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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點選放大

1 英國離奇禁錮案　3女疑遭「邪教式洗腦」 7 中石化董事長 為青島事故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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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襲菲 死亡失蹤人數恐破7千
中央社-2013年11月23日 下午18:49

（中央社塔克羅班23日綜合外電報導）全球威力最強的

颱風之一海燕重創菲律賓，造成的死亡及失蹤人數今天

攀升至近7000人。聯合國警告，需投入更多努力，協助

陷入困境的生還者。

海燕摧毀菲律賓中部連串島嶼上的城鎮逾2週後，菲國

政府證實，死亡人數增至5235人，1613人仍舊下落不

明。

這場災難使國際救援大量湧進，眾多國家及救援組織急赴災區，賑濟食物、水和提供醫療

服務給超過400萬名失去家園的災民。

不過聯合國人道事務主管艾摩斯（Valerie Amos）走訪災區後警告，全球援助速度仍不夠

快。

艾摩斯表示：「需投入更多努力，食物、乾淨的水和安身住所仍是最應優先處理的事

項。」聯合國向外界籌募的援助款也從3億100萬美元提高至3.48億美元。（譯者：中央社

蔡佳伶）10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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