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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死 失蹤
菲律賓客輪翻沉
38
26

菲律賓一艘
載 有 189 人 的 客
輪，昨日下午在中部
奧爾莫克市附近海域傾
覆 ， 造 成 最 少 38 人 遇
難，26人仍然失蹤。
出事客輪名為「尼爾
瓦納」號，昨日下午在
駛離奧爾莫克市港口數
百米處傾覆，現場畫面
顯示，客輪翻轉後，船
體大部分沉入水下。海
岸警衛隊派出大批船隻
參與搜救，救援人員打
撈起 38 具遇難者遺體，
救起船上 125 人，仍有
26 人失蹤，相信可能被
困在船內。

■責任編輯：曾綺珺 2015年7月3日（星期五）

機師：若敵機纏上 走為上着

又貴又廢

美F35空戰輸F16

船頭突抽離水面
或屬人禍

有獲救的美國遊客表
示，事發時感覺船頭突
然抽離水面，之後船身
便向左傾側，最終翻
轉，由於當時只是一瞬
間，不少乘客都來不及
逃生，只能大聲尖叫。
當局正調查事故原
因，但指事發時海面平
靜，未見大風大浪，不
排除事故涉及人為因素。有目擊者表示，事發時現
場下微雨，又指客輪出事前一刻曾經急轉彎。據報
客輪載有 173 名乘客和 16 名船員，未超過規定的
200 人，未算超載，事件中獲救的船長和其他船員
已被扣查。肇事客輪主要是接載居民和小販，出事
時未有偏離航線。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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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機師狠批 F-35（上）機動性
完全不敵F-16（下）。 網上圖片

美 國 耗 資 逾 3,900

億美元(約 3 萬億港元)開發第五代戰機 F-35「閃電 II」聯合攻擊戰機(JSF)，希望取代 F-16
戰機，成為海陸空三軍未來皇牌機種。不過這款史上最貴戰機故障頻生，開發進度較原定
落後 7 年，近日更被踢爆在一次空對空戰鬥測試中，被逾 30 年前已開始服役的 F-16 打得

難
乘客遇

沉
客輪翻

體無完膚，機師更形容「只能走為上着」，使 F-35 再被外界質疑嚴重貨不對辦。
報測試於今年 1 月在加州愛德華空軍基地附近
據的太平洋海上實驗場進行，由初期的
F-35A 對

1984 年開始投產的 F-16D 在空中纏鬥。美國網誌
「War is Boring」取得一份「僅供官方用途」但沒列
作機密的 5 頁長簡報，測試機師在當中狠批 F-35 機動
性完全不敵F-16，無論在攻擊還是防守都陷於劣勢。

一旦被敵方戰機纏上，最佳方法是走為上着。
報告指，該次測試的 F-35 沒攜帶任何武器或額外
負載，相反 F-16 額外載有兩個油箱，但 F-35 仍未能
佔上風。軍事分析指，F-35A 已是目前系列中機動性
最強的版本，可預計短距起飛垂直降落(STOVL)的
F-35B，以及可在航母降落的F-35C表現如何。

轉彎爬升慢 頭盔難回頭望

美軍死撐：4 對 4 必勝

測試機師指出，F-35在轉彎及爬升速度不夠快，即
使想用25毫米機槍攻擊，也因移動角度太慢，令F-16
能輕易避開射線。機師又批評頭盔太大，無法在狹窄
的駕駛艙回頭觀望，多次被F-16從後發難，而且因機
動性不足，難以躲避對方攻擊。機師結論認為，F-35

評論又指，機師在報告中提到
F-35 機動性甚至不及 F-15E 多
用途戰機，這響起很大警號，
因撇除隱形性能外，
F-35 與 F-15E
在功能上幾乎完
全重疊，現在後者

領先優勢漸減
美軍事戰略報告：

美 國 把 F-35
視為第五代戰機
的代表作，積極
向國際尤其亞太
區的盟友推銷，
以建構對華包圍網。目前日
本、韓國、新加坡及澳洲已
決定引入40至80架F-35，美
國更選擇日本作為 F-35 在亞
太地區的整備大本營。
日本計劃購買 42 架 F-35，
以 取 代 逐 漸 老 舊 的 F-4 戰
機，首批在 2012 年簽訂購買
合約的 4 架 F-35A 戰機，目
前已開始生產，預計 2017 年
3 月付運。根據合約，每部
戰機加後備零件的費用為
102 億日圓(約 6.4 億港元)。
由於航空自衛隊部分 F-2 戰
機在「311」地震中損毀，加
上 F-15 戰機服役壽命將至，
外界估計日本未來或採購更
多F-35。
■綜合報道

圖包圍網制華
力銷亞太盟友

■ 與 FF-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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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空戰生存能力也勝一籌；另邊廂，隱形無人機的性
價比遠超 F-35，且不會危害機師性命，勢必令 F-35
的必要性進一步受質疑。
美國空軍前日為 F-35 辯護，稱報告沒揭示全部事
實，當日測試的 F-35 並沒配備能避開雷達的隱型塗
層，且沒裝載毋須機師回頭或移動機頭也能瞄準武器
的程式。空軍又指在部分情況下，F-35空戰性能明顯
佔優，例如在 4 對 4 的模擬空戰中，F-35 每次都戰勝
F-16，因F-35配備的感應器、武器及隱形技術都更勝
一籌。
軍方又指出，F-35設計重點並非空戰，而是對地支
援和攻擊、隱形能力及情監偵(ISR)，對空戰則會在敵
方還未偵測到時先發制人，故很少遇上可視範圍內的
纏鬥。軍方強調F-35仍處於發展及測試階段，仍在努
力改善性能。 ■法新社/《華盛頓郵報》/《外交家》
美國國防部前日公布最新《國家軍事戰
略》報告，指美軍在全球的領先優勢正逐步
減少，美軍必須改革、整合和變得更機敏，
並加強參與包括亞太地區等的全球事務，保
障地區安全及與盟友的連繫，以維持領導地
位。除極端組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
國」(ISIL)外，報告亦將矛頭指向俄羅斯、伊
朗和朝鮮，指它們對國際安全構成嚴重威
脅。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在發布會
上表示，自上一份《國家軍事戰略》在 2011
年發表以後，全球動亂急劇上升，在科技急
速發展的影響下，美國同時面對多方面的安
全挑戰。報告批評俄羅斯的「軍事行動」違
反了多條協議，當中包括美國自身也違反的
《中程核力量條約》。另又指責伊朗和朝鮮
尋求發展核武。
鄧普西提到 ISIL 已發展成跨地區恐怖組
織，在敘利亞和伊拉克以外的地方發動襲
擊。美國正嘗試建立架構，針對其跨地區的
特性進行持久對抗，在軍事援助之餘，亦透
過政府和國際組織提供經濟和人道援助。
■今日俄羅斯/美國國防部網站

悉尼牙醫消毒不足

1.2 萬人需測試血液

澳洲悉尼 4 家連鎖牙醫診所被揭發過去 10 年間未
有做好醫療器具消毒工作，令 4 萬多名病人暴露於感染
危機，當地衛生部門呼籲，其中 1.2 萬名曾到相關診所
接受補牙或剝牙等入侵性手術的病人，接受愛滋病毒
(HIV)及肝炎病毒測試。事件中共有 6 名牙醫被暫時吊
銷牌照，另有多名牙醫受處分。
出事的牙醫診所分別為「Gentle Dentist」位於悉尼
的兩家分所，以及由專門為愛滋病人看牙的斯塔肯貝里
醫生經營的兩家診所。新南威爾士省衛生防護總監麥阿
努特指，雖未有證據顯示有病人曾受感染，其餘病人實
際受感染風險也不高，不過仍建議曾在 4 家診所進行入

侵性牙科手術的病人，接受血液測試。

4 診所違反規定
報道指，當局於去年底接獲投訴，揭發 4 家
診所違反消毒規定，令病人有機會透過血液接觸，感染
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甚至愛滋病毒。被問到為何相隔半
年後才正式通知病人，麥阿努特解釋因需時深入調查。
75 歲的斯塔肯貝里承認診所衛生設備追不上時代，
但否認令病人陷入風險，他指事發後已改善消毒設備。
■澳洲《每日電訊報》/《衛報》/
《悉尼先驅晨報》

美華裔州議員認偷運軍火 或囚20年
去年被捕的美國加州華裔州參議員余胤良，
前日承認敲詐勒索罪及偷運軍火罪，法庭將在
今年 10 月判刑，他面臨最高 20 年監禁及 25 萬
美元(約194萬港元)罰款。
67 歲的余胤良是民主黨人，多年來活躍加州
政壇，2011 年競選三藩市市長失利，去年參選
州務卿，但因被捕而退選。聯邦調查局(FBI)去
年調查三藩市唐人街僑社組織致公堂時，拘捕
余胤良及其餘 19 人，余被指涉嫌收受幫派的競

選獻金，並給予對方立法上的好處作為交
換，又被指向他人勒索競選獻金。
余胤良起初不認罪，前日承認於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3 月期間，利用敲詐勒
索行為競選，收取 3.46 萬美元(約 27 萬
港元)，並在競選州務卿期間，協助 FBI
臥底探員試圖從菲律賓偷運槍械軍火
到美國。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美聯社/《三藩市紀事報》

■余胤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