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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聯合國（UN）氣象組
織今天表示，去年世界所有地區都發生
了與水相關的極端災害，包括洪水和乾
旱；另有數以 10 億計人口面臨淡水供
應不足問題。

法 新 社 報 導 ，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WMO）在發布的首份年度 「全球水資
源狀況報告」（State of Global Water
Resources）中指出，2021 年地球上有
大片地區記錄到比一般情況更乾燥的情
形。

這份報告評估了氣候、環境和社會
變化對地球淡水資源的影響，以利更有
效管理這類資源。淡水資源供應有限，
但需求不斷增長。

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塔拉斯（Pet-
teri Taalas）表示： 「氣候變遷的影響通
常透過水來展現，包括更強烈也更頻繁
的乾旱、更極端的洪水、更不穩定的季
節性降雨，以及冰川加速融化等。這些
也在經濟、生態系統和我們日常生活的
各個面向，產生連鎖反應。」

「然而，人們對淡水資源的分布、

數量和品質的變化，仍不夠了解。」
目前全球約有36億人每年至少有1

個月無法獲得適量淡水。根據這份報告
，到了 2050 年，相關人數預計將上升
至超過 50 億。聯合國的研究顯示，
2001至2018年間，74%的天然災害都與
水有關。報告並指出，2021 年全球所
有地區都出現了與水相關、造成重大破
壞的極端災害，歐洲西部和南美洲的亞
馬遜（Amazon）地區都出現破紀錄洪
水，南美洲巴拉圭和巴西南部的河流水
位卻都降至歷史新低。

世界氣象組織：去年全球各區皆見水資源極端災害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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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邀請華亞裔社區人士在美南電視環球劇場攝影棚舉
辦台灣新情勢和美中台未來關係研討會，並透過美南電視、臉書
及YouTube做全球直播，期盼全球華人共同來關心未來中美台
關係之發展。

就在兩星期前，我們為了慶祝美南集團旗下美南國際貿易中
心在美國德州成立二十週年慶，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美國前勞工
及交通部長趙小蘭及多位美國眾議員，休斯敦市長特納、日本
、韓國、印度、巴基斯坦、安哥拉等十多位駐休斯敦之總領事
出席，這項盛會充分印證我們華亞裔在美國之主流地位。

各位社區領袖，我們大家來自海峽兩岸，我們把自己的青春
歲月貢獻給美國這塊土地，在座諸位在各行各業之成就，充分說
明我們是美利堅共和國之一分子，就如各位最近成立的華裔選舉
協會，一再表明對參政投票之重要性。

在我們每一個人之心中絕不會忘記自己的出生地，更關心家
鄉事，就如趙小蘭部長経常提到，我們要以華裔美國人為榮。

今天之座談，可能分為兩大主題，首先是請大家談談民進黨
在上週地方選舉之潰敗是否意味國民黨會重新執政。

第二是我們站在華裔美人之立塲，如何向美國政要、國會、

參眾院及北京、台北表達我們對海陝兩岸和平共處之殷切盼望。
各位先進社區領䄂，我們一定可以在美國發揮影響力。

台灣情勢和美中台未來關係台灣情勢和美中台未來關係

The Election In Taiwan And The Future RelationshipThe Election In Taiwan And The Fu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Today we invited leaders from the
Chinese Asian community to a seminar on
the new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the futur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at our TV studio and
produced a global live broadcast through
STV, Facebook and YouTube.

Just two weeks ago we celebrate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e were very honored to invite
Elaine Chao, the former Secretary of Labor
and Transportation, and many U.S.
government representatives,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Japan, Korea.
Angola, India and Pakistan consuls
general and business leaders attended the

Gala. This event really represented the
status of our Chinese Asians in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Our dear community leaders, we all
came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Most of us spent our whole lives and
contributed to both sides. Most of your
successful careers have become models
of our community. Just look at the recent
election when you organized the Chinese
Voters Association in order to advocate to
the people to go out and vote in the
election. But in our hearts, we will never
forget our birthplace. As Secretary Chao
always said, we are very proud as Chinese
Americans in this country.

Today’s discussion may be seen as
two topics. First of all, we want you to talk
about whether the defeat of Taiwan’s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last week
will lead to a KMT return to power in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second topic is how can we
express our willingness to promote the
peaceful co-existence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through our congressmen and the
U.S. government?

We will definitely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and influence and will send
our concern to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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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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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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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來臨
歐洲多國承諾緊急援助摩爾多瓦

綜合報導 約45個國家和機構21日在巴黎舉行會議，承諾向摩爾多

瓦提供數百萬歐元援助，因為人們越來越擔心烏克蘭局勢可能會進壹步

破壞穩定。

據報道，摩爾多瓦位於烏克蘭和羅馬尼亞之間，人口約250萬，很

大程度上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隨著冬季來臨，莫斯科將天然氣供應

削減約40%，大大損害了摩爾多瓦的電力供應，導致摩爾多瓦近來食品

和能源價格大幅上漲。

“摩爾多瓦嚴重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因此特別容易受到影

響，”壹位法國外交官在簡報會上說道。

此外，成千上萬的難民不斷湧入摩爾多瓦，該國人均接收的難民人

數遠超其他國家。

據悉，今年早些時候，在德國柏林和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

的捐助者會議上，歐洲多國分別為摩爾多瓦提供了 6.59億和6.15億歐元

的捐助。參與這些會議的官員表示，他們不是向摩爾多瓦提供直接的預

算支持，捐助中包含壹些重復的措施，比如向經濟直接註資和部分項目

融資。他們希望摩爾多瓦能通過新的援助來保障其電力供應，以及支付

收容數千名烏克蘭難民的費用。

東亞沙塵暴活動為何持續減弱？
科學家最新研究揭開謎團

綜合報導 近幾十年來，東亞沙塵暴

活動整體上呈減弱的趨勢，特別是經歷本

世紀初沙塵暴活動較為活躍的時期之後，

近20年來沙塵暴活動持續減弱。這是什麼

原因導致的？對未來有何影響？

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中科院

大氣所)發布消息說，該所科研人員與中

外合作者最新開展的壹項針對性研究發現

，東亞沙塵暴活動持續減弱主要關聯地表

風速、植被覆蓋、土壤濕度三大因素，其

中，地表風速減弱起主導作用，植被覆蓋

增加和土壤變濕也發揮關鍵作用。

這項沙塵暴活動變化及原因的重要研

究成果，由中科院大氣所吳成來副研究員

、林朝暉研究員聯合德國科隆大學邵亞平

教授、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劉小紅教授、中

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李瑩高級工程師等

共同完成。他們在中國“十二五”國家重

大科技基礎設施“地球系統數值模擬裝置

”上，利用團隊合作開發的風蝕起沙模型

(DuEM)，對2001-2017年東亞地表起沙通

量進行模擬試驗，最新研究揭示出近20年

來東亞沙塵暴活動減弱的原因，相關成果

論文近日在國際學術期刊《自然-通訊》

(Nature Communications)發表，模擬試驗數

據也同時發表於《科學數據銀行》(Science

Data Bank)上，供全球學者下載使用。

據論文第壹作者和共同通訊作者吳成

來介紹，沙塵暴是中國主要的災害之壹，

對國民生產生活活動和身體健康都有重要

影響。同時，沙塵氣溶膠作為地球系統的

重要組成部分，對輻射、冰雲、風塵堆積

和海洋碳循環均有重要作用。除了沙塵暴

的這些影響和效應需要關註外，其實沙塵

暴活動本身作為氣候環境變化的指示器，

也是認識地球系統演變的“壹面鏡子”。

過去沙塵暴活動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其未來將如何變化？這些都是廣受關註的

科學和社會問題。如果不厘清沙塵暴活動

歷史變化的原因，將很難對其未來的變化

趨勢做出準確預測。

吳成來表示，過去中國很多學者對沙塵

暴的歷史變化做了很多研究，這次研究是進

壹步進行定量化的分析，利用團隊開發的模

型，輸入最新的氣象數據和衛星遙感等資料

，對2001-2017年東亞地表起沙通量進行估

算，並通過考慮地表風速、土壤濕度、植被

覆蓋等單個因子變化的多組敏感性試驗間的

對比，量化出地表風速、土壤濕度、植被覆

蓋等不同因子對2001-2017年東亞沙塵暴活

動減弱趨勢的分別貢獻。

試驗結果表明，風蝕起沙模型很好模

擬出2001-2017年東亞沙塵暴頻次的年際

變化和減弱趨勢：相比於 2001 年，

2010-2017年東亞主要沙塵源區(北緯35-49

度，東經94-126.5度)的起沙量從3.08億噸/

年減少到2.02億噸/年，減弱明顯；從變化

的原因來看，沙塵源區上地表風速減弱、

植被覆蓋增加、土壤變濕均起到重要作用

，貢獻分別占46%、30%、24%。由此可

見，導致東亞沙塵暴活動持續減弱的因素

中，地表風速減弱起主導作用，而植被覆

蓋增加和土壤變濕也有關鍵作用。

此次研究進壹步表明，氣象要素變化是

導致近20年來東亞沙塵活動減弱的主要驅動

因子：近年來的風速減弱可能與全球變暖、

氣候系統年代際變化有關；植被覆蓋增加則

與地表氣溫增加、生態恢復工程等緊密相關；

而土壤變濕可能與降水的變化有關，但其原因

更為復雜。因此，預估未來沙塵活動的變化

趨勢需要同時考慮這些要素的綜合影響。

論文共同通訊作者林朝暉指出，這項研

究有助於深入理解和認識近20年來東亞沙

塵暴活動演變的原因及機制，同時也為未來

沙塵變化趨勢的預估提供關鍵的線索。

非洲留學生頻遭拒簽 加拿大被指種族歧視

近年來，非洲國家公民到加拿大留

學的簽證申請頻頻遭拒，壹些人甚至遭

拒簽超過五次。加拿大向來自詡文化多

元、移民政策開放，但近期壹份官方報

告承認，對非洲學生的高拒簽率顯露這

個發達國家的入境簽證系統沾染種族歧

視色彩。

“歧視”日顯
塞爾日· 努埃姆希，現年33歲，來

自喀麥隆，過去三年多來在魁北克大學

三河城分校攻讀生物學博士學位。法新

社17日援引他的話報道，“我碰到過壹

些被拒簽超過五次的人”，即使他們已

被加方高校錄取。

魁北克大學三河城分校在讀學生

近1.5萬人，其國際學生中非洲人比例

為 65%，為魁北克全省最高。校長克

裏斯蒂安· 布朗謝特說，校方發現“非

洲學生的留學簽證申請遭拒簽的比

例高至 80%”，這種情況“已持續幾

年”。

伊曼· 法赫米，醫生，來自阿爾

及利亞，申請了兩次才得以進入魁北

克大學三河城分校深造。盡管加方研

究項目主管積極招攬她加入團隊，簽

證官卻拒絕批準她的第壹次申請，理

由是所選項目“與她過往研究無關”

。她只好再次申請，等了 8 個月才獲

批。

她的研究導師、神經心理學教授馬

蒂厄· 皮什說，簽證事務部門“似乎對某

些學生的差異和背景缺乏理解”，校方

因而見過壹些“理由有點荒唐的拒簽”

，這不僅會影響學生學業，也會拖累教

師工作。

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身份

部 9 月底低調發布壹份報告，承認

加拿大國內和該部門內部存在種族

主義。

報告援引的聯邦政府數據顯示，魁

北克作為加拿大面積和人口大省，是對

非洲學生“拒簽率”最高的省份。2017

年至2021年間，非洲法語國家學生提交

的留學簽證申請大約70%遭到拒絕。作

為對比，來自法國、英國、德國的留學

申請卻“幾乎總是”獲得批準，通過率

接近90%。

“門檻”擡高
非洲學生被加方拒簽的理由之壹，

是不能提供充足“資金擔保”。

努埃姆希告訴記者，申請入讀加

拿大高校的非洲學生除了要支付不菲

學費外，還必須提供資金擔保，證明

自己有能力負擔在加拿大學習和生活

的費用。

在魁北克省，大學學費平均為每年

1.7萬至1.9萬加元（1加元約合5.3元人

民幣），最高可達5萬加元。

移民律師卡羅琳· 蒂爾科特-布呂萊

說，她代理的客戶中，“有出示接近

100萬加元資金擔保的案例，而簽證辦

理人員回復說，我們的客戶財力資源

不充足”。

在她印象中，簽證要求的資金擔

保額“有點隨機”，最終拒簽的理由

常常壹樣，即“擔心申請人畢業後不

會回國”。

事實上，加拿大不少地方面臨勞力

短缺問題，加聯邦政府近幾個月來發布

壹系列激勵政策，吸引留學生畢業後留

在加拿大工作。

9月報告中，加政府承諾改進對入境

事務人員的培訓，考慮新設壹個監察員

崗位以處理糾紛，並檢查備受詬病的簽

證申請處理軟件。

蒂爾科特-布呂萊對政府承諾采取改

進措施表示歡迎，但她強調，加拿大制

度中“系統性種族主義問題長期存在，

不可能壹夕之間解決”。

荷蘭地方法院裁決荷蘭軍隊
2007年誤炸阿富汗民居責令賠償

綜合報導 圍繞2007年壹場血腥轟炸，阿富汗無辜平民終於勝訴

——荷蘭海牙地方法院23日裁決，荷蘭軍隊誤炸民居，責令荷蘭政府向

涉案阿富汗平民進行賠償。

海牙地方法院當日公布案件裁決書。2007年6月，荷蘭軍隊與塔利

班在阿富汗中部烏魯茲甘省喬拉山谷(Chora)激戰，當地時間6月17日，

荷蘭軍隊向壹處院落投下至少7枚炸彈，致使約2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

事後四名幸存平民向荷蘭政府提起訴訟。

荷蘭國防部應訴時辯稱，被炸院落系“軍事目標”，塔利班藏身其中

向荷蘭軍隊發動攻擊，但裁決書指出，荷蘭軍隊實施轟炸的時間與塔利班

利用院落發動攻擊的時間相隔超過12個小時，根據荷蘭國防部向法院提交

的行動報告，當時荷蘭軍隊仍將這處院落視為“軍事目標”證據不足。

據此海牙地方法院裁決荷蘭軍隊違反國際人道法誤炸民居，荷蘭政

府須向涉案阿富汗平民進行賠償，同時駁回荷蘭政府有關“案件訴訟時

效已過”的訴請。

23日裁決公布後，涉案阿富汗平民的代理律師向媒體介紹，轟炸發

生在當地時間6月17日淩晨4點半左右，多數死傷人員當時都在熟睡；

她同時表示，對“軍事目標”和“民用物體”進行區分極為重要。

自2001年美國率北約聯軍發動阿富汗戰爭，這是荷蘭政府首次因阿

富汗軍事行動被問責，也是荷蘭司法機構首次對空襲轟炸劃定“國家責

任”；根據荷蘭法律，荷蘭政府可在三個月內提起上訴，明年海牙地方

法院將舉行聽證會確定具體賠償金額。

資料顯示，2007年6月爆發的激戰又被稱為“喬拉戰役”，造成至

少250名阿富汗人死亡，包括50至80名平民；另壹邊阿富汗政府軍有16

人死亡，荷蘭軍隊有兩人死亡，美軍有壹人死亡。

能源價格飆升
英國人燒柴過冬把壁爐買斷貨

綜合報導 由於能源費用飆升，越來越多的

英國民眾為過冬購買燒木柴的爐子，帶動壁爐的

銷量。供不應求之下，英國出現了“壁爐荒”。

據報道，英國4月到6月壁爐銷量同比猛增

40％；隨著天氣趨寒，壹些經銷商發現，有消

費者壹次購買多個壁爐。與此同時，壹些零售

商報告庫存告罄。由於生產商先前遭遇供應鏈

問題以及原料漲價，壹些型號的壁爐產量減少

，有的甚至最早要到明年夏天才能供貨。

此外，壹些五金店的電鋸銷量近期也持續

增長，這可能是因為客戶需要使用電鋸切割木

料。

英國財政大臣傑裏米· 亨特11月17日公布

秋季預算案，內容包括將通過縮減此前承諾的

能源補助等方式減少支出。依據《每日電訊報

》的說法，這個冬季，普通英國家庭平均每戶

年度能源賬單將超過3000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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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敦促國會緊急介入，以
避免鐵路工人罷工，警告若鐵路員工罷工將摧
殘美國經濟。

法新社報導，拜登要求國會動用鮮少使用
的立法權，強制採行9月間貨運鐵路公司和員
工敲定的初步協議。該協議敲定後，部分工會
後悔，又再揚言罷工。

拜登9月曾歡迎工會領袖至橢圓形辦公室
，慶祝達成臨時性協議，但現在看來當時是太
早慶祝了。臨時協議需要12個工會成員批准，
但有4個工會團體表示不支持。

拜登強調力挺工會的立場，但也說現在除
了強行通過協議，已別無選擇。

拜登聲明指出： 「我很明白地講，鐵路停
擺將摧毀我國經濟。沒了貨運列車，許多美國
產業將會關門。我的經濟幕僚表示，單單是在
罷工的頭兩週，就會有多達76.5萬美國人失業
，其中許多還是工會成員。」

根據美國鐵路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ailroads），若12月9日未能達成共識，這
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可能就會面臨近7000輛貨運
列車停駛，每天損失超過20億美元（約新台幣
619億元）。

拜登表示，他理解工會對協議中缺少病假
規定的憂慮，但說現在不是修補全國各職場普
遍問題的時候。

拜登說： 「我理解勞工的擔憂，但在這個
我國經濟的關鍵時刻，在假期季，我們不能讓
爭取勞工更佳條件的堅定信念，排擠勞工達成
的協商利益，還把這個國家帶入傷害重大的鐵
路貨運停擺。」

拜登敦促國會12月9日前盡早完成立法，
以避免鐵路停擺。

明年1月即將交棒的民主黨籍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Nancy Pelosi）表示，法案將於本週進
行表決，接著再送往民主黨保有優勢的參議院
。

避免鐵路工人罷工 拜登敦促國會介入

印度和美國軍隊今天在印度與中國爭議性
邊界附近的寒冷山區進行一項高海拔訓練演習
，此時雙方正設法處理和中國日益惡化的緊張
關係。

美聯社報導，在演習進行中，印軍自直升
機垂降地面，驅趕出室內的持槍歹徒，以展示
徒手戰鬥技巧。其他演練出動了嗅探犬和無人
拆彈車，並放出定向風箏以摧毀敵軍小型無人
機。

印軍准將韋瑪（Pankaj Verma）說： 「整
體而言，這是一次很好的學習經驗，是兩軍共
享的最佳演練機會。」

這項年度演習是在印度奧利（Auli）一帶
進行，這是位於印度北部北阿坎德省（Uttara-
khand）的一座避暑山城。參演美軍是第11空
降師第2旅部隊，至於參演印軍則編制在阿薩
姆兵團。

美印部隊聯合演習 鄰近中國邊界
根據初步估計，美國最大網購日 「網購星期

一」的銷售額可能達到創紀錄的116億美元，儘
管家庭預算因高通膨吃緊，但從睡衣到 AirPods
等產品的折扣，還是吸引買家按下購買鍵。

路透社報導，奧多比分析公司（Adobe Ana-
lytics）的預測估計，今年銷售額將比前一年高出
多達8.5%，達到116億美元。這樣的漲幅很大程
度可歸因於通貨膨脹，美國 10 月通膨率達 7.7%
，為自1月以來最低。

特爾西顧問集團（Telsey Advisory Group）
分析師費德曼（Joseph Feldman）說： 「如果扣
除近兩位數的通膨率，將得出持平的實際數據，
表現真的不算太糟。」

奧多比分析公司分析美國百大網路零售業者
85%的業績，來衡量電子商務的表現。奧多比與
萬事達卡（MasterCard）Spending Pulse預計將於
明天公布更新的網購星期一（Cyber Monday）消
費預估數字。

美國人忍了好幾週不為節日購物，希望能在
感恩節過後找到更低的降價折扣。自10月初以來
，零售業者推出優惠方案與折扣，吸引民眾掏錢
購物。

Spieckerman Retail零售諮詢公司總裁斯皮克
曼（Carol Spieckerman）說： 「購物者預期會有
更低的折扣，也較不輕易入手華麗商品，紛紛等

到假期旺季結束後才出手。」
達吉特網站（Target.com）今天打出廣告，

風火輪小汽車（Hot Wheels）玩具與節日裝飾品
的折扣多達40%，亞馬遜公司（Amazon.com）推
出高階手錶與飾品的促銷廣告，折扣達60%。

沃爾瑪（Walmart）與百思買（Best Buy）網
站也讓部分筆記型電腦與電視降價數百美元。

奧多比表示，整體而言，購物民眾可發現電
腦訂價折扣多達27%，幾乎所有其他類別的商品
折扣都可達兩位數，包括服飾、玩具與家具。

根據電商分析公司DataWeave提供的數據，
隨著通膨率處於數十年高點，許多種類商品的價
格上漲速度比促銷速度快，消費者仍必須忍痛掏
出更多錢購買搶手產品。

從感恩節到網購星期一這5天，奧多比估計
網購金額將成長2.8%，達到348億美元。網購星
期一是感恩節假期購物季最繁忙的日子之一。

由於美國部分地區天氣嚴寒，在黑色星期五
（Black Friday）到實體店與購物中心逛街的人潮
比一般來得稀少。

根據奧多比分析公司，去年，網購星期一的
銷售額下滑1.4%，主因零售業者提早推出節日促
銷，以避免在全球航運危機期間面臨產品短缺窘
境。

美網購星期一業績將創新高 可望達116億美元

中共南部戰區新聞發言人田軍里表示，美國海軍巡洋艦 「昌
塞勒斯維號」（USS Chancellorsville）今天未經中國政府批准，

非法闖入南沙島礁鄰近海域，南
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跟蹤監視，
並予以警告驅離。

據南部戰區微信公眾號消息
，田軍里表示，美軍行徑嚴重侵
犯中國主權和安全， 「是其大搞

航行霸權、製造南海軍事化的又一鐵證，充分說明美是不折不扣

的南海安全風險製造者」。
他強調， 「中國對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

權，戰區部隊時刻保持高度戒備狀態，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
南海地區和平穩定」。

美國勃克級飛彈驅逐艦 「班福特號」（USS Benfold）今年7
月也曾進入西沙附近海域。美國海軍當時稱，班福特號在南海地
區 「自由航行」，符合國際法。

共軍：美艦闖南沙島礁鄰近海域 警告驅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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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貶值 倒賣遊戲機成生意
綜合報導 據消息，日前，任天堂於

線上召開經營方針說明會，社長古川俊

太郎出席並表示，目前還沒有硬件漲價

的打算。

而在日本，眼下未跟風漲價的電子

商品幾乎已經是“鳳毛麟角”。包括蘋

果在內的諸多電子產品制造商此前已紛

紛宣布在日本漲價，以對沖匯率貶值的

影響——iPhone 的日元售價就上漲了

25%。

值得壹提的是，受新冠疫情對電子

產品供應鏈和全球物流行業的沖擊影響

，自從2020年底發布後，索尼PS5和微

軟Xbox Series等次時代遊戲主機，在全

球範圍內便壹直遭遇著供應鏈困境。許

多地區的遊戲機供應，本身就經常出現

壹貨難求的景象。而如今，日本市場的

“低價”策略，無疑進壹步助推了海淘

代購和黃牛倒賣的趨勢。

這些人通常會在日本市場以低價購

買遊戲機，並壹直持有在手中不急於出

售，直到尋獲利潤最大化的機會，例如

廠商發布壹款熱門的暢銷遊戲後，再加

價出售。

有行業人士就戲稱，索尼的PlaySta-

tion5在日本國內幾乎已成為了壹種“金

融資產”，人們購買它更多是為了轉手

獲利，而不是用來玩遊戲。

而當前隨著日元貶值，黃牛們的獲

利空間顯然正變得更為豐厚。以任天堂

的Switch OLED機型為例，這款機型目

前在美國的含稅價格為350美元，而在

日本的售價則僅為37980日元（約合268

美元），東京的黃牛們往往能以超過4

萬日元的價格轉賣出去，其中的差價就

是他們的利潤。

此外，索尼的PlayStation5在日本實

體店的售價約為5.5萬日元，但立刻就能

在東京池袋的壹家貿易公司以8萬日元

甚至更高的價格轉售出去。該公司表示

，其2020年的營收高達100億日元，主

營業務就是專門向日本國內以及中國大

陸、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新加坡和美

國等地銷售電子產品。

東洋證券分析師Hideki Yasuda指出

，套利是市場的壹種修正功能，暗示零

售價格對於潛在需求而言太低。自Play-

Station5發布以來，日本遊戲機領域的黃

牛市場就始終非常繁榮，因為這款遊戲

機的需求非常旺盛，最初甚至需要搖號

才能購買。

Yasuda稱，索尼和任天堂不提高國

內市場價格的決定，某種意義上也為黃

牛的生存獲利創造了空間，而他們的股

東失去了本應屬於他們的利潤。

因而，目前不少行業人士也懷疑，

遊戲機廠商在日本市場不漲價的決定，

是否能壹直延續下去。

分析師們的共識是，目前的商業模

式是不可持續的——早該修正了。隨著

倒賣活動導致遊戲機的供應鏈進壹步收

緊，並影響了硬件與軟件銷售之間的良

性循環，反而可能令三大遊戲機廠商面

臨更大的損失。

電玩雜誌出版商Famitsu 的發言人

Katsuhiko Hayashi 表示，整個行業都正

因此失去更多

潛在客戶。當

無法在正規渠

道購買到自己

想要的遊戲機

時，越來越多

的玩家可能會

開 始嘗試湧入

其他遊戲平臺

，比如PC端。

不過，日

元貶值的規模

和時間超過了

預期。如果日

元貶值的規模擴大，在亞洲生產後向日

本出口的盈利形勢會越來越嚴峻。據任

天堂披露的 2021-2022 財年業績報告顯

示，其多項關鍵財務數據出現下跌。

此前，任天堂財報顯示，截至9月

，今年公司季度營業利潤為 1187億日

元（8.09 億美元），高於去年同期的

1002 億日元。普遍估計的利潤為 1176

億日元。該公司上調了今年的凈利潤

預測，指出日元疲軟是壹個關鍵原因

，但維持其全年營業利潤預測為 5000

億日元。

印度出手整治電商虛假評價
規範電商運營環境

綜合報導 壹段時間以來，

印度電商網站虛假評價問題嚴重

，對消費者購物造成誤導，侵害

消費者相關權益。近日，印度監

管部門終於出手，規範電商運營

環境。

據報道，印度監管部門於本

周壹發布打擊電商虛假評價的新

指南。政府官員表示，上述指南

出臺後，監管部門不會立即強制

要求電商推行，而是希望相關網

站能夠自覺遵守。但如果仍無法

解決虛假評價的問題，政府便會

強制要求各網站落實該指南。印

度政府負責標準化事務的標準局

將對各網站落實檢查虛假點評的

情況進行監督。

目前，印度監管部門制定的

指南具體內容尚未公開。不過參

與新指南制定的業內人士透露，

新指南要求提高點評信息的透明

度和準確性，各大平臺被要求采

取6到8種特定機制驗證發布點

評的是否為真實活躍用戶，以避

免點評造假。隨著時間的推移，

僅僅為撰寫評論而創建的賬戶將

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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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性侵兒童犯罪者、“素媛案”

罪犯趙鬥淳本月底因租住地合同到期將搬家。報道稱

，其新住所距離當地壹所小學僅為300多米，引發當

時市民不安和擔憂。

據報道，趙鬥淳現居住地所屬的安山市市政府22

日表示，趙鬥淳目前租住房屋即將於本月28日合同到

期，此後將搬至3公裏外的另壹個社區居住。

報道稱，趙鬥淳現住所的房東此前曾強烈要求其

在合同到期後搬去它處，不繼續予以續約。此後，趙

鬥淳曾在本月初以其妻子名義租下壹處住所，但對方

在得知租客為趙鬥淳夫婦後立即毀約。本月17日，趙

鬥淳最終打聽到這所距原住所約3公裏左右的房子，

並再次以妻子名義簽下租賃合約。

《中央日報》表示，趙鬥淳即將搬去的地方與目前

居住地環境相似，距其300米左右的地方還有壹所小學

。由於趙鬥淳搬家壹事可能引發周圍居民的不安和擔憂

，安山市決定將部署在其現居住地的24小時巡邏哨所和

50個監控設備搬至其新家附近。同時還將在其新家周圍

增設100多盞路燈，並標記“安心回家”路標。壹位安

山市政府官員表示：“今後將密切關註情況，動員所有

行政力量，最大限度地減少市民的不安。”

據此前報道，趙鬥淳曾於2008年12月，綁架並以極

其殘忍的手段性侵壹位當時只有8歲的幼女，致其重傷

。趙鬥淳因此獲刑12年，服刑後於2020年12月12日出

獄。期間，趙鬥淳的惡行曾被拍成電影《素媛》，他的

殘忍罪行在電影中被進壹步揭露，引起極大憤慨。



香港瞭望 AA66星期三       2022年11月30日       Wednesday, November 30, 2022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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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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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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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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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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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加風
四起，繼兩電及巴士要加價後，今年7月才
加價的的士在不足半年內再向運輸署提出
加價申請。的士車行車主協會及的士小巴
商總會等市區的士團體透露，他們初步建
議起錶加6元（港元，下同），即由27元
增至33元，每次跳錶再加約2角，又稱短
時間內再次申請加價，只是想追回上次申
請加價時被減的約一半幅度。有立法會議
員指出鐵路擴張，影響了巴士等公共交通
工具營運，建議政府協助營辦商增加非票
務收入，如放寬車身廣告限制等。

建議起錶由27元增至33元
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吳坤成24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的士生意近日普
遍回復至以往約八成，機場多了乘客，但
陸路口岸未全面重開，不少長者及小童也
因疫情減少出外，亦少了家庭式乘客，而
行業過去一年因通脹及俄烏軍事衝突令燃
料成本上升，加上保費增加，已佔司機收
入逾四成，“保費現已失控，兩三萬元已
增至四五萬元，相當驚人。”而政府透過
“防疫抗疫基金”發放的2元燃氣補貼下
月底屆滿，令業界經營困難。

他表示，加價是業界主流意見，加幅
和細節仍在商討中，而上次申請加價經過

5年才獲批，今年7月才生效，加幅亦被減
約一半，稱短時間內再申請加價，只是要
追回上次申請加價的減幅。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周國強表
示，的士業界今日會約見運輸署提出加價
申請，初步方案是起錶加6元，但分兩年
實施，即明年及後年分別落錶加3元，短
中長途加幅或有不同。他指出，申請加價
程序一般需時兩三年，存在滯後，且上次
加幅較申請的建議幅度小，有需要再提出
申請，期望特區政府今次能加快進度，一
年內完成審批。

有的士司機亦覺加價太快
有巿民認為的士“加得有點快”，亦

有巿民表示諒解，“他們也有難處，都明
白嘅，無辦法啦，有需要就搭，無就唔
囉。”的士司機亦有不同意見，“我的
（咪）錶仍未改，24元都未改到27元，現
在再申請加價，不用加得那麼快，兩年後
再申請也不遲。”有司機則表示加價後乘
客會減少，車主亦會加車租，“但燃油費
真的貴了很多。”有司機就認為短途客可
承受的加幅或較大，“可以分短中長途客
有不同收費，拉勻加幅。”

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指出，
港鐵不斷擴充，已影響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營運，建議政府協助營辦商增加非票務收
入，同時應加大公共交通車費補貼，減輕
市民壓力，“在交通交匯處，如果有空間
是否可以容許公交營辦商出租做小賣店，
亦方便乘客買水、小零食，為他們創造租
金收入；又譬如車身廣告限制略為放寬，
令廣告價值可提升，車廠部分地方可否用
作商業用途，創造非票務收入？”

“香港新方向”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則
建議，政府可考慮將港鐵收取的收入，補
貼其他公共交通營辦商。

加完未夠半年 的士又申加價

國際燃料價格飆升，香港兩

間電力公司明年起狂加價近兩成

至四成半，市民苦不堪言。但環看鄰近地

區，香港電價貴絕澳門、深圳及台灣地

區，以深圳為例每度電 0.8 元 （港

元，下同），比港燈新電價低近六成。澳

門因為向內地買電，電價比香港平兩三

成。有立法會議員24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內地南方電網的電力零售

價格較香港便宜近一半，建議香港效法澳

門，向內地購買電力，以增加香港“電

源”，降低國際燃料價格波動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中電及港燈明年元旦起，電費分別按年上
調19.8%及45.6%，加價後中電平均每

度電1.544元，港燈更高見1.97元，消息一
出，市民、商家叫苦連天。然而，環看鄰近
地區電價較香港低，例如深圳平均每度電0.8
元，台灣更只要0.71元，均較香港便宜五六
成。

可降國際燃料價格波動風險
香港電價貴的原因，與香港發電主要使

用天然氣有關，但全球天然氣分別因俄烏衝
突及氣候等問題造成供應緊張，價格不斷飆
升，令發電成本增加，港人捱貴電。以中電
為例，天然氣發電佔整體48%，其龍鼓灘發
電廠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燃氣聯合循環發電廠
之一，主要燃料便是天然氣，利用內地西氣
東輸二線將中亞國家土庫曼豐富天然氣輸至
香港，另一來源則是海南的崖城氣田。由於
電力公司要減少碳排放量，中電將增加天然
氣比例，2030年提升天然氣使用率至50%以
上。

港燈的天然氣與燃煤佔比則各佔半數，
而其天然氣主要來自澳洲和卡塔爾，但澳洲
天然氣價格亦飆升，當地現貨天然氣價格今
年6月起出現破紀錄暴漲，從以往每千兆焦
耳10澳元批發價，跳升至380澳元，漲幅達
37倍。

受全球能源供應緊張影響，國際煤價亦
上漲。其中，美國煤炭價格至今年9月底便
飆升至每噸200美元以上，而港燈使用的燃
煤主要來自印尼，印尼亦擔憂當地電力供應
不足，今年1月曾暫停煤炭出口一個月，令
煤價上漲。

陸頌雄：應混合使用不同電源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24日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要減低巿民面對電費加價的壓
力，購買內地電力是可行的方法，“香港可
以買東江水，同樣可以購買南方電網的電
力，而且南方電網的電力零售價便宜香港近
一半，就算輸港貴些，相信也只是香港價格
的七成。”

香港過往曾討論過購買內地電力，但有
意見認為若內地供電網絡一旦出現問題，會
對香港造成影響，陸頌雄指出，目前內地電
網技術已十分成熟，供電穩定，且可研究輸
入合適的電量比例，“並非全部使用內地電
力，而是混合使用不同的電力來源，有香港
電力公司提供的電，也有內地的電，以減低
風險。”

他說，南方電網供電人口逾2億人，香
港只是一個700多萬人的城巿，就算購買其
電力也只佔一個適當比例，相信南方電網絕
對有能力向香港供電。

至於購買內地電力需投入資源鋪設高壓
電纜，他認為這只是一次性的投資，會對香
港巿民帶來長遠的好處，總好過兩電在利潤
管制協議下，興建電廠等設施的固定資產投
資愈大，就可以賺取更多利潤，最後只會將
成本轉嫁給巿民。

香港能引東江水 為何不用南方電？
兩電價格遠超周邊城市 議員倡購內地“電源”

內地不同省市地區的電價也有不同，
但總括而言遠比香港低，北京市電價按用
電量劃分，住宅用戶平均每度電為0.5413
人民幣（折合約0.6港元），廣州市每度
電則約為0.7港元。能源諮詢委員會前成
員、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24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增購內
地電力是其中一個方法，但亦要計算成
本，因為要增購內地電力，便需加設高壓
電纜，除鋪設電纜外，還涉及收地問題，
“以往（能源諮詢委員會等）亦有討論增
加輸入其他地方的核電，但睇過鋪電纜要
收回一些土地，而收地成本十分高昂，所
以是否可行，需要再計數。”

余遠騁認為，要減低發電成本，就有
需要在燃料採購上着手，如可“格價”購
入較便宜的偏遠地區液化天然氣，以船運
來港，“不同地區天然氣價格也有差異，
一些地方會較便宜，而現時用管道輸送，
距離愈遠則愈貴，購買液化天然氣用船運
則會較便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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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電價遠高於深圳兩電電價遠高於深圳、、澳門澳門、、台台
灣灣，，有議員建議購買內地電力有議員建議購買內地電力，，廣廣
開香港開香港““電源電源”。”。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澳門因為向內地買電，電價比香港平兩
三成。 資料圖片

◆的士業再向運輸署提出加價申請，初步建
議起錶加6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兩電主要發電燃料組合
電力公司

天然氣

‧來源

‧優劣

燃煤

‧來源

‧優劣

核能

‧來源

‧優劣

可再生能源

‧優劣

*港燈亦設有“南丫風采發電站”及大型太陽能發電系
統，有關能源2020年僅共生產近200萬度電力

資料來源：兩電網頁及年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中電

48%

西氣東輸二線、
海南島附近崖城氣田

碳排放量低，但發電成本較高

15%

——

發電成本較低廉，但碳排放量偏高

36%

廣東大亞灣核電站

近乎零排放，運行安全及廢料處理需審
慎管理，發電成本相對較高

1%

零排放，惟發電可靠度不足及發電成本
較高

港燈

約50%

主要來自澳洲、
卡塔爾

約50%

主要來自印尼

——

——

*

貨幣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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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過後，藍綠高市議會龍頭保衛戰才正
要開打！國民黨高市黨部29日開會討論正副議
長選舉人選，現任議長曾麗燕、副議長陸淑美
皆表態爭奪議會龍頭，原則上以協調產生人選
。另方面，高雄市長陳其邁雖連任過關，但票
數開得不漂亮，他昨證實小內閣將微調改組。

高市議會下月25日正副議長面臨改選，藍
綠未單獨過半，積極拉攏無黨或小黨等9席支
持。目前綠營贏面較大，初步掌握32票，前天
民進黨市黨部召開會議，將以協調方式產生正
副議長人選，避免派系之爭。

藍營這次高市議員拿下29席，昨開會商討
正副議長人選，有24位到場。市黨部主委許福
明強調，尚未有正式的正副議長提名名單，主
要聽取當選議員對於未來提名正副議長方式跟
人選，大家表達意見、建立共識後，再將名單
提報黨中央核定。

許福明透露，截至目前有意爭取議長寶座
者，包括曾麗燕、陸淑美，有意參選者須盡快
爭取包括黨內同志及其他無黨議員的支持，而
副議長也有人表態，至於是誰則先保留，不願
提前曝光。

許福明強調，後續將做好協調整合工作，
而黨主席朱立倫12月1日將到高雄參加感恩茶
會，屆時也會當面跟主席報告此事，希望提名
人選可速戰速決，才能爭取時效。

綠營方面布局也如火如荼，身為高雄共主
的陳其邁前天出面協調正副議長人選，無黨市
議員黃捷、基進黨當選人張博洋陸續表態加入
民進黨團運作，目前態勢綠營較有贏面，等於
再爭取1票友軍，就可取得33票過半，可望奪
下議長。

對此，陳其邁昨表示，後續由黨團去協調
，距離 12 月 25 日選舉還有一段時間，雙方人
選都還沒確定，民進黨要尊重黨團，等黨團人
選出來後，再來看實際狀況協調或討論。 「是
否爭取無黨聯盟支持」是黨團處理的事，市長
不會去談這些事。

外傳高市府小內閣將微調，陳其邁則回應
，市府同仁都非常辛苦，局處首長也非常辛苦
，這2年大家都很拚，他都非常感謝。但現在
正在謝票，還沒跟局處首長談話，也許會有一
些因素考量來做調整，但未來內閣布局還是以
「穩定」為原則。

藍協商正副議長人選 邁微調小內閣

台北市文山區公所主任祕書王文秀，在擔
任台北市殯葬管理處副處長期間，被檢舉洩漏2
件殯葬處採購案資訊，護航特定廠商得標，一
度遭北檢聲押，台北地院裁定60萬元交保後，
廉政署再接獲檢舉，指她涉嫌利用標案向2家殯
葬業者收賄數十萬元，北檢29日指揮揮廉政署
兵分17路搜索，並依被告身分約談王文秀、時
任課長歐陽更生等7人， 北檢複訊後聲押禁見
王女。

另外，寶相閣實業負責人詹坤霖、泰翔公
寓大廈管理維護公司承辦人陳永傑2人各20萬
元交保；泰翔負責人蕭德銘、歐陽更生2人各5
萬元交保；泰翔合作廠商、易真公司負責人張

簡鼎晉、白手套陳紫皓2人各3萬元交保。
檢廉獲報，王文秀涉嫌於2020年至2021

年間，洩漏 「109年無名（主）屍處理（含火
葬土葬費用）及相驗暨解剖中心大體搬（接
）運與清潔維護勞務採購契約」、 「110年度
第一、二殯儀館電子輓聯維護及運作委託服
務」等兩件採購案的招標資訊，護航2名業者
，分別以160多萬元及170多萬元的 「最有利
標」得標。

北檢今年3月指揮廉政署搜索約談王女，
一度對王女聲押禁見，但台北地院則裁定60萬
元交保。檢廉仍在偵辦中。

事後檢廉勘查王文秀等人被查扣的手機，

發現王女涉嫌2019年在殯葬處招標的北市二殯
停車場標案中，向投標廠商索賄；此外，王女
另於2019年涉嫌在廠商向殯葬處申請興造生命

紀念館(納骨塔)時，乘機向廠商索賄，總計索賄
數十萬元，因此檢廉昨再針對王女發動第二波
搜索約談。

北市前殯葬處女官員涉弊案
再爆索賄數十萬遭聲押禁見

新北市石門有位72歲里長曾姓男子才剛當選3天，結果在今(29)日下午3時駕車時發生自撞意外
，送醫搶救後仍宣告不治，詳細車禍原因仍有待釐清。

這起事故發生在今(29)日下午3時20分，曾翁當時駕駛車輛沿石門區北21鄉道往妙濟寺方向行
駛，結果途中因不明原因自撞電線杆，警消獲報趕到現場將其救出後，發現他意識模糊，趕緊送往
淡水馬偕急救，但最後仍不治身亡。

由於事故地點較為偏遠，現場無監視錄影器，詳細肇事原因有待警方釐清。

才四連霸連任成功 72歲新北里長選上3天自撞車禍亡

為降低車禍事故，高雄市年前於易肇事路口
設置科技執法，借助科技有效改善車禍亂象。高
市警方將於12月1日起，在苓雅、左營、前鎮、
小港等 16 處多車流路段增設取締，其中苓雅區
占5處最多，中正路段更占了3處，提醒駕駛行
經此一路段時要多加注意，以免荷包失血。

高雄2019年起陸續在左營區、前鎮區、鳳山
區、大寮區等易肇事路口建置多向違規 「路口科
技執法設備」。據交通大隊統計，上述路段今年
1月至9月交通事故共發生201件，而未設置科技
執法前3年同期平均值為299件，減少98件，下
降幅度達到32.8％。

為擴大防制車禍，高市警局在市內 16 處車
流較多路段增設科技執法，其中苓雅區增設5處
，為全市之冠，分布於苓雅區凱旋三路與三多二
路、凱旋二路與四維一路，而中正路段更占3處

，於高速公路西側便道、大順三路、輔仁路設置
。

其次左營區、小港區並列第2，均設有3處
，左營區分布在翠華路與勝利路、大中二路與文
自路、新莊一路與新榮街；小港區為中鋼路與沿
海二路、中山四路與大業北路、中山四路與平和
東路；前鎮區共有2處，為中山四路與鎮海路、
二聖一路與凱旋三路。

此外，鳳山區、三民區、岡山區各1處，分
布於過埤路與鳳頂路、民族一路與建工路、岡燕
路與聖森路，將在12月1日起正式上線取締。

警方表示，科技執法監測闖紅燈、紅燈左右
轉、越線等違規行為，再透過AI影像分析辨識
，能有效舉發違規行為，並進行開罰。建置科技
執法，非以取締為目的，主要為導正駕駛人錯誤
的行車觀念，以降低交通事故發生。

高雄增設16處科技執法 12月上線
選舉剛落幕，成功6連任的國民黨台南市

議員蔡育輝29日再度尋找女性接班人，力拚4
年後第五屆市議員選舉，他願意退居幕後抬轎
。蔡育輝說， 「選民不是不喜歡國民黨，而希
望更應積極培養年輕人」，國民黨在台南雖然
推出多位 「新人」，但僅稱得上 「年輕人」的
蔡宗豪當選。

蔡育輝近年一直想為國民黨培植新人，由
於第一選區有1席婦女保障名額，去年底，他
發出 「徵才啟事」誠徵女性接班人，投入今年
選舉，他願 「讓賢」退居幕後，可惜都沒有人
應徵，讓他再次披上戰袍競選連任。

國民黨這次在台南市提名19位議員候選人
，結果最後拿下15席，蔡育輝認為，國民黨提
的人選不夠年輕化，沒辦法讓選民認同，吸引
不了長輩或年輕人的關愛眼光，相較民進黨候

選人早在初選前就開始 「全面備戰」，國民黨
投入時間太短了。

蔡育輝說， 「選民喜歡年輕人」，雖然這
次他獲得第一選區最高票，但鄉親還是比較偏
愛年輕、有活力的年輕人，因此，他再度誠徵
35歲以下、大學畢業以上學歷的年輕女性加入
他的服務團隊，投入地方服務，磨練4年後，
相信就可以獨當一面。

蔡育輝分析選舉結果，國民黨第一選區3
位候選人的總得票數，比4年前減少2036票，
而他自己的票數少3542票，顯見未成功拓展選
票。 「年輕很重要，找年輕新人參選更要及時
」他說，民進黨從投票前2年就開始準備，新
人經歷初選脫穎而出，就能開始勤走基層開拓
票源；反之，若臨時抱佛腳就難獲好成績。

南市6連任議員蔡育輝再度徵才找女性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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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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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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