排行榜」，後觀光相關的基礎設施、自然，

與文化資源等十四個大類，細分成多項，以指數形

式，得出綜合計分。 

全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首

度突破 400ppm危險關卡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

最新發佈的資料顯示，截至今年三月為止，

全球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月平均濃度，突破

了全球暖化危險標誌的「400ppm」關卡，

這在有紀錄的觀測史上，還是首次。這表

明，導致全球暖化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趨

勢，持續惡化。據分析，大量消耗化石燃料，

是二氧化碳濃度飆升的主因。 

巴黎 20 年來最慘恐怖攻擊 
2015 世界第一樁恐怖攻擊，更是法國 20 年來最嚴重的

恐怖事件！位在巴黎的法國政治諷刺雜誌《查理週刊》

（Charlie Hebdo）辦公室，昨日早上突然遭多名歹徒闖

入掃射、甚至發射火箭砲攻擊，已造成至少 12 名人死

亡、20 人受傷，包括報社編輯、漫畫家和警察。據悉是

因諷刺漫畫惹惱穆斯林和猶太教徒，導致他們心生不

滿，所以目前法國總統也將這起槍擊案視為恐怖攻擊。 



  

International News 

百分百廢水回收 歐美企業爭相投入 

全球資源吃緊，歐美德企業現在紛紛投入資金，研究如何百分之百回收工業水的技術。 

位於荷蘭海邊的塑膠工廠，生產過程必須用大量的水降溫，水費成本很高，因此工廠決定

著手進行廢水回收，不但省水也省下的龐大的成本。為了提高回收率，科學家重新改良過

濾技術，讓回收率大幅提升，工廠的廢水幾乎能夠百分百的回收。 

 

除了回收工業用水，其實回收民生廢水所產生的效益也很大，民生廢水初步利用攔汙設

備，把所有大家在水溝裡會看見的東西，全部過濾掉，之後再經過沉澱、過濾和微生物分

解等方式淨化水質，最後消毒進行排放，而在這個過程中民生廢水所產生的汙泥，還可以

用做有機肥料。 另外在回收過程中所產生的大量甲烷，還可以儲存起來當燃料，回收的

乾淨水，雖然達不到飲用等級，但已經可排放到河流或是用在澆灌和工業用途上，未來的

節水技術將朝向 1 滴水用 2 次，甚至是無數次的方向前進。 

尼泊爾強烈大地震  
尼泊爾 2015/04/25 發生了 7.3 級的強烈大地震，傷亡人數眾多！

就目前統計已有 8300 多人喪生、將近四萬間建築物全毀或半毀，

而喪生人數還會持續上升。繼 7.3 級大地震後，不到 20 日又再遭

規模 7.3 強震襲擊，造成了上千人受傷，目前統計有 117 人喪生，

此外，強烈餘震不斷，光是規模 5.0 的餘震就有 6 起，其中一起

規模達 6.3。 



  

5 大水果是「夏季防曬霜」 

陽光明媚的天氣，除了遮光太陽鏡和防曬霜，是否有可以滋養肌膚、防止曬傷

的食物，幫助人們阻隔烈日的暴曬呢？人們最熟悉的五種水果會神奇地轉換成

防曬物質，而且比防曬霜更耐用。 

  

1. 番茄是最好的防曬食物，富含抗氧化劑番茄紅素，每天攝入 16 毫克番茄紅

素可將曬傷的危險系數下降 40%。番茄煮熟後比生吃效果更好。 

  

2. 西瓜吃西瓜不同於喝水或飲料，它對人體不僅僅是水分的補充。西瓜汁中

含有多種有益健康和美容的化學成分，如能促進皮膚生理活性的氨基酸，這些

成分易被皮膚吸收，對面部皮膚的滋潤、營養、防曬、增白效果較好。 

  

3. 檸檬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C，能促進新陳代謝、延緩衰老、美白淡斑、收細

毛孔、軟化角質層，對皮膚有很強的護理作用，同時還能增強皮膚的抗曬能力。 

  

4. 橙含有大量維生素 C 和胡蘿卜素，可以抑制致癌物質的形成，還能軟化和

保護血管，促進血液循環，降低膽固醇和血脂。研究顯示，每天喝 3 杯橙汁

可以增加體內高密度脂蛋白(HDL)的含量，從而降低患心髒病的可能，橙汁內

含有一種特定的化學成分即類黃酮和檸檬素，可以促進高密度脂蛋白增加，並

運送低密度脂蛋白(LDL)到體外。 

  

5. 奇異果富含亮氨酸、苯丙氨酸等十多種氨基酸，還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對

防曬有一定幫助。 

 

 

 

 

來源: Yeah! 我懂了! 千奇百趣生活百科小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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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明媚的天氣，除了遮光太陽鏡和防曬霜，是否有可以滋養肌膚、防止曬傷的食物，幫助

人們阻隔烈日的暴曬呢？人們最熟悉的五種水果會神奇地轉換成防曬物質，而且比防曬霜更

耐用。  

1. 番茄是最好的防曬食物，富含抗氧化劑番茄紅素，每天攝入 16 毫克番茄紅素可將曬傷的

危險系數下降 40%。番茄煮熟後比生吃效果更好。 

 

 2. 西瓜吃西瓜不同於喝水或飲料，它對人體不僅僅是水分的補充。西瓜汁中含有多種有益健

康和美容的化學成分，如能促進皮膚生理活性的氨基酸，這些成分易被皮膚吸收，對面部皮

膚的滋潤、營養、防曬、增白效果較好。  

 

3. 檸檬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C，能促進新陳代謝、延緩衰老、美白淡斑、收細毛孔、軟化角質

層，對皮膚有很強的護理作用，同時還能增強皮膚的抗曬能力。  

 

4. 橙含有大量維生素 C 和胡蘿卜素，可以抑制致癌物質的形成，還能軟化和保護血管，促進

血液循環，降低膽固醇和血脂。研究顯示，每天喝 3 杯橙汁可以增加體內高密度脂蛋白(HDL)

的含量，從而降低患心髒病的可能，橙汁內含有一種特定的化學成分即類黃酮和檸檬素，可

以促進高密度脂蛋白增加，並運送低密度脂蛋白(LDL)到體外。 

 

 5. 奇異果富含亮氨酸、苯丙氨酸等十多種氨基酸，還含有豐富的礦物質，對防曬有一定幫助。 

 

來源: Yeah! 我懂了! 千奇百趣生活百科小知識 

5 大水果是「夏季防曬霜」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yeah-%E6%88%91%E6%87%82%E4%BA%86-%E5%8D%83%E5%A5%87%E7%99%BE%E8%B6%A3%E7%94%9F%E6%B4%BB%E7%99%BE%E7%A7%91%E5%B0%8F%E7%9F%A5%E8%AD%98/5-%E5%A4%A7%E6%B0%B4%E6%9E%9C%E6%98%AF%E5%A4%8F%E5%AD%A3%E9%98%B2%E6%9B%AC%E9%9C%9C/134998523240672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yeah-%E6%88%91%E6%87%82%E4%BA%86-%E5%8D%83%E5%A5%87%E7%99%BE%E8%B6%A3%E7%94%9F%E6%B4%BB%E7%99%BE%E7%A7%91%E5%B0%8F%E7%9F%A5%E8%AD%98/5-%E5%A4%A7%E6%B0%B4%E6%9E%9C%E6%98%AF%E5%A4%8F%E5%AD%A3%E9%98%B2%E6%9B%AC%E9%9C%9C/134998523240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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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大，曬傷了如何處理?(曬後保養、皮膚急救) 
 
1. 曬前 15 分鐘抹好防曬。 (防曬最重要)  

並不是要花 10-15 分鐘皮膚才能吸收防曬乳，而是當你在曝曬汗如雨下時， 防曬乳很

難附著在冒汗的肌膚上。提早個幾分鐘擦，讓防曬乳不會被汗洗掉，也才能有比較好的

防曬效果。 若出門前忘了擦防曬乳，伊麻也會在想到時，拿濕紙巾冰鎮快沸騰的皮膚，

等肌膚穩定些了，不再狂冒汗時，才擦上防曬，畢竟遲擦總比沒擦好。 

2. 挑對防曬乳之玩水請挑防水款的防曬  

SPF＝ 擦了防曬品後，延長皮膚被 UVB 曬紅時間的倍數  

例如，黃種人一般為 15 分鐘會曬紅，當買 SPF20 的防曬品，則曬紅時間約為： 

 20（SPF 係數）× 15（本身會曬紅的分鐘數）＝300 分鐘＝5 小時  

所以係數越高，代表的是防曬的時間越長，而不是越強。 因為會流汗或下水會沖掉防

曬乳，故防曬乳是需要補擦的。 所以係數不是越高越好，SPF50 機本上就夠戶外玩水

活動了。 

PA = 擦了防曬品後，延長皮膚被 UVA 立即性曬黑時間的倍數  

例如，一般為 15 分鐘會曬黑，當買 PA+++的防曬品，則曬黑時間約為： 

 8（PA + + + 約等於 PPD 8）× 15（本身會曬黑的分鐘數）＝ 120 分鐘 ＝2 小時 

 6（PA + + 約等於 PPD 4-8）× 15（本身會曬黑的分鐘數）＝ 90 分鐘 ＝1.5 小時  

3. 防曬擦兩層且勤補擦  

如上所述，不想曬紅也不想曬黑，挑 PA + + + 的防曬乳，約須要 2 小時補擦一次。 

防曬係數的測定標準為：塗抹在皮膚的防曬乳液厚度為每平方公分兩毫克（2 ㎎/㎝ 2）。 

研究顯示，一般人僅塗抹 0.5~1 毫克的厚度。塗抹不均勻也會影響防曬效果，因此 2003

年版的皮膚科 Fitzpatrick 教科書建議，塗抹兩層的防曬乳液，可以較為均勻及提供較好

的防護。 

 
4. 曬傷時，先冷敷或冷水浴 

剛曬傷的時候，沖冷水澡、敷上毛巾或冰袋可以減緩皮膚的發

炎反應，把毛巾浸溼後敷於曬傷的部位，冷敷的時間以每次二

十至三十分鐘為限，到毛巾不冷的時候再做更換，每天二到五

次，按曬傷程度進行。冷敷的方式跟發燒一樣，不建議對曬傷

的患部直接使用冰塊，若處理不慎可能導致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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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敷蘆薈或絲瓜水 

蘆薈的功能很多，燒燙傷或曬傷的時候，使用蘆薈凝膠有消炎滋潤的功效，可以緩解

曬傷的症狀，幫助傷口癒合，且不會留下疤痕。蘆薈本身有抗發炎的效果，內含有「葡

甘露聚糖」，有加速組織癒合的功效，對曬傷的患者好處多多。 絲瓜水的效果與蘆薈

凝膠相仿，前者為液態、後者為膠狀，並且絲瓜水的成分較為天然，但是敏感性肌膚

不適合使用，可以先簡單塗抹於手部測試，確認無虞後再使用。  

6. 其他注意事項  

(1) 曬後 6-8 小時都算是曬後急救期。 

而 72 小時則算是曬後黃金期，可針對暴曬予以肌膚不同護膚方式，例如補水、美白或

修復。曬後的 6-8 小時內，所說的保養是減緩皮膚的刺激及不適現象(減少紅腫刺痛)，

而之後的 72 小時就能針對怕曬黑曬乾部分來處理(美白)。 

(2) 曬前曬中曬後都應該多補充水份  

曬傷過後仍應繼續補充水分，但是冷飲應該避免，避免造成腸胃不適的情況。 

(3) 皮膚也要加強保濕 

曬傷之後的肌膚極度缺水，因此要幫肌膚多補充水份，也要幫皮膚補充水分。可以使

用含有維他命 B5 的保養品，能刺激細胞分裂再生並組織修復，增加肌膚之玻尿酸含

量，讓肌膚常保水水透亮。 

(4) 暴曬之後別急著美白、去角質  

一定要讓肌膚完全鎮靜下來，不再疼痛紅腫之後再加入美白成分的產品進行修復。當

然，肌膚在受傷的狀況下，盡量多用保濕產品，且暫停去角質等刺激的行為。 

(5) 頭皮 眼睛 嘴唇 耳朵 後頸 也要防曬 頭皮部分  

戴帽子 或拿雨傘 避免頭頂久曬眼睛可以用有防紫外線的墨鏡來擋 (不是有顏色的就

好唷)  

最常被忽略而導致曬傷的部位包括：耳朵、脖子、頸後、手臂與小腿。 

 

防曬效果的優先順序：不曬太陽 ＞ 遮蔽 ＞ 擦防曬品  

避開陽光最強的時間  

當你自己的影子比你的身高還短時，最好不要曬太陽。 

 

 

來源:伊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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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有話大聲說 

 



 

YO!記得報到喲!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