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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龍山寺（Adobe stock）

不同年齡層的需求。

對商家而言，他們留住了一個

客戶群，但對老人而言，聊天服務

意義不一般。他們曾是這個社會的

中堅力量，曾是一個家庭的支柱，

可就在忙忙碌碌中，不知不覺的，

烏絲變成了白髮，曾經的友人、親

人都漸漸離自己遠去。

俗話說：「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現在西方一些大型連鎖超市

裡設有定時托兒服務，幫顧客看孩

子，而荷蘭的超市開始幫老人排解

孤獨。商家在留住顧客的同時，也

在維繫著傳統的道德理念。

【看中國訊】目前全球大

約有 2000 多個衛星在運作，

而地球的軌道上卻有 3 千多

個不再運作的衛星。太空中

的垃圾和殘骸只增不減，現

在是清掃它們的時候了。

歐洲航太總署（ESA）將

向太空發射一個「清掃機器

人」，該機器人有 4 個手臂，

能吸附地球軌道內的碎片和殘

骸。完成任務之後，這個能自

行毀滅的機器人將墜落大氣

層，與垃圾一起燒掉。歐洲航

太總署將在 2020 年開始清掃

太空中的垃圾，先作測試，預

計在 2025 年進行大掃除。

滯泰中國難民陷入險境

綜合海外中文媒體報導，一批

中國流亡人士被迫滯留泰國多年。

泰國目前大約有幾百中國流亡人

士，有受迫害的基督徒、法輪功修

煉者、異議人士等。因為位於泰國

的聯合國難民署是聯合國在亞洲最

大的一個機構，很多人在這裡中轉

申請庇護。

中國政治流亡者段井剛認為，

近年聯合國基本上停止了安置泰國

的中國難民，除非比較幸運或緊急

情況，需要自己找接收國。段井剛

已滯留泰國近 9 年。

事實上，早在 2016 年 2 月 14
日，泰國《曼谷郵報》就報導，化

名為「習」和「張」的兩名流亡人

士均表示，泰國不再是中國流亡者

的避風港。

早年經過泰國輾轉到美國的異

議人士曾節明，2017 年 9 月在「參

與網」撰文，披露自己瞭解到的旅

泰中國流亡者的情況。

曾節明說，在香港出入境被

北京當局實際控制了之後，泰國一

度成為絕大多數中國政治流亡者首

選的中轉之地，因為絕大多數中國

政治流亡者，無法直接前往西方國

超市收銀員示意圖。荷蘭Jumbo
超市推出「聊天結帳」服務，年

長者可在結帳時與收銀員聊天。

（Adobe stock）

太空大掃除 
機器人清理垃圾

紅女士 2014 年獲批聯合國難民，

2015 年接到聯合國的安置談話通

知，說準備安置她到西方某國，然

而接下來卻沒了下文，而與她同期

得到安置談話的別國難民，卻早已

一批批地離開了泰國。而最難的

是，北京多次跨境抓捕在泰國流亡

人士，令他們身陷險境。

2019 年 11 月 25 日，在泰國

曼谷警方的陪同下，來自中國江蘇

的公安破門進入滯泰中國難民邢鑒

【看中國記者林中宇綜合報導】多

年來，很多中國大陸異議人士和有

信仰者逃到泰國。早些年這裡是中

國流亡者首選之地，經過聯合國難

民署的安置，他們在一段時間內就

能成功抵達自由國度。但近年來似

乎一切都變了。

家，而入境容易的泰國，有著聯合

國難民機構，可以通過向聯合國難

民署申請庇護的方式，間接前往西

方國家。

但在過去幾年，這一中國政治

流亡者的黃金通道迅速地被堵死。

曾節明引述採訪到的一些滯泰難民

的說法指，2017 年起，聯合國泰

國難民署基本關停了在泰國的中國

難民安置，但似乎有針對性。

曾節明舉例，中國難民柳學

的居所，向邢鑒出示一張拘留證。

目前，邢鑒被關在曼谷移民局的監

獄。已有聯合國難民身分的邢鑒，

這次在曼谷的住所被北京跨國追

捕，可能面臨遣返。事件引發滯留

泰國的中國難民的恐慌。

段井剛說，即使有聯合國的難

民證，也可能被抓到移民監。泰國

並不屬於聯合國的難民簽約國，泰

國不承認聯合國的《難民法》，只

是行個方便。

泰國曼谷中國城。泰國曾經是中國政治流亡者去西方國家的中轉之地。但近年來，聯合國泰國難民署基本上不

再安置中國難民。（Adobe stock）

【看中國訊】臺灣觀光局日

前公布，2019 年來臺觀光客

突破 1111 萬人。中央社引述

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今年全

年的觀光客人數預計可望突破

1180 萬人，創下歷史最高紀

錄。今年 8 月 1 日，中國大陸

停止批准大陸百姓到臺灣的自

由行，大陸遊客人數大量減少。

臺灣交通部觀光局表示，

近年來臺旅客前 5 大客源市

場，包括大陸、港澳、日本、

韓國、歐美，占旅客總數超過

九成。其中，日本市場今年首

次突破 200 萬人次；韓國市場

可望維持百萬人次；東南亞國

家遊客可望突破 250 萬人次。

【看中國訊】一項新的研

究得出的結論說，使用電子煙

會增加患慢性肺部疾病的風

險。美國、歐洲乃至更多地方

不斷傳來因吸電子煙而造成死

亡或患病的案例。

科研人員發現，使用電子

煙的人患嚴重哮喘、慢性支氣

管炎、肺氣腫等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的可能性增加了 1.3 倍。

電子煙有害健康 

臺灣遊客人數 
創歷史紀錄

地球軌道上的衛星

（Adobe stock）

【看中國訊】申請入籍美國

者，必須符合美國移民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USCIS） 的 入 籍 要

求。具備良好道德品質（good 
moral character），是移民局的

考量標準之一。

海外媒體報導，近日，美

國移民局公布了經過更新的

《USCIS 政 策 手 冊》（USCIS 
Policy Manual），提供了關於

違法行為的具體資料，包括具

體實例和相關指示。

根據最新政策，酒駕或藥駕

（即DUI）會影響良好道德品質。

移民局表示，移民局審核人

員將使用更新後的入籍規則，他

們將接受培訓，以確保他們對申

請人是否擁有良好道德品質及違

法行為作出公正的裁定。

美國移民局副局長馬克 ‧

庫 曼 斯（Mark Koumans）
表 示，《移 民 和 國 籍 法》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INA）規定，良好的道德

品質是入籍的必要條件。庫曼斯

說，入籍政策的更新，有助於確

據海外媒體報導，在荷蘭小鎮

弗萊門的 Jumbo 超市，陪著大爺

大媽們聊天，是收銀員工作的一部

分。櫃檯上這麼寫著：「不是趕時

間，就是想聊天。」多暖心！

不僅如此，超市還專門為老年

人準備了咖啡交流區，專門請社區

義工，為逛超市的老人提供聊天交

友服務。更讓人暖心的是，所有這

些服務費用全免。而提供這些服務

只是為了幫助老人們擺脫孤獨感。

如今，全球老齡化越來越嚴

重，大爺大媽越來越多。相比其他

人，銀髮族更害怕寂寞，更需要周

圍人的關愛。有人會說：「這只是

商家招攬顧客的手段而已。」這確

實是商家為留住顧客的一種方法，

用商業眼光來看，這些超市滿足了

入籍美國需具備良好品德荷蘭超市「聊天結帳」
【看中國記者劉翔綜合報導】當今

時代，處處講效率。你看超市那些

收銀員，動作真是快如疾風。可是

在荷蘭小鎮弗萊門，卻出現了這樣

一種超市，那裡的收銀員可以陪著

那些大爺大媽們聊閒天兒。

保移民局機構的審核人員，在確

定申請人能夠獲得美國公民資格

時，對評估是否存在不符合良好

道德品質的非法行為，做出統一

和公平的決定。

那麼，哪些行為會影響良好

道德品質呢？大家可以在移民局

網站上找到相關條文。

以下是一些不符合良好道

德品質的行為：銀行欺詐；保釋

逃跑；偽造紀錄；偽造文件；保

險欺詐；妨礙司法；性侵犯；社

會保障詐騙；非法騷擾；非法投

票；違反美國禁運令；密謀分銷

受管製藥物；曾經 / 正在酗酒；

賣淫；有意拒絕供養家屬；婚外

情破壞現有婚姻等。

之際，他突然想到蘋果語音助

手 Siri。於是他喊：「Siri Call 
911」。Siri 報 警， 救 了 他 的

命。這時他聽到 Siri 發出的聲

音，找到了手機。

消防人員很快到場。水壓很

強，消防人員打不開車門。他說

他當時手凍僵了，使盡全身力氣

才爬出了吉普車。消防人員幫助

他上了救護車，Gael Salcedo 被

送院治療，幾個小時後出院。

【看中國訊】臺灣 2020 總統大

選即將到來，三位總統參選人的造

勢活動如火如荼。臺灣四年一次的

總統大選，已然成為民眾生活的一

部分，而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亦

讓來臺觀光的大陸游客與在臺就讀

的大陸學生感觸良多。他們中的大

多數人都認為，臺灣的自由與民主

程度遠遠超過大陸。

大陸民眾喜歡到臺灣觀光遊

覽，一是語言文化方面沒有障礙，

感覺適宜，很少疏離感；二是對於

社會制度的莫大差異感覺很陌生，

但又能滿足好奇心，還能夠近距離

瞭解民主的意義。

美國之音報導，來自北京的丁

先生就臺灣總統蔡英文今年 7 月

出訪專機發生的違法私菸案發表看

法，他認為總統專機要運點兒貨

物，居然還有人監督調查，而且此

【看中國記者蘇菲編譯 / 心
怡綜合報導】美國一名 18 歲

男子日前在開車時，因為路面

結冰，車子失控駛入冰冷的河

中。命懸一線之際，他想到用

蘋果語音助手 Siri 報警，後來

警方趕到把他救了出來。

據美國媒體 KIMT News 3
報導，近日，艾奧瓦州一名 18
歲男子 Gael Salcedo，駕駛著

一輛吉普車前往北艾奧瓦地區

社區學院。天氣很冷，路面結

了冰。途中他的車打滑，撞到

路邊堆積的冰雪上後，衝入冰

冷的河流。事後他告訴媒體，當

時我把方向盤扭向右邊，但車

已經失控。一切突然變得模糊。

後來他意識到吉普車已衝

入旁邊的溫尼貝戈河中。車子

開始慢慢下沉。驚恐中他未能

找到他的手機，就在命懸一線

事竟然導致總統要負責、認錯，甚

至牽連國安局長引咎辭職，這若是

在對岸恐怕只能讓人匪夷所思了。

丁先生感嘆道：你看臺灣，蔡英文

有幾棟房子、幾塊地都得申報，而

且外邊也瞭解得一清二楚。而大陸

太缺乏對官員的監督機制了。

來自北京的王醫生亦說道，大

陸縱然抓了一些貪官，但是解決不

了制度上的問題，「就算有問題也

沒地方去說。」王醫生接著說道，

選舉也就只是走個過場，給你的候

選人你卻沒一個認識，這種五年一

次的鬧劇根本就是走形式罷了。

來自浙江、在北部某大學就讀

的陳同學則對臺灣的民主權利與法

治表示讚賞。陳同學認為，人人能

享有投票權，確實是一種先進的表

現，而有了法治保障，人們亦會知

道，即使自己被抓，也有律師能夠

為你爭取權利。臺灣的民風也給大

陸遊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先生

說，他看到了臺灣的社會秩序、民

眾的人文素養以及公共道德，感覺

臺灣人都非常有禮貌。

陳同學則說，臺灣民眾對陌生

人有一種自然的親近感，比大陸人

與人之間的態度顯得更溫暖些。陳

同學接著表示，臺灣人的熱心還體

現在大學的講壇上。教授都會不計

時間地幫助學生理解講課內容，這

一點在大陸高校是不多見的。

研究生 W 同學則說，海峽兩

邊最大的不同是在生活節奏上。

「我感覺在這邊（臺灣）大多數人

生活得很愜意，挺悠閒，步調也比

較慢。人們的親和度比較高。」來

自重慶的張先生曾於四年前環遊臺

灣一圈，對臺灣的印象很好。他喜

歡臺灣的生活，悠閒，不著急。

臺灣大選在即 陸客感觸良多 司機墜河 喊「Siri報警」得救

美國移民局（Gulbenk/WIKI/
CC BY-SA）

手機（ iPhone）（Adobe 
st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