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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城治安惡化，
墨西哥城治安惡化
，今年多次發生記者被殺事件
今年多次發生記者被殺事件，
，引發社會震驚
引發社會震驚。
。(路透社
路透社))

墨犯罪率急升 美國務院發布
美國務院發布旅遊警告
旅遊警告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發布
最新墨西哥旅遊禁令，提醒近期計
劃前往墨西哥聖地坎昆、洛斯卡波
斯旅遊的美國民衆，需格外小心人
生安全問題，這兩處旅遊勝地今年

暴力犯罪、謀殺率急劇增高。
美國國務院發出最新墨西哥旅
遊禁令，警告提醒所有美國民衆，
若是近期有計劃前往墨西哥坎昆
（Cancun） 、 洛 斯 卡 波 斯 （Los

Cabos） 旅 遊 的 民 衆， 需 特 別 注 意
人身安全，儘量把旅行計画延遲。
聲明中表示，往年類似於坎昆
旅遊聖地並不存在與毒品有關的暴
力犯罪，但今年不少旅遊聖地犯罪

率急劇增加，犯罪行為比往常更為
嚴重，甚至不少無辜民捲入犯罪集
團之間的槍戰中，成為了犧牲品。
今年一月在坎昆市中心的一家
夜店，有 5 名民衆遭遇槍戰殺害，8

月份有三名民衆在洛斯卡波斯
（Los Cabos）著名海灘被槍殺，根
據洛杉磯時報，預計今年墨西哥謀
殺案件總算是 20 年以來最高，墨西
哥的毒品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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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您的人壽保險
實現更多可能
人們購買人壽保險主要是為了保護心愛
之人。但您知道嗎，人壽保險還有許多
其它用途。

生前福利：
• 補充退休收入
• 具備現金價值，可用於實現其它財務目標
• 可用於支付特定病症的相關費用，
或獲取生前福利

我們的人壽保險，能夠在您最需要之時
提供幫助。

我們卓越的中文理財
代表團隊精通雙語，
無論您處於人生的
哪一個階段，都可以
協助引導您，為您客製
符合您需求的計劃。
Jimmy Woo
胡烱洪
分行總經理

Alice Chen
譚秋晴
分行副總經理

Monita Kuan
管玉琴
分行副總經理

如欲瞭解詳情，AIG Financial Network
10111 Richmond Ave, Suite 200
請今天就
Houston, TX 77042
與我們聯絡。 aig.com/chinese
800-899-5069

AIG Financial Network 是American General Life Insurance Company (AGL) 的銷售及經銷單位，也是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AIG) 的成員公司。保單簽發公司負責保險產品之財務責任。
為方便您參考內容，本文件已由英文版本翻譯成中文版本。所有投保申請及所有可能核發的保單或合約均僅以英文撰寫。您可以要求獲得本文件的英文版本。若有任何差異，均以英文版本作為正式
文本。 This document has been translated from English for your convenience. All applications for coverage and all policies or contracts that may be issued are written in English only. You may request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If there is any discrepancy, the English version is the official document.
AGLC110957-CH-SouthernChineseDailyNews ©2017 AIG. 保留所有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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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聯合阿拉伯國家抹黑 卡達驅逐查德外交官

（綜合報導）沙烏地阿拉伯、聯合阿拉伯大公國
塞內加爾本周也召回駐卡達大使，三個月前塞內
、埃及和巴林月前指控卡達支持恐怖主義，並且宣布 加爾就要求大使回國，希望能促使這場外交糾紛以和
和卡達斷交，卡達則完全否認這些指控。
平方式解決。
查德近日也指控卡達企圖透過其鄰國利比亞、顛
雖然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卡達都在 2011 年，幫
覆查德情勢，因此周三要求卡達外交官在 10 天內離 助叛軍推翻前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Muammar Gaddafi)
開，但查德並沒有提供支持這項指控的證據細節。卡 ，但兩國為了爭奪利比亞利益，現在陷入糾紛中。格
達外交部表示查德這項決定顯示，該國加入了用黑函 達費垮台後大量利比亞的武器流入激進伊斯蘭教組織
抹黑卡達的政治行動，意圖加入這些圍攻國(指的是 4 的手中，使得他們得以撒哈拉沙漠到中部蘇丹草原地
個和卡達斷交的阿拉伯國家)，為得是非常明顯的原 區的軍事基地和人民。
因。

與北韓密切的陸企業 將被日列入資產凍結對象

（綜合報導）日本共同社獨家報導指出，日本
政府相關人士 24 日透露，政府為對試射洲際彈道飛
彈（ICBM）等強行開發核武、導彈的北韓實施單
邊制裁，決定把包括中國及非洲南部納米比亞的 6
家企業及 2 名個人新列入資產凍結對象。
日本政府認為這些企業及個人參與進口北韓煤
炭及接收北韓派遣的勞務人員等。日本將在 25 日的
內閣會議上正式通過決定制裁案。包括聯合國安理
會決議的部分在內，日本的制裁對象將擴大到 72 個
團體和 81 名個人。

報導指出，美國 22 日宣佈，將與北韓進行煤炭
貿易的中國企業及與石油產品出口相關的俄羅斯人
經營的企業等列入追加制裁對象。日本希望與美國
採取統一步調以截斷北韓的資金來源，但恐遭中國
的強烈反對。
日本政府對北韓的單邊制裁中，資產凍結對象
的括：（1）參與核武導彈計劃者；（2）包括煤炭
在內的礦物貿易參與者；（3）北韓籍勞務人員海外
派遣參與者等。

意外或兇殺？黛妃去世前曾預言自己將會死於重大事故

瑞士爆發土石流 8人失蹤

（中央社）瑞士東南部的格勞賓登州
（Graubunden）23 日發生土石流，多個村
莊居民被迫緊急疏散。瑞士警方 24 日表示
，目前共有 8 人失蹤，分別來自德國、奧
地利和瑞士等國。
靠近義大利邊境的瑞士小鎮邦多
（Bundo）23 日早晨發生土石流，格勞賓
登州警方在聲明中表示： 「該州的布雷加

利亞（Bregaglia）山谷，有 8 人在發生土石
流時失蹤，至今尚未尋獲。」
據當地媒體報導，約 400 萬立方公尺
的土石滑落村莊，導致村莊周圍的民房和
基礎設施慘遭破壞，當局派出直升機救援
被困的遊客和居民，已疏散了約 200 人。
早在 6 月，該區就已監測到異常地質
活動，2 個月後果然發生土石流。

最危險工作 俄外交官9個月6死

（綜合報導）今年為黛安娜王妃逝世二十週年
，當年的致命車禍震驚全球，至今仍令人難忘。
TLC 旅遊生活頻道《黛安娜王妃之死》將探索黛安
娜王妃的人生，以獨家畫面講述這位 「人民皇妃」
的故事，同時帶來死亡悲劇陰謀論的新見解。
「人民王妃」黛安娜王妃美麗且具有親和力，
除了致力於人道活動、引領時尚風潮，更重新定義
身為皇室一員的意義，其魅力征服全球無數男女。
1997 年突如其來的一場車禍，卻讓黛安娜王妃不幸
去世，當時警方以死於八卦媒體 「非法殺害」結案
。
黛安娜王妃於巴黎中遇上狗仔隊追蹤，其後車
輛失控越過行車線撞向燈柱和石牆。（TLC 提供）
不過，這場意外卻疑點重重，曾有目擊人表示晚有
看見一台白色車子與黛妃乘坐的汽車擦撞，甚至有
人說其駕駛亨利保羅是英國情報局的線人，黛安娜
王妃也於生前預言自己一定會死於重大意外，且將
背後主謀指向情報局軍情處！究竟是場意外還是預
謀好的凶殺案？
1981 年黛安娜王妃與威爾斯王子在於聖保羅大
教堂完婚，全球有 7.5 億人透過電視觀看婚禮直播。
不過看似一段王子與公主的故事，卻沒有一段好的

結局，黛安娜王妃於婚前就已經知道威爾斯王子與
現任王妃卡蜜拉藕斷絲連的感情，再加上皇室光環
所帶來的巨大壓力，黛妃曾飲食失調、患有憂鬱症
甚至是自殺。與威爾斯王子離婚後，黛妃有過 2 段
情，先是哈斯納特漢醫生，交往 2 年卻因哈斯納特
漢醫生無法扛下龐大的輿論壓力而告吹，接著是與
哈洛德百貨少東多迪法伊德在一起，但卻也為了閃
避狗仔的追蹤拍攝，車子失控越過行車線撞向燈柱
和石牆而身亡。
不過，現場卻是疑點重重，先是沿路的拍攝相
機都故障，緊接著又有目擊者爆料，曾看過有一台
白色車子與黛妃的車有擦撞，警方也於黛妃的車上
也驗出該顏料，但就在一切看似明朗的情況下，該
車子的所有駕駛者卻被發現於車內放火並舉槍自戕
，可疑的是，車內也沒有發現手槍甚至採不到足夠
DNA 來辨識死者；此外，警方甚至說是當時的駕駛
者亨利保羅酒駕，更有人推斷亨利保羅是英國情報
局軍情處的線人！不僅如此，連黛妃去世前，都曾
經留下紙條表示自己將會死於重大意外，並且是由
軍情處的人所執行的，更將幕後主使人的矛頭指向
威爾斯王子！攝影相機的故障、白色車子、軍情處
…，究竟黛妃之死是場意外還是預謀好的凶殺案？

（綜合報導）現年 62 歲的俄羅斯駐
蘇丹大使希林史基（Mirgayas Shirinskiy
），被人發現陳屍於其位於蘇丹住所中
游泳池，據當地警方指出，其死因是溺
斃，對於這離奇死亡案件，俄國近 9 個
月來已有 9 名知名政治或外交人士死亡
，包括 6 名外交官。而根據統計這 8 個多
月以來，包括希林史基在內，俄羅斯已
經出現 4 名駐外大使死亡。更有媒體指
，俄國外交官堪稱世上最危險的工作之
一。
希 林 史 基 （Mirgayas Shirinskiy） ，
據當地警方指出，其死因是溺斃，但俄
羅斯官媒報導卻表示，希林史基死於和

心臟病發一樣的症狀，醫生到場搶救無
效。 這 8 個多月以來，包括希林史基在
內，俄羅斯已經出現 4 名駐外大使死亡
。其他 3 人包括了去年在安卡拉遇刺身
亡的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卡洛夫（Andrei Karlov）、今年初被發現陳屍雅典住
處 的 俄 國 駐 希 臘 領 事 馬 拉 寧 （Andrei
Malanin）和心臟衰竭身亡的俄羅斯駐印
度大使卡達辛。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CNN）指，去年 11
月起至今算來 9 個月，已有 9 名俄國外交
或政治人物死亡，其中 6 人為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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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暗殺行動 北韓聘前蘇聯KGB任軍事顧問
（中央社）日媒《朝日新聞》報導，北韓
消息人士指出，北韓最近聘請蘇聯瓦解時的蘇
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要員們擔任軍事顧問
，此舉乃為對抗美韓謀劃中的暗殺北韓最高領
導人金正恩之 「斬首作戰」行動。
該消息人士指出，北韓今年 2 月招聘約 10
名曾任職於 KGB 的恐攻鎮壓作戰部門的職員到
平壤工作，請他們訓練在金正恩身邊執行警護
工作的護衛司令部人員，進行有關事前察覺、
恐攻鎮壓的軍事訓練。

北韓尤其關心他們對於美國使用最尖端武
器進行暗殺的防衛對策。北韓手上未持有美國
在葉門、阿富汗等地使用無人機殺害要人的相
關資料，對於駐韓美軍擬於明年初部署的 「灰
鷹」(Gray Eagle)無人機十分警戒。
對於駐韓美軍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創設
專門處理北韓人員資訊的部門也抱持高度警戒
，因此希望能從這批專業人士身上學些取締恐
攻的方法等，以加強護衛司令部的能力。

謝長廷宮崎訪觀光鐵道 盼阿里山森林鐵早日重生

（中央社）駐日代表謝長廷 23 日在熊本市
出席第三屆台日交流峰會後，24 日轉往宮崎縣
高千穗參觀了因颱風受損廢線後，地方上努力
維持的觀光鐵道 「天照大神鐵道」。他感嘆道
，希望同樣因颱風受災停駛的阿里山森林鐵道
也能早日重生。
高千穗天照大神鐵道位於 2005 年停駛的舊
高千穗鐵道上，現在行駛著沒有車頂、車窗的
「陽春小火車」。僅一節車廂的小火車行經大
大小小的隧道，抵達號稱日本最高的火車鐵橋
「高千穗鐵橋」時，還停在鐵橋上讓乘客欣賞
大自然絕景，體會一下離河面 105 公尺高的感
受。
謝長廷表示，此行讓他看到高千穗地區如
何用心維持當地特色與經濟命脈，包括地方上
靠自己的努力，讓廢棄的鐵道重生，變成具吸
引力的觀光鐵道，值得台灣學習。

謝長廷說，台灣的鐵道也做得不錯，但也
可以和日本互相學習，像九州七星號觀光列車
推出環繞九州的套裝行程，雖然票價高仍然一
票難求，九州和台灣大小差不多，台灣也可以
發展環島列車套裝行程。
台灣也要努力加強觀光條件增加觀光商機
，主要必須開拓各縣市的觀光產業，包括完善
交通接駁、多語言服務等。還有許多日本友人
都表示希望阿里山森林鐵道早日重新通車。
針對 「台日觀光逆差的問題應如何解決？
」之提問，謝長廷表示， 「日本人不常出國，
護照持有率不到 3 成，不僅對台灣，對其他國
家也都是觀光逆差，這是結構性的問題。」
他建議，日本政府應該鼓勵日本人出國，
例如護照申請費用太高(18000 日圓)則由政府補
助一部分，也可以補助航空公司等，否則觀光
逆差太大不利航線開拓與維持。

被迫接受印度統治70年 喀什米爾學生縱火抗議

（中央社）位於印度巴基斯坦與大陸交界處 （23 日），在印控喀什米爾地區南部阿南納塔
的喀什米爾，居民多半是伊斯蘭教徒，依照當年 格（Anantnag）一所學院，激動的學生們打斷了
英國結束對南亞次大陸殖民前的蒙巴頓方案，該 一場由喀什米爾警方發起的體育活動。消息人士
處應該加入巴基斯坦，但當時喀什米爾邦的統治 透露，當天活動包含升旗環節，在印度國旗升起
者自己是印度教徒，選擇迎來印度政府，結果導 後，學生們陷入暴怒，隨後在校園裡與員警發生
致喀什米爾有超過一半的地區和人口自從 1947 衝突。學院院長達爾（AM Dar）表示， 「活動
年以來，70 年都受印度統治，不少當地民眾對 開始後不久，學生們很快變得暴力，他們向台上
此不滿，爭取加入巴基斯坦或獨立，但遭到印度 和帳篷放火」。
殘酷血腥的鎮壓，結果民眾並沒有因此就畏懼低
據報導，學校方面曾要求警方不要在教學時
（中央社）越南外交部今（24）日指出，臺灣在南沙群島太 ，為區域和平、穩定與航海 頭，於是一場簡單的升起印度國旗儀式，也引來 間舉辦活動，因為這會涉及到法律與秩序上問題
。不過院長否認過程中學生把印度國旗給燒毀了
平島進行實彈射擊演習，此舉是侵犯越南主權的行動，越方對此 安全造成威脅，使南海（越 當地學生的縱火抗爭。
據《印度斯坦時報》報導，當地時間週三
的傳言。
堅決反對。不過越方未說明演習具體時間。
稱東海）緊張局勢加劇。越
中央社報導，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黎氏秋恆以問答形式聲明指 南再度堅決反對並要求臺灣
島及其海域享有國際法的權利。
出，越方具有足夠歷史和法律依據，可證明對西沙和南沙兩個群 方面不讓類似行為再度發生。
根據環球網報導，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則表示，南沙
島（越稱黃沙和長沙）擁有主權。
對於南海議題，中華民國行政院及外交部多次發表聲明，無
黎氏秋恆指出，臺灣多次在隸屬南沙群島的太平島（越稱巴 論就歷史、地理及國際法而言，南沙、西沙、中沙與東沙等群島 群島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中國人有義務維護好祖
平島）周邊海域進行實彈射擊演練，嚴重侵犯越南對群島的主權 及其周遭海域均屬中華民國固有領土及海域，中華民國對 4 個群 產。

太平島實彈演習 越南抗議 大陸：兩岸維護好祖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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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媒虧美軍艦橫行慣了 還曾叫燈塔讓路

（中央社）美國海軍 「馬侃號」導彈驅逐
艦於 8 月 21 日早上，在新加坡海域與一艘商船
相撞，造成 10 名美國船員失蹤，另有 5 人受傷
。此次船舶碰撞事故是兩個多月以來，美國海
軍第七艦隊在太平洋海域發生的第二次撞船事
故，美國軍艦為什麼事故不斷？
根據環球網報導，大陸軍事專家金一南指
出，早在 1995 年 10 月，加拿大政府就披露，該
國的紐芬蘭海岸管理人員與美軍軍艦的真實無
線電通話抄本。
當時加拿大方面連續警告美軍軍艦， 「請
你改變航向，朝南 15 度，以避免碰撞。」美軍
回答： 「建議你改變航向，朝北 15 度，避免碰
撞」。金一南形容，老子不改，要改是你改。
美軍還特別強調， 「這是美國海軍軍艦的
艦長，我再說一次，加拿大方面改變你的航向
。」加拿大方面也很強硬，說 「改變你的航向
」。
報導說，美國的回答非常尖銳： 「這是美

國海軍林肯號航空母艦，美國大西洋艦隊第二
艦隊，我們與三艘驅逐艦、三艘巡洋艦及多艘
支援艦同行，我要求你改變航向，朝北 15 度，
我再說一次，否則我們將采取反制措施，確保
本艦隊安全。」
結果加拿大方面回答: 「這裡是燈塔，請你
改變航向。」
報導表示，後來鬧出一個很大的笑話，這
是燈塔，你不改變航向撞上來了，美國人根本
不容加拿大方面說清楚，你改變航向，不是我
朝南 15 度的問題，是你朝北 15 度，你讓我，我
不讓你。
金一南指出，美國人這種心態幾乎讓一個
航母艦隊撞上燈塔，這就完全超出了海軍操作
規程和航海常識了，兩船相遇，你必須讓我，
我是美國海軍。
問題發生在哪裡？金一南認為，船艦操作
者有很大問題，美國人耀武揚威太厲害了，忽
視很多兩船相遇避免碰撞的規則。

（中央社）中共解放軍年度在內蒙古朱日
和的 「跨越」系列演習，已在 23 日上午展開。
陸媒報導，這是中共陸軍部隊重塑重組後，首
次進行合成旅基地化訓練。
解放軍報客戶端今天報導， 「跨越—2017
•朱日和」是今年中共陸軍直接組織的合成旅
基地化演習，加速重塑陸軍新型訓練體系。
集團軍指揮組組長、副軍長趙宇說，針對
部隊新的編成，演練方式上更加注重適應性、
試驗性和研究性，突出聯合作戰背景和新型作
戰力量運用， 「將最大限度貼近實戰」。
觀察者網報導推測，可能是因為中共軍改
和建軍 90 周年閱兵 7 月 30 日在朱日和基地舉行

，今年的 「跨越」系列演習特別晚。
報導說，今年參與演習的合成旅長期駐紮
於遼西走廊，目前轄有 4 個合成營，除了傳統
的 3 個裝步連，還整合突擊車連、火力連和支
援保障連等單位；旅內還轄有 1 個混合炮兵營
，整合 122 毫米榴彈炮、122 毫米模組化火箭炮
和 HJ-9 重型反坦克飛彈等支援力量。
此外，新型合成旅還首次編制偵察營和作
戰支援營，強化旅級戰術兵團的戰場監控能力
和持續作戰能力。
去年 「跨越－2016•朱日和」在 7 月展開
，為期 3 個月。報導未指出今年演習的結束時
間。

共軍朱日和演習展開 陸軍重組後首次

中共強拆佛寺 流亡藏人：宗教打壓加深

（中央社）中共當局去年至今強拆四川甘孜喇榮佛學院、亞
青寺等藏傳佛教重要寺院，最近更公布將派駐幹部任佛學院長。
流亡藏人扎西慈仁今天表示，這都顯示中共持續加深對藏人的宗
教控壓。
定居台灣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長扎西
慈仁今天上午對中央社記者表示，西藏經歷 1959 年解放軍鎮壓
後，藏人宗教信仰自由被嚴重打壓，色達喇榮佛學院是藏人社會
中少數仍保有宗教修學自由的大型佛學院。
他表示，西藏歷史上，佛寺住持、佛學院院長都是由高僧或

陸同性性侵頻傳 男性竟非強姦受害對象
（中央社）中國大陸近來頻傳同性性侵案件
，但大陸刑法仍未將男性納入強姦受害對象，只
能對加害者處以刑度輕的強制猥褻罪。即便如此
，直到 14 日，大陸才有第一起男性因 「強制猥
褻」同性被判刑案例。
張亮（化名）和王偉（化名）是陜西西安某
校大學生，張亮以幫忙試褲子為藉口，要王偉來
宿舍找他。
張亮在宿舍向王偉求愛未果後，先以語言威
脅，接著強行與王偉肛交。王偉事後報警，並前
往醫院檢查，被診斷為肛周及肛管軟組織損傷。
法院認為，被告人張亮違背他人意志，以脅
迫的方法強制 「猥褻」他人，其行為已構成強制
猥褻罪。張亮自願認罪，如實供述其犯罪事實，
依法可以從輕處罰，被判有期徒刑兩年。
中國大陸直到 2015 年 8 月 29 日才修正通過
刑法第 237 條，將強制猥褻罪的對象由 「婦女」

傳承認證的高級修行者擔任
。從未發生沒有宗教信仰的
俗人控制佛寺，擔任佛學院
院長的前例。
扎西慈仁分析，中共自
2008 年頒布法令要求全面控制藏傳佛教寺院、管制西藏轉世制度
，目的都是為了控制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下一任人選。
他說，這一、兩年，中共以消防因素為由強拆僧舍、驅逐僧
人，現在更派駐幹部擔任佛學院院長，已讓西藏最後一絲宗教信

改為 「他人」，將 14 周歲以上的男性納入強制
猥褻罪的保護對象，填補了同性性侵法律空白。
但修法近兩年，陜西這起案件竟然是男性性
侵被以強制猥褻罪判刑的全國第一起案件。
浙江澤大律師事務所律師程達群表示，目前
大陸男性遭遇性侵只能認定為猥褻，不能認定為
強姦。刑法雖然修法，使得男性遭受猥褻時同樣
有法可依。但強姦罪的受害對象限於女性，並不
包括男性。
報導指出，按照刑法規定，強制猥褻罪只能
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有惡劣情節的，
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這與強姦罪 3 年起跳到最
高可處以死刑，仍有很大的差距。
中國大陸刑法第 236 條規定， 「以暴力、脅
迫或者其他手段強姦 『婦女』的，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姦淫不滿十四週歲的幼女的，
以強姦論，從重處罰。」

仰自由蕩然無存。
扎西慈仁指出，宗教信仰是藏人的生命依歸，寺院更是藏人
的社會核心，一個完全沒有宗教信仰的政權憑什麼控制，甚至管
理佛寺？ 「他們（中共）完全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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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 動商機 成功起點
賺 到未來 攜手同行

誠懇的態度 專業的服務
．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ﬃ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總行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713-771-9700

糖城分行
3508 Highway 6 South
Sugar Land, TX 77478
713-272-5028

布蘭諾分行
2304 Coit Rd.
Suite 600
Plano, TX 75075
972-673-0188

李察遜分行
奧斯汀分行
1131 N. Jupiter Rd.
11220 N. Lamar Blvd.
Richardson, TX 75081 Suite A100
972-301-5988
Austin, TX 78753
512-834-8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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