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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媒：一少女至臺灣尋求政治庇護 

【香港】據香港媒體 Am730 報導，被控涉及

2016 年初旺角騷亂的一名 18 歲女子李倩怡，原

定在今年 1 月 17 日出庭應訊，但她在出庭前持

觀光簽證至臺灣，至今行蹤不明，香港法庭已

對她發出通緝令。 

社民連前主席陶君行向港媒證實，有臺灣人士

透露，李倩怡計畫在臺灣停留，並尋求政治庇

護；其後他獲悉該少女向臺灣政黨時代力量求

助，但後續情況他並未跟進。 

而時代力量發言人李兆立受訪時則稱，沒有被

告知相關消息，所以無從證實此事。 

臺灣目前沒有政治庇護的相關法律，且港臺雙

方沒有引渡安排，所以李倩怡雖然可能得以避

免被拘留，但仍有逾期居留臺灣的問題。 

 

 旺角，2016 年 2 月 9 日 

緬甸一架中國制軍用飛機失蹤 

【緬甸】緬甸官員星期三說，一架軍機在從緬

甸南部到仰光的途中失蹤，機上載有 100 多名

乘客。 

有關官員說，機上有 14 名機組人員，90 名乘

客，其中大都是軍人家屬。飛機從南部的美克

市起飛，途徑安達曼海飛往仰光。官員們告訴

美國之音緬甸語組，在安達曼海上找到了飛機

的一些殘骸。 

軍方官員說，失蹤軍機是中國製造的運-8 四引

擎渦輪螺旋槳飛機，飛行時正在下雨，但不是

很大。《南華早報》援引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

機場人員的話說，當時天氣正常，“我們認為

是發生了機械故障。” 

失蹤的運-8 飛機於去年三月交付使用，一共飛

行了 809 小時。緬甸軍方普遍使用這類型號的

飛機運輸貨

物。 

緬甸前軍政府

在受到西方孤

立的 50 年獨裁

統治中，從鄰

國中國購買了大量飛機。緬甸一位前航空部官

員說，運-8 是中國最受歡迎的軍用和民用運輸

機。 

 

如果您想參與撰寫、發表或編輯新聞文章，請到 zh.wiki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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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指責沙特

襲擊德黑蘭 

【伊朗】伊朗革命衛隊指責沙

烏地阿拉伯星期三對德黑蘭象

徵性的地點發動了兩次恐怖襲

擊。 

革命衛隊的聲明說，“這次恐

怖襲擊發生僅僅一周前，美國

總統與支持恐怖分子的沙特領

導人舉行了會晤。伊斯蘭國聲

稱對此次襲擊負責。這個事實

證明他們參與了這次殘酷的襲

擊行動。” 

伊斯蘭國組織表示對這兩次襲

擊負責。襲擊中至少有 12 人

喪生，42 人受傷。襲擊發生

在伊朗議會和已故領導人阿亞

圖拉霍梅尼陵墓附近。 

伊斯蘭國激進分子立即聲稱對

這兩次襲擊事件負責,這標誌著

這個遜尼派穆斯林組織首次承

認自己襲擊了伊朗這個什葉派

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 

襲擊者中有六人被伊朗安全部

隊擊斃。 

襲擊發生在中午之前，幾名身

著女裝的男子沖進議會大樓，

打死了一名安全警衛。一名襲

擊者在樓內引爆了自己。報導

說，有三名槍手在抓住幾名人

質以後被員警打死。 

 

 伊朗議會外，2017 年 6 月 7 日 

ظهروند ینحس ی،کوچار عرفان -- 

Tasnim News 

 

議長拉裡賈尼稱這次襲擊是

“一些膽小的恐怖分子”製造

的“小事故”。他說，當局將

對那些肇事者採取“嚴肅措

施”。 

對霍梅尼陵墓的襲擊是在議會

襲擊發生後大約三十分鐘後開

始的。有三名槍手和一名自殺

炸彈手參與。這幾個人沖進了

大樓，至少打死一人，打傷了

另外幾人。這是伊朗媒體報導

的。有關報導說，警方至少抓

獲一名襲擊者，打死一名。 

伊斯蘭國極端組織正在敘利亞

和伊朗與伊朗支援的組織進行

戰鬥。他們認為伊朗什葉派多

數派是變節者，該死。 

 

“伊斯蘭國”稱處決兩名

在巴基斯坦綁架的中國人 

【中國】恐怖組織“伊斯蘭

國”的新聞社“Amaq”星期四

（6 月 8 日）稱，已經處決了 5

月 24 日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

支省綁架的兩名中國公民。巴

基斯坦是北京斥資 570 億美元

啟動的“一帶一路”項目的重

要一環。中國公民在巴基斯坦

遭遇此種危及安全的事件非常

鮮見。 

“Amaq”新聞社稱：“伊斯蘭

國戰士殺死了兩名在巴基斯坦

西南部俾路支省扣押的中國

人。” 

俾路支省政府發言人說，他們

正在確認“報導是否屬實”。 

據悉，這兩名中國公民是一對

夫婦，在當地真納鎮一所私立

語言學校擔任教師。被綁架

時，他們正在當地一家餐廳用

餐。監控錄影顯示，二人被偽

裝成員警的綁架者用槍指著強

迫上車，現場還有另一名中國

女子僥倖逃脫。 

中國駐卡拉奇總領館副總領事

星期四對中國媒體說，已經注

意到有關報導，正在加緊核

實。 

如果您想參與撰寫、發表或編輯新聞文章，請到 zh.wikinew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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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也表

示，中國政府高度重視海外中

國公民安全，譴責一切形式的

綁架行為。巴基斯坦軍方訓練

並部署了數千人的特種部隊來

保護“中巴經濟走廊”項目和

為此項目工作的中國人。但最

近在俾路支省的幾起襲擊事件

後，批評人士質疑特種部隊的

保護是否有效。 

香港回歸紀念日鄰近 

解放軍在港演習 

【香港】星期三，解放軍駐港

部隊的兩艘軍艦和三架低空軍

用直升機在維多利亞港灣進行

軍事演練。這是十分罕見的。 

演習從早上 9 點開始，駐港部

隊的“惠州艦”和“欽州艦”

從昂船洲海軍基地駛向維多利

亞港，與三架直升機進行了海

空聯合巡邏演習。中國官方媒

體的報導說，演習主要目標是

對香港海空域的可疑目標進行

監視、跟蹤和查明，這是駐港

部隊的例行行動。中國軍方的

聲明補充說，演習是為緊急情

況做準備，中國的北斗衛星導

航系統以及其他軍事通訊系統

也在演習中進行了測試。 

 

 

外界有消息認為，軍演針對的

是美國。僅幾天前，中方的戰

鬥機在香港以東僅 240 公里的

南中國海上空與美國軍機近距

離接觸，引起美方抗議。美國

稱中方兩架直升機逼近其偵察

機到了“危險的”地步，並指

出這是中方一周來第二次做出

類似舉動，是“不安全且不專

業”的做法。 

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香

港正在為 7 月 1 日的移交紀念

活動做準備。預計國家主席習

近平將在 6 月 29 日到港參加為

期三天的活動。 

港人多數支持一國兩制

但指回歸後變差 

【香港】在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20 周年前夕，香港一個最新民

調顯示，超過 70%的受訪者支持

維持一國兩制，只有 4.9%的人

反對。不過，62.9%的人認為，

回歸後整體社會狀況比回歸前

變差。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

中心星期三公佈的香港政治發

展調查的結果還發現， 58.6%受

訪者反對全面由中國直接管

治，支持的只有 14.7%。同時，

33.4%的受訪者對香港社會未來

發展感到悲觀，只有 29.1%認為

樂觀。 

在 2047 年後香港前途問題上，

支持香港獨立的有 11.4%，比去

年同類調查減少 6%，其中以 15

至 24 歲年齡段跌幅最大，支持

率下跌 24%。 

據港媒報導，有學者分析，年

輕人對本土派及港獨的討論增

加，反思提升，加上部分本土

派人士形象比較負面，也讓港

獨的支持比率下降。 

調查還顯示，受訪者對港府及

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有所上升，

但仍然只有 4.86 分及 4.91 分，

低於 5 分的“一般”水準。 

調查中心今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 日隨機抽樣電話訪問了 1028

名 15 歲或以上講粵語的香港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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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9 日（星期五）      你也可以撰寫的自由新聞源！              第四頁 

每日圖片 

 解放紀念館是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位於德國巴伐利

亞克爾海姆的一座山上，在雷根斯堡上游，多瑙河、阿

爾特米爾河和美因-多瑙河運河匯合處。巴伐利亞國王

路德維希一世下令興建解放紀念館，以紀念在 1813 -

1815 年萊比錫戰役期間戰勝拿破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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