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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1/3亞裔尚未決定大選支持誰 1/6亞裔在搖擺州

　　原標題：美1/3亞裔尚未決定大選支持誰 1/6亞裔在搖擺州

　　中新網9月26日電 據美國僑報網編譯報導，一項新調�顯示，將近
1/3的亞裔潛在選民(likely voters)對2012大選投票給誰的問題仍猶豫不決。
不過，在表達出傾向性的亞裔潛在選民中，多數力挺奧巴馬而非羅姆尼。

　　據南加州公共廣播電台(Southern California Public Radio)報導，根
據25日公布的全美亞裔調�(National Asian American Survey)，這些尚未決
定投票給誰的亞裔潛在選民，或在關鍵搖擺州的選情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
色。

　　調�稱，32%的亞裔尚未決定投票給誰，遠超過美國人7%猶豫不決
的比例。此外，1/6的亞裔生活在2012總統大選的關鍵搖擺州。

　　這份獨立無黨派的調�，在超過3300名亞裔調�對象中提取代表性
樣本，而後進行分析撰寫。報告作者稱，該調�是勾勒亞裔美國人政治觀點
的最全面描繪。

　　“在本屆總統大選中，亞裔選民正在吸引著大量關注，特別是在內華
達、北卡羅來納和弗吉尼亞州，”該報告的作者──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政治學副教授卡西克�羅摩克里希納(Karthick Ramakrishnan)

稱，“與一般選區甚至拉丁裔選區相比，搖擺州的亞裔選票仍是兩黨必爭之
地。”

　　在最受矚目的政策議題中，亞裔美國人強烈傾向于奧巴馬在女權、
醫保和移民方面的立場，而在預算赤字問題上對兩位競選人的政策傾向差別
不大。

　　以下是該調�的部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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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將才基因2：將

　　32%的亞裔潛在選民尚未決定支持誰(約7%的美國人尚未決定)�

　　25%的國會選區中的亞裔投票者超過5%�

　　45%的亞裔公民被描述為“潛在選民”�

　　15%的加州人為亞裔�

　　51%的亞裔選民是無黨派人士。(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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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  :香港最低工資委員會敲定，預計明年5月把香港最低工資水平，由28元港幣調升到30元港幣
，相當於台幣114元。根據了解，香港勞資雙方的意見，同樣嚴重分歧，資方認為，所賺的利潤都在「
剃刀邊緣」，但香港過去一年，通貨膨脹嚴重，勞方認為，應該要適時調漲工資，最後一刻，雙方各退
一步。

旺報  :【英研究：智商越高愈容易快�】 英国一份研究�告�示，智商高低与人的快�程度相关，
智商愈高者，愈容易快�。�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英格�地区6870名成人�行
研究，分析他�的智商及	生活快�程度的感受。 http://t.cn/zlUJB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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