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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抵制撤資 刪社交網發言亦無用

涉損以國利益
美籍巴女 被禁入境
以巴關係近年持續緊張，22 歲美國籍巴勒斯坦裔女大學生阿爾加西姆準備到以色列留學，上周乘搭飛機抵達特拉維夫後，以國當
局指她鼓吹抵制以色列，依據法例拒絕其入境。阿爾加西姆提出上訴，在等候裁決期間被扣押於覊留所，目前未訂出裁決日期。

美：以擁入境最終決定權

阿爾加西姆出生於美
國佛羅里達州，祖

父母來自巴勒斯坦，本來
計劃到耶路撒冷希伯來大
學，攻讀人權法課程。她
上周二持以色列發出的學
生簽證，抵達特拉維夫機
場時被拒入境。據報阿爾
加西姆被拘留的地點環境
惡劣，不但無法上網，只
能靠有限度的電話通訊與
外界聯絡，床上更有大量
床蝨。

色列早已就涉及抵制運動的外國人設定
黑名單，相信阿爾加西姆正在名單上，
她如今突然宣稱「不再抵制以色列」，
難免令以國感到懷疑。
不過查菲斯同時指出，以色列政府的
行為反映該國以至猶太社群，對一切反
猶行為已到草木皆兵的地步，恐令以色
列包容不同意見的形象受挑戰，亦會打
擊以國學術界吸納人才的機會。
■美聯社/彭博通訊社

美籍學生阿爾加西姆被以色列拒絕入
境，等候上訴期間遭拘留至今，美國駐
以色列大使館表示，已派員探訪阿爾加
西姆，確保她有足夠食物和食水。美國
國務院發言人諾爾特則稱，華府已獲悉
阿爾加西姆的個案，但以色列政府對讓
何人入境，擁有最終決定權。
美國猶太裔專欄評論員、以色列前總
理貝京的顧問查菲斯，亦在彭博通訊社
撰文，指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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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反以學生組織主席
近年巴勒斯坦社群提出「抵制、撤資和制裁」(BDS)運
動，鼓勵支持者懲罰以色列，阿爾加西姆在佛羅里達大學
就讀時，曾出任名為「學生爭取巴勒斯坦正義」的學生組
織主席，更響應 BDS，呼籲罷買以色列品牌 Sabra 的調味
料鷹嘴豆泥(Hummus)。

以通過法案禁BDS人士
以色列批評 BDS 運動企圖摧毀以色列，去年 3 月通過法
案，禁止鼓吹 BDS 的人士入境，至今已拒絕 15 人進入以
色列。據報以國當局會從網上搜尋資料，找出散播反美、
反以色列和反猶太人士，以方形容阿爾加西姆是杯葛以色
列運動的活躍分子，抵埗時更刻意刪除近期在社交網站的
所有帖子，企圖隱瞞過去政見，惹人疑竇。
阿爾加西姆反對以色列的入境禁令，強調從沒積極參與
抵制運動，只想赴當地求學，將來也不會鼓吹抵制。希伯
來大學法律學院院長梅迪納則稱，他不獲准探訪阿爾加西
姆，會游說以政府准對方入境。
阿爾加西姆的母親卡倫表示，阿爾加西姆一直希望了解
以色列，儘管有時批評以色列的政策，但仍尊重當地社會
和文化，強調女兒只曾在其中一個學期，加入涉事學生組
織，也沒對以色列構成任何威脅，「她不是罪犯，卻被當
作罪犯看待」。

■美國不少學校均有人成
立 BDS
BDS組織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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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方強調有權決定外國人能否入境
以色列戰略事務部長埃爾丹強調，以國有權決定任何外
國人能否入境，阿爾加西姆所屬組織，是美國其中一個最
極端和仇視以色列的 BDS 組織，以色列雖歡迎各種背景
的學生，但絕不容許危害以國安全及損害國家利益的人入
境。入境部門發言人哈達德則稱，阿爾加西姆並非被捕，
只是被拒入境而遭拘留。
埃爾丹亦稱，當局並沒拘捕阿爾加西姆，只要對方願
意，可隨時返回美國。他前日又表示，假如阿爾加西姆親
口指出 BDS 不合法，且表明對過去所做的事感後悔，以
色列會重新考慮是否讓她入境。
■美聯社/法新社

巴裔反以運動 激化校園社群矛盾
「抵制、撤資和制裁」(BDS)運動近
年於巴勒斯坦裔社群興起，不少巴裔
學生成立 BDS 組織，與其他學運團體
結盟，部分人更在校園「狙擊」猶太
裔講師的課堂，以至要求校方停止資
助以色列企業。雖然 BDS 團體的行動
至今成效有限，但已在校園以至美國
猶太族群造成恐慌，激化社群矛盾。

佛州西北部
迎
「世紀颶風」
位於墨西哥灣的颶風「邁克爾」昨日
增強為 4 級颶風，預料於當地時間同日稍
後，在佛羅里達州西北部地區登陸，是首
個吹襲該區的 4 級颶風。氣象部門警告，
「邁克爾」會帶來前所未見的惡劣天氣，
沿岸風暴潮或高達 4.2 米。總統特朗普宣
佈佛州進入緊急狀態，佛州州長斯科特指
當地正面對百年來最強颶風，坦言情況不
樂觀，此前留下的居民已來不及疏散。
截至當地時間昨日上午 7 時，「邁克
爾」集結於佛羅里達州巴拿馬市西南約
145 公里，最高持續風速達 230 公里，以
時速 20 公里向北移動，估計登陸前轉向
東北，並進一步增強，登陸後將吹襲佐治
亞州、南卡羅來納州等地，其後重返大西
洋。

受「邁克爾」影響，美國墨西哥灣 75
個鑽油平台需疏散，單是前日的石油產量
已較平日少 67 萬桶，相當於美國在該區
產 油 量 的 40% ， 天 然 氣 產 量 則 減 少
28%。國際油價應聲上升，布蘭特期油昨
日一度高見每桶85.17美元。
■美聯社/法新社

以色列策略事務部長埃爾丹早前形
容，BDS 屬仇恨運動，思想源自巴勒
斯坦自治政府和「哈馬斯」武裝組
織，最終目的是摧毀以色列。

罷買以產品影響輕微
儘管以色列當局高調應對BDS，不過
分析指出，BDS對以色列的實質影響相

當輕微。以色列智庫Financial Immunities 創辦人羅伊特估計，BDS 由 2010 年
至去年底，只減低以色列國內生產總值
(GDP)約0.004個百分點，以色列亦只有
0.75%企業受影響。反猶示威者雖呼籲
罷買以色列產品，反而激起西方部分人
士同情猶太人商戶，使個別受示威影響
的商店得益。
■綜合報道

特朗普擬中選後晤金正恩 地點或佛州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表示有意舉行第二次
美朝首腦會談，他前日透露口風，稱準備
於下月 6 日中期選舉過後，再度與朝鮮領導
人金正恩會面，目前正考慮 3 至 4 個會面地
點，當中包括特朗普名下位於佛羅里達州
的海湖莊園，但相信不會在首次峰會地點
新加坡再會面。
特朗普未有排除前往朝鮮會晤金正恩的
可能性，「我認為最終我們會在美國土地
或他們的土地會面」，他強調峰會舉行的
時間不會太遠，雙方正在安排。特朗普還
表示希望可撤銷對朝制裁，但前提是美朝

雙方在無核化上達至一些成果。

韓擬撤對朝單邊制裁
另一方面，韓國外長康京和昨日表示，
韓方考慮撤銷對朝鮮實施的部分單邊制裁
措施，以進一步紓緩半島局勢和推動無核
化進程。
2010年韓國天安艦遇襲後，韓國對朝實施
制裁，停止所有經濟合作。美聯社分析認
為，由於美國牽頭的國際制裁仍然維持，韓
國解除單邊制裁的影響有限，但顯示韓政府
準備重啟朝韓經濟合作項目。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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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放寬乙醇發售 為拉票懶理環保

阻墨西哥灣產油 油價上升
佛州多處昨晨風力明顯增強，斯科特
呼籲仍然留在風暴預測路徑的居民，馬上
到安全地方暫避。佛州巴拿馬市消防部門
坦言，若居民不願撤離，消防未必有能力
拯救他們。亞拉巴馬州和佐治亞州亦發佈
災害警告，預測兩地亦會受「邁克爾」的
惡劣天氣影響。

BDS 風潮於 2005 年興起，號召支持
者抵制一切與以色列有關的產品和服
務。由於美國不少學校均有人成立
BDS 組織，令猶太裔家長憂慮子女在
敵意環境下成長。以色列 2006 年成立
策略事務部，對抗「損害以色列合法
性」的行動，並向情報部門投放更多
預算，監視反以人士。

■佛州多處風力明顯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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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

生物燃料與農業息息相關，美國總統特
朗普前日宣佈，計劃容許企業售賣更高濃
度的乙醇，由於艾奧瓦州是美國最大乙醇
產區，估計特朗普的新措施，有助刺激該
州共和黨參議員格拉斯利的民望，並改善
共和黨中選時在農業州份的選情。
美國政府過去透過指引，禁止乙醇濃度
達 15%的汽油(又稱「E15」)在夏天發售，
以免加劇空氣污染，故美國市面發售的汽
油中，大多只含有 10%乙醇。格拉斯利等
多名共和黨參議員今年較早前，共同要求
華府解禁E15夏季銷售，前日終取得成果。
特朗普表示，他是鑑於油價過高，因此

希望增產石油，但同時幫助農業和煉油業
界，「無論我透過乙醇或其他方法做任何
事，我只想油價低一點」。特朗普形容，
農業與石油工業長期存在分歧，期望藉着
增產能源，同時改善農民和能源業界生
計，環境保護局(EPA)會發佈新指引，容許
乙醇濃度較高的產品推出市場。
格拉斯利目前出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
席，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諾提名期間立
下一定功勞，他與艾奧瓦州另一名共和黨
參議員厄恩斯特同日早前，一同在白宮與
特朗普會面，格拉斯利形容新政策是農業
的勝利，「一切都很好」。
■綜合報道

■特朗普到美國最大乙醇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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