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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台胞墮騙局困柬
民進黨當局見死不救
中國外交部：駐有關國家使領館正積極查找並解救相關人員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 蘇榕蓉 及
台媒報道）連日來，大批台灣青年墮
「高薪」騙局，被誘至柬埔寨「打黑工」，在
此期間慘遭凌虐甚至性侵的新聞在兩岸三地引
起廣泛關注。惟作為被騙台青的父母官的民進
黨當局卻大難卸膊，見死不救，更引來島內甚
至兩岸三地坊間的廣泛指責。外交部發言人汪
文斌 18 日在例行記者會回應此事件時表示，中
國政府高度重視領事保護工作，全力維護包括
香港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海外中國公民安全
與合法權益。中國駐有關國家使領館正與駐在
國政府保持密切溝通，積極查找並解救相關人
員。有受訪專家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民進黨當
局只顧政黨爭鬥，僅在討好「美國主子」方面
有一套，其對台灣民眾的生命和福祉卻十分冷
漠，質疑島內惡化的失業及通膨問題是否已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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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台媒引述相關數據統計，今年
月間，超過 8,600 名台灣民眾前往柬

埔寨，但僅得 5,000 人返台。台警估算約
3,000 人 滯 留 當 地 ， 其 中 約 300 人 立 案 求
助。媒體報稱，早在 8 月 5 日，就有台商透
露，一旦台灣民眾在當地出了事，唯一有
用的就是去中國大使館求救。另據內地媒
體 13 日報道，有協助救援的人士透露，此
前，當他就營救問題求助民進黨當局外事
部門時，對方十分敷衍：「請當事者在當
地報警。」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位
參與救援的台灣民眾介紹，當他找到中國
駐柬埔寨大使館時，使館不僅認真幫助營
救，而且成功救出。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主持 18 日例行記
者會時回應此事件稱，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領
事保護工作，全力維護包括香港同胞和台灣
同胞在內的海外中國公民安全與合法權益。
中國駐有關國家使領館正與駐在國政府保持
密切溝通，積極查找並解救相關人員。同時
我們再次提醒中國公民，警惕境外網絡虛假
招聘信息，嚴格遵紀守法，確保人身安全，

及時舉報有關涉詐騙、涉賭信息。如遇緊急
情況，請及時向當地警方報警，並與中國駐
當地使領館聯繫。
而台灣當局應對的方法卻僅是派人在機場
舉牌告誡出行者「海外求職陷阱多」，以勸
阻台人不要前往柬埔寨或其他國家應工。

騙案為台人騙台人
對於台灣人在柬埔寨的遭遇，台中時新
聞網引述民進黨前民意代表郭正亮揭發內
幕稱，由於柬埔寨取消外匯管制，加上台灣
詐騙犯在外面受歡迎，若被抓到回台灣又能
輕判，想賺「快錢」的台灣人就會出去詐騙
自己的同胞。郭正亮 17 日在台媒披露，東
南亞除新加坡之外，就只有柬埔寨取消外匯
管制，賺到美元可以匯回台灣。郭正亮認
為，這次應該是台灣人勾結金主，欺壓台
灣人。
郭正亮分析稱，台灣信息傳遞快，詐騙已
經飽和，且台灣是詐騙「先進」地區，便向
周邊輸出，「台灣人佔有『優勢』，所以在
詐騙的地方也『受歡迎』，第一是台灣人會

講中文，詐騙對象有大陸人；第二是『免
簽』的地方多，來回自由；第三就是有一定
『技術』。」

民進黨只會嘴炮騙選票
國民黨孫文學校北院院長林定芃向文匯報
表示，相關案件曝光後，民進黨當局忙着為
涉論文抄襲的林智堅辯護，受困柬埔寨、生
死未卜的青年卻未得到關心。民進黨當局事
先沒有超前部署，事後也無力救助，充分顯
示出政府失職瀆職的情況。該救的不救、不
該挺的瞎挺，民進黨當局怎麼可以無動於
衷、麻木不仁至此？
林定芃表示，民進黨當局所謂的「大內
宣」說「有政府請放心，有政府會做事」，
統統都是騙人的口號，民進黨只是嘴巴說說
而已，為了選舉利益洗腦台灣的民眾，騙取
選票。從民進黨當局一貫的作為就可以知
道，爭功諉過是他們的基本功夫，有功就
搶，有過就甩鍋，透過網軍、媒體名嘴、網
紅轉移換題帶風向，幫民進黨來卸責，躲過
風頭避免被監督。

當局縱容電騙犯 台青嘆遭反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道）
根據台媒報道，大批台民被騙去柬已有時
日，直到近日泰國警方斡旋、解救出第一批
受害台灣民眾，多起案件被曝光，才有台灣
民間團體及企業投入救援。事實上，中國公
安部過去曾多次派員赴東南亞國家協調抓捕
跨境電信詐騙犯，根據公開信息顯示，很大
部分被捕回國者均為台島人士。但台灣當局
卻對涉案電詐人員屢屢開釋，甚至引得國台
辦都發聲，斥台灣當局是在縱容犯罪。
例如 2016 年 4 月 15 日深夜，52 名在馬來
西亞從事電信詐騙的台灣籍嫌疑人中的 20
名被遣返回台灣，未料這些人僅在機場被簡
單問詢，便被民進黨當局以證據不足無法取
得傳票為由即時開釋。當時的國務院台辦發
言人安峰山就此發表談話說，台灣方面的這

一做法只會縱容日益猖獗的跨境電信詐騙犯
罪活動，是對眾多受害者權益的漠視和再度
傷害，損害兩岸共同打擊犯罪的合作。但台
灣當局對此置若罔聞，依然我行我素。

民眾要當局拿出實際行動
相比之下，香港警方在不斷向民眾深化宣
傳反電騙技巧之外，更與內地警方在多層面
加強聯合反電詐的合作。如今因內地民眾因
疫情防控非必要不得出境，同時內地與香港
都在落力打擊電騙集團，迫使台籍騙徒將黑
手轉向島內同鄉。「媒體報道說，也有港人
被騙。但相比較之下，香港政府就高度重
視，有保安局、入境處都採取了行動，可是
民進黨當局還在玩『反中』的把戲。說到詐
騙，台灣真的是祖師爺，這次很明顯是台灣

台新北雲林警方拘 23 嫌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央社及中時新聞網
報道，柬埔寨打工詐騙頻傳，台灣新北市警
方近日查獲 3 個不法集團，拘捕 16 名嫌犯到
案。新北警方稱已接獲 61 件報案，其中男
性 47 人、女性 14 人；年齡方面，29 歲以下
共 40 名佔近七成；出境地柬埔寨佔 87%、
緬甸佔 8%、泰國 5%。此外，雲林警方也在
台南市逮捕 7 名涉組織販運人口、詐術使人
出境嫌犯移送法辦。
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18 日表示，

有民眾 7 月於 Facebook 看到有境外電腦工程
師職位信息，並列出底薪 10 萬元（新台
幣，下同），機票、護照及生活費均由公司
支付。民眾私訊接洽後準備出行，幸於機場
驚覺有異報案方揭發案件。由於不法集團未
能得逞，便向被害人催討機票等費用。台警
鎖定 21 歲何姓男子等人涉代領出境證件、
載運被害人移動並密切聯繫海外的犯罪集
團，於 17 日緝捕何男等 9 人到案。此外，根
據 7 月下旬出境柬埔寨航班共 19 人遭同一集

人騙台灣人。」 民進黨當局的不作為引發
島內民眾憤怒，台北朱先生說起此次詐騙案
也是義憤填膺。他說，台灣當局要做的是趕
快進行實際行動營救，加強防騙宣傳，更重
要的是為年輕人謀出路、謀前途，而不是在
打嘴炮。
大陸台青朱小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台
灣年輕人都追求小資、小確幸，如果在島內
都可以很安穩地謀求一份小確幸，誰願意遠
走他鄉去冒險呢？「拿不到好的薪水，沒有
升遷的機會，看不到前途，很挫敗，這就是
島內年輕人真實狀況。」朱小姐說。
島內台商金先生說，在島內除了半導體等
產業外，諸多中小企業都不景氣，年輕人都
在受煎熬。「民進黨執政無能，老百姓當然
受騙受苦。」金先生說。

團詐騙案，新北警方拘提負責載運、監控的
47 歲蔡姓男子等 3 人到案。另有一宗台人 3
月前往泰國從事貸款工作，旋即遭轉往柬埔
寨詐騙園區案。苦主直到 5 月與家屬取得聯
繫支付 50 萬元後才脫困。新北警方據案扣
查 43 歲邱姓女子等共 4 人。新北刑大表示，
拘捕 16 名嫌犯，全案依涉人口販運、妨害
自由、恐嚇取財等罪嫌移送偵辦。
此外，雲林縣警局也受理 8 案並根據情報
前往台南市逮捕 7 名嫌犯，據了解，嫌犯載
送被害者出境每人可拿6,000 元至 8,000 元。
警方正依組織販運人口、詐術使人出境罪嫌
移送法辦。

扯下民進黨治下台灣遮羞布
赴柬被騙求助遭甩鍋

致一些青年走投無路。

◆ 台高雄警方 18 日拘捕詐
騙集團成員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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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台灣青年被「高薪」誘至
柬埔寨「打黑工」、更有人向台
當局求助卻慘遭甩鍋，事件的曝
光終扯下民進黨治下台灣的遮羞
布，島內輿論嘩然。大批年輕人
被騙到柬，原因在於他們大學畢
業後無法找到正職工作，只能選擇做服務業、時薪
制的低薪工作。很多人在「高薪」利誘下選擇賭一
把。民進黨當局近年一再宣稱，「有政府、會做
事」，「超前部署」，但一遇到需要直面的問題，
甩鍋甩出殘影。
近年來，由於民進黨當局的不作為，導致台灣地
區缺電、缺水、缺土地、缺人才、缺資金的「五
缺」問題長期存在，貧富差距日漸擴大，成為台灣
社會關注的社會痛點。勞動條件差、產業前景不明
等，使看不到未來的台灣年輕一代對職業生涯缺乏
「正面想像」。作為島內民眾最有感的生活問題核
心，高房價、高通脹、低薪等問題遲遲無改善，年
輕人到海外尋機會幾成最後一條路。
島內工資 20 年不漲的背後，是島內經濟發展疲
態，也顯露民進黨執政的無能。蔡英文所謂「顧好
下一代」恐怕是她自己都不會相信的「政治謊
言」。讓人無奈的是，民進黨仍癡迷於島內政治內
鬥，操弄網軍，鉗制輿論，對主張發展兩岸關係、
對大陸講一點點好話的人動輒「出征」，將大陸對
立成轉移島內矛盾的標靶，意圖作為轉嫁民眾對島
內生活的發洩口。
真正的政治、善治，要苦民之所苦，慮民之所
慮，是能夠實實在在地將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而不是為了騙幾張選票，惺惺作態和口蜜腹劍，言
必稱民主自由，行必為一己私心，棄民眾如敝屣，
視百姓如草芥。
不知台灣的年輕人們，究竟還會在民進黨治下被
魚肉多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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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台青低薪就業困境
國民黨團提 4 大主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國民黨民意代表黨團 18 日召開記者會，
提出解決青年低薪就業困境 4 大主張，呼籲台灣當局引進外資增進就業、
協助產業升級、調整人才培育方式、協助青年創業創新。
台灣民眾落入柬埔寨求職陷阱案件頻傳，國民黨民意代表黨團 18 日召
開記者會，機構負責人林思銘表示，過去幾年來，台灣年輕人找工作不容
易，低薪問題非常嚴重，年輕人失業率仍高，平均薪資也未見好轉，年輕
人口袋的錢越來越薄；近日大家關心，一些島內年輕人為了尋求高薪工
作，遠漂海外求職，因而落入詐騙集團的陷阱。
林思銘指出，青年低薪 3 大主因分別為，台灣大專教育過度投資、產業
升級速度緩慢、學非所用產學失衡。林思銘表示，國民黨團提出 4 大主
張，呼籲台灣當局引進外資增進就業、協助產業升級、調整人才培育方
式、協助青年創業創新，以解決青年低薪就業困境。
面對民眾有關民進當局一直宣傳島內經濟較好，為何墮入騙局的台灣年
輕人不留在島內工作的疑惑，國民黨民意代表黨團總召集人曾銘宗指出，
現時島內找工作不容易，低薪問題非常嚴重。並質疑既然經濟好為何還會
低薪，經濟成長的結果被很多大股東、企業家享受，勞工享有的部分越來
越少，連部分獲利好、有競爭力的上市櫃公司都有出現低薪的情況，更何
況是一般的企業。曾銘宗說，國民黨團強烈呼籲台當局，盡速徹底解決青
年低薪就業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