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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喜歡出鋒頭邀功的特朗普，今
次沒親自現身宣佈消息，反而由

司法部長塞申斯出面發表簡短聲明。塞
申斯表示，奧巴馬政府推出的「年輕無
證移民暫緩遣返」(DACA)計劃不僅違
憲，還令美國西南邊境沒成人陪伴的未
成年人數激增，造成可怕的人道主義後
果。他又稱非法移民搶飯碗，導致成千
上萬美國人失業。華府指，DACA將
於明年3月5日到期後正式廢除。

明年3月後或遣返 卸責國會
特朗普其後才發表書面聲明，表示

其職責是捍衛美國人和憲法，「我不贊
成因為父母的行為懲罰孩子，但美國之
所以是充滿機會的國度，在於我們是法
治之國」。他形容奧巴馬的政策是「特
赦優先」，強調自己堅持「美國優
先」，「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記得年
輕美國人也有夢想」。
DACA計劃2012年推出，暫緩遣返

2007年以前進入美國、當時不足16歲
的非法移民，容許他們申請為期兩年的
工作許可，至今約80萬多數為拉丁裔
「追夢者」向當局申報身份，他們都有
可能在3月後被遞解出境。特朗普將處
理「追夢者」的責任推卸給國會，要求
國會在半年內尋找方案，否則他屆時可
能自行採取行動，不過特朗普和塞申斯
都沒提出立法框架。
奧巴馬發表聲明，批評特朗普的做

法是政治決定。對於特朗普支持者認為
DACA是總統行政權力過度擴張，奧
巴馬為此辯護，強調這是因為任內多番
要求國會通過移民法案改革無果。奧巴
馬表示，「追夢者」被父母帶到美國
時，很多還在襁褓之中，他們不認識美
國以外的國家，不懂英文以外的語言，
「他們在美國長大，讀我們的學校，在
美國開展事業。除了身份證明文件外，
『追夢者』無論在哪一方面，骨子裡都
是美國人」。

民主黨人圖入稟挑戰華府
多名民主黨籍的州檢察長和公民團

體，都計劃入稟法院挑戰華府，但分析
認為難度極高，DACA本身沒相關法
律支持，加上移民事務涉及主權和國家
安全，相較於其他領域，法院通常會更
尊重行政部門的決策。
一眾DACA受惠者都感到悲憤難
過，在得州休斯敦一個風災避難中心
內，3歲隨父母從墨西哥來美的休斯敦
大學學生奧爾蒂斯說：「我懂事以來都
在這裡生活，竟然有人覺得我們不屬於
這裡，真瘋狂。」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前日終於宣佈，廢除

前總統奧巴馬特赦年輕非法移民的行政命

令，讓80萬「追夢者」頓失政策保障，面臨

被遣返命運。共和及民主兩黨國會議員、商

界和宗教領袖齊聲反對，紐約、三藩市和洛

杉磯等地均有抗議，示威者甚至將特朗普的

決定等同百多年前《排華法案》。卸任以來

謹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奧巴馬，亦忍

不住發表5,000字聲明，不點名批評特朗普

「殘忍」，強調剝奪這些年輕移民貢獻美國

的機會是「自取滅亡」。

特朗普政府廢除DACA計劃後，全美各
大城市爆發示威，雖然大部分「追夢者」
都是來自墨西哥或拉美，但示威者當中也
不乏亞裔的身影。
三藩市前日下午有近千人上街，集會人

士站在路邊貨車上輪流發表演說，抨擊政
府廢除DACA計劃造成家庭破碎、親人分
離、理想破滅。三藩市日裔公共辯護官賀
大器在演講時表示，特朗普廢除DACA計
劃，和一百多年前的《排華法案》、二戰
時期的日裔美國人集中營如出一轍，他說
「又到了要為自己權益吶喊的時候了，我
們要抗爭！」
本身是巴西華人移民後代的李偉，16歲

時以旅遊簽證隨父母來美，申請避難未獲
批准，一直滯留美國成為無證移民，但他
可以合法上學，2011年從加州大學聖塔科
魯茲分校心理學系畢業，如今是美國首個
亞裔無證移民組織的成員。李偉說，他不
是DACA計劃受益者，也還未獲綠卡，但
可以工作，每天他都在幫助與他一樣背景
的移民。
三藩市華裔市長李孟賢表示，5年前，華

府承諾DACA計劃將給予「追夢者」美好
的未來，如今它違背諾言，令這些努力工
作、勤奮學習的年輕移民夢斷。聖荷塞市長
李卡多表示，矽谷有大量「追夢者」移民，
聖荷塞政府誓言與他們站在一起。 ■中新社

同擁移民夢 亞裔參與抗爭

特朗普再次無視社會呼聲，推翻前
朝政策，令他與商界關係進一步惡化。
由西岸的矽谷到東岸的華爾街，多家科
技企業和金融大行高層都對特朗普今次
決定感到憤怒，認為有關做法不道德，
也損害美國勞工市場。
社交網站facebook創辦人朱克伯格形

容前日是「國家傷心的一天」，批評特
朗普政府的決定猶如「請君入甕」，完
全錯誤，「最殘忍是給予這些年輕人一
個美國夢，鼓勵他們從陰影走出來，相

信政府，然後借此懲罰他們」。蘋果公
司總裁庫克也指，80萬「追夢者」當
中，有250人是蘋果員工，「他們快將
被趕出這個唯一的家，我深感沮喪」。
微軟主席史密斯、摩根大通總裁戴

蒙、前紐約市長彭博、Google總裁披
猜和Uber新任總裁霍斯勞沙希等，都
一致批評特朗普，並呼籲國會擱置稅制
改革的立法工作，優先立法協助「追夢
者」。 ■英國《金融時報》/

《華爾街日報》

科企大行齊轟
朱克伯格：國家傷心日

有紀錄以來最強的大西洋颶風「艾
瑪」，昨日挾着5級颶風的風力登陸加勒
比海巴布達島，並持續向西北移動，稍後
正面吹襲波多黎各、多米尼加、海地和古
巴，預料最快周末會再次在美國佛羅里達
州登陸。各地政府均已發出颶風警告，呼
籲民眾做好防風措施。
「艾瑪」前日升為5級颶風，美國國家
颶風中心(NHC)指，截至美國東岸時間昨
日凌晨2時，「艾瑪」最高持續風速為每
小時295公里，並以時速24公里向西北移
動，可能對沿路地區造成災難性破壞。巴
布達島大部分地區停電，過千居民疏散到
避難中心暫避，暫時未知死傷情況。
加勒比海不少島嶼均是歐洲國家屬地，

法國和荷蘭政府先後派人前往當地協助，
島民則到超市搶購糧水及日用品，航空公

司已停飛部分航班。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
佛州、波多黎各及美屬維爾京群島進入緊
急狀態，波多黎各設立460個防災中心，
總督羅塞洛呼籲340萬居民前往避難，佛
州州長斯科特亦下令強制度假勝地基韋斯
特所有遊客及居民疏散。

■法新社/路透社

5級颶風登陸加勒比海島 周末襲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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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來自中南美洲的「追夢者」，
都聚居在美國南部州份，包括早前受
「哈維」吹襲的得州，他們與很多美國
年輕人一樣，在風災後無分你我，向鄰
舍伸出援手，甚至有人因此犧牲，31歲
的DACA受惠者紀廉便是其中之一。
風災期間，紀廉與其他義工一起乘坐
船隻，四出拯救被洪水圍困的居民，但
上周不幸跌落水，遺體在上周末找到。
據報他的母親已獲准從墨西哥前往得州
出席兒子的喪禮。 ■法新社

為救人犧牲
得州「追夢者」成美驕傲

■紀廉

聯儲副主席突辭職 或意味耶倫下台

計劃內容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2012年6月簽
署行政命令，推行「年輕無證移
民暫緩遣返」(DACA)，暫緩遣返
孩童時期抵達美國的非法移民。
計劃適用於2012年6月15日前
未滿31歲且自2007年以來持續
居住於美國境內的移民，涵蓋就
學學生、獲得研究生畢業證書
者、在武裝部隊服役的軍人以及
從未犯下重罪的移民。受惠人士
可取得合法駕駛執照、進入大學
就讀和合法就業，但無法藉此取

得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資格。

為何廢止
■現任總統特朗普和支持者認為，
DACA保護的是違反美國法律的
人，對合法移民來說不公平，並
侵犯國會制訂移民法的權力，違
反憲法。不過法律專家說，奧巴
馬的命令在憲法上很健全，經得
起法律挑戰。

追夢者今後處境
■在DACA鼓勵下，約80萬「追

夢者」申報身份，他們的資料如

今掌握在華府手中，讓多數人難
以隱藏。約20萬名「追夢者」
的居留許可將在今年底到期，另
有27.5萬人將在明年到期，其
他則是2019年內終止。根據特
朗普命令，他們在許可到期前都
會沒事，在明年3月5日前到期
者仍可申請延長，但不接受新申
請。許可到期後，「追夢者」理
論上可能隨時被遣返，不過當前
政策只威脅到曾犯重罪的非法移
民。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奧巴馬2012年展「追夢」

■■頓感前路茫茫的頓感前路茫茫的「「追夢追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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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無證移民參亞裔無證移民參
與示威與示威。。 中新社中新社

■■佛州民眾趕購防佛州民眾趕購防
風設備風設備。。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財金界昨日傳出震撼消息，明年6
月才任滿的聯儲局副主席費希爾昨日突
然以「個人因素」為由向總統特朗普請
辭，將於10月13日生效。費希爾離任令

聯儲局7人理事會的空缺增至4席，等同
為特朗普全面改造聯儲局開路，市場隨
即揣測這或意味聯儲局主席耶倫很大機
會不獲續任。
費希爾是聯儲局內最資深官員，堪稱全

球央行官員導師，他在麻省理工執教長達
20年，是聯儲局前主席伯南克和歐洲央行
行長德拉吉的博士論文導師，2005年至
2013年間出任以色列央行行長，2014年獲
任命為聯儲局副主席，輔助耶倫。耶倫任
期將於明年2月屆滿，她的去留問題一直
是市場焦點，不少分析相信費希爾此刻突
然辭職，與耶倫去留有莫大關係。

加國意外加息1/4厘 加元兩年高位
另外，加拿大央行昨日議息後，出乎意

料地宣佈加息1/4厘，指標利率由0.75厘
升至1厘，是繼今年7月後，7年來第二度
加息。央行表示，加息主要由於經濟表現
勝過預期，是時候撤回部分刺激經濟措
施，不過議息聲明語氣相對審慎，包括自3
月以來首次提到加元近期升勢，同時承認
通脹和工資增長水平仍然偏低，顯示央行
對於是否進一步加息有所保留。
受加息消息刺激，加元匯價一度抽升

1.8%，最高見每美元兌1.2146加元的兩年
高位，令全年累積升幅增至10%。分析認
為，加國樓市近期降溫，息口又接連上
升，過去幾年支撐增長的主要因素開始消
失，加國經濟或於年底前開始放緩，迫使
央行減慢加息步伐。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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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摧毀特朗普摧毀8080萬年輕人萬年輕人
的的「「美國夢美國夢」」。。 法新社法新社

洛杉磯洛杉磯

■■費希爾費希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