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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一審》： 中國如何破壞香港和台灣的媒體自由

瞭解中國干預媒體的企圖是捍衛新聞自由的第一
步，而香港和台灣站在了新聞自由保衛戰的最前
綫。在政治環境兩極分化的香港，新聞工作者面臨
來自多方的壓力，獨立媒體機構努力抵制親北京勢
力對其施加的強烈影響；台灣必須設法保障社會開
放和新聞自由，抵抗資源充足、科技實力雄厚的勁
敵北京。保護記者委員會特別報道。 

這份報告由CPJ亞洲項目協調員史蒂芬·巴特勒
（Steven Butler）撰寫，CPJ中國通訊員Iris Hsu協助
調查採訪。2019年5月，CPJ團隊前往香港和台灣，與
當地記者、新聞自由捍衛者、學者以及其他人士進
行交流。

巴特勒在2016年加入CPJ前曾擔任美國當代國際事
務研究所（ICWA）的執行董事，與ICWA的研究員
忙碌在世界各地，包括南亞和東亞地區。他還曾是
《OZY》網絡雜誌的高級編輯和撰稿人。作為一名
國際通訊員，巴特勒在亞洲生活工作了近20年，曾
擔任奈特·里德報業華盛頓分社的國際編輯。 

台灣記者Hsu在2017年加入CPJ前曾在人權觀察、
軍備控 制和核不擴散中心 以 及 大西洋理事會實
習。Hsu從美國大學獲得國際事務碩士學位。

這份報告有英文和中文版本

報告摘要

Cover photo: 2019年7月4日，香港記者和新聞自由捍衛者發起靜默遊行前往警察總部，

譴責警方在反引渡法案抗議活動中對新聞工作者施暴。（路透社/ Tyrone S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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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一審》： 中國如何破壞香港和台灣的媒體自由

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並在境外迅速擴張軍
事力量。同時，它通過媒體影響全球公眾，努力贏得
中國崛起的擁護者。中國通過多方渠道深化其國際
影響，不論明裡還是暗裡，對其舉措始終諱莫如深。
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的事實說明，民主社會或許更
容易成為信息操縱的受害者。瞭解這些舉措是維護
新聞自由的第一步。這份報告闡明瞭中國如何試圖
對大陸和港台媒體施加影響。

從多方面看來，中國的舉措是它在全球事務中發揮
日益重要作用的自然結果。美國在二戰後崛起與蘇
聯爭霸，曾努力為自己在全球樹立擁護新聞自由的
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形象。當然，美國的實際行動並
非無懈可擊。中央情報局曾協助推翻一些民主選舉
產生的左傾政府，美國還曾支持嚴厲打壓新聞工作
者的包括台灣在內的獨裁政權。但是，美國成立了
美國之音和自由亞洲電台等具公信力的新聞機構，
旨在傳播基於事實的新聞，擁護自由民主。美國國
務院民主，人權和勞工事務局也將推動新聞自由等
人權事務制度化。

然而，中國是審查和信息控制的佼佼者。與其憲法
規定相悖，中國政府的核心價值觀敵視民主和新聞
自由。憲法第35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
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但
中國公民實際並不享有這些權利。保護記者委員
會調查發現，截至2019年底，中國共監禁了48名新
聞工作者，是全球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自從
2013年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的媒體環境便急轉直
下。

習近平和中國政府無視憲法的規定，公然干涉媒體。
根據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的報道，習近平在2016
年2月前往幾家新聞單位進行實地調研時，提出了

他對新聞輿論工作的期望：

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
意志、反映黨的主張，維護黨中央權威、維護黨
的團結。

（媒體）都要增強看齊意識，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黨的理論和路
線方針政策變成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豐富人
民精神世界。

要深入開展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教育，引導廣大
新聞輿論工作者做黨的政策主張的傳播者、時
代風雲的記錄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公平正
義的守望者。

越線的中國記者面臨嚴峻的後果。媒體鎮壓在中國
西部的新疆尤為嚴重，保護記者委員會發現當地有
23名記者因履行工作職責而入獄，該人數幾乎是全
國被監禁記者總數的一半。

計劃前往西藏、新疆或其它地區進行報導的外國記
者受到嚴格的限制。當《華爾街日報》的王春翰或
Buzzfeed新聞的李香梅等外國記者在中國報道敏
感話題時，他們面臨被驅逐出境的危險。自從習上
台以來，本國的調查報導幾乎絕跡，記者們紛紛議
論一個「全面審查時代」的到來。

當然，中國無權在境外實現「全面審查」之類的野
心，但它有一切理由對海外評論施加影響。例如，
它努力削弱國際上抵制中國電信巨頭華為生產的
設備的努力，平息輿論對「一帶一路」的龐大基礎
設施工程或為確保航路安全而增設的中國軍事設
備的不滿，或僅僅出於民族自豪感而美化自身形象。
中國對外媒的批評反應激烈，反映了它的高度敏感
性。中國領導人十分在意中國的形象。

一國一審：前言

https://www.insidevoa.com/p/5829.html
https://www.usagm.gov/who-we-are/mission/
https://www.state.gov/bureaus-offices/under-secretary-for-civilian-security-democracy-and-human-rights/bureau-of-democracy-human-rights-and-labor/
https://www.state.gov/bureaus-offices/under-secretary-for-civilian-security-democracy-and-human-rights/bureau-of-democracy-human-rights-and-labor/
https://www.usconstitution.net/china.html#Article35
https://cpj.org/data/imprisoned/2018/?status=Imprisoned&cc_fips%5B%5D=CH&start_year=2018&end_year=2018&group_by=location
https://cpj.org/blog/2019/01/surveillance-tops-foreign-correspondents-concerns-.php
https://cpj.org/2019/08/china-refuses-to-renew-wall-street-journal-reporte.php
https://cpj.org/2018/08/china-refuses-to-renew-buzzfeed-reporters-visa.php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12/world/asia/china-journalists-crackdown.html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8/10/the-total-censorship-era-chinese-journalists-reflect-on-their-experiences/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2018/10/the-total-censorship-era-chinese-journalists-reflect-on-their-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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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控制境外信息的手段是什麼？這對全球新聞自
由造成了什麼影響？

這份報告分析了中國如何影響站在新聞自由前沿的
香港和台灣媒體。作為東亞公民自由的兩個堡壘，
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台灣是與大陸隔海相望
的海島（中國宣稱對其擁有主權），兩個地區都活躍
著不受中國直接控制的中英文媒體。隨著中國對港
台媒體深入施壓，影響當地社評甚至操控輿論，香
港和台灣的新聞自由受到了遏制。港台地區的情況
對於中國如何在世界其他地區輸出審查及可能如何
與之對抗都是有用的指示牌。

在香港，中國利益主導商業媒體。警方多次襲擊報
導反政府抗議活動的記者，然而至今沒有一名警察
受到處置。香港記者擔心他們的批評性報道會遭到
北京的報復，限制他們進入內地工作，而外國記者

則擔心自己在香港的工作簽證被拒。數位安全和網
路自由的未來岌岌可危。

壹傳媒（旗下有《蘋果日報》）主席黎智英在談到中
國對香港與日俱增的影響時說道：「記者正在失去
最基本的權利。我們曾是林中之鳥，現在卻被關進了
籠子裡。」

同時，台灣正在努力尋找回應中國對媒體進行商業
施壓的對策，瞭解並抵制中國為影響2020年1月11
日台灣大選而試圖操縱輿論、傳播大量不實訊息的
行為。其中一些舉措可能破壞台灣人民享受了幾十
年的新聞自由。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前秘書長陳益能說：「行政部門
試圖將傳播不實訊息定罪令我們不安。」

北京採取的一系列舉措包括：公開或暗中收購媒體、

2019年4月27日，在北京媒體中心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峰會論壇閉幕當天，記者觀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新
聞發佈會致辭直播。（法新社/ Greg Baker）



《一國一審》： 中國如何破壞香港和台灣的媒體自由

利用中國巨大的商機對媒體所有者施加影響、操縱
社交媒體、進行大肆宣傳、實行經濟報復、以及恐嚇
記者。同時，中國有選擇性地屏蔽境外新聞，佔據了
信息和思想控制戰的上風。

香港民間社會正強烈反抗著中國不斷深化的控制，
台灣或能為民主社會如何應對獨裁控制提供經驗教

訓。

《香港自由 新聞》創始人和 總 編 輯 湯 姆·格 倫 迪
（Tom Grundy）等新聞工作者將中國在香港的干預

活動視為初步試探。格倫迪說：「我們擔心的是，香
港位於中國向世界輸出審查制度的前線，充當了中
國的試驗基地。」

2019年6月13日，香港的新聞攝影記者戴上頭盔和防毒面具參加一次警方新聞發佈會，以抗議警方在前一天的反引
渡法案抗議活動中對新聞工作者施暴。（路透社/ Thomas P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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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自由的未來堪憂

在香港街頭衝突日益加劇的背景之下，撰寫一份關
於香港新聞自由的分析報告充滿挑戰。抗議者要求
進行民主選舉、行政長官下台並獨立調查警方行為
的呼聲不斷。同時，新聞工作者則被捲入混亂局面
中，在進行採訪工作時遭到警察毆打、使用強光照
射、催淚彈、胡椒噴劑和橡膠子彈。

警方多次在動亂中襲擊進行報導的記者卻沒有受到
任何懲處，為此，許多人憂心當地曾經自由開放的
媒體，正在中國對香港與日俱增的影響下而逐漸緊
縮。

香港的媒體直接體現該地區兩極分化的政治環境：
親北京的主流媒體以及零散的獨立媒體針鋒相對，
而其它媒體試圖在兩者之間夾縫求生。除了在報導
動亂時擔驚受怕之外，當地記者還懼怕對香港或
中國進行負面報導，會斷送他們前往內地採訪的機
會，危及他們賴以維生的工作。外國記者則擔心因
履行本職工作而被驅逐出境。中國對這塊前英國殖
民地的深入干預引起人們對數位安全和網路自由前
景的恐慌。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時，中國承諾當地的法律和社
會制度將保持50年不變。《中英聯合聲明》列出中
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其中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
政區依法保障人身、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旅行、
遷徙、通信、罷工、選擇職業和學術研究以及宗教信
仰等各項權利和自由。」

在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22年後，這些自由受到
嚴重的威脅。

所有權和編輯方針

香港的媒體環境（至少在傳統印刷和廣播方面）在

今年的示威活動爆發之前，就已經受到與日俱增的
壓制。媒體機構的創辦人和所有者有權奠定新聞報
導的基調，而媒體所有者的變更，自然會導致報導
和觀點的轉變。當媒體所有者面臨外部或隱晦的政
治壓力，或所有權集中化有效遏止獨立觀點的發表
時，形勢就變得令人擔憂。這便是香港所面臨的危
險，在香港回歸後，與中國有密切商業和政治聯繫
的企業迅速收購多家香港媒體。

根據香港記者協會最近向保護記者委員會（CPJ）提
供的一份統計數據，由中國大陸當局或由中共黨員
領導的企業控制香港26家主流媒體中的9家，包括
香港無線電視台TVB和香港主要英文報紙《南華早
報》。此外，非大陸居民但受中國政治任命（如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中國企業家控制另外一些媒
體。總之，超過一半的香港媒體與大陸保持密切的
政治聯繫。

這些變化早在1997年香港回歸之前就已開始。在這
塊前英國殖民地，當時的反共報紙《明報》和親共
新聞機構如《大公報》和《文匯報》等在香港爭奪讀
者。回歸前兩個月，《華爾街日報》注意到當地編輯
方針的轉變，尤其是《明報》，《華爾街日報》描述
它正從以往尖銳的新聞報導「撤退」。

1993年，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從魯柏·梅鐸手中購
買控股權，接管《南華早報》。多年來，《南早》的
許多記者對管理層強迫他們弱化對中國的批評性
報導表示擔憂或公開抱怨，紛紛選擇辭職，其中包
括2000年離職的中國版編輯林和立。林和立說，該
報的所有者不能容忍他的團隊報導北京幕後的政治
糾葛。時任《南早》編輯的羅伯特·基特雷（Robert 
K e a t l e y）否 認 該 報 因 林 和 立 的 尖 銳 報 導 而 退
縮。2002年，該報以不服從指令為由解雇駐北京記

http://www.gov.cn/english/2007-06/14/content_649468.htm
https://www.mingpao.com/
http://www.takungpao.com/
http://www.wenweipo.c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861578605402810000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973806206683190230
https://www.nytimes.com/2000/11/07/world/columnist-critical-of-beijing-quits-hong-kong-newspap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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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賈斯伯·貝克（Jasper Becker），而貝克則說自己
是由於反抗該報軟化對中國的報導而遭到辭退。

2015年5月，《南早》解雇四名經常批評中國和香港
的資深專欄作家。幾個月後，在2015年12月，郭鶴年
將《南早》賣給中國電商巨頭阿里巴巴，而阿里巴巴
的聯合創始人和前執行主席馬雲是中共黨員。馬雲
後來對《南早》說：「《南早》將享用阿里巴巴的資
源和數據，並利用我們生態系統中的所有關係。相
較於沒有這些資源的媒體，《南早》將能更加準確
地報導亞洲和中國事務。」

該報的執行總編輯周松欣表示，鑒於《南早》根植
於當地的優勢，相較其競爭對手更適合向世界解釋
中國。《南早》在香港主要開闢英文讀者市場，然而
前景並不樂觀，於是該報將目光鎖定對中國感興趣
的海外讀者。周松欣說，該報在大陸保留四個分社，
雇用50名員工。他在《南早》令人印象深刻的新總部
告訴CPJ：「我們可以形成一種獨立的聲音。」 越來
越多的跨國記者在《南早》新總部工作，包括曾在彭
博社和《洛杉磯時報》就職的記者。該報的親共專
欄作家和美化中國立場的報導時常激怒評論北京
的專家學者，而該報發表有關中國和香港的新聞報
導和批評文章，如《攻其不備：北京為何無法理解香
港》則在大陸被封鎖。周松欣說中國封鎖《南早》網
站，同時指出《南早》的目標讀者群在中國境外。

2017年，資深財經評論員任美貞在《南早》所寫的
專欄文章遭該報撤回，文章中揭露一名新加坡投資
人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名親信的關聯。該報
稱其專欄文章 「有數處未能證實的影射內容」，卻
未能指出文章中的任何錯誤或進行任何更正。任美
貞告訴CPJ，她在《南早》的11年裡原本享有完全的
寫作自由。她說：「在他們撤回我的專欄文章後，情
況就不同了，我無法接受。」於是她決定辭職。這起
事件引起外界質疑《南早》的報導範圍是否受限，包
括限制針對中國高層領導人的批評性報導（某些駐
北京外國記者明顯曾因此遭到報復）。《南早》確實
也會報導敏感話題，例如台灣獨立和大規模拘留新
疆維吾爾族人事件，但它在報導中大量採用來自中
國政府的觀點。

壹傳媒及其旗下的中文報紙《蘋果日報》的獨立性
則無可置疑。壹傳媒的主席是心直口快的企業家黎

智英，他12歲時被偷渡出大陸，成為香港居民。1970
年代，黎開始生產服裝，後來以連鎖服裝零售品牌
佐丹奴起家致富。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他成立
壹傳媒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的英文名從Next 
Media改名為Next Digital），並發行《壹週刊》雜
誌。1994年，黎智英在《壹週刊》發表一封尖銳的公
開信，大罵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並祝他 「仆
街」 死。中國政府隨即開始封殺佐丹奴在內地的業
務，黎智英被迫出售手頭的公司股份。他告訴CPJ：
「我被扔出中國。我賣掉佐丹奴的股份，不然他們
會讓我們的公司關門大吉。」 之後他在1995年創辦
《蘋果日報》。

黎智英將小報式新聞引進香港和台灣，並公開支持
香港民主抗議者。他曾在2014年因參加抗議活動而
被捕。多年來，黎智英時常抱怨廣告贊助商因迫於
政治壓力而紛紛撤退，對壹傳媒進行經濟打壓的做
法。他告訴CPJ：「那些地產大亨在90年代就停止與
我們的廣告合作。」 並補充說最近的打壓力度愈發
嚴厲。「自2014年以來，銀行退出，包括幾家大銀
行。和中國有業務往來的地產公司、航空公司、銀行
都紛紛退出。」 根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香港最有
名的兩家銀行，匯豐銀行和渣打銀行，都說自己當
年從壹傳媒撤回廣告是基於商業決策。黎智英說這
些公司一直用商業決策當擋箭牌，其實他們的行為
模式很容易看破。目前尚不清楚這些公司疏遠壹傳
媒是面臨著直接的政治壓力，還是出於自身商業利
益的考慮，想要主動贏取北京的青睞。

今年3月，香港前行政長官梁振英（這位香港政要現
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立場明顯親中）在網路社交媒
體上點名並羞辱《蘋果日報》上刊登廣告的商家。
連續數週，梁振英不停的公佈該報廣告圖片，並鼓
勵消費者抵制這些廣告商的產品。梁振英沒有回應
CPJ通過臉書發送的提問。

今年8月，受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對黎智英發動一
系列新的攻擊。新華社發表題為《中國土地上豈容
黎智英公然叫囂顛覆國家》的時評，譴責黎智英 「
炮製歪理邪說」、「向美西方外部勢力搖尾乞憐」 
干涉香港內政。黎智英7月曾在華盛頓會見美國副
總統邁克·彭斯。《蘋果日報》面臨的廣告緊縮，與
中國對踩到模糊政治紅線的商家愈發嚴厲的經濟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politics/2002/05/01/hong-kong-paper-fires-critical-journalist/5cc87511-78f5-4774-a974-ebe2e8ec1de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opinions/2002/05/04/why-i-was-fired-in-hong-kong/e0d5e772-4041-49be-b80b-3970b7e19640/
https://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5/0527/Hong-Kong-paper-loses-four-top-voices-A-pro-China-putsch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cmp-group-alibaba/alibaba-agrees-to-266-million-acquisition-deal-with-south-china-morning-post-idUSKBN0TX01S20151214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1937256/alibabas-jack-ma-reveals-why-he-bought-south-china-morning-post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31/world/asia/south-china-morning-post-hong-kong-alibaba.html
https://www.scmp.com/author/robert-delaney
https://www.scmp.com/author/robert-delaney
https://www.scmp.com/author/mark-magnier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022970/blindsided-why-does-beijing-keep-getting-hong-kong-wrong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022970/blindsided-why-does-beijing-keep-getting-hong-kong-wrong
https://projects.propublica.org/firewall/sites/scmp-chinese
https://www.nytimes.com/2018/03/31/world/asia/south-china-morning-post-hong-kong-alibaba.html
https://archive.is/tvBXu
https://cpj.org/2019/08/china-refuses-to-renew-wall-street-journal-reporte.php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media-magnate-jimmy-lais-rags-to-riches-story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media-magnate-jimmy-lais-rags-to-riches-story
https://www.nytimes.com/2015/01/12/business/media/for-jimmy-lai-hong-kongs-rebellious-tycoon-next-battle-may-be-in-court.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5/01/12/business/media/for-jimmy-lai-hong-kongs-rebellious-tycoon-next-battle-may-be-in-court.htm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ongkong-china/hk-media-tycoon-jimmy-lai-arrested-over-democracy-protest-quits-tabloid-idUSKBN0JP04H20141212?feedType=RSS&feedName=topNews
https://www.scmp.com/article/591838/next-media-suffers-ad-boycott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ng-kong-banks-hit-by-protests-1411952990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05264/cy-leung-feud-activist-avery-ng-and-anti-beijing-newspaper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9/03/29/press-freedom-concerns-ex-leader-cy-leung-shames-firms-advertising-pro-democracy-apple-daily/
https://www.facebook.com/leung.cy.108/posts/818806321815180
http://en.people.cn/n3/2019/0820/c90000-96077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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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4日，香港報紙《明報》頭版刊登了反送中聯合請願書。（路透社/ Tyrone Siu）

打壓一致；國泰航空行政總裁因其員工參與反引渡
法案抗議活動而辭職，也體現這種打壓。黎智英說，
雖然《蘋果日報》印刷版銷量下降，在其官網註冊
的讀者於今年5月增加到三百萬人。新建的部分付費
功能提供一些收入來源，或能補償廣告損失。

在香港政治分化的當下，媒體受到來自正反兩面的
雙重夾擊。根據新聞報導，香港最大的電視台TVB
今年損失包括必勝客和日本運動飲料寶礦力在內的
幾家廣告客戶；此前，抗議者集結指控該電視台報
導有失偏頗，表現出支持鎮壓遊行者的親中傾向。
抗議者還對上街履行工作職責的TVB記者進行詰問
和騷擾。

T VB在一封郵件中表示，稱其報導有失公正的指
控 「毫無根據」，並說電視台受到來自雙方的責
難。TVB的一位發言人說：「在過去幾個月裡，指控

TVB新聞報導偏袒警方的激進抗議者利用網路惡意
散布謠言和煽動性言論，對我們的記者人肉搜索，
甚至發出死亡威脅。這些毫無根據的指控，最終導
致TVB的新聞記者遭到暴力攻擊，存有新聞素材的
記憶卡被搶，我們的車輛和相機也被損壞。激進抗
議者還騷擾我們的廣告客戶，脅迫他們停止在TVB
上投放電視廣告，造成我們經濟損失。」

對 T V B 的質 疑聲 部分來自該電 視台的所有權問
題。TVB副主席黎瑞剛是中共上海市委前高官。根
據新聞報導，黎瑞剛執掌的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
（CMC）持有TVB 26% 的股份，是TVB的最大股東。
他在回應媒體提問時否認自己干涉新聞報導。香港
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蘇鑰機在對比分析香
港新聞機構時，將TVB歸到親北京陣營深處，排行
僅次於公開親共的媒體。其它受眾較少的電視台還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16/business/cathay-pacific-ceo-resigns-rupert-hogg.html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18074/pocari-sweat-among-big-brand-advertisers-reportedly-fleeing
https://www.nytimes.com/2019/07/14/world/asia/hong-kong-protests-tvb.html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society/article/3016412/hong-kong-journalist-groups-rebuke-protesters-harassing-tvb
https://www.ft.com/content/4a6098a0-44f3-11e7-8d27-59b4dd6296b8
https://www.hongkongfp.com/2017/05/11/chinese-media-mogul-revealed-owner-hong-kong-broadcaster-tvb-potential-regulatory-breach/
https://www.scmp.com/business/companies/article/2099778/chinese-media-mogul-li-ruigang-says-hong-kong-should-create-open?_escaped_fragment_=&edition=hong-kong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1005-opinion-clementso-umbrellamovement/


《一國一審》： 中國如何破壞香港和台灣的媒體自由

2019年11月24日，在香港區議會選舉期間，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一個投票站進行投票後對媒體發表講話。
（路透社/ Thomas Peter）

有政府資助的香港電台RTHK，私有的Now/Viu TV，
以及北京操控的CCTV。

在傳統媒體之外還有活躍的網路媒體初創公司，他
們靠微薄的預算支撐，隨著香港反政府抗議浪潮聲
勢擴大，吸引越來越多的公眾支持。在英文讀者中
備受歡迎的是《香港自由新聞》(HKFP)，該非營利
機構一直在催淚瓦斯現場報導遊行活動，並發表多
元觀點的文章。《香港自由新聞》創始人湯姆·格倫
迪（Tom Grundy）表示，該網站的讀者人數去年增
加近三倍，2019年還創下募資紀錄，月費訂戶人數
幾乎翻了一倍。他還說《香港自由新聞》面臨著來自
中國的廣告抵制：「與其它媒體一樣，我們同樣承受
著商業方面的壓力。」

傳真社是另一家眾籌創辦的非營利機構，該中英雙
語媒體專做調查報導。

這一波關注新聞的熱潮還有助於獨立中文媒體的維
生。在資深記者為遵從自己的理想進行新聞報導，
而選擇離開主流媒體時，這些媒體能接納他們，為
其提供庇護。例如，現任《眾新聞》總編輯的是台
灣《蘋果日報》動新聞前總監李月華，同時還有《
明報》前總編劉進圖，以及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
興。李月華曾在《蘋果日報》工作13年，說自己在同
事劉進圖2014年遇襲被亂刀砍傷後深受震驚，開
始探索媒體人的新出路。在三位匿名捐款者的支持
下，《眾新聞》網站在2017年1月1日正式啓動，目前
還在努力摸索可持續的收入渠道。李月華告訴CPJ：
「我們或許是優秀的記者，但一定是糟糕的行銷人
員。」 楊健興還是英文在線觀點新聞平台香港之聲
的創始人和供稿者。

根據全球之聲報導，《眾新聞》最近與《香港獨立媒

https://www.hongkongfp.com/
https://www.factwire.org/?lang=en
https://www.hkcnews.com/news
http://www.vohk.hk/
https://globalvoices.org/2019/06/04/turning-likes-into-rewards-hong-kong-citizen-media-outlets-launch-civic-likers-campaign/
http://inmediahk.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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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網》、《Matters》和《立場新聞》三家新聞網站聯
手，發起一項由LikeCoin基金會管理的籌款計劃：
訂閱者繳納五美元月費，可在這些網站中挑選喜歡
的撰稿人進行贊助。《端傳媒》推出長篇調查性報
導，已經建立付費訂閱模式。

當然，要認識數位媒體的全貌，還要瞭解傾中的媒
體平台。《香港01》在文末表達反對台獨或港獨立
場的做法受到香港記者協會的譴責。香港記者協會
還曾抱怨《香港01》撤回政治敏感的報導。根據《
香港自由新聞》的報導，《香港01》回擊指責香港記
者協會「以道德判官姿態越俎代疱作出不必要的指
摘」。

總之，香港現有的法律體系到至今仍捍衛著當地
的言論和新聞自由。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後，大
多數主要媒體都日益受到來自大陸的商業和政治
影響。廣告商顯然受到操縱，紛紛抽離親民主的新
聞機構，對一些媒體（尤其是《蘋果日報》）造成打
擊，構成對新聞自由的攻擊。然而，民主的聲音繼續
活躍在低成本、受眾面小的數位媒體世界中。

針對記者的暴力

針對記者的暴力是一股危險的暗流，有可能在新聞
界引發寒蟬效應，迫使記者加強自我審查。

2014年2月，記者劉進圖受到幾乎致命的襲擊：兩
名凶犯用一把切肉刀在劉進圖背部砍了六刀。雖然
兩名凶犯已被判19年徒刑入獄，但是警方的調查還
遠沒有結束。劉進圖為什麼會遭到襲擊？李月華說：
「我們認為這次襲擊與他擔任總編的工作有關，但
我們沒有證據。」 這種未知意味著威脅可能依然存
在，即使不再針對劉進圖，也會對其他無意踩中同
樣地雷的記者造成傷害。這種威脅或能使記者對某
些尖銳報導卻步。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瑞凱德（Keith 
Richburg）指出，這塊前殖民地對猖獗的三合會犯
罪活動缺乏調查報導。三合會可以追溯到中國末代
王朝清朝時期的秘密社團。近期，中國曾利用該團
體達到自己的目的。民主活動家認為2014年襲擊民
主示威遊行者的一群男子與三合會有關。據新聞報
導， 2019年7月，在元朗車站針對準備回家的示威

遊行者的襲擊事件中，至少有兩名被捕男士有三合
會的背景。 

2014年1月，在劉進圖遇襲之前，他突然被解除《明
報》總編的職務，該職務被一位居住在新加坡的馬
來西亞人取代。《明報》的現任和前任職員連署，
對該報的編輯獨立性和民主立場表示擔憂。兩個月
後，劉進圖在港島西灣河一家飯店附近下車時，被
兩名男子（其中一人手持切肉刀）砍傷，被送往醫院
重症監護室。警方拼湊數百個監控影片，辨認出兩
名嫌犯及其行凶路線，並在一年後將他們逮補並判
刑。兩人聲稱自己拿了10萬港元（12821美元）受雇
行凶，但從未公開交代雇主及其動機。兩名《明報》
前職員（為避免對本案再審造成偏見，他們拒絕透
露姓名）說，儘管《明報》的職員分析劉進圖帶領
做過的調查報導，試圖尋找具備行凶條件和動機的
人，他們以及警方都未能確認嫌疑人。香港警方的
一名發言人以調查仍在進行為由拒絕置評。

因劉進圖本身的知名度以及凶徒手段的殘忍，這
件遇襲案在五年後仍是香港媒體界討論和關注的
話題。它雖最為惡劣，針對記者和媒體的行凶未破
案卻屢見不鮮。1996年，兩名身份不明的男子襲擊
資深媒體人梁天偉，梁天偉的一條前臂被砍斷，後
來在醫院被接回。凶案發生在梁的小報《凸週刊》
（Surprise Weekly）發行前兩天。1998年，兩名持
刀歹徒在香港九龍一家電台外光天化日之下襲擊廣
播員鄭經翰，鄭經翰當時正準備開播節目，結果被
送往醫院接受四個多小時的手術。2004年，鄭經翰
從政論節目《風波裡的茶杯》辭職，理由是收到死
亡威脅和香港 「令人窒息」 的政治氣氛。

襲擊記者事件在2013年激增。雖然具體原因不明，
香港記者遭受攻擊加劇與習近平上台後加強鎮壓國
內媒體的趨勢一致。當年，兩名手持警棍的男子在
柴灣街頭襲擊《陽光時務週刊》出版人陳平。同年6
月，一名歹徒駕駛一輛偷來的汽車撞進黎智英住宅
的大門，在現場留下一把斧頭和一把砍刀。幾天後，
《爽報》的一名記者遇襲受傷。此後不久，三名持刀
蒙面男子對幾名發報人進行威嚇，並燒毀26,000份
壹傳媒旗下的《蘋果日報》。香港記者協會在2013
年記錄18起針對記者（包括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
記者）的襲擊或騷擾案件，並譴責政府的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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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一審》： 中國如何破壞香港和台灣的媒體自由

2014年2月28日，幾名香港女士站在桌邊的一條橫幅旁，為聲援自由派《明報》前總編劉進圖收集簽名。
襲擊劉進圖的幕後元兇至今未知。（法新社/ Philippe Lopez）

攻擊媒體的行為愈演愈烈。根據香港記者協會的數
據，在2014年雨傘運動抗議活動中，超過30名記者
遇襲並受傷，但沒有任何嫌犯被捕。在今年聲勢浩
大的香港示威遊行中（遊行者提出撤回引渡法修法
和獨立調查警察行為等要求），CPJ記錄多起襲擊記
者事件，多數施暴的人是警察，還有一些幫派成員
以及某些示威者。示威者曾在香港機場毆打《環球
時報》（總部在北京的中共喉舌）的一名記者。

警察公共關係科的一位匿名警官在回應CPJ詢問警
方使用胡椒噴霧襲擊記者（記者們和影片記錄都表
明這些攻擊毫無來由）事件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寫
道：「有很多穿得像攝影師或記者的人攻擊警察，甚
至試圖阻止警察逮捕罪犯。我們還沒收一些假記者
證。我們採取正當且必要的措施阻止干擾合法逮捕
罪犯的行為，並在暴徒和警察之間拉開一段安全的
距離。」 這位警官還進一步提醒記者要遠離危險。

該回答沒有解釋為什麼沒有任何襲警行為的記者
也受到攻擊。香港記者協會在回應CPJ的一封電子
郵件中表示，記協沒有任何資訊可以獨立證實警方
的說法，警方也未回應記協請求提供相關細節或證
據。今年10月，香港記者協會就香港警方未能履行
保障新聞自由的職責，針對警務處處長向法庭提交
司法覆核申請。  

10月9日，CPJ致函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要求政
府成立一個獨立機構，調查警方襲擊記者案件。林
的私人秘書Ronald Cheng 代林答覆說，調查警方
工作可以由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IPCC）
來負責。然而，11月8日，由香港政府任命的一個獨
立專家小組在推特上發表回應時總結說，IPCC缺
乏 「與遊行規模相匹配的權力、資源和獨立調查能
力，未能滿足在重視自由和人權的香港社會執行監
警任務的國際標準」。關於香港政府是否重新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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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一個獨立調查機構，林鄭月娥沒有回應CPJ的
跟進問詢。

親民主的壹傳媒和《蘋果日報》持續遭受各種蓄意
攻擊。2015年1月的一天早晨，黎智英的住所和公司
總部遭到汽油彈襲擊。2019年9月，黎智英的住宅再
次遭到汽油彈襲擊。今年9月，香港記者協會對最近
在中文網頁上發佈《蘋果日報》職員的個人詳情（
包括照片、出生日期、住宅地址和聯繫方式）的違法
行為發出譴責。據全球之聲的報導，中國的官方電
視群鼓勵中國民眾將香港的抗議者和記者的個人詳
情發佈到 「毒蘋果日報」 網頁上，矛頭顯然指向《
蘋果日報》。報導還稱，在隱私問題引發擔憂後，該
人肉搜索頁面已被轉移到一個俄羅斯域名下，細節
內容隨即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流傳開來。CPJ的調查
十分清楚地表明，遇襲的媒體人往往是像黎智英這
樣敢於批評香港或中國的記者或出版人。警方偶爾
會逮補凶犯和定罪（如劉進圖遇襲事件），但是極少
將真正的幕後元兇捉拿歸案。

整體看來，警方捉拿凶犯的力度薄弱，不論凶犯是
黑幫、有組織的親共犯罪團伙還是警察自己。香港
記者協會在其年度報告中反覆抱怨警方執法不力， 
CPJ在多年來的報告中也對此有所提及。這種失職行
為在街頭示威遊行中發生的蓄意攻擊和針對記者的
暴力事件中都有反映，儘管警方在7月元朗車站襲
擊事件後逮捕了幾名揮舞棍棒攻擊示威者和記者的
幫派成員。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在8月發表的
一篇社論中提出，香港警方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公
安機構的一個分支。香港記者協會在其2019年年度
報告中談及近期警方襲擊記者事件時說：「這種事
情發生的頻率和嚴重程度，令人懷疑警察是否故意
針對記者進行襲擊，如果是，原因何在？儘管香港警
務處 [前] 處長盧偉聰多次保證警方與媒體合作的誠
意，記者們仍心存戒心。大家擔心，如果記者不能自
由、安全地進入新聞事件發生的現場進行報導，公
眾的知情權將受到損害。」 就其是否蓄意攻擊記者
的問題，香港警方多次拒絕回答CPJ通過電子郵件
發送的提問。

根據新聞報導，新任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在11月
19日上任後發出警告，稱「假新聞」正在損害警方的
聲譽，並認為獨立調查警察行為沒有必要。

中國加強干預 

「一國兩制」 的初衷是確保香港保留回歸前的制
度50年基本不變。但是，隨著習近平加緊奪權、集
中控制、在各個領域滲透中共勢力並大力宣傳意識
形態，「一國」 與 「兩制」 愈發水火不容。香港大
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亞洲地區資深記者瑞
凱德在《華盛頓郵報》上指出，「一國兩制」 是行不
通的，如今的衝突在所難免。關於 「一國兩制」 是
否繼續有效的問題，中國外交部沒有回應我們的提
問。 

中國對香港事務加強干預，為記者帶來不幸。楊健
興說：「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人們感受到不同程度的
焦慮。我不能說氣氛十分緊張，但是你能察覺到媒
體環境給人帶來不適。對人身安全倒是沒有太多直
接的威脅或擔憂，我認為還沒有達到那種程度——
但是這些事情常常讓你感覺不適。」

李月華在討論劉進圖襲擊事件的後果時說，媒體環
境在習上台後迅速惡化。「早在2014年，新聞行業
就已經遭受重創。不僅是自我審查的問題，還有中
國大陸通過投放或撤回廣告進行干預。當時，大多
數主流媒體在批評中國或報導敏感話題時都選擇
知難而退，或乾脆直接採取親共立場。」 李月華說
《眾新聞》網站屢遭阻斷服務攻擊。

根據新聞報導，2015年，與香港銅鑼灣書店有關的
五名男子失蹤後出現在大陸，其中有幾人在香港被
綁架，有一人在泰國被綁架。銅鑼灣書店出版在大
陸被禁的政治八卦讀物和政治陰謀書籍。五名男子
後來都在中國官方電視上現身，表示自己自願前往
大陸。一年後，銅鑼灣書店店主兼經理林榮基獲准
返港，據他說，條件是他必須把存有書店客戶資料
的硬碟帶回大陸。但是，他決定留在香港，並譴責中
共強迫供認的行為。林在一次記者發佈會上警告香
港人：「如果我不說出來，這種事情也會發生在你身
上。」

雖然遭綁架的不是記者，但正如香港記者協會在
2016年年度報告中所言，「此事無疑對香港的言論
自由和新聞自由造成惡劣影響。」 書商因出版在香
港合法但在大陸被禁的書刊而遭到報復，類似的事
件可以輕易跨越香港-深圳邊界，對新聞工作者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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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一審》： 中國如何破壞香港和台灣的媒體自由

2019年7月7日，香港一名女士在備受大陸遊客歡迎的商業區分發報紙，其頭版新聞標題為《百萬人抗共震驚全球》。
（美聯社/ Andy Wong） 

個措手不及的打擊。

瑞凱德總監回憶，在2018年的一天深夜，一個蒙面
人闖進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它為香港新

聞界培養新興人才），用一把被盜的電子鑰匙打開並

進入媒體實驗室，最後來到計算機服務器機房——

在他有謀劃地穿行在大樓的全過程中，只有這一關

鍵時段沒有被監控攝影機記錄下來。瑞凱德說，警

方無法說出闖入者是誰、有什麼動機或留下什麼可

疑的痕跡。他懷疑該中心已經受到監控。

今年1月，在馬來西亞政府換屆之後，《華爾街日
報》得以查看馬來西亞前政府官員和中國官員之間
的會議記錄。中國官員表示其願意利用自己的影響
說服其它國家放棄一起牽涉到馬來西亞的腐敗調查

案。《華爾街日報》表示，根據這份會議記錄，中方
提議在《華爾街日報》香港分社的記者住所和辦公
室安裝竊聽器。馬來西亞總結的會議記錄摘要提到：
「在第二天 [2016年6月29日] 召開的一次會議上，
時任中國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局長的孫立軍確
認，中國政府已經答應馬來西亞的請求，正在監控《
華爾街日報》香港分社，包括『全面監聽住所/辦公
室/電子設備，竊取計算機/手機/網絡數據，以及全
面監控操作。』」摘要還提到：「孫先生說，他們將獲
取《華爾街日報》香港分社與馬來西亞相關人士之
間的所有聯繫，一旦萬事俱備，便將通過 『內部渠
道』 把所有數據移交給馬來西亞，任憑其處置。」

《華爾街日報》稱其分社裝有安全設備，但無法確
認該監控計劃是否付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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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訪問香港時，CPJ發現當地的外國記者創造出
一個新動詞：被馬凱，意思是因為行使言論自由權
而被驅逐出香港。這種說法暗示一種恐慌：記者們
擔心如果自己若冒犯中國便會面臨像馬凱（Victor 
Mallet）一樣的後果。馬凱是《金融時報》駐香港的
亞洲新聞編輯，曾在亞洲各地區積累多年的媒體經
驗。當時，香港外國記者俱樂部的主席正在出差，作
為第一副主席的馬凱有義務代為主持主張獨立的香
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的講座。俱樂部的成員說，
馬凱並沒有參與安排這次講座，然而他拒絕中聯辦
下達的取消活動的要求。幾個月後，他的工作簽證
續期申請遭拒，他之後嘗試以旅遊簽證入境也被
拒，儘管英國公民通常可以落地獲得旅行簽證進入
香港。（馬凱目前是《金融時報》巴黎分社社長）。《
金融時報》在一份聲明中說：「《金融時報》尚未收
到來自香港當局的有關拒簽的解釋，我們將繼續追
查真相。」

儘管馬凱簽證被拒沒有得到任何官方解釋，它普遍
被認為是中國對馬凱主持陳浩天講座的懲罰。事
後，駐港外國記者說他們對自己和俱樂部任憑中國
處置的現實心知肚明，俱樂部在做決定時如履薄
冰，還有記者說在報導香港和中國問題時需三思而
行。《香港自由新聞》的格倫迪說：「這在外國記者
中產生寒蟬效應，導致自我審查的狀況。」

香港政府對此事的表態含糊其辭。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堅持香港將捍衛言論自由，但絕不能容忍獨立的
主張。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林鄭月娥在一次新
聞發佈會上說：「我只想說，這件事情與言論自由
無關，但關乎我們是否尊重『一國兩制』，關乎我們
是否能在『一國兩制』的保護下繼續行使我們的權
力和自由這個本質問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促進
發展，我們的公民才能生活在一個穩定繁榮的城市
中。」

在2018年10月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被問及記者該
如何應對當前的局勢時，林鄭月娥沒有提供任何建
議。她說：「我無法告訴你們記者具體該說什麼、做
什麼或採訪什麼，但是我可以保證……言論自由和
新聞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對香港記者而言，馬凱被驅逐一事或許有一正面影
響。《南華早報》前評論員、香港記者協會副主席任

美貞說：「當沒有人入獄，沒有人遇害時，我們很難
說服國際社會這裡的新聞自由其實已經危機四伏。
而馬凱的遭遇則輕易推翻看似自由的假象。」

香港的價值觀在2019年2月政府宣佈提出修改《逃
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俗稱
逃犯條例）時再度受到威脅。政府說，該法案旨在創
造合法途徑將一名謀殺嫌犯引渡到台灣，但嫌犯若
涉嫌觸犯中國法律，將有可能被送到包括中國在內
的其它司法管轄區受審。由於政府在立法會（它取
消一些親民主議員的任職資格）上獲取多數支持，
該修改法的頒布幾乎指日可待。然而，因恐懼香港
居民將面臨被移交至中國高度政治化的司法體系，
數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該法案。

5月13日，在最大的反引渡法案示威活動爆發之
前，CPJ公開要求撤回或修改該法案，理由是它未能
提供充足的保護措施來預防記者受到迫害。雖然該
修正法明確排除基於政治或言論罪的引渡，且任何
引渡案都須由香港行政長官同意，並由香港享有崇
高聲望的司法機構批准。但是，香港法院將沒有機
會審查案件的證據。此外，香港行政長官由中國挑
選產生，任何獨立審理的要求都將受阻。香港大學
法學院教授陳文敏告訴CPJ：「如果大陸下達指令，
我們難以想像香港行政長官能抵制到最後。」

香港商界對修訂條例的基本方針持溫和態度。支持
貿易和親共的自由黨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鐘國斌
告訴CPJ，他不認為記者會有危險。

新聞界十分擔心中國會以無關或捏造的理由指控
異見記者，將他們押到大陸的法院受審，這種做法
的本質是利用法律途徑抓捕記者，而無需像對付香
港書商那樣訴諸綁架。香港立法會法律界功能界別
議員郭榮鏗說：「中方將不惜手段起訴讓其不滿的
記者，說他打人或隨便什麼。」 香港大律師公會主
席戴啓思認為，記者將首先成為該法案的犧牲者，
其次是是學者和政客。根據CPJ的調查，中國一直是
全球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該修訂條例製造的
威脅足以在香港新聞界，引發新一輪高強度自我審
查。黎智英說：「《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一旦通過，
我們這些記者就失去保障。」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起初宣佈 「暫緩」 修訂《逃犯條

https://www.nytimes.com/2018/10/08/world/asia/victor-mallet-hong-kong-financial-times.html
https://aboutus.ft.com/en-gb/announcements/ft-appoints-victor-mallet-as-paris-bureau-chief/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10774/not-question-freedom-speech-hong-kong-leader-carrie-lam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67599/i-will-defend-press-freedom-not-allow-advocacy-hong-kong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the-extradition-bill-rocking-hong-kong/2019/06/11/12a7907c-8c26-11e9-b6f4-033356502dce_story.html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68359/ousted-pro-democracy-hong-kong-lawmaker-lau-siu-lai-barred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2168359/ousted-pro-democracy-hong-kong-lawmaker-lau-siu-lai-barred
https://www.nytimes.com/2019/06/09/world/asia/hong-kong-extradition-protest.html
https://cpj.org/2019/05/cpj-calls-for-withdrawal-or-modification-of-hong-k.php
https://cpj.org/reports/2018/12/journalists-jailed-imprisoned-turkey-china-egypt-saudi-arabia.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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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但在街頭示威活動持續數月之後，她在9月初
同意正式撤回該法案。遊行者繼續抗議，要求她下
台並對警察行為進行獨立調查的呼聲不斷。但是，
據報導，除了對引渡法案作出讓步外，中國的態度
愈發強硬，將持續進行的衝突歸因於缺乏嚴苛的安
全法。根據新聞報導，11月初召開的一次中共高層
會總結說，要對香港的政治委任、國家安全立法和
實施 「愛國主義」 教育加強控制。據報導，林鄭月
娥獲得中國領導層的大力支持，而抗議者的訴求也
愈發成為一種奢望。 

同時，中國在Twitter、Facebook和YouTube等被
大陸屏蔽的社交媒體上發動一場打擊抗議者的資
訊戰。作為回應，Twitter註銷936個帳號，稱這些來
自中國大陸的帳號「有目的性地在香港製造政治混
亂」。Facebook刪除與香港有關的七個頁面、三個
討論組和五個帳號，稱它們「有預謀的造假」。中方
抗議這些刪除行為，堅持自己有權發表意見。幾天
後，8月22日，Google表示已經關閉210個在中國註
冊的YouTube頻道，以打擊 「有預謀的輿論操控行
動」。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在分析
這些帳號後得出：「這種針對示威活動發起的信息
操控行動看似規模較小、組建迅速，不像是事先經
過深思熟慮而推出的信息傳播計劃。」 目前尚不清
楚中國的信息操控是否超越目前的研究範圍。

根據新聞報導，香港或許已在今年11月經歷初步的
網路審查，原因是聊天軟件Telegram上一個名為 
「老豆搵仔」 的頻道被關閉。在10月25日，法院下
令禁止散佈香港警員的私人信息，而 「老豆搵仔」 
頻道被廣泛用來起底警察及其家人。根據報導，法
院還在10月31日下令禁止傳播煽動暴力的在線信
息。Telegram發言人雷米．范恩（Remi Vaughn） 
告訴CPJ，「老豆搵仔」 頻道因違反其使用條款，發
布煽動暴力的言論而被暫時停權。

但是，法院重申香港新聞自由的重要性，並在警方
的反對聲中豁免記者受該禁令的限制，允許其在正
常的新聞報導過程中透露警方信息。香港記者協會
在11月8日的聽證會上提出該豁免請求。《南華早
報》援引法官高浩文的話說：「合法進行報導和新聞
自由對香港至關重要。」

即使沒有向中國引渡嫌犯的條例，反顛覆法或廣泛
存在的網路審查都嚴重損害自由媒體真正需要的安
全環境。在香港報導亞洲事務的某知名新聞機構主
任（考慮到問題的敏感性，他未透露姓名）說他們機
構正在考慮遷往亞洲其它地區。其他外國記者也與
CPJ討論搬離香港的可能性。香港因其核心位置、新
聞自由、法治和便捷的交通，曾吸引全球媒體機構
前來成立分社。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指出，氣氛的逐漸轉變對
香港本地的記者造成影響。「這裡記者面臨的壓力，
並不像亞洲其他國家的記者那樣，時常遭受暴力攻
擊或人身威脅，而是擔心自己不被允許進入大陸。
曾有某些記者，因撰寫敏感的報導而未能獲准前往
大陸報導新聞。他們或者被禁止入境，或者上了黑
名單。這些記者安靜地等待，希望禁令能在未來被
解除，他們擔心如果公開抱怨，自己將在永遠或長
期失去前往大陸採訪的資格。在這種情況下的記者
不會來找我們 （香港記者協會尋求幫助）。他們甚
至也不希望我們參與其中。」

中國在使用監控手段方面從來不手軟。根據新聞報
導，記者和普通市民在穿過中國邊境時曾被搜查手
機，裡面的內容有時會被刪除。目前尚不清楚中國
是否還在這些手機裡安裝監控應用程式，有報導稱
這種事情曾在國內其他地區發生。國務院港澳事務
辦公室和國務院沒有回應我們透過在它們的網站留
言板留下的提問。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沒有回應
我們的電子郵件提問。

在香港警方今年8月召開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記者
們發現一名起初拒絕表明身份的女性對準他們拍
照，擔心自己已經受到監視。一條推文說：「眼睜睜
看著香港新聞自由慢慢死去。我敢肯定很多人懷疑
她會把照片傳給中共，讓某些人 『神秘失蹤』。」 
與大陸關係密切的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確認這位拍
照的女士為大陸的一名記者，並譴責針對大陸記者
的所謂偏見和歧視。 

結論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後，儘管中國承諾保持香港
社會開放，香港的新聞自由還是受到與日俱增的壓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25641/hong-kong-leader-carrie-lam-announce-formal-withdrawal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china-calls-for-tough-security-laws-to-end-hong-kong-turmoil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035913/beijing-reiterates-call-hong-kong-prioritise-national-security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19-11-05/hong-kong-leader-china-president-un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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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22828/chinese-immigration-officials-inspect-hongkongers-phones
https://www.fcchk.org/fccc-statement-on-search-and-detention-risk-for-journalists-travelling-between-hong-kong-and-china/
https://www.fcchk.org/fccc-statement-on-search-and-detention-risk-for-journalists-travelling-between-hong-kong-and-china/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l/02/chinese-border-guards-surveillance-app-tourists-ph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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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8日，防暴警察和示威者在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附近發生衝突，一名記者受傷。（法新社/ Vivek 
Prakash）

制，目前的媒體環境更是急轉直下。《金融時報》的
亞洲新聞編輯、長期駐中國記者吉密歐·安德里尼
（Jamil Anderlini）在今年10月表示，由於中國極權
主義的崛起及其控制香港的野心受挫，中國對香港
媒體的鎮壓力度勢必增強。他預言 「新聞媒體將集
體緘默」，公務員和法官將被撤職，香港教育體系
將引入愛國主義教育內容。網路也極有可能受到審
查。他認為這些情況會是香港街頭動亂最和平的結
局，但是實際狀況可能會更糟。

從香港主要媒體機構的所有權逐漸受中國大陸的
控制或影響開始，香港的媒體環境便每況愈下。而
獨立新聞也因此缺乏資金，既便數位媒體相對活
躍。

針對個人的暴力反映出記者面臨的潛在危險，尤其
是當他們挑戰中國官方意願，或報導有組織犯罪活
動時。而警察一再襲擊報導抗議活動的記者，也使
警方支持新聞自由的立場受到質疑。

但最令人擔憂的或許是從大陸擴散至香港的全面審
查，這種風氣已經導致大陸的自由媒體全面關閉。
雖然中方在香港使用的控制手段沒有在大陸（長期
監禁異見人士）那麼極端，但迫使商家撤銷廣告、
任意取消記者簽證、對敏感話題和言論自由閃爍其
詞，以及對記者進行人肉搜索和暗中監視都對香港
的新聞自由造成極大的傷害。隨著中國加緊打壓香
港媒體，未來走向如何，尚無人知曉。

https://www.ft.com/content/12119746-e67d-11e9-b112-9624ec9edc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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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亞洲媒體環境最自由的地區之一，這是它在
短短30多年裡從軍事統治發展到民主社會的結果。
但如今，中國正在變本加厲地對外施加影響，使台
灣陷入困境。面對一個資源充足、科技實力雄厚，但
價值觀與台灣民主理念相悖的對手，台灣該如何保
障社會開放和新聞自由？

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CPJ）的報告，台灣目前尚未
制定明確的對策。如本報告所述，中國對台灣的歷
史走向和社交媒體正在施加與日俱增的影響。隨著
2020年1月11日台灣大選臨近，這種干涉進一步引發
了恐慌，民眾擔心中國會暗中干預選舉結果。面對
潛在的威脅，台灣採取了一系列法律法規來懲罰報
導失實或歪曲真相的媒體，並繼續探索以真理對抗
謊言的其它途徑。

中國的施壓和台灣的對策的影響將不僅止於台灣範
圍。從南亞、東南亞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主國家
都在努力維持一個公正透明的社會，然而它們在經
濟上依賴中國，有些國家還受到外國勢力的操控（
如俄羅斯在2016年干預美國大選）。

台灣媒體與白色恐怖

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宣佈投降，結束了對台灣長
達半個世紀的統治。在接下來的短暫時期內，新聞
自由得到蓬勃發展，直到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領導
的國民黨逃離共產黨控制的大陸來到台灣避難。從
1949到1987年，台灣經歷了長達38年的連續戒嚴，
這是有記載的最長戒嚴時期之一。根據國立政治大
學新聞學系系主任陳百齡的研究，在這段被稱為「
白色恐怖」的時期裡，至少有73名記者入獄，26名記
者被處決，三名記者被時時監控，還有六名記者在獄

中自殺或因其它原因自殺。 

簡而言之，目前享有新聞自由的台灣曾有一段媒體
受到極端壓制的歷史。台灣的「數位政委」唐鳳表
示：「僅在30或35年前，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現
在] 的情況差不多。當時唯一的媒體是官方媒體，說
穿了，到處都是宣傳。」

任職於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它是國民黨的主要競爭
對手）的唐鳳說：「對戒嚴有記憶的人都不願回到過
去，那些日子實在太黑暗了。」 

台灣的新聞自由

現在的台灣跟以前確實有天壤之別，以活躍的自由
媒體行業引以為傲。台灣有好幾家24小時新聞廣播
電台，10多家日報（平面媒體），以及無數競爭激烈
的媒體機構。近2400萬台灣人民充分享受言論和新
聞自由。

大多數主流報紙和廣播電台都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或
意識形態，並且幾乎每個政治派別都有自己的媒體
和網路平台。但是，生氣勃勃、百花齊放的台灣媒體
正被烏雲籠罩；中國政府利用台灣的開放和自由，
對公眾輿論暗中施加影響，令人擔心。正如唐鳳所
說：「開放社會尤其容易受到不實訊息的威脅。」

但要如何預防敵對國家（特別是對台灣經濟繁榮至
關重要的鄰國）的操縱並維持台灣社會開放 ? 這個
問題至今還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與香港不同，除非有政府批准，台灣禁止中國大陸
的實體或個人直接接管媒體。但這未能阻止中國影
響台灣媒體，也未能阻止某些與中國有密切商業聯

 與中國的假資訊戰中， 
台灣的民主價值岌岌可危

https://cpj.org/blog/2019/05/qa-taiwans-digital-minister-on-combatting-disinfor.php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Q00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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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容易受到中國施壓的個人收購台灣媒體。廣告
也在其中發揮了一定作用：台灣禁止刊登來自中國
政府的廣告，但不禁止大陸商業廣告。粗略瀏覽台
灣的報紙就能發現，在批評中國的報紙上看不到來
自中國的廣告，而親北京的媒體有錢賺。

2008年，旺旺集團董事長蔡衍明及其家族收購了中
國時報集團，它是台灣最大的媒體機構之一。從此，
中國對台灣的影響不斷深化——至少是向中國示
好的新聞報導不斷增多。蔡衍明是在台灣土生土長
的億萬富翁，通過在中國生產銷售零食飲品起家。
他公開倡議增進兩岸關係，做好中國統一台灣的準
備。旺旺集團旗下擁有多家媒體，包括《中國時報》
和其它兩家報社、三家雜誌社、三家電視台（包括中
天電視台和中國電視公司），以及八家網路媒體/應
用程序。旺旺集團的某些商業行為引發了爭議，外界
質疑它在中國的影下是否還保持獨立。

2018年12月，韓國瑜在台灣南部主要城市高雄的市
長選舉中迅速崛起，加深了公眾對大陸干預台灣媒
體（包括社交媒體）的擔憂。韓國瑜曾是一名定位不
明的國民黨政客，後來在一場聲勢浩大的網路聲量
造勢活動中大獲全勝；網軍們為他搖旗吶喊並抹黑
他的競爭對手，有時不惜歪曲事實。之後韓國瑜順
利成為2020年1月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候選人，屆時
將與民進黨的蔡英文進行正面交鋒。民進黨傾向於
台灣獨立，受到中國的強烈譴責，而國民黨則主張
與大陸友好往來。

國民黨一再拒絕CPJ提出採訪國民黨官員的請求。旺
旺中時媒體集團也沒有回應CPJ用電子郵件發送的
相關提問。 

對傳統媒體的影響

2012年3月，在時任福建省省長蘇樹林正式訪台期

1997年6月30日，台北一名女送報員數著成堆的晚報，晚報的頭條新聞都有關午夜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性事件。
（路透社）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tycoon-prods-taiwan-closer-to-china/2012/01/20/gIQAhswmFQ_story.html
https://www.chinatimes.com/customer/introduce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long-reads/article/3018052/who-han-kuo-yu-could-kaohsiungs-populist-ma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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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台灣最大的日報之一《中國時報》每天至少發
表一篇他在台灣活動的報導。根據獨立新聞網站《
新頭殼》的一份報告指出，這些配有蘇樹林本人和
福建省圖片的新聞報導，疑似為福建省政府以金錢
方式購買《中國時報》新聞置入性行銷，以宣傳福建
省。

《新頭殼》公佈了一份名為《2012福建省長訪台宣
傳計劃》的文件，詳細列出蘇的行程時刻表、《中國
時報》發表每篇報導的字數要求以及「廈門外加預
算」。新頭殼的一名記者致電廈門市政府，確認一筆
錢將匯到旺旺集團中國分公司。 

這份報告使《中國時報》遭到嚴厲批評。處理海峽
兩岸事務的專責行政機關大陸委員會對該報展開了
調查。《中國時報》稱其因非法為中國當局進行置入
性行銷而被罰款180萬元新台幣（57368美元）。蔡
衍明說《中國時報》受到了不公正的懲罰。他在接受

該報訪問時說：「這些廣告到底有沒有危害國安？」、
「應該讓我們去賺這些錢。」

《日經亞洲評論》在2019年4月發表的一篇調查文
章指出，旺旺集團自2004年以來從中國政府總共獲
得5.867億美元的補貼，該週刊從公開財務記錄中得
出了該數字。這篇文章還說，旺旺集團在回應資金
補貼一事時表示，這些款項反映了地方政府為吸引
投資而制定的獎勵措施，與該集團的媒體業務沒有
關係。台灣大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邱垂正在接受《
日經亞洲評論》採訪時表示：「接受中國政府提供的
補貼或獎勵並不違反台灣法律。我們擔心的是，這
筆錢是否是來自於妨礙台灣政治議程的幕後推手。
」 他補充說當時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情況的存在。

儘管如此，2019年5月2日，台灣情報機構國家安全
局向立法機關提交了一份報告，闡明瞭中國涉嫌滲
透台灣媒體並散布不實新聞的情況。國家安全局副

2019年6月28日，一名記者在台北閱讀《蘋果日報》上刊登的一則廣告，該廣告由某香港活動組織投放，
呼籲台灣聲援香港，反對送中。（法新社/ Sam Yeh）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2-03-30/23697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B383123AEADAEE52&sms=2B7F1AE4AC63A181&s=2BA9CE65B2E8A63C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20508000388-260102?chdtv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Companies/Chinese-subsidies-for-Foxconn-and-Want-Want-spark-outcry-in-Taiwan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Companies/Chinese-subsidies-for-Foxconn-and-Want-Want-spark-outcry-in-Taiwan
http://www.want-want.com/upload/Investor/2018062206150082.pdf
http://globaltaiwan.org/2019/05/vol-4-issu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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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陳文凡指出，有一些評論文章在發表之前會交
由北京方面進行審查，但他拒絕透露相關媒體的名
稱。台灣民主基金會（一家政府資助的獨立機構）副
執行長陳婉宜說：「對我們這些觀察者來說，國安局
暗示是哪些媒體，我們心知肚明。與中國政府的合
作早已不是什麼秘密。」 CPJ未能獲得國安局的聯繫
方式。

一周後，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和台灣旺
旺中時媒體集團在北京聯合舉辦了一個論壇，接待
了70位台灣媒體高管和評論員。論壇期間，政協全
國委員會（一個立法協商機構）主席汪洋告誡台灣新
聞工作者要積極推廣已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制」 
。此事立即受到台灣當局的譴責，指控中國干預台
灣內政並損害新聞自由。與會者包括私有報紙《聯
合報》，他們說這種會議只是例行公事。《聯合報》
資深記者陳言喬在接受CPJ採訪時表示：「大陸的政
府官員從以前到現在，一直在進行統戰工作，這是很
正常的事。但這並不代表我們要接受他們的要求。」

今年6月，報紙讀者、非政府組織和各大媒體機構都
指責旺旺中時傳媒旗下的新聞機構對香港大規模民
主抗議活動輕描淡寫，而其他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
該示威行動。同月，一名Facebook用戶發現《中國
時報》在六四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三十週年紀念日前
及時刪除了以前發表的六四相關報導，意圖明顯是
淡化中國犯下的這一舉世皆知的暴行。這一發現得
到了網路時事觀察家徐婉育以及中央通訊社、風傳
媒和《蘋果日報》等新聞媒體的證實。CPJ最近查看
《中國時報》網站時發現它已經恢復了一些刪除的
文章。《中國時報》沒有回覆我們通過電子郵件發送
的提問。

2019年6月23日，數萬民眾在台北遊行，表達他們對
可能已被中國收購的「紅色媒體」的不滿。抗議者要
求制定更嚴苛的法律並吊銷「紅色媒體」的廣播許
可，從而懲罰並防止中國的干預。

集會結束近一個月後，《金融時報》似乎證實了情
報官員的擔憂。根據《金融時報》的報導，《中國時
報》和旺旺集團旗下的中天電視台都從國務院台灣
事務辦公室接受指示，在報導中國新聞時謹慎選擇
立場和排版。中時媒體集團發表聲明回應，說該報
導毫無事實根據，並威脅要提告這家英國報紙及其

記者，以及任何引用過該報導的媒體或個人。報導出
來後，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立即表示要
對中國涉嫌干預台灣媒體一事展開調查；NCC是一
家仿照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成立的獨立機構。今年
11月，NCC的一名官員告訴CPJ，此案仍在調查中。

今年8月，路透社報導說「大陸當局」已經向至少五
家台灣媒體（路透社沒有透露這些媒體的名稱）支
付費用刊登對中國有利的報導。文章援引匿名消息
來源和已簽署的合同（經路透社審閱），稱國台辦支
付人民幣30000元（4300美元）購買了兩篇有關中
國吸引商人前往大陸投資的專題報導。台灣大陸委
員會表示，如果這筆款項確實存在，它便違反了國家
安全法以及統籌兩岸事務的法規。CPJ致電陸委會
得到回覆說CPJ需要通過電子郵件的方式提問，但陸
委會後來沒有回覆CPJ發送的郵件。 

當然，在台灣面臨與日俱增的壓力和政治分化的當
下，許多媒體都在努力堅持獨立。台灣最大的日報之
一《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說：「[中國]曾來找我
與他們做 「合作案」。我聽完就笑笑，沒有下文。」 
鄒景雯告訴CPJ，《自由時報》在2008年曾想派一名
記者到北京報導博鰲亞洲論壇，但簽證一直沒能獲
批。周說：「從那時起，我們就不再派記者到大陸採
訪。」《自由時報》發言人蘇宇輝告訴CPJ，《自由時
報》還拒絕刊登大陸廣告，包括合法的商業廣告。從
台灣媒體的整體政治傾向來看，《自由時報》偏向
支持台灣獨立的執政黨民進黨。

親國民黨的《聯合報》也堅持自己的獨立立場，不受
中國干預。該報資深記者陳言喬說：「我們報社的新
聞處理模式成熟，就算是有人透過私人的關係被大
陸關切，也不太可能影響我們整體的批評性報導的
作業流程。」

網路戰

與香港和其他許多地區一樣，網路媒體新創公司代
表了一些最具獨立思想的新聞機構。離開旺旺集團
後，夏珍成為風傳媒的總主筆。根據亞馬遜Alexa的
流量報告，風傳媒是台灣最大的網路新聞平台之一。
夏珍說：「我們在2014年成立初期，對如何處理與中
國的關係並沒有考慮太多。」 當時，風傳媒網站吸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orials/archives/2019/05/14/2003715081
https://disp.cc/b/163-brJm
https://zh-cn.facebook.com/watchout.tw/posts/1274201879404689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10/257698
https://hk.thenewslens.com/article/120524?fbclid=IwAR2fteFQNX6gvoP3nKCbH3BIozALho3m6lb5_AnwRlLx4njG3EIU5K7fRTA
https://www.facebook.com/312238709415165/photos/a.312248932747476/369642953674740/?type=3&theater
https://blog.joyhsu.com/1307/%E5%BE%9E%E4%B8%AD%E6%99%82%E9%9B%BB%E5%AD%90%E5%A0%B1%EF%BC%88%E4%B8%AD%E5%9C%8B%E6%99%82%E5%A0%B1%EF%BC%89%E5%88%AA%E9%99%A4%E7%AB%99%E5%85%A7%E3%80%8C%E5%85%AD%E5%9B%9B%E3%80%8D%E6%AD%B7%E5%8F%B2/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6120302.aspx
https://www.storm.mg/article/1379643
https://www.storm.mg/article/1379643
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90611/1581826/
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AntiChinasMedia
https://www.ft.com/content/036b609a-a768-11e9-984c-fac8325aaa0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90718000224-260202?chdtv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907180094.aspx
https://www.nhk.or.jp/bunken/english/reports/summary/200707/07.htm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taiwan-china-media-insight/paid-news-china-using-taiwan-media-to-win-hearts-and-minds-on-island-sources-idUSKCN1UZ0I4
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05B73310C5C3A632&sms=1A40B00E4C745211&s=31B2B46B71B61562
https://www.ltn.com.tw/
https://www.storm.mg/
https://www.alexa.com/topsites/countrie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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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了大量內地讀者。但是，在2014年9月香港民主運
動佔中爆發後，中國當局封鎖了該網站。夏珍建議
風傳媒集團董事長不要強求大陸讀者。她說：「一旦
你要去和[中國當局]談[網站登陸]，你不曉得他們會
不會開出什麼條件，要求簽下或承諾什麼。」 夏珍
告訴CPJ，風傳媒網站在中國持續被封鎖。 

中英文網路媒體初創公司《報導者》成立於2015
年，由台灣一位科技業企業家和其他讀者共同資
助，主要致力於深度報導。總編輯兼副執行長李雪
莉告訴CPJ，《報導者》網站發表了有關中國新疆維
吾爾族人遭到鎮壓的深度報導，還有一系列有關台
灣「白色恐怖」的報導。該網站也被中國封鎖。 

根據《聯合報》2015年的一篇報告，台灣幾乎所有
主要新聞網站都在中國被封鎖或部分封鎖。該報告
對16個台灣新聞網站的受限程度進行了為期85天
的觀察。數據顯示，在此期間，沒有一個網站在大陸
完全不受限，唯一的區別是完全「封鎖」或「部分封
鎖」。《自由時報》的鄒主編說其報社的情況印證了
此說法。《聯合報》的陳言喬說，他們報社的網站在
2010年報導民主作家、社會活動家劉曉波獲諾貝爾
和平獎時被大陸封鎖（北京強烈抗議劉曉波獲獎）
；此後，《聯合報》網站一直被間斷性封鎖。國家互
聯網訊息辦公室沒有回覆我們通過電子郵件發出的
相關提問。

台灣網站遭大陸封鎖說明台灣與中國以及中國與
世界其他地區之間不平等的競爭規則。中國通過所
謂的防火長城封鎖境外傳統新聞機構和社交媒體，
並嚴格審查國內的編輯方針，幾乎完全控制了中國
人可以閱讀或觀看的內容。

但是，中國在向台灣輸出訊息時遇到的阻力卻要小
得多。由於台灣沒有審查制度，台灣人民可以自由
報導新聞並表達自己的觀點，包括親中國的觀點。
而在大陸，違反中共政策報導敏感新聞或發表異見
的記者可能面臨牢獄之災。台灣智庫中央研究院副
研究員吳介民研究了中國對台灣施加的影響。吳介
民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告訴CPJ，中國對台灣的干預
早已是「日常滲透」。 

駐台北的政策分析師寇謐將（Michael Cole）說，
中國對社交媒體的控制手段變得愈發高明。寇謐

將說：「起初，他們動員中國網軍，但很快被讀者看
破，因為大陸公民使用簡體中文。」 他說，從語言表
達方式來看，目前的內容看似來自台灣。在兩岸分
隔的這些年裡，台灣和大陸的慣用漢語用法朝著各
自的方向發展。大陸使用的是簡體字，並且許多大
陸人無法閱讀或書寫台灣慣用的繁體字。

在高雄市長選舉期間，單向的訊息（包括不實訊息）
流動越發明顯。獲勝者韓國瑜是一名親中的民粹主
義候選人，他承諾讓這座南部城市更加繁榮富強，
並為政府退休人員恢復發放退休金（這些退休人員
的家庭通常從大陸移民過來）。然而，據新聞報導，
伴隨他崛起的是一場通過傳播假新聞為他造勢的
大型網路聲量資訊戰。例如，《台灣英文新聞》報導
了在社交媒體上被瘋傳的幾條假訊息，其中一條稱
韓國瑜的辯論對手配戴耳機裝置，另一條稱他的對
手懇求支持者不要離開集會現場。該報導指出：「
雖然沒有某篇特定的報導操控民意從民進黨向韓
國瑜轉變，但源源不絕的假新聞、謊言和混淆視聽
的宣傳產生了累積效應。」 另外，《自由時報》報導
了政客引用假新聞事件，該假新聞稱韓國瑜在一所
大學發起的民意調查中居領先地位，但這所大學從
未發起過任何民意調查。《外交政策》最近的一篇
分析文章提到「一場看似由中國網路專家組成的神
秘小組精心策劃的操縱社交媒體運動。」  

台灣當局擔心，隨著2020年1月11日大選的迫近，
中國會再次利用這種手段進行干預。大陸委員會在
9月26日舉行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達了對中國利
用網路傳播不實訊息並採取其他行動干預大選的
擔憂。根據最近的新聞報導，台灣國家安全界獲取
了一份機密報告，據稱是用大陸使用的簡體字寫成
的，其中詳細闡述了中國「對台灣的認知領域發動
戰爭」 的企圖，包括經營一個內容農場在社交媒體
上製造假消息，目標是在2020年前在台灣培養出一
個親北京政府。

2019年4月，中英文雙語雜誌《天下雜誌》發表了對
一名網軍頭子（使用假名）的採訪，該專家表示自己
的政治運作事業從早前幫助一名國民黨議員贏得選
舉開始。這位網路政治操手告訴《天下雜誌》，他的
客戶包括試圖影響2020年總統大選的人士，並說自
己雖然不和中共打交道，但他知道其他與中共合作

https://www.twreporter.org/
https://www.twreporter.org/a/xinjiang-re-education-camps-testimonies-and-drawings-from-victims-english
https://www.twreporter.org/topics/english-version
https://udn.com/upf/newmedia/2015_data/20150327_udnfirewall/udnfirewall/
https://cpj.org/reports/2018/12/journalists-jailed-imprisoned-turkey-china-egypt-saudi-arabia.php
http://globaltaiwan.org/team/j-michael-cole/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news/3577292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554591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6/26/chinese-cyber-operatives-boosted-taiwans-insurgent-candidate/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927982
https://www.mirrormedia.mg/story/20181023inv025/
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601457
https://english.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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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雖然這種活動在台灣屬違法行為。

台灣的對策
為防止中國干預，台灣採取了零散、溫和的立法措
施，但同時這些措施看似手忙腳亂，缺乏一致性。另
外，執政的民進黨最近提出的一系列新法案在保護
言論和新聞自由方面或有疑慮。這些法案所產生的
問題包含：由誰來決定什麼是真相、什麼是假象？也
可能在執法上受到潛在的政治操縱。同時，其他不
涉及執法程序的措施尚未被證明切實可行。中央研
究院的吳介民告訴CPJ，台灣應全面評估防範中國
干預的措施。民進黨沒有回覆我們通過電子郵件發
送的關於這項法案的提問。

為阻擋中國控制台灣的野心，台灣祭出的法律包
括禁止外國人或港澳及大陸居民參與影響選舉，禁
止中國政府在台灣投資，限定中國個人只能在不敏

感的領域進行投資，並禁止實質構成間諜活動的各
種行為。1991年《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禁止台灣媒體為中共發表政治宣傳內容，有效
排除了政府營銷行為。

這些法律不足以應對千變萬化的兩岸關係以及不斷
深入的媒體影響。事實是，有權有勢且與中國有密
切商業聯繫的台灣人傾向支持親共政策，不願承擔
冒犯北京的嚴重後果。多年來，投資和貿易來往使
台灣對中國經濟逐漸產生依賴，而赴台旅遊的流行
使台灣經濟容易受到大陸的抵制。2019年7月31日，
中國禁止個人（非團體）赴台旅遊，使台灣嘗到了苦
頭。中國當局沒有解釋這種旅遊禁令的原因，台灣
本地報紙認為此舉是為了孤立台灣並損害蔡總統的
連任前景。

中國一再表現出它不惜利用經濟手段來實現其政治
目的的決心，這在下述幾個案例中都能看出。由於

2019年6月23日，抗議者聚集在台北總統府大樓前，手舉「反對紅色媒體」和「守護台灣民主」的海報，
抵制親共媒體。（法新社/ Hsu Tsun-hsu）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10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Q0010001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Q001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Q0040015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28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front/archives/2019/08/01/2003719708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politics/article/3020787/beijing-halt-individual-travel-permits-taiwan-over-rising


《一國一審》： 中國如何破壞香港和台灣的媒體自由

火箭隊經理發了一條冒犯中國的推文，中國決定取
消NBA季前賽的電視轉播；因其員工參加民主示威
活動，香港主要航空公司國泰航空面臨來自北京的
壓力，迫使執行總裁辭職；萬豪酒店去年在發給客戶
的問卷中將台灣、澳門、香港和西藏列為不同的國
家，被迫暫時關閉六個網站，並向中國道歉。同樣在
去年，中國向美國各大航空公司施壓，要求他們停止
將台灣列為單獨國家，而台灣則考慮懲罰向中國低
頭的航空公司。作為回應，各航空公司決定在中國
所有城市後面不註明國家。為避免在中國碰釘子，好
萊塢事先審查劇本，如有疏漏，則必然遭到中國審
查。

在《金融時報》報導稱大陸國台辦直接干預台灣媒
體的編輯方針（陸委會認為此舉有可能違反2013年
《台灣國家安全法》，它在2019年7月3日被修訂）僅
一天後，陸委會便強調了問題的嚴重性，並在一份聲
明中表示：「中共長期以來利用臺灣民主開放社會，
對我各領域進行統戰滲透及介入選舉，更伸手進入
我媒體、干涉新聞自主，利用扭曲方式散布不實訊
息，企圖改變民眾認知，以利傾向北京立場的候選
人出線。」

目前的立法院提案禁止在中國獲得巨大經濟利益的
個人經營台灣的媒體機構。草案將這群人定義為：
在大陸有30%及以上的資產或在大陸收益為總營業
額30％及以上的企業；在過去五年內從中國當局獲
得新台幣100萬元（33000美元）或以上的個人；在
過去五年內從中國當局獲得新台幣500萬元或以上
的企業。提出該法案的民進黨立法委員王定宇的辦
公室告訴CPJ，該議案正處於初級辯論階段。

這項法案的矛頭明顯指向旺旺中時媒體集團的蔡衍
明。旺旺集團副董事長胡志強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
採訪時表示，旺旺集團「堅決反對這樣一種意識形
態法案的通過。」胡志強否認該集團對韓國瑜的高
頻率報導有助於他當選高雄市長，並說與中國建立
良好的關係對台灣有利。

在野黨國民黨的議員分別在9月22日和10月15日杯
葛了原定的議案投票，指控執政的民進黨壓制媒
體。根據新聞報導，國民黨黨鞭曾銘宗向中央通訊
社表示，該議案侵犯了新聞和言論自由，並可能把在
中國工作的台灣人推入火坑。

任何試圖限制台灣公民接管台灣媒體的舉動都有可
能引起軒然大波。台灣民主基金會的陳婉宜表示：「
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因為它涉及到言論自由。台
灣政府充分意識到此事的重要。」

懲罰媒體違規行為（而非限制媒體所有權）的法案
遠沒有新加坡最近通過的所謂「反假新聞法」有害。
「反假新聞法」 新增嚴厲的刑事處罰，惡化了當
地已經十分嚴苛的媒體環境。台灣也曾出現過類似
的事件：2004年，民間全民電視公司由於沒有為候
選人留出相等的時間，違反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的規定而被罰款；2006年，東森電視在人質未
被釋放的情況下報導了一起綁架案，因「擾亂公序良
俗」而被罰款。在這些案例中，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調查了可能的違法行為，並根據調查結果處
以相應罰款。

最近，NCC轉而調查被法律定義為有害的未能充分
核對事實的不實訊息報導。根據新聞報導，今年4
月，NCC主委詹婷怡因未能有效遏制假新聞的傳播
而受到強烈譴責後辭職。CPJ查看了NCC從2006年
至今開出的所有罰單，發現NCC在今年2月第一次對
失實新聞報導開出罰單，對兩家電視廣播公司分別
處以20萬新台幣（6,530美元）的罰款。其中，中天
電視台因錯誤報導一位政治候選人的演講而受罰，
東森電視則因錯誤報導與非洲豬瘟有關的事實而受
罰。NCC向CPJ表示，這些報導「不當影響公眾資訊
接收權利，而損及閱聽眾視聽權益，並損及媒體之
公正與公信力，以致損害公共利益。」

旺旺集團旗下的其他媒體機構都反對中天電視台被
罰；《中國時報》嘲諷NCC是「新聞警察」。在NCC因
監管不力而受到批評後，罰款事件增多。根據中央
通訊社，截至今年7月，中天電視台因各種違規行為
在2019年共被罰款9次。根據東森新聞雲報導，NCC
在今年3月對中天電視台的七項違規行為處以新台
幣100萬元（32,000美元）的罰款；這些違規行為包
括帶有偏向性地進行政治報導，如對高雄市長韓國
瑜進行過多報導（韓國瑜後來成為國民黨總統候選
人）。今年4月，中天電視台因一篇不實報導又被罰
新台幣100萬元；報導中有關於農民將200萬噸柚子
倒進一個水庫的不實訊息，擾亂了市場。中天電視
台表示它將提起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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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8/11/18/world/asia/china-movies.html?module=i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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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台北的政策分析師寇謐將認為這些公司體量巨
大，這點罰款不過是九牛一毛。他說：「對於他們來
說，這點小錢無關痛癢，起不到威嚇作用。」

今年5月，台灣立法機關通過了一項立法，對《災害
防救法》中「散播有關災害的謠言或不實訊息」一
項提高罰款金額，由此損害公眾的造謠者將有可能
面臨牢獄之災。同樣，傳播有關食品安全或傳染疾
病的不實訊息者也將面臨更高額度的罰款。

今年4月，執政的民進黨還提議將有關貿易和名譽
的不實報導進行定罪，包括罰款和短期監禁；這項
提議顯然指射中天電視台關於傾倒柚子的假新聞。
今年10月新增的提案要求電視台及時回應NCC下達
的指令，及時糾正失實報導。提出該法案的民進黨
立法委員林俊憲的辦公室告訴CPJ，該提案通過強化
NCC的監督職能，彌補了現行法案的不足。

這些立法措施令人擔憂。危險在於，本屆或下一
屆政府可能濫用這些法律來壓制政治批評。2018
年，CPJ對將網路言論定罪的立法議案提出反對。

在現行法規下，當局已經起訴了幾名在社交媒體上
發送不實訊息或煽動性言論的人，包括一名被控違
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的七旬老婦。她在聊天軟件
LINE的私人群聊中發送了一條消息，稱蔡總統向海
地捐贈45億新台幣，卻拒絕為高雄市撥款5000萬新
台幣預防登革熱。她面臨最多三天的監禁或3000新
台幣（100美元）的罰款，她選擇了罰款。一名男子在
Facebook上提議，中華航空總統專機的飛行員應載
著蔡英文在北京降落。法務部對此展開調查後，控
告他煽惑他人犯罪，違反了《刑法》第153條。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前秘書長陳益能說：「戒嚴令才
剛過去30年，將傳播謊言的行為定罪十分危險。」

2016年1月16日，民進黨主席和總統候選人蔡英文的支持者舉起照亮的手機，慶祝蔡英文在台北舉行的總統大選中
獲勝。（路透社/ Pichi Chuang）

http://focustaiwan.tw/news/aipl/201905070012.aspx
https://www.mohw.gov.tw/cp-4257-47727-1.html
https://www.ey.gov.tw/Page/9277F759E41CCD91/7f46fc66-5d8e-4d15-9699-2f6709b127c8
https://lis.ly.gov.tw/lygazettec/mtcdoc?PD090804:LCEWA01_090804_00011
https://cpj.org/2018/06/taiwanese-lawmakers-propose-criminalizing-spread-o.php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874521
https://law.moj.gov.tw/ENG/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80067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2876633


《一國一審》： 中國如何破壞香港和台灣的媒體自由

不出所料，在野黨國民黨在10月31日的一份聲明中
強烈抗議近期的這些立法提案（它們禁止台灣公民
參加所有共產黨活動），理由是這些提案不僅會損
害兩岸關係、威脅台灣經濟，而且還將侵犯台灣的
言論自由。例如，該法案可能會使中共機關報《北
京日報》拒絕接待台灣記者。這些法案一旦通過，
將會對努力反思自己的正常報導活動是否構成違法
行為的記者造成潛在危害。

中央研究院的吳介民告訴CPJ，儘管如此，台灣有必
要制定相關法律來抵制中國對台灣施加的全面影
響。他說：「只要在正當程序和法治原則下，經過立
法過程來規範，是符合民主的。」

新聞網站《破土》的主編丘琦欣總結了台灣人因畏
懼中國操縱而陷入的這種困局：「這是一個有趣的
矛盾，進步的台灣民間社會正在推動立法打擊假新
聞，而民間社會活動家則擔心打擊假新聞的法案（
如在東南亞）將被政府用來鎮壓政治異議人士。」 

無論如何，現行的法條和新法案似乎都無法應對最
常見的一種威脅，即由中國或其代理人暗中在社交
媒體上發佈大量預先謀劃的內容。 

在社交媒體上被大量轉載的報導很容易被傳統媒體
編寫成新聞，「數位政委」唐鳳在一次採訪中對此表
達了擔憂。負責網路事務的唐鳳提出了抵制網路不
實訊息的另一種方法：將政府認為準確的訊息及時
公佈在網上。唐鳳說，不實訊息在台灣有一個具體
的法律定義：「故意捏造的、有害且不真實的訊息，
它最嚴重的危害是損害公眾和民主制度。」   

唐鳳的計劃旨在打擊不實訊息而無需訴諸審查或下
令刪除在線內容。其本質是通過初始的A/B測試來
實時辨認假消息；A/B測試幫助推文或其他訊息的
發佈者識別訊息傳播的最優方案。唐鳳說，台灣各
部門已經成立專門小組及時揭發不實訊息操控運
動，並在60分鐘內發佈真實訊息作為回應。她說：「
據我們觀察，這種做法的好處是，大多數人能夠事
先接種到真實訊息的疫苗，之後接觸到不實訊息時
就能夠獲得免疫。」

「主流媒體當然會選擇真實訊息進行平衡報導。但
我們發現，如果不能及時進行這種敘述修正，提供
現成的視頻或影像或至少是圖片卡，那麼六個小時

（即一個新聞週期）之後就無回天之術了。說實話，
這種工作令人精疲力竭。」

丘琦欣等新聞工作者對這種方法不抱太大希望。他
說：「我認為假新聞還是能通過政府無法完全規範
的渠道繼續散播。對假新聞作出及時回應可以大幅
減少它的傳播，但是很難將其徹底根除。」

唐鳳認為，從長遠來看，最有效的辦法是提高公眾
的媒體素養、幫助新聞受眾自行辨認真假訊息。她
說，台灣年輕人完全具備懷疑精神和反抗工具，但
是年長者通常更容易受騙。唐鳳的辦公室11月向CPJ
表示，他們仍在繼續打擊網路不實訊息。

結論
台灣從受到高壓控制的媒體環境到擁有亞洲地區
最自由的新聞產業之一，經歷了飛速變化，就像它
從專制社會到民主社會完成迅速轉型一樣。這種轉
變對區別台灣與中國，並擺脫中共控制至關重要。

台灣有充足的理由擔心中國干預台灣媒體，並試圖
引導明年1月的台灣大選，以產生對中國有利的結
果：一個由總統候選人韓國瑜領導的國民黨政府，
它將比現任總統蔡英文領導的民進黨政府更加努力
地促進兩岸關係。儘管中國在台灣的一舉一動都受
到密切關注，它實際造成的影響哪怕是在選舉結果
出來之後也難以估計。中央研究院的吳介民表示，
中國對香港採取的激進政策有可能會抵消中國對
台灣施加的影響；進而造成台灣選民的反感，使國
民黨處於不利地位。 

中國的干預行為應被公之於眾，這或許是台灣深度
調查記者們的責任。無論如何，台灣都沒有理由放
棄得來不易、歷時不久的開放社會和新聞自由，這
使台灣公民能夠從不同渠道自由獲取訊息，並在考
慮總統候選人或任何其他議題時都有分辨真相的
能力。 

如果台灣能夠抵擋中方壓力，而無需訴諸可能危害
新聞自由的苛法，它將能為其他受外部勢力操縱媒
體的國家提供重要的經驗。台灣或能證明，民主社
會不必屈從於恐懼，也無需強加限制和控制手段。
相反，最後能成功抵制外界壓力的或許是一種堅持
維護社會開放透明的集體決心。 

http://www.kmt.org.tw/2019/10/blog-post_78.html
https://newbloommag.net/
https://cpj.org/blog/2019/05/qa-taiwans-digital-minister-on-combatting-disinfor.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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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關於香港和台灣的新聞自由，保護記者委員會提出以下建議。

香港當局：
• 警察應停止對記者進行反覆、無端的攻擊，警察的個人行為應當受到追責。

• 政府應成立一個有調查實力的獨立委員會來追究警察攻擊記者的案件，並在採取紀律處分之外，要求
警方端正作風和培訓規範，防止襲擊再次發生。

• 警察應優先調查和檢舉攻擊記者的犯罪案件。

• 香港應制定一系列規範外國記者工作簽證的明確條例，按照該例行程序，不得因記者履行工作職責或
進行批評性報導而拒絕其入境。

• 政府應就其拒絕更新《金融時報》記者馬凱（Victor Mallet）的香港簽證作出明確解釋，並採取行動
撤銷該決定。

• 香港行政長官必須向記者承諾，政府將不會干涉他們行使香港《基本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

• 政府應依據國際准則確保互聯網的自由和開放，並立法保障該項權利。

台灣當局： 
• 台灣的立法機關應停止對發表新聞報道的記者和出版商進行刑事處罰，並確保日後不再實施此類處

罰。

• 為避免政府監管，媒體機構應考慮進行自我監督，制定基於事實的糾錯標準，並在刊登來自中國或其
他地區的付費內容時提高透明度。

• 針對媒體機構的任何處罰都應根據實際造成的損害酌情處理。

• 限制傳播不實消息的任何政策都應受到嚴格規定，並由獨立機構進行評估，且不受刑事處罰。

• 規範並執行媒體法時應強調透明度，而不是懲罰措施或審查制度。

• 台灣應全面評估防範中國干預的舉措，為捍衛新聞自由制定一套策略。

中國當局：
• 中國應停止利用商業廣告的投放，對出版商或廣播頻道進行獎懲的行為。

• 中國應充分尊重香港《基本法》中規定的言論自由。

• 中國應停止並拒斥任何在網上公開記者個人信息的人肉搜索行為。

• 中國應停止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有關香港或台灣的虛假訊息。

• 中國在媒體或社交媒體上表達政府觀點時應保持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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