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數以千計洪都拉斯人為逃避暴力和貧窮，自
上周起向北進發。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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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日
11:03 a.m.
領事館外

沙特暗殺小組
成員邁達尼從
正門進入領事
館，當時身穿
藍色格仔衫、
深藍色褲和黑
面白底波鞋

卡舒吉進入
領事館

1:14 p.m.
領事館外

邁達尼(右圖
左)扮成卡舒
吉進館前的
樣子(圖左)。

《紐約時報》前日援引美國衛生部
的內部備忘錄，顯示華府有意收緊對
性別的定義，將依照人們出生時的生
殖器官決定，意味官方只認可男和女
這兩種生理性別，跨性別身份則不被
認同。美國跨性別平權中心主管凱斯
林形容華府的行動是「危險、輕蔑的
舉措」，儼如視跨性別人士不存在。

嬰兒生殖器決定性別
美國約140萬人被界定為跨性別人

士，前總統奧巴馬政府在教育和醫療
保健等聯邦政府項目上，放寬性別方
面的法律概念，認為性別是個人抉
擇，而非由生理性別決定，並讓跨性
別按照自我性別認同使用洗手間，惹
來福音派基督徒等保守派人士不滿。
衛生部認為，以生理特徵作為性別標

準，是較為清晰、具科學性、客觀和
容易管理的方法，稱出生證明文件上
的性別，為如何界定性別提供決定性
證據，若有爭議，便應以基因檢測為
準。
衛生部亦指出，上屆政府對性別的

定義寬鬆，為各部門行政帶來混亂，
已要求教育部、司法部和勞工部同樣
收緊對性別的定義，令政府內部立場
一致。
LGBT團體「人權運動」法律主任

瓦爾貝洛表示，華府每一項決策均是
背向跨性別人士，令他們感到害怕。
在《紐時》刊登報道後，不少跨性別
人士在社交網站上載他們的照片抗
議，並附上標籤「#WontBeErased」
(不會被抹去)。

■綜合報道

數以千計洪都拉斯人為逃避暴力和貧窮，
自上周起向北進發，希望到美國尋求庇護。
他們早前經危地馬拉，抵達與墨西哥邊境接
壤的大橋，除部分婦孺外，大多數人均被墨
西哥拒絕入境，部分人決定乘木筏渡河硬
闖，並已進入墨西哥邊境城市塔帕丘拉。美
國總統特朗普昨日指示軍方及邊境巡邏隊應
對這場即將來臨的「國家危機」，並下令削
減對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等國援
助。
洪都拉斯一名左翼政客早前在社交媒體發
起「移民車隊」活動，召集民眾在北部城市
聖佩德羅蘇拉集合，經危地馬拉及墨西哥前
往美國。約3,000至5,000人響應號召，分批
進發。
這批移民抵達危地馬拉後，約1,000人被危
地馬拉政府遣返，但大部分堅拒離開，擠滿

危地馬拉連接墨西哥的邊境大橋，他們冒着
大雨搭起臨時帳篷棲身，並以塑膠垃圾作睡
枕，墨西哥政府上周六允許小部分婦女及兒
童入境。約900名移民不滿等候時間太久，越
過邊境河道進入墨西哥，警員未有阻截，不
少人已抵達墨西哥城市塔帕丘拉。他們擔心
會被墨國當局拘捕及遣返，因此拒絕進入移
民庇護中心，寧願在街上露宿。
特朗普在twitter發文，以「外來人」形容洪
都拉斯移民，強調會全力阻止他們進入美國
南部邊境，並施壓要求民主黨支持修改移民
法例。國務卿蓬佩奧警告非法移民可能遭人
口販子剝削。墨西哥政府重申，移民必須先
遞交庇護申請，才可進入墨西哥，非法入境
者將被驅逐。
多名洪都拉斯移民表示，國家暴力、貧窮
及貪污問題嚴重，他們被迫出走。紅十字會

表示，部分移民長途跋涉，導致身心俱疲及
腳部受傷，但他們因害怕被遞解出境，而不
願接受治療。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洪國數千人湧美 特朗普派美軍阻截 華府擬「抹殺」跨性別人士

《新曙光報》昨日報道，穆特雷在卡舒吉被
殺後，從領事館4次致電王儲辦公室主

管阿薩克，並曾致電一個美國號碼。報道未有申
明消息來源，但認為有關消息顯示暗殺行動與穆
罕默德關係密切。穆特雷曾陪同穆罕默德出訪美
國、法國和西班牙。

埃爾多安揚言今披露案情
與土國政府關係友好的《自由日報》主筆席爾
維更爆出疑似新案情，他指卡舒吉慘遭暗殺小組
在一個「長約8分鐘的過程中」勒死，法醫專家
圖拜吉則邊聽着歌，邊將卡舒吉分屍成15份。
席爾維直斥穆罕默德是「土耳其敵人」，必須將
他繩之以法並免去其王儲之位。
埃爾多安批評沙特既沒有解釋15名沙特人為
何到沙特駐伊斯坦布爾領館，也沒有闡明沙特拘
捕的18人所犯何事。他承諾於今日(香港時間下
午4時)在國會披露所有案情。埃爾多安至今仍未
直接將卡舒吉被殺案歸咎沙特，但曾兩度致電薩
勒曼商討。分析指，埃爾多安此舉是希望維繫兩
國關係，並將穆罕默德推離沙特王室重心。

土稱謀殺 拒與沙特私了
據報土耳其檢察官昨日傳召5名在沙特領事館

工作的土耳其籍職員作供，加上稍後作供的外籍
及本地工人共有22人。早前有職員透露，卡舒
吉的失蹤時間與他們被指示離開使館的時間吻
合。土耳其執政黨發言人昨日表示，卡舒吉被殺
是一宗「有預謀及殘酷的謀殺案」，並非沙特
聲稱是打鬥致死，又強調土耳其不會與沙特
私下商討，以平息事件。
土耳其政府及媒體近日不斷以「擠牙

膏」方式披露卡舒吉被殺過程，迫使沙特
承認卡舒吉遇害，拘捕18名「涉案人」，又
撤換多名高官。不過沙特解釋卡舒吉是因
「與人打鬥致死」，被指疑點重重，而且卡舒吉
至今仍死不見屍。包括來自高盛、摩根大通、電
召程式Uber等高層相繼宣佈缺席今日在沙特舉
行、為期3日的投資論壇。 ■法新社

殺記者保鑣4度致電 土媒矛頭直指沙特王儲

8分鐘勒死 分屍15份

沙特阿拉伯政府日前雖然承認失蹤記

者卡舒吉在駐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領事館

內遇害，但連日來官方說法仍處處為王

儲穆罕默德撇清關係，土耳其多份報章

昨日再披露更多疑似案情，口徑一致，

將矛頭直指穆罕默德。《自由日報》報

道，暗殺小組勒死卡舒吉後，將屍體切

成15份，直言對穆罕默德的「包圍網

愈收愈窄」。《新曙光報》則報道，據稱

是暗殺小組頭目的穆罕默德保鑣穆特

雷，在卡舒吉被殺後曾4次從領事館致

電王儲辦公室主管。土耳其總統埃爾多

安亦再加一刀，預告今日會在國會「毫

無保留地」披露事實真相。

土耳其傳媒前日報道，土
耳其警方已派出警員24小時
全天候保護沙特記者卡舒吉的
土耳其籍未婚妻哈蒂傑，當局
未有解釋為何作此安排。
卡舒吉本月初進入沙特阿

拉伯駐伊斯坦布爾領事館，

申請證明其婚姻狀況的文
件，以便與哈蒂傑結婚。卡
舒吉進入領事館後，哈蒂傑
在門外等候數小時仍未見卡
舒吉蹤影，她立刻按卡舒吉
事前指示，聯繫土耳其當
局。 ■路透社

沙特王室昨日發聲明稱，
王儲穆罕默德已致電卡舒吉
兒子薩拉赫，代表國王薩勒
曼就卡舒吉離世致以慰問。
據卡舒吉一名朋友透露，由
於卡舒吉批評沙特政府，當
局自去年起一直禁止薩拉赫
出國。沙特政府及薩拉赫均
未有回應。
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前日

接受美國霍士新聞台訪問，
繼續為穆罕默德辯護，重申

穆罕默德對卡舒吉事件並不
知情，因此無須負上責任。
朱拜爾稱，沙特政府收到

土耳其調查報告後隨即展開
調查，發現卡舒吉在領事館
內被殺，但不清楚各項細
節，包括如何處置卡舒吉的
屍體。他形容事件明顯存在
「重大錯誤」，沙特人員的
所作所為未獲當局授權，他
們在犯錯後更試圖掩飾，行
為不可接受。 ■美聯社

沙特阿拉伯記者卡舒吉遇
害事件招致國際社會譴責，
德國總理默克爾前日表示，
卡舒吉案疑點重重，在未弄
清真相前，德國將暫停向沙
特出售軍備。德國經濟部長
阿爾特邁爾則指沙特的解釋
未能令人滿意，呼籲歐盟其
他成員國同樣暫停向沙特售
武，加強向沙特施壓。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前日宣

佈，計劃取消和沙特總值
150億加元(約897億港元)的
出售輕型裝甲車協議。加拿
大軍售協議包含保護人權條
款，包括禁止買方侵犯當地
人民的人權，亦不許使用加
國武器對付平民。杜魯多強
調，加拿大堅決捍衛人權，
「一旦有國家違反軍售協議
條款，我們將會取消合
約」。 ■路透社/法新社

土24小時保護卡舒吉未婚妻

王儲電慰卡舒吉兒子

德籲歐盟停向沙特售武

美國有線新聞
網絡(CNN)取得
土耳其執法部門
的閉路電視片
段，顯示沙特行
動小組一名成員
相信在卡舒吉遇
害後，換上卡舒
吉的衣服和眼
鏡，並戴上假
鬚，從後門離開
領事館，試圖混
淆視聽，與沙特
一名匿名高官早
前的說法吻合。
土耳其一名官

員 向 CNN 透
露，假扮卡舒吉
的人是 57 歲的
邁達尼，無論身
高和體形均與
59 歲的卡舒吉
相近。他在卡舒
吉遇害前進入領
事館，數小時後
與一名疑似同謀
從後門離開。雖
然邁達尼換了卡
舒吉的衣服，但
離去時仍穿着自
己的黑色波鞋，
露出馬腳。
該名土耳其官

員表示，片段顯
示沙特早已安排
邁達尼作為替
身，是有預謀殺
害卡舒吉，明顯
有別於錯手殺死
的說法。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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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

暗殺成員假扮卡舒吉經過 2:52 p.m.
領事館外

邁達尼從後門
離開領事館，
換上卡舒吉的
灰色褲、恤衫
和黑色外套，
並戴上假鬚，
一名穿戴帽外
套的疑似同謀
拿着膠袋同行

4:06 p.m. 藍色清真寺 邁達尼與同謀現身藍色清真寺

4:29 p.m.
藍色清真寺

邁達尼換回原本衣服，卡舒吉的衣服相
信已裝進同謀的膠袋內，假鬚亦已脫下

時間不明
藍色清真寺附近

邁達尼前往一間餐廳後，乘搭的士
前往瑞享酒店

邁達尼與同謀把裝有卡舒
吉衣服的膠袋扔入垃圾箱

時間不明 瑞享酒店附近
時間不明

瑞享酒店附近
邁達尼與同謀經下層通道進入酒店

■卡舒吉

邁達尼
卡舒吉

邁達尼

邁達尼

邁達尼

邁達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