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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燈有問題 特斯拉在美召修逾32萬輛車
(路透社
路透社))

（中央社）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Tesla）因尾燈問題在美國召修逾
32 萬 1000 輛車，這是具爭議的億
萬富翁馬斯克（Elon Musk）旗下
汽車大廠所遭遇到的最新麻煩。
法新社報導，近幾個月來特斯
拉在美國發生多起召修事件，而其
中一件是 4 萬多輛汽車可能出現動
力轉向系統失靈的風險而召回。
至於此次召修，根據特斯拉公
司在提交給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
管理局（NHTSA）的文件指出，

「在極少數情況下」，受影響汽車
的尾燈會因軟體問題而間歇性亮起
。這份註記 11 月 15 日的文件於本
週末公開。
據指出，煞車燈、倒車燈和轉
向燈則不受影響。
特斯拉計劃做免費遠距軟體更
新 ， 以 解 決 受 影 響 的 2020 年 至
2023 年份車款 Model 3 和 Model Y
的問題。
特斯拉在文件中解釋說，公司
於 10 月下旬接到美國以外的客戶

提醒此一問題，並於11月7日確認
問題來源。
特斯拉表示，公司目前並不知
是否有任何與這問題相關的事故或
傷害。
特斯拉今年以來已在美國進行
多次召修，並採用遠距方式來修改
可能有問題的功能。
9 月底特斯拉召回逾 100 萬輛
汽車，原因是車窗的操作可能讓人
有受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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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時代之結束
在華府風光數十年的美國眾
議院議長佩洛西上週在國會發表
告別演講， 表示不再尋求連任，
她三十五年之政治生涯中劃下句
點。
剛結束的期中選 ，民主黨失
去了多數席次， 被迫把議長職務
交出。 佩洛西之辭職是必然的，
她說未來是屬於新時代的，這位
舊金山選出的風云人物，最近因
她的丈夫被一人鬨入住宅傷害了
她的丈夫， 但是她還是要以眾議
員身份繼續留在國會。
這位性格強悍和共和黨死對
頭的女強人， 數十年來歷盡華府
政壇 曾經對川普進行彈劾而未成

， 並在國會通過了有史以來最大
的経濟振興方案。
她在今年八月出訪台灣時，
掀起了台海兩岸之巨大風暴因而
導致美中關系走向低潮， 她的行
動也為台灣未來造成更多之風險
。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昰非
常現實， 選舉失敗打包走人， 民
主黨仍然撐控參院，但是民主黨
已經開始向拜登清算將展開對白
宮施政不妥及其子亨特之調查。
我們奉勸國會诸公，美國面
對通貨膨脹， 物價飛漲， 你們還
是要以民生為重吧。。

The End Of Pelosi’
Pelosi’s Era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announced
that she will not seek a
leadership position in the
new Congress, making
way for a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 after the
Democrats lost the House
majority in the midterm
election.
After leading the
Democrats for nearly
twenty years, and the
aftermath of the brutal
attack on her husband last
month in San Francisco,
she will stay in Congress
and continue representing
California.
She said that, “Now
we must move boldly into
the future. The hour has

come for a new generation.
”
Pelosi has kept a
divided caucus unified and
passed many landmark
bills, including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nd
the American Rescue Plan.
Pelosi answered
reporters saying she won’
t endorse anyone in the
race to succeed her and
she won’t sit on any
committee as a
rank-and -file lawmaker,
“Because there are
things I want to do. I like to
dance and I like to sing.
There is life out there.”
We believe Pelosi’s
era will really be over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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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口達到 80 億！

——全球最多會有多少人？
約 104 億。根據聯合國最新預測，
到本世紀 80 年代，全球人口將達到約
——從 70 億到 80 億，用了多久？
104 億的峰值，並保持這個水平到 2100
11 年。根據此前聯合國人口基金會 年。
的統計，全球人口在 2011 年 10 月 31 日達
不過，不同的研究機構給出的數據
到了 70 億。世界人口從 70 億增長到今天 也存在差異，例如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
的 80 億，用了 11 年零半個月。
指標與評估研究所 2020 年的壹項研究顯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個人醫保基金公司近千萬客戶電子檔案遭黑客
盜取，並被要求用 970 萬美元的贖金換取不公開。因未勒索成功，9 日淩
晨，黑客組織開始在暗網上發布客戶數據。
根據英國《衛報》的報道，個人醫保基金公司稱，遭黑客盜取的客
戶數據高達 970 萬份，包括 180 萬國際客戶。黑客組織向該公司索取 970
萬美元的贖金，以換取不公開客戶信息。因勒索不成，部分客戶信息被
泄露。
9 日開始在暗網上泄露的數據包括客戶姓名、地址、出生日期、電
話、電子郵件地址、護照號碼等個人信息以及部分客戶的醫保理賠記錄
，其中壹份文件與“墮胎”有關。該組織還聲稱將繼續公布信息。
該公司首席執行官戴維· 科奇卡向客戶致歉。他說，“為了敲詐勒
索將私人信息作為武器是壹種惡意行為，數據背後是真實的人，濫用他
們的數據可能阻止人們尋求醫療服務。”
科奇卡此前談到，若支付贖金，可能會激勵犯罪分子，使澳大利亞
成為數據盜竊的更大目標。澳大利亞內政部長兼網絡安全部長克萊爾·
奧尼爾說，該公司不支付贖金的決定與政府的意願相符合。兩人都認為
，支付贖金可能會使更多澳大利亞人處於信息危險之中，且不能保證黑
客會歸還數據。
目前，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在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幫助下對此案進行調
查。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稱個人醫保基金公司可能面臨集體訴訟。

移民救援船停靠地點之爭
令法意兩國緊張關系發酵
綜合報導 圍繞移民救援船“海上維京”號停靠地點引發的爭議，
法國和意大利兩國關系愈發緊張。法國官方同意該船在法國港口停靠，
同時嚴厲批評意大利未準許該船在意大利港口靠岸。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當天表示，這艘載有 200 多名移民的“海上
維京”號救援船將獲準進入法國南部的土倫港。達爾馬寧稱，意大利未
準許該船在意大利港口停靠，這壹決定是“難以理解”和“不可接受”
的，法方深感遺憾。
達爾馬寧說，這艘船“毫無疑問位於意大利的搜救區”，意大利的
工作是“立即指定壹個港口以接收這艘船”。他警告，此事導致法意關
系“面臨嚴重後果”。他說，法國已經決定凍結接收意大利 3500 名移民
的計劃，這是歐盟國家此前達成的移民分擔協議的壹部分。他呼籲德國
和其他歐盟國家也應仿效法國的做法。法國等多個歐盟國家 6 月曾同意
接收抵達意大利和其他主要入境點的移民。
據法新社報道，負責運營“海上維京”號的地中海救援組織稱，過
去壹周意大利拒絕允許該船進入該國港口，該船隨後向法國當局提出停
靠請求。在達爾馬寧宣布上述決定後，地中海救援組織表示相關決定將
該組織“從痛苦中解脫出來”。
法國方面認為，根據國際海事法，意大利必須準許“海上維京”號
及其救助的 200 多名遇險移民進入，特別是該國在本周已準許其他三艘
載有數百人的救援船靠岸。達爾馬寧表示，此次允許“海上維京”號在
法國停靠的決定是“特例”，將不會指導未來的行動。
近年來非法移民在地中海乘船抵達歐洲，多數在意大利登陸。“海
上維京”號時常對海上遇險移民實施救援，最近幾年也曾在意大利停靠
。有分析認為意大利現政府在打擊非法移民問題上趨於強硬，救援船只
未來在意大利港口停靠的難度可能會增加。

英國政府正在掃描
該國互聯網空間的零日威脅
綜合報導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啟
動了壹項新計劃，將持續掃描英國托管的
每個互聯網連接設備的漏洞，以幫助政府
應對零日威脅。國家網絡安全中心是政府
通信總部的壹部分，作為英國面向公眾的
網絡威脅的技術權威，它說它發起這個倡
議是為了建立壹個數據驅動的"英國的脆弱
性和安全性"的觀點。
這與挪威國家安全局的努力類似，去
年，該機構尋找利用微軟 Exchange 漏洞針
對該國互聯網用戶的證據。斯洛文尼亞的
網絡安全響應單位，即 SI-CERT，當時也
表示，它正在通知其互聯網空間中的 Exchange 零日漏洞的潛在受害者。
該機構解釋說，NCSC 的掃描活動將
涵蓋任何在英國境內托管的互聯網可訪問
系統，並將重點定位那些常見的或因影響
廣泛而特別重要的漏洞。
英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說，它將使用收
集到的數據來創建"英國在漏洞披露後的暴
露概況，並跟蹤他們在壹段時間內的補救
情況"。該機構還希望這些數據將有助於向

系統所有者提供有關其
日常安全狀況的建議，
並幫助英國更快地應對
事件，如正在被積極利
用的零日漏洞。
該機構解釋說，從
這些掃描中收集的信息
包括連接到服務和網絡
服務器時發回的任何數
據 ， 如 完 整 的 HTTP 響
應，以及每個請求和
響應的信息，包括請
求 的 時 間 和 日 期 以及源和目的端點的
IP 地址。
它指出，請求的目的是收集檢查被
掃描資產是否受漏洞影響所需的最低
限度的信息。如果無意中收集到任何
敏感或個人數據，NCSC 說它將"采取措
施刪除這些數據，並防止其在未來再
次被捕獲"。
掃描是使用從 NCSC 的專用雲托管環
境內運行的工具進行的，允許網絡管理員

在其日誌中輕松識別該機構。總部設在英
國的組織可以選擇不接受政府對其服務器
的掃描，方法是向 NCSC 發送電子郵件，
列出他們希望排除的 IP 地址。
NCSC 即將離任的技術總監 Ian Levy
在壹篇博文中解釋說："我們不是為了其他
邪惡的目的而試圖在英國尋找漏洞。我們
從簡單的掃描開始，並將慢慢增加掃描的
復雜性，解釋我們在做什麼（以及為什麼
我們要這樣做）。"

法國與英國就英吉利海峽的移民管理問題

達成新協議

綜合報導 法國和英國當地
時間 14 日就英吉利海峽的移民
管理問題達成新協議，旨在共
同努力阻止移民自法國北部通
過船只穿越英吉利海峽前往英
國。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當
天在巴黎與到訪的英國內政大
臣布雷弗曼分別代表法英兩國
官方簽署新協議。法國內政部
表示，根據該協議，英國將在
2022-2023 年向法國支付 722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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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元，使得法方能夠將巡邏法
國北部海灘的安全部隊人數增
加 40%。法新社稱，新協議簽
署後，大約 350 名法國安全部
隊人員將在那裏巡邏。
此外，法國和英國還承諾
利用法國海岸的技術和人力資
源，以便更好探測、監控和攔
截相關船只。他們希望收集和
利用來自移民方面信息，以便
摧毀移民偷渡團夥。兩國將首
次在英吉利海峽兩岸部署觀察
員小組，以改進移民的情況報
告，並加強信息交流。法國
BFM 電視臺稱，法國南部還將
建立移民接待中心，以阻止移
民返回法國北部。
法新社的分析稱，該協議
反映了自英國首相蘇納克上任
以來，法英關系出現的“新氛

59

E

澳大利亞醫保巨頭客戶
資料遭黑客泄露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

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 2022》報告
預計，全球人口在今天達到 80 億。打開
這份報告，我們還能知道些什麼？

示，全球人口將在 2064 年達到峰值，但
聯合國預計，到 2050 年，全球新增 2019 年，全球平均預期壽命為 72.8 歲，
不會達到 100 億，且在 2100 年將減少至 人口中超過壹半將集中在剛果(金)、埃及 比 1990 年時增加了 9 歲；到 2050 年，預
88 億。
、埃塞俄比亞、印度、尼日利亞、巴基 計平均預期壽命將達到 77.2 歲。
斯坦、菲律賓和坦桑尼亞 8 個國家。
不過，持續增加的預期壽命與下降
——現在，全球哪裏人口最多？
的生育率疊加，將加劇人口老齡化，65
亞洲。2022 年，人口最多的兩個區
——人口還會繼續增長嗎？
歲 以 上 人 口 占 總 人 口 比 例 ， 2022 年 為
域都分布在亞洲：其中東亞和東南亞有
是的，但增速正在放緩。世界人口 10%，到 2050 年將升至 16%。
23 億人口(約占全球人口 29%)，中亞和南 在 1962-1965 年期間的增長率為每年 2.1%
亞有 21 億人口(約占全球人口 26%)。
，此後增速急劇下降，2020 年不到 1%。
——聯合國怎麼說？
到 2050 年，全球人口年增長率可能會下
聯 合 國 秘 書 長 古 特 雷 斯 在 《80 億
——印度人口要超過中國了？
降到 0.5%左右。
人口，壹個人類》中表示，人類大家
快了。中國和印度各有超過 14 億
此外，2021 年，全球人口平均生育 庭在日益壯大的同時，也面臨著日益
的人口，分別占上述兩個區域人口的 率為 2.3，即平均每名婦女壹生生育 2.3 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如果不解決這些
大多數。印度預計最早將於 2023 年成 個孩子，而在 1950 年，生育率的數值為 問題，世界上將充滿緊張和不信任、
為第壹人口大國，並在 2050 年達到約 5，預計 2050 年將下降到 2.1。
危機和沖突。
16.7 億。
他還援引聖雄甘地的話說，“世界
——人們的壽命如何？
上的東西足以滿足每個人的需要——但
——哪裏新增人口更多？
全 球 的 平 均 預 期 壽 命 持 續 增 加 。 不足以滿足每個人的貪欲。”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圍”。英國官方此前認為法國
沒有采取足夠措施來阻止偷渡
行為，法國方面對此予以否認
。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周與蘇
納克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舉行會
談，討論了移民管理問題。蘇
納克表示希望在移民問題上與
法國“密切合作”。馬克龍與
蘇納克計劃於本周在印度尼西
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
會期間再次會面。
英國官方稱，今年已有超
過 4 萬名移民通過船只穿越英
吉利海峽前往英國，其中大部
分移民是阿爾巴尼亞人、伊朗
人和阿富汗人，這已遠遠超過
了去年的數字。不斷上升的移
民人數引發英國各界關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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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80歲生日 白宮低調未公開慶祝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過 80 歲生日，這是白宮
史上首次有在位總統年屆 80，但並未以任何公
開方式慶祝。
美國第一夫人吉兒（Jill Biden）到了下午才
發出深情的留言，並且上傳兩張她穿禮服和拜
登穿燕尾服跳舞的照片。
吉兒在推特上寫道： 「除了你外，我不想
和其他人跳舞。喬（拜登名），生日快樂！我
愛你。」
吉兒之後還推文說： 「完美的慶生，充滿
這麼多愛，還有喬最愛的椰子蛋糕。」同時附
上家人為拜登慶生的照片。

法新社報導，這是白宮方面唯一一次提到
拜登生日，而且沒有安排公開活動。
拜登昨天剛在白宮為孫女娜歐蜜（Naomi
Biden）舉辦婚禮，廣宴 250 名賓客，是白宮史
上第 19 場婚禮，但儀式並未開放給媒體採訪。
拜登接下來確實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和家人
討論，那就是他是否會在 2024 年大選尋求連任
。
他本月 9 日曾在記者會上表示，他 「
有意」
尋求連任，但預計會在明年初做最後決定。他
說，他們夫妻倆將在感恩節和耶誕節之間的某
天 「
溜走」一週，與家人一起決定。

應對 「台海有事」 美軍將增加在菲基地數量

打抗中牌？麥卡錫：若當選眾院議長 將設中國委員會
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昨（20）日接受美國福斯新聞訪問時表
示，如果他當選眾議院議長，將成立一個專門
針對反制中國的委員會，並指責拜登政府沒有
站出來對抗北京。
麥卡錫說， 「我當上議長之後，將成立一
個中國委員會。在盜竊智慧財產權方面，中國
是頭號大國。我們將制止這種行為，不允許政
府對中國向美國所為坐視不理。」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21 日在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與菲國總統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舉行會談，雙方達成協議，將
增加美軍在菲律賓的可用基地數。此舉被視為
是擴大防務合作，以應對南海與台海爆發突發
事件，並朝向美國、日本、澳洲、菲律賓等 4 國
在對中問題上開展合作。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賀錦麗表示，
「如果菲律賓軍隊等在南海遭受武力攻擊，將
啟動與美國的共同防禦。這是美國對菲律賓的
堅定承諾」。雖未點名中國，她還說，鑑於本
地區正在發生的事情，有很多可以繼續加強美
菲雙邊關係的機會。
小馬可仕則表示，重新定義並持續強化雙
邊關係是重要的，賀錦麗訪菲就是雙邊關係強
度維持的象徵。
雙邊會談前，美國政府一位高級官員明確
告訴媒體說，兩國將在 2014 年《美菲增強防務
合作協議》的基礎上深化合作。目前，美軍可
以在菲律賓的 5 個基地巡迴駐守，但還會增加新
的地點。美軍將能夠在基地儲備彈藥、燃料和

醫療用品，為長期作戰做好準備。
菲方表示，有 5 個候選新基地，包括位於菲
國北部呂宋島最北端的卡加延省（Cagayan），
和菲國西部面向南海的巴拉望島（Palawan Island
）。報導指出，卡加延省靠近台灣，在台灣發
生緊急事態時可能成為戰略據點。
美菲兩國還將繼續在現有的 5 個基地新建或
改造軍事基礎設施和儲備設施。據白宮說法，
美國將斥資 8200 萬美元，增加對當地的投資。
菲律賓也計畫從 2023 年起投資 6650 萬美元用於
設施建設。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高級研
究員波林（Gregory Poling）分析，拜登政府的
長期目標，是要讓菲律賓加入美日澳集團針對
中國而推動的軍事合作行列之中。
但是， 「台灣在菲律賓是一個非常敏感的
話題」，波林指出，小馬可仕政府內部認為與
美國合作有利有弊。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高
度重視台灣問題，美菲在圍繞台灣的合作上能
走多遠，仍有不確定因素。

賀錦麗訪菲南海傳爆破聲 中方自菲海軍奪漂浮物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昨晚抵菲訪問，今天卻傳出菲律賓占有的
南海中業島上居民昨天聽到自中國占據島礁傳來的爆破聲，中國
海警還自菲國海軍手中奪走不明海上漂浮物。
賀 錦 麗 （Kamala Harris） 預 定 明 天 將 赴 菲 律 賓 巴 拉 旺 島
（Palawan），登上菲國南海大型多功能巡邏艦，聽取海巡隊在
巴拉旺島周邊海上行動簡報，菲國軍方代表屆時也將登艦。
巴拉旺島鄰近主權具爭議的南沙群島。賀錦麗將成為美方史
上訪問巴拉旺島的最高層級官員，外界預期可能引發菲中關係緊
張。
菲律賓每日詢問報（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報導，中業島
居民昨天聽到中國占據島礁傳來一系列爆破聲， 「
強度足以撼動
地面」。
根據當地警方報告， 「
重複的聲響」據信來自北京占據渚碧
礁上的 「
大砲或武器」。但不具名的 2 名菲國官員說，他們仍在
核實自上午 11 時 30 分到下午 3 時出現的一系列巨響來源。
北京當局目前在渚碧礁、美濟礁、永暑礁等 7 個南海島礁填
海造島，並建有飛機跑道。
中業島距賀錦麗將訪問的公主港（Puerto Princesa）約 480 公
里，是馬尼拉占據南沙群島 9 個地物中最大的一個。約 100 名菲

除了誓言建立針對中國的委員會之外，麥
卡錫還表示，共和黨將阻止中國警察在美國建
立海外服務站。
共和黨在美國期中選舉贏得眾議院的多數
席次，而麥卡錫正在爭取成為新一任的眾議院
議長。根據美國媒體預測，共和黨贏得 218 個席
位，奪回對眾議院控制權；民主黨獲得 208 個席
位，還有 9 個席位尚未明朗。

科州同志夜店槍擊釀5死25傷拜登：不能容忍仇恨
美國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泉市（Colorado
Springs）同志夜店 Club Q 昨晚發生槍擊案，造
成至少 5 人喪生 25 人受傷，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美國人 「
不能也不應容忍仇恨」。
警方表示，19 日晚間一名槍手在科羅拉多
泉市的一家 LGBTQ（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
及酷兒）夜店內開槍，造成至少 5 人死亡，25
人受傷。
當局今天表示，他們正在調查這次攻擊是
否出於仇恨。
警方確認嫌犯是 22 歲的奧德瑞奇（Anderson Lee Aldrich），並說他使用的是一把 「長步
槍」。官員表示，槍擊事件發生後不久，奧德
瑞奇就被警方拘押，目前因傷接受治療。
拜登說這起攻擊動機目前尚不清楚，但他

國平民住在島上。
中業島居民聽到爆破聲的
數小時前，菲律賓海軍與中國
海警隊在中業島附近發生海上
衝突。
管轄中業島海域的菲律賓
武裝部隊西部軍區（WESCOM
） 司 令 卡 羅 斯 （Alberto Carlos
）今天發布聲明說，Emilio Liwanag 海軍基地人員昨天上午 6
時 45 分 左 右 透 過 長 程 相 機
（long range camera）發現中業島以西約 800 碼處，出現不明海上
漂浮物。
菲國海軍立即前往察看，並將漂浮物繫在船上，想把它拖回
基地。但編號 5203 的中國海警船隨後出現，2 度阻斷他們的航道
，並派出硬式橡皮艇切斷菲國海軍船上拖纜，將漂浮物帶回中國
海警船。
聲明表示，菲國海軍事發後返回基地，沒有人員受傷。他們
已將事件報告給直屬總統府的 「
西菲律賓海國家工作小組」。

強力抨擊了近年來針對 LGBTQ 圈內，特別是有
色人種跨性別女性的暴力行為。
拜登在白宮聲明中指出： 「本應是包容接
受與慶祝的安全場所，絕不應變成恐怖和暴力
的地方。但這種情況發生得太頻繁了。我們必
須消弭這種對 LGBTQI+族群暴力相向的不平等
現象。」
這 起 槍 擊 事 件 讓 人 想 起 2016 年 同 志 夜 店
Pulse 的血案，當時一名槍手在佛羅里達州奧蘭
多市（Orlando）這家夜店殺害 49 人，之後遭警
方擊斃。
世界各地 LGBTQ 圈內人和盟友正準備迎來
今天的跨性別者紀念日，悼念遭反跨性別憎恨
暴力的謀殺事件受害者之際，不料發生此一憾
事。

菲律賓新聞社（PNA）報導，卡羅斯說，這個不明漂浮物為
金屬製，近似於約 2 週前在巴拉旺島布桑加鎮（Busuanga）發現
的碎片。
報導說，這個碎片疑似火箭發射後的殘片。
菲國外交部發言人達沙（Teresita Daza）說，外交部已得知
這起事件，正等待海事執法單位的詳細報告。他們將 「
徹底了解
」這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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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綜合報導 韓 國 中 央
災難安全對策本部通報
， 截 至 當 地 時 間 13 日 晚
11 時 ， 首 爾 梨 泰 院 踩 踏
事故共造成 158 人死亡、
196 人受傷。
新增的遇難者是壹名
20 多歲的韓國女性。目前
，196 名傷者中已有 186 人
出院。遇難的 26 名外國人
中，已有 24 人的遺體被運
送回國。
10 月 29 日晚，大量人
員在首爾市龍山區梨泰院
洞壹帶參加節日派對。在
壹條狹窄的下行胡同內，
前方有人跌倒後，後方人
流跟進，導致嚴重踩踏。
事故發生後，韓國政府
宣 布 從 10 月 30 日 至 11
月 5 日 晚 24 時 為 “ 國 家
哀悼期”。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統計部門發
布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三季度，該國
國內生產總值(GDP)較去年同期增長
14.2%，錄得 2020 年第二季度新冠疫
情暴發以來次佳單季增速。
這壹增速較今年第二季度 8.9%的
同比增長率也有所提高。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表示，該國服
務業、制造業、建築業在第三季度較
去年同期都錄得兩位數的增長；但農
業受限於勞動力不足的因素，較去年
同期增長 1.2%。
按月計，在今年 7 月和 8 月，
馬來西亞 GDP 較去年同期分別錄得
15.8% 和 15.3% 的 增 長 ； 今 年 9 月 ，
這 壹 數 字 則 是 11.6% 。 此 外 ， 在 今
年第三季度，馬來西亞公共投資、
私人投資都較去年同期錄得雙位數
增長。
國家銀行認為，第三季度經濟數
據亮眼，部分受益於去年第三季度較
低的基數；但國內需求強勁、勞動力不足問題緩解、政
府相關經濟政策支撐、出口持續增長和旅遊業復蘇等也
是第三季度經濟大幅成長的重要原因。
統計數據還顯示，今年第三季度馬來西亞通脹
率 為 4.5% ， 較 上 壹 季 度 的 2.8% 繼 續 增 長 。 國 家 銀 行
認為，目前的通脹率可能已經見頂，預計通脹在未
來有望放緩。

同比增
GDP

韓國首爾梨泰院踩踏事故遇難者人數升至 1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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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第三季度

亞洲時局

韓國壹涉嫌刪除踩踏事故報告警官在家身亡

韓國壹高鐵運行途中突然停車又“倒車”20 公裏返回車站

疑為自殺

韓民眾不安

綜合報導 韓國首爾龍山警察署
信 息 部 門 壹 負 責 人 鄭 ( 音) 某 在 家 中
被發現身亡。鄭某生前曾因涉嫌不
當 刪 除 梨 泰 院 踩 踏 事 故 相 關報告而
接受調查。
據報道，警察根據現場情況認為
鄭某自殺的可能性較大，目前正在調
查原委，尚未發現遺囑。據悉，鄭某
前壹天曾向同事打電話，暗示或選擇
自盡。
報道稱，鄭某生前因被質疑刪除
情況報告，並在此過程中籠絡、慫恿
信息部門職員而接受警察特別調查本
部調查。
調查本部還以涉嫌濫權和妨礙權
利行使、銷毀證據、職務過失致死為
由對鄭某上司金某立案調查，並依次
傳喚龍山警署信息部門職員，鄭某尚
未接受傳喚。鄭某正常到崗上班至本
月 6 日，在調查本部立案後，鄭某隨

即請年假，並於 9 日與金某被處以停
職待命處分。
10 月 29 日晚，韓國首爾市中心龍
山區梨泰院洞壹帶，參加節日派對的
人群中發生嚴重踩踏事故，造成數百
人死傷。外界批評地方政府部門未能
及時掌握現場狀況，警方反應遲緩。
近日的信息顯示，警方接到梨泰
院踩踏事故的首個報警電話約 85 分鐘
後，首爾地方警察廳處置突發事件的
首支機動隊才抵達現場。
韓國警察廳廳長尹熙根還承認，
警方在踩踏發生前數小時內陸續接到
11 個報警電話，得知現場人流擁擠，
存在危險，但未能采取適當應對措施
。
韓國總統尹錫悅 11 月 7 日就首爾
梨泰院踩踏事故正式向國民致歉，指
示徹底整改警察系統以提升警方危機
處理能力，承諾懲罰相關責任人。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鐵路當天又
發生壹起事故。壹趟 KTX 高鐵列車在運
行過程中突然停車，之後“倒車”20 公
裏回到途經車站。報道稱，本次高鐵事
故發生於“無窮花”號列車出軌事故僅 4
天後，韓國民眾認為，最近韓國鐵路事
故過於頻繁，對此感到不安。
據報道，當地時間 10 日下午 13 時左
右，壹列途經天安牙山站、開往光明站
的韓國 KTX 高鐵列車在運行過程中突然
停車。接著，該列車開始持續“倒車”
行駛。“倒車”途中，車廂廣播通知乘
客，“為了安全行駛，請換乘其他車輛
”。列車在後退約 20 公裏後，回到了之
前途經的天安牙山車站。事故導致乘坐
該趟列車的 800 多名乘客在運行中途臨時
換車，後續車次也因此而延誤發車時間
，給韓國民眾帶來諸多不便。
報道稱，對此，韓國鐵道公社相關
工作人員表示，“列車在行駛過程中原

本應達到最高時速 300 公裏/小時，但因不
明原因，相關列車無法達到這壹標準，
因此返回了天安牙山站”。該名工作人
員還稱，“‘倒車’的原因只是因為列
車無法加速。如果以不達標的速度繼續
行駛的話，後續列車不是就會依次受影
響而導致延誤嘛”。
據報道，當時這趟出現故障的列車以
40公裏/小時的速度倒退行駛至途經車站，
而緊隨其後的9個班次列車，發車時間最長
延誤約為 40 分鐘左右。壹位乘
坐該故障列車的首爾市民表示：
“本要乘車急著赴約，但因事故
導致列車晚點，造成了不便。”
另外，本次高鐵事故距離6
日發生的“無窮花”號列車脫軌
事故僅間隔4天時間。此前還曾
發生過鐵道公社職員被列車碾壓
致死的事件。對於近期鐵路事故
頻發，韓國民眾頗感不安。壹位

來自忠清南道天安市的乘客表示：“最近
韓國鐵路事故太多了！希望相關部門在列
車運行前，能夠多加進行安全檢查。”
報道稱，目前韓國鐵道公社方面計
劃將故障列車轉移至車輛基地後，調查
具體事故原因。
據此前報道，6 日晚 20 時 52 分許，
壹列載有 279 名乘客的“無窮花”號列車
在首爾永登浦站附近發生脫軌事故，造
成 34 人受傷。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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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未來大學”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招天才 跨界育顛覆型人才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 5 日發佈通

深圳零一學院正式運營 面向前沿科技開展從0到1研究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根一一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一一
一一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
一
一一一一一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
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口罩。
網上圖
一一
一18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口罩
一。一一一一
一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機國一
一一一一一
◆零一學院的學生們在進行科研項
零一學院學生參與教學活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目創新實踐。
目創新實踐
。
受訪者供圖
動。
受訪者供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同學和老師交談。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同學和老師交談
一一一。一網上圖片
一一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胡永愛 深圳報道）為推動科技創新，深圳除了大手筆招攬高端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培養體系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人才，更推動多元平台進行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在 15 日開幕的西麗湖論壇上，被稱為 “無邊界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入門、初階
來大學”的深圳零一學院宣告正式開啟運營，總部落地南山區，引起廣泛關注。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 5 日在《紐約時報》刊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
2-3年
，
不限學科、全球導師）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悉，深圳零一學院是在清華大學錢學森力學
開展顛覆式創新研究。暑校分設“預科營”、“學
化為本校學分。目前該學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
目標
：探索未知、激發志趣、鍛煉能力、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班（以下簡稱“清華錢班”）的實踐基礎
子營”，面向不同研究能力背景的學生，進行個性
校與清華大學、中國科學
精深學習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
1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上，由深圳市委市政府發起、創建的一所公辦創新
化培養。學生可以與院士級的大導師深入探討“從
技術大學、哈爾濱工業大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內容
萬隻口罩、20
萬個檢測盒、18
萬個手套及許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X-idea（科學技術重大創新挑戰
型學院，通過聚焦全球未來科技戰略發展方向，匯
0到1”科技前沿問題，經歷密集的頭腦風暴後，找
所大學以及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學等全國 18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其他防疫物資。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性問題）+P/ESRT（入門級學生
聚並開放全球頂級導師及科技創新育人資源，面向
尋內心想要解決的原創性“大問題”。
人大附中、清華附中、深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研究訓練/增強式學生研究訓練
）
全球優秀大中學生，提供拔尖創新人才開放式貫通
據悉，學院總部位於南山區，基地則坐落於坪
圳中學、深圳外國語學校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培養，是深圳加快人才高地建設的重要舉措。
山區，建有開放智慧實驗室約 5,600 平方米，包括
等 30 餘所中學合作組建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學院重點面向三大前沿技術領域，即信息與智
微納米技術實驗室，生命健康實驗室、智能大數據
了創新教育聯盟。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放、穩定、安全。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階
能、生命與健康、微納與界面，持續跟蹤技術前沿
實驗室，機械裝配實驗室，未來電子實驗室，可持
學院為何選址深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
6
日介紹，
（
1年自主/創意
，
不限學科、全球導師）
發展趨勢，發掘不同時間周期的挑戰性問題，根據
續發展實驗室、未來教育實驗室等，供師生開展跨
圳？鄭泉水認為，深圳的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從 3主觀意願和實際能力將具備相應方面特長的學生和
月 4 日到 4 月 3 日，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鄭泉水
香港文匯報
學科交流探索。
創新生態非常好，有很多
目標：從學習者到自主研究/創新者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
1,827 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記者胡永愛 攝
導師進行匹配，從而實現不同層次創新人才的培養
願意為基礎研究投入的創
推進與高校學分轉化互認機制
內容
：ORIC（開放創新挑戰研究）
球。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渡難關。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體系。
新型企業，比如華為、大

據

245人入選零一學子及預科生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事實上，零一學院於
2021年春季便已開始招生，低調試水一年多，其間
舉辦了多期教學活動，吸引了數百名來自全國頂尖
大學和中學的優秀學生參與其中。截止目前，共有
245名學生經過選拔成為零一學子（大學生）和零一
預科生（中學生）。今年7月18日至8月6日舉行的
暑期學校，共有 200 多位創新少年，在“微納與界
面（Nano）”、“生命與健康（Bio）”、“信息與
智能（Info）”三大領域，面向重大挑戰性關鍵問題

中國科學院院士、零一學院創始院長鄭泉水表
示，中國下一個階段需要更多的顛覆性創新，即從
0 到 1 創新。零一學院正是希望探索做一些從 0 到 1
的顛覆性創新。他指，現時零一學院是個非學歷機
構，長遠則希望能夠納入學歷教育。“探索不參加
高考，直接頒碩士學位，給學生在高考之外，提供
新的選擇。”他認為，“高考是一個兼顧公平的評
價體系，但可以思考如何在保障公平的情況下，有
一個新的評價體系，讓創新的孩子能夠冒出來。”
據悉，學院正在推進與聯盟學校學分轉化的互
認機制，支持學生所在大學將零一學院所獲學分轉

◆深圳零一學院面向全球優秀大中學生
深圳零一學院面向全球優秀大中學生，
，提供拔尖創新人才開放式貫通培養
提供拔尖創新人才開放式貫通培養。
。

受訪者供圖

疆、騰訊、華大基因、比亞迪等。此前接受訪問時
他曾介紹，在“清華錢班”的大四學生有機會出國
研學 6-9 個月，一般都會去到全球一流高校，但
2016 級中有 9 個決定不出國研學，改去華為做挑戰
問題實習，證明中國已經出現了一些能夠讓學生們
留在這裏要去解決的大課題，這讓他充滿信心。

專家：可藉港深資源產學研結合
“深圳零一學院的出現，一方面可能將改變整
個國家工科人才的培養體系，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
用香港和深圳的優勢資源進行產學研結合。”深港
澳科技聯盟顧問張克科也非常看好零一學院等創新
型培養人才的模式。
張克科認為，在這個階段學生的學歷已經不是
最重要的標準。“這是一個將大學資源與社會、市
場對接的平台，對這些學生來說，最重要的是跟着
哪位導師做什麼研究，未來有什麼發展機會。”而
這樣的人才培養創新模式，接連在深圳出現，張克
科並不覺得奇怪。“深圳沒有內地其他城市大學沉
澱的包袱，同時深圳的發展也非常需要這樣不走尋
常路的創新型人才，可以說這是雙方雙向選擇的必
然結果。”

深 圳 新 增 四 家 創 新 型 機 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永愛

11月15日，包括深圳零一學院在內，共有四家創新型機構在深圳落地：

國際科技
信息中心
涵蓋科技文獻、
科學數據、科技
情報、高端智
庫、智能檢索等
服務的數智平
台。

深圳零一學院

深圳科創學院

新基石科學基金會

在清華大學錢學森力學班的實踐基礎上，
由深圳市委市政府發起、創建的一所公辦
創新型學院，通過聚焦全球未來科技戰略
發展方向，匯聚並開放全球頂級導師及科
技創新育人資源，面向全球優秀大中學
生，提供拔尖創新人才開放式貫通培養，
是深圳加快人才高地建設的重要舉措。

香港科技大學電子與計算機工程
系教授李澤湘，攜 20 多年科創
教育以及近百家硬科技企業包括
7 家估值過 10 億美元的獨角獸
企業培育與孵化的經驗，集合旗
下所有優質科創資源創辦的一所
全新機制的科創教育學院。

作為由騰訊公司發起設立的新型資
助基礎研究、純公益性基金會，是
深圳市招研引智的重大成果，也是
構建基礎研究多元化投入機制的有
益探索。基金會將長期穩定地支持
一批傑出科學家潛心基礎研究、實
現“從0到1”的原始創新。

高階

（6-9個月，全球頂尖大學/企業導師）
目標：參與解決重大前沿挑戰，對接未
來發展
內容：SURF（高年級學生研究員計劃）
，
基本落實去向，鼓勵提前畢業答
辯，鼓勵修習研究生課程

如何選拔
招生對象：



九年級至大學一年級
學生（此年齡段外表現極為優秀的學
生也獲納入選才）
，其必須為內生動力
（Motivation）
、開放性（Openness）
、勇
氣與毅力（Grit）
、智慧（Wisdom）
、領導
力（Leadership）五維度俱佳的學生。

評價標準：
根據申請人提交的報名材料和導學課
的學習狀況，零一學院評價專家將基
於五維評價體系進行多方式的綜合評
審（導學課學習觀察，面試部分學生）
，
邀請脫穎而出的同學進入零一暑校學
習。經歷暑校高強度集中科研項目學
習與實踐之後，通過展示和答辯，最終
將約有三分之一的暑校同學成為零一
學子。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胡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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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致榮訴說心內話 盼鳳山鄉親牽成
大選進入倒數，高雄鳳山區市議員選戰競
爭激烈，民進黨高市議員候選人蘇致榮推出新
的競選影片，有別以往身為壘球國手在場上大
殺四方的霸氣形象，此次影片走溫馨路線，除
細數近年為高雄體育界爭取的建設、政績，也
藉由影片向民眾訴說他的 「
心內話」，感謝民
眾一路支持，盼大選後他可以成為首位前進議
會的國手。
蘇致榮藉由發布競選影片跟所有鳳山鄉親
說 「
心內話」，他這一路走來，許多民眾給予
鼓勵與指點，也對他一路 「
牽成」，一點一滴
地累積起來都成為繼續打拚的動力，這也讓他
想到知名樂團滅火器歌曲中的歌詞 「
是恁牽著
阮的手，一步一步陪阮行」。
蘇致榮指出，他從小就是體育人，也受到
這片土地栽培，曾經不負期盼獲選壘球國手，
代表台灣出國征戰為國爭光，因此，為了讓高

雄體育環境有更好的發展，他先前擔任高雄市
長陳其邁的祕書時，協助市府完成 14 座運動中
心規畫設計並向中央爭取預算，更讓中華職棒
、SBL 超級籃球聯賽重返高雄、2 個職籃聯盟到
高雄設立主場等。
蘇致榮進一步指出，他出社會後，開始跟
著時任議員、父親蘇炎城一起穿梭鳳山大街小
巷服務民眾。他曾向政壇前輩請益，若身為地
方民意代表，不只要解決服務案件，更要監督
政府把政策、建設做好，讓市民安心生活，所
以他會承接父親良好服務經驗，加上自己拚勁
精神，為高雄、鳳山發展全力付出。
蘇致榮喊話，希望民眾集中選票支持 「
正
綠過半最關鍵 1 席」，選戰走到最後一哩路，
盼大家凝聚鳳山最堅定的力量，讓他進入議會
為民服務，並成為首位前進議會的國手。

綠營反提五問 蘇清泉：一切合法
車牌遭黏手機！男保養車子意外揭開恐怖犯罪還救了女兒
高雄一名 31 歲謝姓男子與前女友分手後，
竟偷在前女友的機車及其父親車上置放 GPS 追
蹤器，偷窺 2 人的行跡，犯行曝光後謝男遭到檢
察官起訴。橋頭地院審結，依犯無故竊錄他人非
公開活動罪，處拘役 20 日，得易科罰金 2 萬元。
可上訴。
判決書指出，謝姓男子與前女友因故分手，
卻為了得知前女友的行蹤，於今年 3 月間借來不
知情的郭姓友人之行動電話卡，插入自己的手機
中，將手機塞入前女友父親的自小客車車牌後方
，再藉由手機軟體偷窺前女友父親的行蹤。
同月間，謝男將 GPS 定位器裝設於前女友

選戰進入最後一周，屏東縣長競爭激烈，
繼國民黨候選人蘇清泉在公辦政見會上提出五
問之後，民進黨屏東縣黨部也不甘示弱，21 日
針對對方財產、醫院等相關問題，反問五題。
對此，蘇親自回應，一切依法公開，如有問題
，早就被打死了！
蘇清泉日前針對屏東社福相關政策提問，
屏縣府明明財務不錯，為什麼社會福利不做？
青年外流難道束手無策？六項交通建設全部跳
票？即使萬箭穿心也要指定接班？種樹百里造
成傷亡無數，選舉到了還快馬加鞭？
民進黨屏東縣黨部立刻反擊回問，從健保
署網站發現，蘇清泉所屬醫院平均每年從中央
領取健保補助近 20 億，其中不包含民眾自費、
長照安養收入，請問這與財產累積是否有關？
另外，蘇自 2012 年擔任不分區立委，從醫
院網站顯示，隔年醫院就升級為重度及急救責
任醫院，連帶健保給付也升級，是施了魔法？
還是忘了利益迴避？且這年大賺 3881 萬，有什
麼發大財的撇步？
加上這次參選，有沒有跟國民黨中央談好

條件，不管縣長選舉結果如何，都確保明年提
名不分區立委，這跟繼續維護事業有關嗎？最
後提問，屏東縣政府開源節流，還了 183 億負
債，蘇卻列了一堆花大錢的政策，難道想要債
留子孫？有想過錢從哪裡來嗎？
蘇清泉對此則反駁表示，過去所經營的安
泰醫院在 2007 年便已改制為社團法人，會成為
重度與急救責任醫院，皆是經過衛福部評鑑；
每年向衛福部申請的 10 多億元經費，並非健保
補助，而是醫療申請款，主要是用來支付員工
薪水、醫材、設備儀器等費用。
蘇清泉加重語氣地說，這些錢每季、每年
都須交付財報，且要經政府相關單位考核，
「
若真有問題，早就被打死了」，至於夫妻土
地、房產多是繼承而來，不過資產已比 4 年前
少了 4 億多元。
蘇話鋒一轉說，自己提的相關社福政見，
包括長輩、幼童免繳健保費，這部分新北、台
中及高雄早已在做，屏東只要少作放煙火的事
，其實相關社福是有能力來做的。

嘉義市長重行選舉訂於 12 月 18 日投票，藍
綠市長候選人的選戰行程持續推進，競選連任
的市長黃敏惠 21 日辦理藥事團體後援會成立大
會活動；民進黨市長候選人李俊俋繼續站路口
拜票；隨著本周末市議員及里長投票日逼近，
也加緊輔選黨提名的候選人。
黃敏惠競選總部 21 日舉辦藥事團體後援會
成立大會，有藥師、藥劑生及中藥商 3 大公會，
由黃敏惠一一授戰旗給嘉義市藥師公會理事長
林岫加、嘉義市藥劑生公會理事長林宜鋒、嘉
義市中藥商公會理事長吳見諦。
黃敏惠表示，感謝 3 大藥事公會與嘉義市政
府同心協力防制疫情，不僅參與實名制口罩、
快篩試劑販售，還擔負協助送藥到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的市民家中，實在令人 「
揪感心」。
黃敏惠還說，中央補助藥師、藥劑生對確
診者送藥到府服務，每名確診者 200 元，嘉義
市政府再加碼 300 元，共 500 元，這項補助金額
是全國最高，而藥師為居隔者送藥到宅，中央
沒有補助服務費，但嘉義市也全額補助 500 元
，更是全國唯一有補助的縣市，至今已服務超
過 9500 案，對協助防疫有極大貢獻。
黃敏惠也感謝中藥商業者能提供充足的中
藥材，讓有需要的民眾可以買到防疫相關藥材
，居家煎藥，她讚揚藥事人員們為嘉義市的防
疫做出巨大的貢獻。
李俊俋偕競選團隊持續站路口拜票之外，
21 日陪同西區市議員候選人許明對到頭港里、

嘉市市長選舉延後 黃敏惠李俊俋勤拜票

機車的前車輪上方，藉此透過 GPS 回傳的定位
功能，追蹤前女友的蹤跡與活動，全案直到前女
友父親將車駛至保養廠保養，才發現車牌後方黏
貼著手機，隨即報警處理，謝男則依違反妨害秘
密罪遭到橋頭地檢署起訴。
橋頭地院審後，法官認為，謝男僅因與前女
友有感情糾紛，未思理性溝通解決，竟為求掌握
前女友行蹤，而在前女友及其父親車上裝設可竊
錄非公開活動的裝置，已經侵害 2 人隱私，惟念
及謝男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無前科等情狀
，依犯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 2 罪，共處拘役
40 日，得易科罰金 4 萬元。可上訴。

選戰倒數 翁章梁、王育敏車隊掃街催票
選舉投票倒數，選將馬不停蹄掃街拜票，
爭取連任的嘉義縣長翁章梁 21 日出席智慧生鮮
物流園區重大投資案啟用活動，並陪同民進黨
提名的鄉長及議員候選人掃街；國民黨縣長候
選人王育敏則偕同黨提名議員候選人在海區車
隊掃街拜票。
翁章梁昨到大林出席 「
全日大林智慧生鮮
物流園區」啟用典禮，全日物流園區是全台首
座 BOO 公私協力，率先在嘉南平原興建約 4.4
公頃面積的 「
區域冷鏈物流中心」，投資金額
約 18 億元。
翁章梁表示，全日物流布建全國冷鏈，大
林園區的特色是 「
低溫倉儲」、 「
預冷催熟」
、 「
截切加工」與 「
分撥理貨」，可以因應產
銷調節需求，未來 「
嘉義優鮮」的農特產品要
外銷國際市場，將更有競爭力。
翁章梁隨後陪同溪口鄉長候選人孫維聰及

議員候選人劉雅文車隊掃街，下午到東石陪同
鄉長候選人柯登雅、議員候選人姜梅紅車隊掃
街，沿路有鄉親放鞭炮熱烈歡迎，正在大啖東
石鮮蚵的外地遊客也豎起大拇指熱情回應。
王育敏由立委翁重鈞陪同，與國民黨提名
、爭取連任的縣議員蔡信典，在布袋新塭車隊
掃街，蔡信典是好美里出身，車隊行經好美社
區，鄉親熱情放鞭炮迎接，高喊 「
凍蒜」。
王育敏向鄉親喊話，前內政部長李鴻源日
前親至布袋為王育敏助選，王育敏允諾希望有
機會將布袋打造成為荷蘭村，改善在地鄉親的
生活環境與增加收入。
隨後，王育敏與議員詹琬蓁、民雄鄉長候
選人林于玲一同至義竹鄉聖德宮參拜，祈求選
舉勝利，接著到翁重鈞故鄉義竹鄉掃街拜票，
盼鄉親們為她拉票、催票。

大溪里、劉厝里車隊掃街拜票，同時為 18 歲公

民權複決案催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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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保險自己上網 VS 找經紀人
找經紀人，
，孰優
孰優??
李淑惠以專業與助人著稱 受長者們肯定
。

(美南新聞休斯頓報導) 美國老人保險對長者們提供多項福利與保
障，在眾多保險公司中，各有各的長項，不同計劃有不同的優點，對
於密密麻麻的文字敘述，往往讓長者們一個頭兩個大，到底是自己上
網處理老人保險?還是找保險經紀人服務?本報特別訪問在社區中以爽
朗與直言著稱的王女士，請她談談與老人保險經紀人的互動經驗，以
及她自己的選擇。
王女士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上，因為朋友的關係而認識萬德福保
險的李淑惠經理，知道她做老人保險，所以就聊起來，相談甚歡之後
，就慢慢開始合作。
自己上網與找保險經紀人差別何在?
王女士的英文程度非常好，自己上網看英文的保險計劃完全沒問
題，但她還是請李淑惠當保險經紀人，問她為什麼，她表示:李淑惠人
很熱心，服務品質非常好，無論保險相關的什麼事找她，她都能幫忙

王女士指出，找服務好的保險經紀人會方
便非常多，不同保險公司有不同的計劃，需
要做綜合性的比較，但是每個保險公司的計
劃都很繁複，即使英文很好，能夠看一、二
家保險公司，但不可能把所有保險的計畫都
看完，找一個服務好又專業的保險經紀人，
可以聽取專業的建議、並做綜合比較，這樣
會輕鬆很多。
同時，有專業人士的經驗與建議，萬一遇
到狀況時，也比較容易處理，有專家的指導
與幫助，能在最快的時間內做好決定，不會
在緊急時刻還浪費時間。
據王女士的了解，李淑惠做老人保險經紀
人，當初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希望能夠幫
助更多老人，尤其是對許多英文不好的長輩
幫助很大，李淑惠以往常常會去老人公寓、
老人中心看那邊的長輩需要什麼，為他們做
解說與服務。熱忱而專業
在李淑惠幾年的服務之下，王女士對李淑
惠的專業與熱忱相當肯定，每年會聽取李淑
惠對新一年計畫的介紹。同時，李淑惠會協
助填表格，幫忙申請。王女士說，有一年在
跟李淑惠聊天的時候，偶爾談到王女士與先生收到 OTC 寄來的包裹
不完整，李淑惠立刻熱心的幫忙寫信給保險公司，雖然日期已經過了
，但是在她的幫忙之下，東西很快就補齊了。
另外一個例子是，對於很多老人家來說，牙保非常的重要，過去
王女士曾經對某家老人保險公司的牙保不滿意，也請李淑惠幫忙把建
議轉告給保險公司，聽說這個公司之後就換了牙保的網絡。對保險公
司而言，有管道聽取客戶的心聲非常的重要。
李淑惠很在乎客戶的意見與想法，也會幫忙傳達建議給保險公司
，做了很好的橋樑工作，讓保險計劃能夠更符合長者們的需要。
先考慮客戶的利益
李淑惠的服務作風體現在誠懇、及信任程度上，她總是先考慮客
戶的利益 ，以他們的健康狀況來衡量，與客戶溝通後，會根據客戶綜

合的情況，給幾個建議方
案，然後與客戶一起找最
適合的。
每個人的身體狀況不
同，有些人不太吃藥，有
些人可能有一些慢性疾病
，需要長期吃藥。而每個
人的經濟狀況也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 HMO，有些人
比較青睞PPO。
就比較福利來說，一
般而言，HMO 的福利比較
多，但是網路比較窄，看
專科醫生要經過家庭醫師
推薦，比較不自由。然而
，有些人如果與家庭醫師
比較熟，打一通電話即可
，也不是太麻煩。李淑惠
會推薦給客戶比較大的保險公司，萬一需要找專科醫生的時候，會比
較好找。
多種保險計畫適合長者們
李淑惠表示，不同健康狀況的長輩們適合不同計畫，長者們要根
據實際需求來選擇保險計畫。您在尋找沒有月費的老人保險? 條件優
惠的牙保? 低自付額卻有廣大醫師網的計畫? 還是福利優厚的保險計畫
? 萬德福保險代理十多家知名保險公司，您要找的計畫，我們都有!
李淑惠專精的服務項目包括: 老人保險 Medicare、人壽保險、長
照保險、年金。代理多家知名公司。
今年的老人保險註冊開放期到 12/7 止，萬德福保險公司特別安排
講座詳解2023年老人保險計畫，也有提供一對一服務，歡迎預約。
連 絡 電 話 是 281-758-9152， 832-538-0455 或 wonderfulsuelee@gmail.com。微信和 LINE 的 ID 是 kpc2056(如果無法加微信/
Line，請直接打電話)。若使用 AT&T 家庭電話無法撥通者，請改用手
機打。
地址: 9600 Bellaire Blvd., #129, Houston, TX 77036 (新搬家至王
朝廣場古董店後面)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 5位客戶中就有4 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 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12 月 15日前報名投保。

新的法例 。 更低費用 。 更多人合資格 。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