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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路透社華盛頓3日消息：美國
副國防部長卡特3日為美國軍事聚焦亞太地區的
戰略辯護，表示中國並非美軍資源轉移的誘因。
他說，儘管預算緊縮，國防部仍有資源落實此項
新戰略。

美國國家亞洲研究中心發表《中國軍事挑戰
》的最新研究報告，卡特在出席發布會時表示，
國防部未來將增加亞太地區資源的比重，並增加
新船艦與F-35戰鬥機的部署。

卡特說： 「國防部領導層現時重點關注（軍
力）再平衡策略的執行。我們關注每分錢、每艘
船、每架飛機，從而確保我們能有效落實再平衡
策略。」

分析人士一向質疑國防部最終是否擁有足夠
預算落實新策略。戰略及國際研究中心（CSIS
）最近的一篇報告，就對國防部的再平衡策略與

國會撥款之間脫節的現象表示擔憂。
美國國家亞洲研究中心這篇新研究，主要分

析中國人民解放軍從 2004 年以來在軍隊現代化
努力。

研究者表示，中國軍事現代化，很大一部分
動因是台灣。北京當局已研發出射程可抵達台灣
的導彈以及對出於中國外海的戰艦發出警告，並
且導彈的射程仍在不斷增加。

卡特堅稱美國重返亞太的策略 「並非意在中
國」，而是確保 「以和平的形式存在於亞太區域
，讓所有區域內國家都能享受安全與持續繁榮帶
來的利益我們確實擁有再平衡資源與信守承諾的
能力。」

他透露，伊拉克戰爭結束加上阿富汗安全控
制進行到過渡階段會釋放出大量軍力，其中很大
部分可用在亞太地區的任務。

卡特說，建立美國盟友與夥伴的能力是策略
的關鍵，不過與中國建立廣泛政治與軍事關係同
樣重要， 「美中關係與美中軍事關係，是再平衡
策略的重要部分。」

美核潛艇再訪菲律賓
另據《菲律賓星報》報道，美國海軍 「洛杉

磯」級攻擊型核潛艇 「奧林匹亞」號在4日抵達
菲律賓呂宋島西部的蘇比克灣，開展例行訪問。
這也是美國核動力潛艇今年第4次造訪前美國海
軍基地蘇比克港。

美國駐菲使館3日發表聲明說，此次 「奧林
匹亞」號對蘇比克灣的港口訪問屬於例行友好訪
問性質，聲明未提及 「奧林匹亞」號離開菲律賓
的時間。

美國核動力潛艇今年以來頻繁訪問菲律賓。

在 「奧林匹亞」號來訪之前，美國海軍 「北卡羅
萊納」號、 「路易斯維爾」號以及 「夏威夷」號
核潛艇曾先後在 5 月、6 月和 9 月份對蘇比克灣
進行過例行訪問。

【本報訊】據中新社馬尼拉4日消息：菲律賓警方4日
下午執行針對前總統阿羅約的逮捕令，再度將她羈押在政府
醫院病房內。

去年11月，阿羅約曾因涉嫌選舉舞弊，被警方逮捕並
羈押在病房內，直到今年7月才獲准保釋。之後，菲監察專
員莫拉萊斯向反貪法庭起訴阿羅約和另外9人涉嫌濫用菲國
慈善彩票署資金，犯有掠奪罪。

菲反貪法庭 10 月 3 日簽發逮捕令，阿羅約陣營請求法
庭復議遭駁回。阿羅約4日一早聲稱「雙手麻痹」，前往奎松
市的退伍軍人紀念醫療中心，住進醫院總統套房接受治療。

奎松市警察局長德拉維加稱，菲首都警察局刑事偵緝組
組長科羅納爾當天下午在女警員陪同下進入病房，當面向阿
羅約送達了反貪法庭法官簽發的逮捕令，並為她辦理了與掠
奪案有關的登記手續。逮捕理由是阿羅約涉嫌在總統任內濫
用3.65億比索（約合6820萬港元）的國家彩票基金。

科羅內爾說，由於醫院
方面的體檢結果表明阿羅約
身體狀況較差，因此她將暫
時被監禁在醫院病房內，由
警方嚴加看管。警方將於 5
日向法院告知這一狀況，並
由法院方面決定是否將阿羅
約轉送到監獄進行關押。

這是阿羅約下台以來面
對的第三樁刑事指控，根據
菲國法律，阿羅約被控罪名
不可保釋，一旦被判罪名成立，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現年65歲的阿羅約曾在2001至2010年擔任菲國總統，
卸任後又當選眾議員。10月3日，她剛由兒子代為登記再度
參選眾議員。

【本報訊】據美聯社4日消息：一本將於兩周後出
版的新書指出，去年美軍在狙殺本．拉登行動時，如果
他能夠投降並被活捉，美國總統奧巴馬希望以此讓拉登
受審，彰顯美國力守正當司法程序。

預計於 10 月 16 日上市的新書《完結篇》（The
Finish，暫譯），作者馬克．鮑登引述奧巴馬的話指出
，若拉登能就主導 「9．11」事件受審，奧巴馬認為自
己會以強硬的政治立場，以正當程序依法處理拉登。

根據報道，奧巴馬接受鮑登訪問時說： 「基本上，
我的信念是，如果我們活捉拉登，我會採取相當強烈的
政治立場，主張以正當法律程序、依法處理。」

奧巴馬強調， 「這會是我們對付 『基地』組織的最
佳利器，避免拉登成為殉道士。」

鮑登書中寫道，奧巴馬認為讓恐怖分子 「擁有刑事
被告所有權利，可向外界顯現，就算是面對最惡劣的人
，美國都願意力守司法公正」。

曾撰寫暢銷書 「黑鷹計劃」的鮑登在新書指出，雖
然主張讓拉登受審，但奧巴馬預期拉登會奮戰到死。

去年5月，美國海軍海豹突擊隊突襲拉登位於巴基
斯坦阿伯塔巴德的宅邸，成功將他狙殺。

【本報訊】據日本共同社4日消息：在日本首相野
田佳彥第三次內閣改組中新入閣的法務大臣田中慶秋，
其議員事務所 4 日表示，田中所屬的政治團體在 2006
至2009年期間，從台灣僑胞經營的公司接受了總計42
萬日圓（約合港幣 4.14 萬元）的政治捐款，可能涉及
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現已全額退款。田中在當天
下午召開記者會上表示， 「不考慮辭職」。

該事務所表示，由田中擔任代表的民主黨神奈川縣
第 5 區總支部，在 2006 至 2009 年接受了橫濱市中區一
家由中國籍男子經營的公司每年 6 萬到 15 萬日圓的捐
款。田中稱男子， 「聽說是台灣籍。」

日本《政治資金規正法》規定，除5年以上連續上
市的公司外，禁止接受由外國人持有半數以上已發行股
份或出資額過半的企業捐款。

田中每年會在橫濱市內酒店或該男子經營的中華街
飯店裡舉行數次關於國政的報告學習會，上述資金是作
為會費收取的。據稱，2人很早就認識。

田中的事務所解釋說： 「支部的負責人沒有注意到
該人是外國籍。」

去年3月，時任外相前原誠司的政治團體和時任首
相菅直人的資金管理團體，也被發現接受外國人的政治
捐款。前原隨後辭去了外相一職。

五角大樓：聚焦亞太 中國非誘因

新書爆奧巴馬冀審拉登

日法相退還台僑政治獻金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4日電】首件 「二手」女裝
羊毛大衣定於本月 10 日在英國著名瑪莎百貨上市，每
件售價89英鎊。

名為 「shwop coat」的這件大衣被列入瑪莎百貨限
量版時裝系列，即將在英國342家瑪莎百貨門市和網上
出售。

該大衣原材料來自顧客捐贈的二手衣物，回收後送
到專門的布料生產商，經過洗滌消毒，碎成纖維，紡成
羊毛，製為成品。

這是瑪莎百貨與慈善機構Oxfam今年4月開始推行
的Shwopping合作項目，鼓勵顧客每在該店買一件新衣
，捐送一件不再穿的舊衣，推動廢衣回收再造。

瑪莎發言人說： 「這是瑪莎有史以來首次銷售 『二
手』衣，標誌時裝業朝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將來邁出
巨大的一步。」

英國環境部說，英國消費者每年丟掉2百萬噸衣服
，其中過半以上直接扔進了垃圾桶，沒有作為廢品回收。

英國其他零售商也與慈善機構合作計劃展開其他慈
善合作，推動回收捐贈。

英百貨開賣環保二手衣

當地時間3日，從敘利亞發射的
迫擊炮，落在土耳其東南部邊境城鎮
阿克恰卡萊，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
外至少有 10 人受傷。這是 2011 年 3
月敘利亞爆發反總統巴沙爾活動以來
，首次有敘利亞炮火導致土耳其公民
死亡。

土耳其隨即在3日晚間向敘利亞
境內的部分目標發動襲擊。當地時間
4日清晨，土耳其軍隊再次攻擊敘利
亞。敘利亞人權活動組織表示，多名
敘利亞士兵在土耳其的通宵越境炮轟
中死亡。

北約召開緊急會議
由於土耳其是北約成員國，北約

3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進行緊急會議
。土方同時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採取行
動。北約表示自己將站在其成員國土
耳其一邊，並 「敦促敘利亞政權停止
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發表聲明說
： 「派駐邊界地區的我國武裝部隊，
根據交戰守則和國際法，立即對這項
可惡攻擊做出回應，炮擊雷達找到的
敘利亞境內目標。土耳其絕不會坐視
敘利亞政權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諸如
此類挑釁行徑。」

土耳其議會4日召開特別會議後
通過一項動議，授權政府向外國派遣
部隊進行跨境軍事行動，以應對敘利
亞對本國安全造成的威脅。

土耳其副總理阿塔萊隨後稱，敘
利亞當局已經就炮擊事件向土方表示
道歉，並承諾今後不會再有類似事件
發生。

阿塔萊同時強調，議會的授權並
非是向敘利亞宣戰，而是 「震懾」敘
利亞的軍事力量。

美：震怒 俄：悲劇
國際社會在譴責敘利亞的同時，

呼籲雙方克制。美國形容本次炮擊事
件是 「墮落行為」，國務卿希拉里稱
「華盛頓為事件感到震怒」。歐盟外

交事務專員阿什頓4日譴責敘利亞炮
轟土耳其，同時敦促土耳其還火時保
持克制。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也敦促敘利
亞保證此類事件不再發生，呼籲各方
保持克制。

拉夫羅夫表示， 「敘當局向我們
保證，發生在土敘邊境的事件是一個
悲劇，此類事件不會再發生。我們認
為，正式聲明這一點對敘利亞而言是
最重要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4日表示
，中方呼籲土耳其、敘利亞等有關各
方保持克制，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導致
局勢升級的行動，共同維護地區和平
穩定。

敘利亞新聞部長祖阿里4日表示
，敘官方將對此次炮擊事件進行調查
。他表示，敘土兩國政府應秉持 「理
性、負責」的態度處理此事。

土耳其和敘利亞曾經是盟友。3
日的炮擊事件，也是自從6月以來這
兩國之間最嚴重的事故。敘利亞6月
將一架短暫飛越其領空的土耳其戰機
擊落，造成機上兩名飛行員死亡。土
耳其當時往與敘利亞接壤的邊境增派
兵力，並立即召開北約會議。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
路透社4日消息：在敘利亞迫擊炮3日擊
中土耳其邊境並造成5人死亡之後，土耳
其連續兩天炮轟敘利亞予以還擊，兩國
之間的緊張氣氛升級。土耳其議會4日授
權軍方採取跨境軍事行動，但堅持土方
無意開戰，只是要震懾對方的武裝力量
。國際社會則呼籲雙方克制。

【本報訊】據法新社4日消息：美國社交巨頭臉譜
（Facebook）用戶數量達到新的里程碑，突破 10 億用
戶大關。

臉譜創始人兼行政總裁朱克伯格周四宣布，其社交
網站用戶已經到達10億這一里程碑。

朱克伯格表示， 「今天早上，有 10 億人每個月來
在積極使用臉譜。幫助 10 億人互聯是一件神奇的事，
也是我人生中最最值得驕傲的事。」

用戶數量突破 10 億，意味地球上每七個人中就
有一人使用臉譜。儘管用戶數量在北美與歐洲的增長已
經放緩，但臉譜繼續在亞洲以及發展中國家吸引新用戶
。臉譜已在 200 多國家扎根，在美國用戶數量則達到
1.66億。臉譜用戶數量用6年時間達到5億，但在隨後
兩年時間裡便翻了一番。在過去一年內，臉譜用戶數量
增長近30%，但在部分地區比如巴西，臉譜的用戶增長
了一倍。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
3 日消息：連串自殺式炸彈襲擊 3
日撕裂了敘利亞最大城市阿勒頗。
一名在襲擊中死去的小女孩暴屍街
頭而無人理會，場面令人痛心（見
圖）。

這名在一條滿布瓦礫的染血街
道被拍下照片的小孩，是3日早上
的爆炸中的至少 40 名死者之一，
暗示內戰進入一個新階段。

阿勒頗主要的薩阿德勒賈比里
廣場發生4次爆炸，暗示效忠敘利

亞總統巴沙爾的部隊和反政府武裝
之間的嚴重衝突有加劇的趨勢。

由於當地人擔心發生進一步的
襲擊，上述該名小女孩一直暴屍街
頭，無人理會。而這名小女孩喪命
，也反映各方不準備冒險，避免禍
及無辜。

一名政府官員指責反政府武裝
，協調襲擊阿勒頗由效忠巴沙爾分
子所控制的主要廣場。

據報第5宗爆炸在數百米外的
巴卜阿勒吉奈因區發生，鄰近商會
及一個軍官俱樂部。

政府官員說，爆炸中有 29 人
死亡、70 人受傷，但來自反對派
的最新報告說，至少有 40 人死亡
、90人受傷。

敘利亞親政府的電視台播出爆
炸現場出現大規模破壞的片段。它
形容那是 「恐怖分子」的所為。

反對派活躍分子說，反巴沙爾
的浪潮持續了18個月以來，已有3
萬人死亡。而這股浪潮已經發展成
一次全面內戰。

臉譜用戶數量突破10億

菲前總統阿羅約再度被拘

阿勒頗連串炸彈襲擊

女童暴屍街頭無人理

▲菲律賓檢方4日展示再次逮捕阿羅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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