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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修訂「逃犯條例」之國際重要輿情 
（108.2.12-8.31） 

（一）官方 

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20190226 唐偉康/美國駐

港總領事 

須視乎修例後的細節與執行，目前暫不預料美國反應，但某

些草擬內容和方式，或影響美國與香港的雙邊協議。 

眾新聞 

(2019/2/26) 

20190304 唐偉康/美國駐

港總領事 

有關「逃犯條例」作出修改的細節如何運作，以及法庭如何

保障所有人的權利等，都十分重要。因此直至有關細節清晰

前，要求美方或者其他與香港在執法上有合作關係的國家作

出詳細評論，都是過早。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3/4) 

20190315 歐盟駐港澳辦

事處 

1.已密切關注保安局的修例建議，同時關注有關修訂對居港

或途經香港的歐盟公民、可能出現再移交逃犯的影響。強

調在臨時引渡的情況下，應有令人滿意的保障措施。 

2.已向香港當局表達關注，該敏感議題應該有更長時間和更

深入的公眾諮詢，包括與跟香港有引渡安排的國家磋商。

當港府正式提交修例草案後，會與歐盟成員國的駐港總領

事一同評估草案的全部影響。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3/16) 

20190323 卡諾/歐盟駐港

澳辦事處主任 

已向港府表達關注有關修訂對歐洲公民的影響，並建議港府

延長諮詢期，包括諮詢已與香港有引渡協議的歐盟成員國。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3/24) 

20190408 賀恩德/英國駐

港總領事 

已接觸香港政府高層官員，以釐清修例對英國居民、港英兩

地法律合作、目前引渡安排的影響。且修例可能影響在香港

營商的信心，以及希望港府有更多時間，進行全面及廣泛諮

詢。 

英國駐港總

領事館臉書

專頁 

(2019/4/8) 

20190419 Guillaume  

Bérubé/加拿大

全球事務部發

言人 

加拿大針對港府所提修訂「逃犯條例」已提出嚴正質疑，而

加拿大人的安全乃至為重要。 

The Globe 

and Mail 

(2019/4/19) 

20190420 賀恩德/英國駐

港總領事 

關注有關修訂，有很多英國人會到香港做生意、旅遊或過

境，想了解清楚有關條文，強調並非反對修例，但修例或令

英國更新目前與香港簽訂的長期移交逃犯協議。 

明報 

(2019/4/20) 

20190425 美國國務院 美國與其他盟友密注可能使個人在中共要求下，移交到中國

大陸的「逃犯條例」修正案。美國國務院 2018 人權報告曾

指出，中國司法系統踐踏人權及不尊重法治。香港的公民社

會組織與公會，如香港大律師公會、美國總商會及其他商業

組織皆已表達反對修例。多元政治觀點能夠被尊重且自由表

達，才有益於一個社會；中方持續侵蝕「一國兩制」，將使

香港在國際事務上所建立的特殊地位遭受風險。 

美國國務院

新聞稿 

(2019/4/25) 

20190504 唐偉康/美國駐

港總領事 

1.港府不應對香港以至國際的關注視而不見。香港政府未有

就修例向公眾充分解釋，市民有理由感到擔憂，且港府應

星島日報 

(2019/5/5) 



 2 

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堅守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原則，以維持國際商業

社會的信心。 

2.現時美國商界是否已不想在港開設分部等，目前難以評

論，指如果港人對「一國兩制」及高度自主有信心，會讓

整個社會也建立信心，吸引外國投資；但若港人自己信心

也受損，會減慢社會發展。「逃犯條例」不但讓港人關注，

也令在香港居住的外國人關注，大陸的司法制度與香港不

同，關注有關修訂是很自然的事。 

20190514 田銘祺/英國外

交部亞太事務

國務大臣 

英國政府非常關注香港修訂逃犯條例，會透過駐港總領事及

其他渠道仔細研究修例的影響。香港有必要落實一國兩制，

這亦應為中國利益所在。 

明報 

(2019/5/15) 

20190516 蓬佩奧/美國國

務卿 

關切港府提案修正「逃犯條例」一事，而該提案將威脅香港

法治。重申支持香港長期以來在「基本法」下對人權、基本

自由及民主價值的保護。 

美國國務院 

(2019/5/16) 

20190524 歐盟駐港澳辦

事處 

聯同歐盟成員國的外交代表，向港府發布「外交照會」

（Demarche），重申對港府修訂「逃犯條例」的關注。 

路透社 

(2019/5/24) 

20190530 英國、加拿大

外交部聯合聲

明 

英國外相杭特（Jeremy Hunt）及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聯合聲明： 

我們一直在關注港府所提修訂「逃犯條例」及「刑事事宜相

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一事，而該修例也在香港造

成許多爭議，特別是移除引渡至中國大陸的限制。 

我們關心修例對許多居港的英國及加拿大公民所造成的風

險，以及對香港商業信心及國際聲譽的影響。此外，我們相

信一旦修例通過，將對「中英聯合聲明」所保障香港的自由

權利造成不良影響。最重要的是，目前香港的引渡安排乃符

合「一國兩制」，並充分尊重香港高度自治等原則。我們分

別在與港府溝通時，都清楚表達了此一觀點。 

重要的是，該修例必須受到最嚴格審查，包含在立法會當

中。我們敦促香港和國內外利害關係人進行廣泛諮商，以確

保他們的觀點能夠獲得充分反映。我們相信港府應該要空出

時間適當地考量所有替代方案以及保障機制。 

GOV.UK 

(2019/5/30) 

20190610 奧塔格斯 

（Morgan  

Ortagus）/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 

1.美國嚴正關切香港擬修訂的「逃犯條例」，該修例一旦通

過，將允許中國當局引渡個人至中國大陸。昨日數十萬香

港人和平示威清楚顯示，多數港人是反對修例的。美方關

注修例缺乏程序保障將破壞香港自治，以及對人權、基本

自由、民主價值的保護，甚至是「基本法」、「中英聯合聲

明」有負面影響。我們也相當關心修例將損害香港營商環

境，以及美國居港、訪港的公民將遭到逮捕至中國無法預

測的司法體系。 

2.上個月國務卿與香港泛民領導者們會見，並討論有關修例

美國國務院 

(2019/6/10) 



 3 

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的諸多意見。我們相信認為任何有關「逃犯條例」的修訂，

都應該要和可能受影響之廣大的本地或國際利害關係人

進行諮詢。對「一國兩制」的持續侵蝕，將使在國際事務

上，長期建立起特殊地位的香港置於風險之下。 

20190610 田銘祺（Mark F

ield）/英國外交

部亞太事務國

務大臣 

就下議院議員、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韋斯特（Catherine 

West）緊急質詢「逃犯條例」之回復：英國當局將繼續向香

港及中國政府表明，如果對方想維持外界對「一國兩制」信

心，就必須按「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所言，讓香港

充分享有法治和高度自治。 

明報 

(2019/6/11) 

20190611 美國駐港澳總

領事館 

發布示威警示： 

1.位置：根據媒體報導，6月 12日星期三香港將有示威抗議，

目前已知有下列區域（但不限於這些區域）：金鐘、政府總部、

添馬公園。 

2.重要事件：該示威將於 6月 12日早晨開始，諸多團體試圖

抗議撤回修例。6 月 9 日的遊行非常和平，但仍發生少數

民眾與警方發生衝突。 

3.採取行動：避開抗議區域、如發生無法預期的大型陳抗，

請務必謹慎小心、持續鎖定當地媒體更新、保持低調。 

美國駐港澳

總領事館 

(2019/6/11) 

20190611 佩恩（Marise 

Payne）/澳洲外

交部長 

透過發言人代為表示：澳洲正密切關注香港修訂「逃犯條例」

事件，包括會確認此舉對澳洲公民的影響，又尊重民眾和平

示威及自由表達意見的權利，澳洲駐港總領事已向港府高層

提出有關問題。 

ABC 

(2019/6/11) 

20190612 川普（Donald  

Trump）/美國總

統 

那裡有 100萬人，是我見過最大規模的示威。但有信心香港

和中國會解決他們在港府所提出的引渡法上之分歧，因為成

千上萬的示威者在香港街頭與警察發生衝突，希望阻止這項

措施。 

Bloomberg 

(2019/6/13) 

20190612 梅伊（Theresa 

May）/英國首相 

香港「逃犯條例」必須要尊重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所

載相關權利與自由。 

關心這些擬議對大量在港英國公民所造成的潛在影響。但香

港這些引渡安排必須要符合「中英聯合聲明」有關權利與自

由的保障。 

路透社 

(2019/6/12) 

20190612 杭特（Jeremy 

Hunt）/英國外相 

英國外相杭特呼籲理性，並敦促港府傾聽修例相關意見，他

表示： 

1.香港所進行中的示威明顯指出，大量港人關心修例問題。

我呼籲任何一方都要保持和平理性。 

2.我敦促港府傾聽港人、國際社群盟友的意見，並暫停與反

思該項具爭議性的措施。港府當局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及採

取措施保持香港的權利、自由以及高度自治是非常重要

的，這是支撐其國際聲譽的基礎。誠如具法律約束力的「中

英聯合聲明」所載，堅持「一國兩制」原則對香港未來的

成功是至關重要。 

GOV.UK 

(2019/6/12) 

20190612 英國政府網站 發布旅遊建議： 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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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6月 12日在香港政府總部、立法會、金鐘等區域發生大規模

抗議，導致主要道路及公共運輸受阻。在傍晚時，警民發生

衝突，在無法預測事態發展情形下，建議避開示威區域。未

來數周將可能發生大規模抗議，進而使香港多數區域以及運

輸受阻，建議保持警惕並遵循當地政府的指示。 

(2019/6/12) 

20190613 歐盟駐港澳辦

事處 

發言人針對香港反修例示威相關聲明： 

1.過去幾天，香港民眾行使他們的基本權利，和平且自由地

集會與表達意見，這些權利必須受到尊重。任何一方都必

須要克制，擴大衝突的言論以及暴力都必須避免。 

2.歐盟對於港人希望港府徹會修例表達諸多關心，並已傳達

予港府知悉。這對歐盟、外國公民以及香港商業信心都是

一個敏感的議題，同時對香港、港人都有潛在的深遠影

響。一個深入、廣泛的諮詢將有助於找到具建設性的解決

方向，我們期望港府能以這樣的方式與香港市民對話。 

歐盟駐港澳

辦事處網站 

(2019/6/13) 

20190613 德國總理梅克

爾發言人 

德國相當關注香港的情勢，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法治有悠久的

傳統，可是最近的情勢發展讓人想到「基本法」的相關規定。

德國對多數示威群眾用和平方式表達意見表示肯定，呼籲所

有參與的人保持冷靜。 

新頭殼 

(2019/6/13) 

20190613 德國外交部發

言人 

若香港政府通過「逃犯條例」修訂，德國政府將檢視，是否

繼續執行現行與香港的雙邊引渡協議。 

香港電臺 

(2019/6/13) 

20190615 杭特（Jeremy  

Hunt）/英國外相 

香港政府做得好，聆聽那些勇敢為其人權站出來的市民的憂

慮。維護「中英聯合聲明」中載明的權利和自由，對香港來

說是最好的未來。英國支持這項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杭特個人推

特 

(2019/6/15) 

20190616 蓬佩奧（Mike P

ompeo）/美國國

務卿 

接受節目專訪： 

我想再過兩個星期，等到 20 國集團高峰會時，我們就有機

會見到習主席。我們看到香港發生了什麼事，情勢如何發

展。我們目睹香港人民為他們珍視的事情發聲。我深信此事

會是他們討論的議題之一。 

中央社 

(2019/6/16) 

20190616 美國駐港澳總

領事館 

歡迎港府暫緩「逃犯條例」修訂。. 多維新聞網 

(2019/6/16) 

20190617 奧塔格斯 

（Morgan  

Ortagus）/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 

問：我相信妳有看到周日香港大遊行，我想知道妳所了解的

狀況，以及妳是否認為中國對香港採取了不適當的方式。 

答： 

1.我認為這是一場香港民主的和平示威運動，我們可以看到

港人為他們的基本權利、言論自由、集會自由，這些載明

在「基本法」中的權利進行示威抗議。 

2.就我們的觀察，我們持續呼籲港府關注公眾意見，並諮詢

會受到修例所影響的本地及外國利害關係人。即便該草案

目前已經延後。 

3.國務卿於周日節目中對此有談到一些，他明確表示我們正

看著港人表達我們所珍視的事物。我想我們坦白且公開地

美國國務院 

(2019/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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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支持這些和平示威者。 

20190617 英國首相府發

言人 

英國首相與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會面時，談到近期向港

抗議一事。首相強調中方必須尊重「中英聯合聲明」所載相

關合法權利與自由。 

GOV.UK 

(2019/6/17) 

20190618 川普（Donald  

Trump）/美國總

統 

1.美國時代雜誌指，川普受訪時表示，香港街頭示威「非常

有效」，港人明顯造成了一個極大的衝擊，他認為港人這

將非常有效和中國打交道。 

2.另外川普亦表示，他將讓示威者為自己發聲，他和中國目

前有自己的紛爭（美中貿易戰），而且他認為該紛爭將成功解

決。他將讓中國與港人抗議者自己解決問題，因為似乎也

將成功解決。 

TIME 

(2019/6/18) 

20190618 田銘祺（Mark F

ield）/英國外交

部亞太事務國

務大臣 

1.非常歡迎特首林鄭月娥今天的聲明。尊重「中英聯合聲明」

所載相關權利與自由對香港高度自治來說，極為重要。這

些原則，伴隨著「一國兩制」的承諾，支撐著香港未來的

成功與繁榮。身為「中英聯合聲明」的保證人，英國有責

任去監督它的施行，這是我們嚴肅看待的責任。我可以向

國會保證，英國政府承諾會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 

2.民眾上街抗議是香港目前「民主赤字」的唯一出路；又同

意香港需要民主改革，以修正「民主赤字」。 

UK 

Parliament 

(2019/6/18) 

20190618 歐盟 一直密切留意香港的發展，包括周日史無前例的遊行。大規

模遊行毫無疑問顯示市民希望當局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

案，亦反映香港市民決心以和平手法捍衛權利及自由。香港

政府決定無限期暫緩逃犯條例修訂的立法程序是正面的一

步。我們期待政府跟市民作包容性的對話，以尋求建設性的

前進。 

明報 

(2019/6/18) 

20190624 巴切萊特 

（Michelle  

Bachelet）/聯合

國人權事務高

級專員 

敦促香港政府在通過或修改「逃犯條例」，或者任何其他法

案之前要進行廣泛徵求民意。「逃犯條例」的修訂引發了香

港市民大規模的抗議。對香港政府決定暫緩通過逃犯條例表

示讚賞。 

The Standard 

(2019/6/24) 

20190625 杭特（Jeremy  

Hunt）/英國外相 

問：在香港修例以及「中英聯合聲明」下英國的責任，對此

向中方有何陳述？ 

答：我們非常關心香港的情況，我亦在 6 月 12 日向香港特

首表達關切。今天我敦促港府就暴力事件建立一個健全、獨

立的調查機制。調查結果將做為未來評估是否給予港警出口

許可證，以及不會再批出對香港警方輸出人群控制裝備等許

可，除非英方對香港人權與基本自由的擔憂獲得令人滿意的

處理。 

 

問：英國政府是否會履行我們的道德責任，給予受有中國法

律引渡風險的港人庇護？ 

答：香港的基本自由權利使其在 1997 年以來獲得驚豔的成

UK 

Parliament 

(20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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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當然也包含 1997 之前。任何牴觸「基本法」保障自由

的文字與精神之情形都不應發生。 

20190627 安倍晉三/日本

首相 

就香港近日的「逃犯條例」爭議，香港保持「一國兩制」及

自由開放是重要的。 

明報 

(2019/6/28) 

20190630 唐偉康（Kurt  

Tong）/前美國

駐港總領事 

1.作為外交官，有職責代表在港生活、投資和傾注心血的數

萬名美國公民和上千的美國企業，反映對修例的意見，這

並不是為了破壞香港的社會秩序，也不是政治干預。我們

如果干預香港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我們想要在香港有一個

便捷的營商環境。讓香港更複雜，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

益。如果西方社會聆聽了部分香港人的意見並公開表達相

應觀點，他認為是無可厚非的，和組織政治活動性質不

同，組織政治活動是違反「維也納公約」的。 

2.就美國總統川普早前表示，香港發生的事情是中國的事

情，相信北京和香港政府能夠處理好這個問題。贊同總統

的看法，香港問題不是我們的責任，但這不代表我們不關

心。 

3.目前，港府已經決定擱置逃犯條例修例。美國領事館已經

發表公開聲明支持這一決定。相信擱置和撤回實際上已經

沒有分別，希望社會各界盡快重回正軌，不要讓政治事件

影響到其他事務的正常進行。 

星島日報 

(2019/6/30) 

20190630 杭特（Jeremy  

Hunt）/英國外相 

1.香港近期的示威，使得英國政府在移交紀念日時重申對

「中英聯合聲明」承諾堅定不移是更加重要。正如它在 30

年前簽署以及被批准時一樣，它是一個有法律約束力的條

約，以及在今日仍然有效。 

2.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下，充分尊重香港高度自治

及港人自由權利等極為重要。英國政府於公於私都會向中

國政府清楚表達此一立場，未來也將持續下去。 

3.將持續密注香港事務。我們堅信維護「一國兩制」是確保

香港扮演對中方來說的重要角色，以及持續扮演重要商業

樞紐的最佳途徑。 

GOV.UK 

(2019/6/30) 

20190701 川普（Donald  

Trump）/美國總

統 

這樣的示威相當罕見，看到這樣的場面令人非常難過，他對

此感到遺憾，希望香港問題能夠妥善解決。他們（港人）追

求的是民主。我認為大多數人都想要民主，不幸的是，有些

政府不想要實踐民主。 

美國之音 

(2019/7/1) 

20190702 杭特（Jeremy  

Hunt）/英國外相 

1.英國譴責各方的暴力行為，強烈支持香港民主的人會對占

領立法會的畫面感到沮喪，但英國敦促中國不要把所發生

的事情當作鎮壓的藉口，而是要了解事件的根本原因，就

是香港人深切關注他們的基本自由受到攻擊。 

2.香港政府的事由香港人決定，香港不屬於英國，但英國

1984 年曾簽署具有國際約束力的法律協議，確定「一國兩

制」的原則，確保香港人的基本自由。英國堅決支持該協

議、支持香港人民，若具有國際約束力的法律協議得不到

美國之音 

(20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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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將會有嚴重後果。 

20190703 梅伊（Theresa 

May）/英國首相 

中國尊重香港高度自治是極其重要，並要尊重「中英聯合聲

明」確立的權利與自由。自己有與中國政府保持接觸。 

香港 01 

(2019/7/3) 

20190703 強森（Boris  

Johnson）/前英

國外相 

全力支持香港人，港人完全有權利對移交逃犯至中國大陸的

法案抱持非常懷疑及擔心的態度，那可以是有政治動機的，

那可以是武斷及侵犯人權的。我支持他們，我也會高興去為

他們發聲。又「一國兩制」的方向有效，不可放棄。 

香港 01 

(2019/7/3) 

20190704 杭特（Jeremy  

Hunt）/英國外相 

1.（就 7月 2日的言論）中國的反應並不令人意外，但中方需要

理解的是，英國也必須遵守國際承諾。英國簽署了關於香

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聲明明確寫著香港制度 50年

不變，英方期待中方兌現這個承諾。聯合聲明給予香港高

度自治，香港的基本自由權利得到保障，這是主權移交的

基礎，這也是香港取得全球性巨大成功的基礎，即將活躍

的商業與對民主自由權利保障相結合的環境。 

2.不論是自己還是英國政府，都譴責任何形式的暴力活動。

香港支持和平示威活動的民眾也對暴力衝擊行為感到不

安。本身並沒有支持暴力活動，但希望表達的是，對待那

種暴力活動不應是以暴制暴的鎮壓，而是理解示威者擔憂

的根源問題，即他們一直享有的自由可能被送中法案破壞。 

3.雖然有近日的分歧，中英關係（近年來）總體發展良好。未

來也沒有理由不能很好發展。但對英國來說，最重要的是

「一國兩制」的承諾必須遵守。 

BBC 中文 

(2019/7/4) 

20190708 奧塔格斯 

（Morgan  

Ortagus）/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 

國務卿蓬佩奧在華盛頓接見了黎智英，兩人討論香港「逃犯

條例」發展，以及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自治地位。 

美國國務院 

(2019/7/8) 

20190717 梅伊（Theresa 

May）/英國首相 

英國希望與中國有良好的經濟關係，但同時會繼續就「中英

聯合聲明」等問題繼續為香港表態。英國需要向北京強調「中

英聯合聲明」繼續有效，呼籲中國持續遵守和尊重。 

香港 01 

(2019/7/18) 

20190718 歐洲議會 通過有關香港的決議案，要求港府釋放「反送中」示威者、

徹底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警方

使用的武力。呼籲歐盟及國際社會落實出口管制，阻止中國

及香港獲得侵犯基本權利的科技。 

歐洲議會 

(2019/7/18) 

20190722 美國國務院 關於犯罪團體對港民施行暴力和企圖攻擊記者之事，深感不

安。香港近月來的示威活動反應了港民的情緒，以及不滿香

港自治遭到侵蝕。呼籲各方應保持克制，不使用暴力，並敦

促港府應尊重人民言論和集會自由。 

美國之音 

(2019/7/22) 

20190722 穆里森 

（Andrew  

Murrison）/英國

外交部國務大

臣 

歡迎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要求警方全力調查，並依法追究

爭取民主的示威者，遭受襲擊的事件，強調英國政府會密切

注視。對於這種令人無法接受的暴力場面感到震驚，單憑港

警的內部調查可能還不夠，英國呼籲港府進行被國際所認可

的獨立調查。又英國將繼續支持香港的政治自由，權利、自

美國之音 

(201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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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和法治對香港未來成功來說至關重要，英國將會為了這些

繼續挺身而出，強烈發聲。 

20190725 蓬佩奧（ Mike 

Pompeo） /美國

國務卿 

希望香港抗議活動保持和平，且希望中方克制，另被詢及是

否擔心中共軍隊干預香港的可能性，表示：「我們需要中方

做正確的事。我們希望他們能做到這一點。我們希望抗議活

動能夠保持和平。我們認為這很重要。」 

中央社 

(2019/7/25) 

20190725 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 

留意到有關香港示威人士衝擊中聯辦大樓一事，並關注中國

大陸國防部針對駐港解放軍會否出動的言論（中方指駐軍法對

此已有明確規定），促請中國大陸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基本

法的承諾，讓香港落實高度自治。 

文匯報 

(2019/7/27) 

20190726 恩格爾（ Eliot 

Engel）/美國國

會眾議院外交

關係委員會主

席 

對外界質疑元朗暴力襲擊事件是港警與黑社會勾結ㄧ事，表

示關切，並敦促各方克制，呼籲香港政府維持法治承諾，並

稱過去幾週有關港警涉及暴力行為的指控，讓香港在管治與

司法方面的國際聲譽蒙污。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7/28) 

20190727 佩 恩 （ Marise 

Payne）/澳大利

亞外長 

澳大利亞政府希望所有的外交官都能尊重受到保護的言論

自由權和合法抗議權，即便是在有爭議和敏感的問題上。如

果某外交使團行為損害了這些權利，包括鼓勵破壞性行為還

有潛在暴力行為，政府都會十分關注。 

美國之音 

(2019/7/27) 

20190729 蓬佩奧（ Mike 

Pompeo） /美國

國務卿 

我們一直清楚表明，抗議是適當的。我們在美國也看到抗

議，我敢說，我的車今天進國務院大樓的時候那裡也有抗議

者。我希望中國大陸做出正確的事情，尊重涉及香港的協議。 

美國之音 

(2019/7/30) 

20190730 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 

對於中國大陸稱香港最近的暴力事件是美方的一個「作

品」，表示這是個荒謬的陳述；香港正進行的示威活動，反

映香港人的思想，以及他們對於香港自治權遭侵蝕的憂慮。

美方駁斥將外國勢力視為抗議活動背後黑手的錯誤指控；這

種以為數百萬人因遭到操控，才為自由、開放社會站出來的

想法不可信。 

聯合新聞網 

(2019/7/30) 

20190730 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 

我們敦促各方保持克制，避免暴力。香港政府必須尊重「中

英聯合聲明」所保障的言論和集會自由，中國大陸也應尊重

香港的高度自治。 

香港目前的示威遊行反映了香港人的訴求及其對香港自治

權受到侵蝕的廣泛而合理的擔憂。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和香港人的願望，美國長期以來一直

支持香港的民主。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是我們與香港共同的

核心價值，必須全力保護這些自由。 

對於將外國勢力指控為抗議活動背後的策劃者，我們絕不承

認。數百萬人被操縱著去捍衛自由開放的社會，這不可信。 

香港的自治持續受到侵蝕，正影響著香港一直以來在國際社

會中的特殊地位。 

RFI 

(2019/7/31) 

20190801 川 普 （ Donald 

Trump）/美國總

香港的騷亂（riots）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不了解中國的態

度是什麼，有人說中國到某一時刻會想要制止這樣的狀況，

川普個人推

特 

https://www.ntdtv.com/b5/%E7%BE%8E%E5%9C%8B%E5%9C%8B%E5%8B%99%E9%99%A2.htm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9%A6%99%E6%B8%AF
https://www.ntdtv.com/b5/%E7%BE%8E%E5%9C%8B%E5%9C%8B%E5%8B%99%E9%99%A2.htm
https://www.ntdtv.com/b5/%E5%A4%96%E5%9C%8B%E5%8B%A2%E5%8A%9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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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但那是香港與中國之間的事情，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們必須自己解決，他們不需要建議。 

(2019/8/1) 

20190808 美國國務院 提升對香港旅遊警示，級別由四級中的第一級升至第二級。

根據旅遊警示的內容，由於香港出現內部動盪（civil unrest），

呼籲美國公民在香港境內活動時要提高警覺。警示提及，六

月以來香港多個地區舉行大大小小的政治示威活動，雖然大

多數參與者都很和平，但部分示威活動出現激烈對抗或演變

成暴力衝突。 

美國國務院

官網 

(2019/8/9) 

20190808 加拿大政府 因應香港近日局勢，將對港旅遊警示級別提升至「高度警戒」

（High degree of caution）。 

星島日報 

(2019/8/10) 

20190809 拉布（ Dominic 

Raab）/英國外交

大臣 

致電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呼籲香港對反送中的衝突事件，應

展開獨立調查，以重新建立民眾對於政府的信任。英國外交

部也在官方網站發出聲明，強調英港關係的重要性，支持「中

英聯合聲明」所規定的香港高度自治，堅持「一國兩制」方

針。 

譴責各方的暴力行為，但強調了民眾和平抗議的權利，這是

香港幾十萬人選擇的方式，不應該用暴力來掩蓋大多數人的

合法行動。有必要讓雙方進行有意義的政治對話，並對近期

的暴力事件進行獨立調查，找到一條繼續前進的道路，才能

重新建立信任。 

香港 01 

(2019/8/10) 

20190812 英國首相發言

人 

英國政府對香港最近發生的暴力事件表示擔憂，並希望各方

保持冷靜。望香港政府與各方進行建設性對話。 

Reuters 

(2019/8/12) 

20190812 杜魯多/加拿大

總理  

我們極度關心香港情勢，若要緩和香港的緊張形勢，香港當

局需聆聽訴求。籲香港和平、有秩序及展開對話，敦促中國

政府在如何回應港人的合理關注時，要十分小心和維持尊

重。另加拿大政府會關注於保護在香港的利益。 

CBC 

(2019/8/12) 

20190812 聯合國人權理

事會 

對香港近日的暴力事件升級表示關注，指警方向擠迫人群和

在密閉空間把催淚彈直接射向示威者，做法違反國際慣例和

標準，促請特區政府立即調查。 

香港電台 

(2019/8/13) 

20190812 博爾頓/美國國

家安全顧問 

反駁中方指美國外交官是香港示威活動的「幕後黑手」的說

法，批評指控荒謬。 

香港電台 

(2019/8/13) 

20190812 約翰遜/英國首

相 

英國政府對香港近來的暴力事件感到擔憂，希望各方冷靜，

展開建設性對話。 

香港電台 

(2019/8/13) 

20190812 杜魯多/加拿大

總理 

非常關注香港的情況，呼籲和平、有秩序及展開對話。 香港電台 

(2019/8/13) 

20190812 莫理森/澳洲總

理 

不認同對於港澳辦形容香港出現恐怖主義苗頭，期望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細心聆聽市民訴求，尋求方法為事情降溫，以和

平方式解決目前的嚴峻局面。 

香港電台 

(2019/8/13) 

20190813 巴切萊特

（Michelle 

Bachelet）/聯合

國人權事務高

發表聲明表示目前已有證據證明香港警方已違反指引，向示

威者發射催淚彈，呼籲港府調查事件。 

 

 

明報電子報 

(2019/8/13)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foreign-secretary-call-with-the-chief-executive-of-hong-kong-carrie-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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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級專員 

20190813 川 普 （ Donald 

Trump）/美國總

統 

美國情報機構指出，中國政府正調動軍隊至香港邊境，各方

皆須保持冷靜與克制。 

川普個人推

特 

(2019/8/13) 

20190813 科齊揚契奇 

（Maja  

Kocijancic）/歐盟

對外行動署外

交和安全政策

發言人 

鑑於香港持續動盪及暴力事件增加，各方必須保持克制，拒

絕各種暴力，同時採取緊急措施緩和局勢，而目前更重要的

是讓所有主要利害關係人，進行一個基礎廣泛及包容性對話

的政治過程。 

歐盟對外行

動署 

(2019/8/13) 

20190813 川 普 （ Donald 

Trump）/美國總

統 

形容香港的局面非常艱難和棘手，為了自由，希望對中國在

內的所有人，能和平解決，沒有人受傷或死亡。 

有關中國大陸網站近日流傳大批武警車輛在深圳集結的照

片和短片，他表示，接獲情報部門通知，中國政府調動部隊

到香港邊境，呼籲大家冷靜和注意安全。他又說，很多人把

香港發生的問題歸咎於他和美國，但他想像不到原因。 

川普個人推

特 

(2019/8/13) 

20190813 歐盟對外事務

部 

呼籲香港各方保持克制，拒絕各種暴力，並採取緊急措施緩

和局勢。 

此時更重要的是尋求一個涉及所有相關方的包容性對話。 

香港電台 

(2019/8/14) 

20190813 泰國政府 泰國傳媒報道，當局計劃派遣兩架飛機及多名官員到香港，

協助疏散在港的泰國公民。 

泰國空軍發言人表示，空軍司令 Chaiyapruk Didyasarin 已指

示空軍官員密切注視香港的局勢，並擬定兩架飛機的飛行路

線。 

首相巴育表示，泰國駐港總領事正密切留意香港的情況，呼

籲在港泰國公民避免到有示威活動的地方。 

外交部長帕馬威奈（Don Pramudwinai）稱暫時未知有多少泰國

公民在香港，但確認無公民因示威活動受傷。他呼籲國民如

非緊急，先押後前往香港的行程。 

明報電子報 

(2019/8/14) 

20190813 圖根達特（Tom 

Tugendhat）/英國

下議院外交事

務委員會主席 

英國對一九九七年前的香港人有義務，只延長如二等公民的

海外公民身份是個錯誤，認為應給予持英國國民（海外）護

照（BNO）的港人完整的英國國籍，以示英國承認他們的權

利並讓他們安心。 

目前冷靜對各方都有益，只有通過政治對話才可解決問題，

而非街頭暴力等方法。 

東方日報 

(2019/8/15) 

20190814 勒德里昂 

（Jean-Yves  

LeDrian） /法國

外交部長 

香港持續的抗議活動氣氛越來越緊張，法國、其合作夥伴特

別是歐洲夥伴一直關注著香港的局勢，呼籲各方，特別是香

港政府能夠重新恢復對話，制止暴力升級、為這場危機找到

和平解決的出路。 

「一國兩制」的原則確保法治、人權、基本自由以及香港司

法體制自治權，這些對香港人民和其經濟繁榮是至關重要

的，法國堅定地遵守「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抗議者們捍

法廣 

(2019/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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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衛的是普世價值，而一向喜歡做表率的法國應該高聲表達出

對香港人的支持。 

20190814 日本外務省 因應最新局勢，向香港發出旅遊警示，是 1997 年香港回歸

中國後首次。 

外務省發出的警示，屬四級制下最低一級，呼籲日本國民留

意香港最新情況，注意安全，並遠離示威及衝突地區。 

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相關抗議活動，可能導致局勢變

化，包括出現遊擊式抗議，或升級的衝突，而且抗議活動範

圍亦擴大到機場與部分觀光景點，估計混亂情勢可能持續。 

日本外務省 

(2019/8/14) 

20190814 默克爾/德國總

理 

呼籲透過對話解決香港問題。 香港電台 

(2019/8/15) 

20190814 勒德里昂/法國

外長 

呼籲透過對話解決香港問題。 香港電台 

(2019/8/15) 

20190814 美國國務院 再次發布對香港的旅遊警告。 香港電台 

(2019/8/15) 

20190814 川 普 （ Donald 

Trump）/美國總

統 

中國有大批武警集結在香港邊境，對此深感關注，敦促中國

政府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 

川普個人推

特 

(2019/8/14) 

20190814 川 普 （ Donald 

Trump）/美國總

統 

中國當然想要敲定協議。讓他們先以人道方式處理香港問

題。 

我絲毫不懷疑習主席希望迅速以人道方式解決香港問題，他

辦得到。私下會面？ 

川普個人推

特 

(2019/8/14) 

20190814 川 普 （ Donald 

Trump）/美國總

統 

如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能夠與示威者直接會面，毫無疑問

會對香港問題帶來一個快樂和合意的結局。 

川普個人推

特 

(2019/8/14) 

20190814 美國國務院發

言人 

對此表示深切關注，美國強烈敦促北京遵守承諾，允許香港

保持高度自治。 

香港示威情況持續，反映港人目前的情緒及對香港自治權受

威脅的合理憂慮，警告若香港自治權持續惡化將不利其於國

際社會的特殊地位，呼籲各方保持克制，尊重港人的言論及

和平集會自由。 

美國國務院 

(2019/8/15) 

20190814 紐西蘭外交貿

易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簡稱

Mfat） 

隨着香港局勢的惡化，已經制定應急計劃，必要時撤離在香

港的紐西蘭人。 

由於示威者佔據香港機場，有計劃前往香港的紐西蘭人被告

知，需要向航空公司聯繫，以再次確認行程。 

香港 01 

(2019/8/15) 

20190814 高德朗（David 

Costello） /愛爾

蘭駐港總領事 

表明不評論香港現況，但引用愛爾蘭經驗，指暴力不能解決

問題，最終需要各方妥協（compromise）。 

根據愛爾蘭經驗，警方及示威者的武力只會不斷增加，行為

更為激進，令社會越來越分裂，因為支持及反對者都只會在

其同溫層（echo chamber）溝通，令局勢面對兩難（caught betw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他認為雙方要明白並非全贏或全輸（all 

香港 01 

(201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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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or none），而是應該重建互信，願意原諒，才能解決分歧，因

為「政治是妥協的藝術」。 

首先是透過設立廣泛代表性的平臺，雙方在沒有前設下對

話；其次是要明白衝突的表徵及原由，就算解決了表徵，也

未必能處理原由，所以當局要了解產生衝突的原由，而非只

解決示威者的訴求，才能解決問題。 

至於如何設立平臺，以愛爾蘭經驗，由可信的人，如宗教領

袖、商人等提出，令雙方都可信賴，可以商討如何對話（talk 

about talk）、相關架構等。 

20190815 川 普 （ Donald 

Trump）/美國總

統 

針對香港當前情勢，美國總統川普十五日在美國新澤西州摩

里斯鎮的機場搭乘「空軍一號」專機前向記者表示，「我感

到擔憂，不希望見到暴力鎮壓」，建議若習近平與反對修改

「逃犯條例」的抗議活動領袖們坐下來會面，「我願意打賭

他（習）會在十五分鐘內搞定此事」，並稱「我知道這不是

他（習）的作風，但我認為這不會是個壞主意」。 

自由時報 

(2019/8/17) 

20190815 波頓/美國國家

安全顧問 

美國人猶記得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北京天安門事件，因此

中方務須非常小心他們採取的手段。 

美國之音 

(2019/8/15) 

20190815 梅克爾（Angela 

Merkel）/德國總

理 

香港的權利與法治必須受到尊重，並呼籲雙方避免升高衝突

及敦促進行對話。必須盡一切努力避免暴力，並通過對話找

到解決之道。 

Dpa 

international 

(2019/8/15) 

20190815 惠 勒 （ Heather 

Wheeler） /英國

國務副大臣 

英國政府歡迎港府永久暫緩逃犯條例。而英國駐港領事館及

其歐洲伙伴已向港府高層，持續表達及討論對條例的關注。

然而，近期的示威顯示香港市民的強烈意見。支持各方以對

話，設法解決近日的憂慮。 

又留意到香港監警會對近日示威活動的發言。英方期待有更

多詳情公布，包括有關調查的範圍及組成。 

中英聯合聲明由 30 年前簽署至今，保持有效。聲明是一份

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已於聯合國註冊及持續有效。作為簽

署國之一，英國政府有責任密切監察。英方在公開及私下都

已清晰向中國政府表達，英方重視中英聯合聲明及條約落實

的立場。英國政府現在及將來，都會密切參與留意事件，我

正密切注視局勢。 

香港 01 

(2019/8/15) 

20190815 小池百合子/日

本東京都知事 

考慮到早前示威導致香港國際機場運作造成混亂等狀況，決

定取消訪港行程。她原定 26 至 30日訪華，現在計劃提前一

天在 29 日回國。她原擬在香港向企業推廣前往東京投資，

並在深圳視察初創企業，但有關行程目前已經取消。 

香港 01 

(2019/8/15) 

20190816 川普 /美國總

統、杜魯多/加

拿大總理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的辦公室發聲明，杜魯多週五（16 日）

與美國總統川普通話，其間談及香港局勢及與中國的關係，

當中提到被中國拘留的加國前外交官康明凱（Michael Kovrig）

及商人邁克爾（Michael Spavor），但聲明並無說明具體談到的

內容。聲明又指出，兩人重申支持新的「美墨加協議」

明報電子報 

(201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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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MCA），並期望落實合作。 

20190817 茉格里尼

（Federica 

Mogherini）/歐盟

外交和安全政

策高級代表、

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加拿

大外交部長 

歐盟及加拿大 2 位外長發布聯合聲明，針對香港出現暴力事

件呼籲各方克制，進行包容性對話，但強調應繼續維護香港

和平集會自由及自治。 

歐盟發布新聞稿，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茉格里尼

（Federica Mogherini）與加拿大外交部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

針對香港情勢發布最新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指出，過去 2 個月有大批香港民眾行使集會自由的

基本權利，但也有一些不能接受的暴力事件，存在暴力升級

及進一步不穩定的風險，強調此時至關重要的是克制及拒絕

暴力，並推進包括相關各方的廣泛及包容性對話。 

聲明並強調，必須維護基於基本法及國際協議所賦予的香港

和平集會等基本自由，以及一國兩制框架下的香港高度自

治。 

中央社 

(2019/8/18) 

20190817 莫蓋里尼/歐盟

外交政策主管 

歐盟再次呼籲香港，透過包容對話，緩和目前的緊張局勢。

歐盟外交政策主管莫蓋里尼發表聲明，指過去兩個月香港有

大批民眾，行使集會自由的基本權利，但最近出現越來越多

不能接受的暴力事件，形容保持克制、拒絕暴力，至關重要。 

香港電台 

(2019/8/18) 

20190819 川普/美國總統 假如中國以「天安門事件」的手法鎮壓香港示威者，中美貿

易談判將難以達成協議。 

希望中國以人道方式解決香港問題，「我相信（中美貿易談

判）很難達成協議，如果他們（中方）使用武力，我指假如

成為另一次天安門事件（No, I think it would be very hard to deal if 

they do violence. If it's another Tiananmen Square...）」。 

明報電子報 

(2019/8/20) 

20190819 彭斯（Mike 

Pence）/美國副

總統 

若香港出現暴力鎮壓，跟中國不易達貿易協議。 

如果中國要與美國達成貿易協議，「北京需要信守承諾，包

括 1984年在『中英聯合聲明』中的承諾，尊重香港的法治」。 

美國政府會繼續促請北京與香港示威者以和平方式解決事

件。 

明報電子報 

(2019/8/20) 

20190821 杜魯多/加拿大

總理 

香港有 30 萬加國公民，正密切留意事件發展，並呼籲各方

保持克制以及尊重人權。香港政府是時候要通過對話解決問

題，同時需要尊重基本權利，包括和平集會的權利。 

星島日報 

(2019/8/22) 

20190822 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政府官網 22 日更新對國民出入大陸的旅遊警示級別

至「保持 高度警惕」，稱由於大陸存在任意執行當地法律

的風險，提醒國民保 持高度警惕。  

中國時報 

(2019/8/24) 

20190823 加拿大駐香港

總領事館 

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本地雇員鄭文傑（Simon Cheng），8月前

往中國大陸深圳市出差，疑似被冠上「嫖妓」罪名行政拘留

十五天，再度引發對中國司法的質疑。加拿大駐香港總領事

館二十三日表示，暫時不讓香港當地職員前往中國大陸出

差，但未闡明是否與鄭文傑事件有關。 

路透報導，加國駐港總領事館已宣布中止本地員工赴中出

差，美聯社及南華早報引述的聲明及回應指稱，加國駐港總

自由時報 

(20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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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事館目前不讓本地員工「從事香港以外的商務旅行」。 

迄今，加國仍未說明前述決定是否與鄭文傑事件有關。英國

外交部發表聲明指出，該單位仍迫切尋求關於鄭文傑的進一

步消息，自他被拘以來，單位及家人一直無法取得聯繫。 

20190823 英國外交部 英國外交部發布日期為 8 月 23 日的旅遊提指示，指出「在

香港的抗議及示威持續的情況下，有報告指出中國大陸部門

在大陸與香港之間的邊境口岸會有更嚴格的審查。」內文又

寫道：「這包括有旅客的電子設備在邊境口岸或會被檢查。

你應該注意中國的拘留與檢控門檻與香港不同。」 

英國外交部的旅遊提示亦指出，香港未經批准的示威變得愈

來愈頻繁及廣泛，影響的地方遍及香港，包括一些香港、九

龍及大嶼山受旅客歡迎的地區。 

香港 01 

(2019/8/24) 

20190823 川普/美國總統 中國大陸於 8 月 23 日宣布對美國 750 億商品加徵關税後，

美國總統川普在推特（Twitter）上稱「聯儲局可以拿出真功

夫」。不過，川普隨後又炮轟聯儲局「不作為」，並提出疑

問，「我唯一的問題，誰才是我們更大的敵人，鮑威爾（Jerome 

Powell）還是習近平？」 

川普個人推

特 

(2019/8/23) 

20190826 韓國外交部 韓國外交部今日（26 日）對香港發布旅行預警級別中屬第

一級別的藍色警報，提醒公民赴港旅行時注意安全。 

韓國外交部表示，香港遊行示威持續發生，示威者與警察的

衝突不斷升級，提醒準備赴港旅遊和旅港公民在事態穩定前

注意安全。該部稱，今後將視乎具體情況上調或解除對香港

的旅遊警示。 

韓國的旅遊警示級別分為藍色（注意風險）、黃色（建議慎

赴）、紅色（建議撤離）和黑色（禁止旅行）四級。 

明報電子報 

(2019/8/26) 

20190826 7 大工業國集

團（G7）各國領

導人 

7大工業國集團（G7，包括加拿大、法國、德國、義大利、

日本、英國及美國）各國領導人發布聯合聲明，強調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的存在且重要，敦促中國信守承諾維持

香港自治。 

各國領導人發布的聯合聲明，特別點出香港議題，內容為「支

持 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所陳述的香港自治，並呼籲避免暴

力」。 

中央社 

(2019/8/27) 

20190830 莫蓋里尼

(Federica 

Mogherini)/歐盟

外交與安全政

策高級代表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莫蓋里尼在芬蘭赫爾辛基，與

歐盟成員國外交代表會面後表示，香港過去短時間內的情況

發展令人非常擔憂，期望香港當局尊重集會、發言、表達意

見的自由與權利。歐盟會繼續盡力，希望香港的局勢重拾正

軌。 

香港電台 

(2019/8/30) 

20190831 川普/美國總統 再次促請中國以人道方式，處理香港的示威活動。香港局勢

與美中貿易談判有關，如果無貿易談判，中國對香港的反應

會更激烈。 

香港電台 

(2019/8/31) 

 

 

https://ol.mingpao.com/php/search1.php?keywords=%E9%9F%93%E5%9C%8B%E6%97%85%E9%81%8A&searchtype=A
https://ol.mingpao.com/php/search1.php?keywords=%E9%9F%93%E5%9C%8B%E6%97%85%E9%81%8A&searchtype=A
https://ol.mingpao.com/php/search1.php?keywords=%E9%9F%93%E5%9C%8B%E6%97%85%E9%81%8A&searchtype=A
https://news.mingpao.com/php/search2.php?site=mp&pnssection=all&inssection=all&searchtype=A&keywords=%E6%97%85%E9%81%8A%E8%AD%A6%E7%A4%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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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黨政人士 

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20190329 英國下議院議

員提出動議 

本院關注香港擬提出之「逃犯條例」修訂，並容許行政長官

將逃犯引渡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等非締約司法管轄區。更

加關心的是，這可能有助於引渡支持民主人士、記者、和包

括商界領袖在內的外國人; 另外，本院注意到美國商會對影

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表示嚴重關切，亦將促請英國

政府向香港政府提出這個問題，考慮這些改革是否會影響英

國與香港當前的引渡安排。（至 4 月 9日已有 14名議員聯署） 

英國下議院 

(2019/3/29) 

20190404 美國國會及行

政當局中國委

員會 

若通過修改「逃犯條例」將侵蝕香港以「法治」為本之商業

中心地位。港人及包括 8.5 萬美國人在內的居港外國人，必

須受保護，免受中國刑事司法影響。中國政府對中外公民進

行任意拘禁、逼供，拒絕法律代理和醫療及其他類型的非人

道待遇。受影響者包括人權倡導者、律師、社運份子、公民

記者、少數民族（維吾爾人及藏人）以及被中國當局任意拘留

的香港居民，如書商桂民海和林榮基。我們要求香港政府確

實保護所有香港居民，並在立法會投票前考慮香港立法會議

員、國際商界、香港大律師公會和人權團體等之關注。 

美國國會及

行政當局中

國委員會新

聞稿 

(2019/4/4) 

20190427 彭定康/港英末

任港督 

1.修例建議並非修補法律漏洞的必要途徑，反倒會侵犯香港

的核心價值和穩定，為商界製造恐慌。香港自主權移交 21

年來有何改變出現？相信法治的社會不能與不相信法治的

社會達成共識，這些（條例）改變侵犯香港的價值、穩定和

安全，為商界製造恐慌和不穩，正當我們應該保衛香港作

為世上其中一個最大的商界和金融中心時，難怪一些商會

公開強烈表達業界私下的感受。 

2.任何政治活動都被置於危險之中，批評修例直接傷害一國

兩制的原則和法治下香港的自治，亦難以向外界解釋北京

可以信守承諾，以及香港與大陸城市有別和獲不同看待。 

香港 01 

(2019/4/27) 

20190507 美中經濟與安

全審查委員會

報告 

報告重點摘要： 

1.「逃犯條例」修訂將對美國國家安全及經濟利益造成損

害。 

2.修例若通過，將使美方重新檢視「美國–香港政策法」；

若香港自主地位不再足使美方依該政策法提供有別於中國

大陸之優惠待遇，美國總統可以行政命令停止「美國–香

港政策法」。 

3.修例通過後，將使北京擴及其威權範圍，干預香港內部事

務則有法律武器作為後盾；未來香港或難以爭去民主，商

界營運更為困難，嚴重侵蝕高度自治。 

4.令北京可用捏造理由迫使港府引渡美國公民赴陸，影響 8.5

萬在港美人和 1,300間在港公司安全。 

5.美國海軍人員未來赴港停留，有被拘留或待補，並引渡至

美中經濟與

安全審查委

員會 

(20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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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中國的風險，建議美方在有關區域內尋找替代港口。 

20190515 加拿大保守黨

眾議院議員 

Garnett  

Genuis、David 

Anderson和Ha

rold  

Albrecht 聯署

聲明 

修例容許移交逃犯至非協議地區如中國，更輕易引渡民運人

士、記者及異見份子，對修例感到極為憂慮，或影響香港國

際聲譽。現時有 30 萬名加藉港人在港生活，並促請香港政

府盡快了解，若通過修訂將造成的影響，包括對於留港或到

港旅遊的加拿大公民、執法機關合作，及兩地現行引渡條例

的安排等。 

星島日報 

(2019/5/15) 

20190515 Marco Rubio/

共和黨參議員 

於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就香港問題召開

聽證會之發言： 

由於「逃犯條例」修訂後，香港的情況將越來越嚴重，會儘

快與民主黨的參議員本卡登（Senator Ben Cardin）再度提出「香

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這項法案可以說是對於目前實施的「美

國-香港政策法」的加強版，目的是在香港受到北京進一步

干預的情況下重新確認美國對香港高度自治的支持。 

美國之音 

(2019/5/16) 

20190520 芮效儉/前美國

駐華大使 

1.修例草案容許香港移交任何人到大陸，指草案若獲得通

過，對香港而言非常具破壞性，因為中共將黨利益凌駕司

法制度，絕不會反過來置司法制度於黨利益之上，直斥對

司法制度有如此取態的中共，根本不應期望可與具司法獨

立的司法管轄區達成引渡協議。 

2.修例同樣不符合中國政府的利益，因為中共對香港的整體

政策是讓「一國兩制」至少看起來得以落實，但若透過修

例對香港的司法制度滲透政治影響力，勢必破壞「一國兩

制」的合法性，直言北京政府支持修例是不智的舉動，強

調讓「一國兩制」成功落實才符合中國利益。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5/20) 

20190522 彭定康/港英末

任港督 

1.「逃犯條例」修訂是 97 香港移交以來發生的最壞的事，

將會破壞「一國兩制」的承諾，威脅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

心的地位。外界對修例發出很多警告，並不感到意外，因

修例會拆走香港及中國大陸的防火牆，令香港市民需要遵

從大陸司法制度的風險，兩地的法院不會再有明顯分別，

情況是中共及安全部門所樂見。 

2. 若中國開始將香港當成好像深圳或上海一樣的大陸城

市，國際社會很快就會開始認為，香港不再是香港。自中

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2 年掌權以來，香港的自由社會

及法治不斷惡化，情況與習近平在大陸收緊管治一脈相

承，正當外界討論中國在 21 世紀的角色時，中國仍未證

明是可以信任。 

信報 

(2019/5/22) 

20190523 美國國會及行我們對於修訂「逃犯條例」表達關注，該法若通過將衝擊美美國國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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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政當局中國委

員會 8 名議員

聯署信 

果與香港之間的特殊關係。美國與香港在過去的 20 多年來，

能夠維持特殊關係與蓬勃發展，部分原因在於 1992 年通過

生效的「美國–香港政策法」（United States-Hong Kong Policy Act 

of 1992）。這項法律承諾只要香港仍然獲得「充分自治」

(sufficiently autonomous)，美國支持香港在國際協議下的權利，

並且把香港視為與中國其他地區分開的獨立關稅區。修訂

「逃犯條例」將不可挽回地損害香港珍視的高度自治和對人

權的保護，新的法律修訂將允許中國當局要求引渡居住在香

港的商人，記者，權益倡導者和政治活動人士。 

一旦「逃犯條例」獲得通過成為正式法律，美國與其他跨國

企業有可能會選擇將其總部從香港搬遷到亞太地區內的另

一個「不會將外國公民置於引渡到中國大陸的風險之中」的

城市。 

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臺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等因各種理

由被中國當局關押，任何在香港居住，訪問或過境的外國或

本地國民都不應擔心根據擬議的引渡修訂案採取同樣的待

遇。 

要求香港政府撤銷「逃犯條例」修訂案，以維護香港作為享

有法治的商業中心的聲譽。 

行政當局中

國委員會 

(2019/5/25) 

20190529 6 國 15 議員聯

署公開信（美、

英、德、加、馬來

西亞、奧地利） 

我們要求撤回修訂「逃犯條例」，並探索其他替代方案。 

我們承認犯人陳同佳必須受到法律制裁，但港府同樣能夠以

法律學者及立法會議員所提相關妥協後法案達到該目標。如

此能使香港更能仔細思考該修例是否必要，並且去建構一個

防火牆，以保護受到中英聯合聲明保障的基本權與法治。 

我們都是香港的朋友，也相信香港的成功與繁榮是來自於強

大的法治與自由保障。既有的引渡規範確保香港法治，並建

立了香港與大陸兩個不同法治區域的防火牆。英國國家檔案

館的文獻顯示，中英移交談判時，雙方皆承認陸港需要建立

防火牆，以確保香港法治。 

香港在中國大陸與世界連結之間扮演著關鍵作用，近年更有

數百萬人前往香港觀光、居住及過境等，其中更有許多我們

的選舉人。香港目前也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資本提供者，以

及內部投資的最大來源、陸資主要據點及銀行貸款最大來

源。 

國際對香港強大的法治與自治的信心是我們國家的重要利

益，我們誠摯地要求您撤回修訂「逃犯條例」，並探索其他

替代方案。 

香港監察網

站 

(2019/5/29) 

20190606 彭定康/港英末 1.這次修例是近年一系列讓北京強行控制香港的事件之立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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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任港督 一，現時港府提出了很多虛假的論點，港府將現行制度說

成是「漏洞」的說法，絕對是胡說八道。大家多年來都清

楚知道為何香港不應與中國達成引渡協議，港府提出的許

多論點，實在令人發笑。彭定康質疑，政府認為制定引渡

條約比從香港非法綁架人民更好，你認真覺得人們應該相

信這個說法嗎？ 

2.至於港府指中國已經與多個西方民主國家簽訂引渡協

議，彭定康則反駁，這些國家與香港根本處於完全不同的

地位，國際商會、律師、商人及各國政府之所以提出反對

意見，原因非常簡單，因為這些修例將會摧毀香港法治與

中國共產黨的法治概念之間的防火牆。又中國法律觀念不

包括任何獨立法院，並把法院、國安部門以及模糊的黨規

混淆，近日甚至有加拿大公民被關押在中國大陸被用作人

質，人們如此擔心這修例所帶來的影響並不奇怪。 

3.以前自己還是港督的時候，經常要遊說華盛頓關於香港和

深圳、上海等中國城市是不同的。港府未仔細考慮過修例

對香港經濟的影響，如果國際社會只視香港為另一個普通

中國城市，對香港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素非常不利。 

4.如果港府繼續硬推「逃犯條例」修訂，將會引起社會不必

要的焦慮。呼籲香港政府退讓，撤回方案，這修例不需要

通過，亦不應該通過。香港應該繼續是自由的法治社會，

而不應該要憂慮面臨引渡。 

(2019/6/6) 

20190610 克魯茲（Ted  

Cruz）/美國參議

員 

港人正為引渡惡法和中共對抗，數十年來美國一直以「香港

政策法」給予香港特殊優惠。若修例通過，美國必須重新評

估該法，不能再容讓中共利用香港的特殊待遇。 

克魯茲個人

twitter 

(2019/6/10) 

20190611 德國聯邦人權

及人道救援委

員會 3名議員 

1.延森（Gyde Jensen）/德國聯邦人權及人道救援委員會主席： 

 上週日有超過 100萬抗議者走上香港街頭。年輕社運

份子面對引渡條例的政治勇氣應該得到讚揚，而不是

如香港政府的蔑視。香港當局必須盡一切力量維護人

權的普遍性，並減少民間社會與政府之間的僵局。泛

民人士正極力抵抗中國的專斷獨行，以及破壞香港自

治、人權和基本自由。 

 另這可能對德國–香港引渡條約產生影響，當引渡法

通過時，德國政府必須評估對香港和德國之間引渡條

約的可能影響。 

2.鮑澤（Margarete Bause）/德國聯邦人權及人道救援委員會委

員：鑑於任何人一旦被引渡到中國後，可能面臨死刑、酷

刑、勞改營等，倘若修訂案獲通過，德國應終止與港的引

渡協議。如果聯邦政府都承認修例會在法律上引起相當大

Hong Kong 

Watch 

(201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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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的憂慮，那他們必須採取行動。 

3.帕策爾特（Martin Patzelt）/德國聯邦人權及人道救援委員會

委員：週日逾 100萬人上街，顯示香港公眾是反對修例，

亦抗議「一國兩制」逐步受到侵蝕。她說：「我們支持香

港人爭取人權、自由、自治的抱負。」 

20190612 裴洛西（Nancy 

Pelosi）/美國眾

議院議長 

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發布此聲明，支持香港抗議者對抗引渡惡

法： 

1.所有熱愛自由的心靈，無一不被百萬港人的勇氣所感動。

這些香港人週日（6/9）上街，和平表達他們的權利，捍衛

他們的主權，並譴責這條可怕的「逃犯條例」。 

2.中國所控制的立法會正在審議的「逃犯條例」，展示了北京

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以壓制異議，並扼殺香港人的自

由。這項立法將使綁架商人、書商和任何中國不喜歡的人

合法化，並危及生活在香港的 8.5 萬名美國人的安全。正

如香港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最近撰文指，這條法例「恐

怕會摧毀香港的自由社會」。 

3.「逃犯條例」危害美國和香港共榮發展了 20 多年的緊密

關係。若條例通過，國會將別無選擇，只能重新評估香港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是否有「充份自治」。國會正期

待參議員盧比歐（Marco Rubio）、中國委員會主席麥戈文（Jim 

McGover-n）和眾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在未來幾天推出

全新的跨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4.眾議院和參議員麥康諾（Mitch McConnell）、政府以及所有譴

責這危險的「逃犯條例」修訂的人團結一致。美國與香港

人站在一起。 

裴洛西個人

網頁 

(2019/6/12) 

20190613 美國國會及行

政當局中國委

員會新聞稿 

委員會委員重提「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1.民主黨眾議員麥高文（Jim McGovern）及共和黨參議員盧比

歐（Marco Rubio）等今天重推「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兩

院及兩黨重新確認美國對民主、人權、法治等自由，以及

香港的自治正遭到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的侵蝕。 

2.「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將會： 

 要求國務卿提出香港年度自治證明，以支持 1992 年

「美國-香港政策法」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合理性。 

 要求總統確認綁架在香港綁架香港書商、記者以及打

壓基本自由人士，亦包含那些合謀將個人引渡至中國

大陸拘留、審判者，並凍結他們在美資產以及拒絕他

們入境美國。 

 要求總統發布策略以保護來自修訂「逃犯條例」對美

國公民及商業人士所造成的風險，包括決定是否修訂

「美國-香港引渡協議」，以及對香港的旅遊建議。 

 要求美國商務部發布年度報告，評估香港政府是否適

美國國會及

行政當局中

國委員會 

(2019/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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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度強化含美國關於敏感性兩用物品出口管制，以及美

國、聯合國制裁清單，尤其是伊朗和北韓。 

 明確向簽證申請人表示，不會因為在香港參與倡議民

主、人權、法治等非暴力示威遊行活動遭逮捕、拘留，

進而遭拒發簽證。 

20190613 克魯茲（Ted  

Cruz）/共和黨參

議員、馬基（E

-dward  

Markey）/民主

黨參議員 

提案：要求白宮就中國如何利用香港來規避美國法律，提交

相關報告，以擬定如何修改「香港關係法」。 

美國眾議院 

(2019/6/13) 

20190617 卜睿哲 

（Richard Bush）

/布魯金斯學會

東北亞研究中

心主任、前 AI

T主席 

1.「逃犯條例」所引起的問題只是再次向臺灣人民證明「一

國兩制」不可行且不妥，這觀點再度被強化。 

2.「逃犯條例」的提出，很明顯香港政府跟北京再次錯估反

對勢力，其次，反對勢力中可分為兩派，一個是和平示威，

另一個是與警方發生嚴重衝突，這並非新鮮事，過去也曾

發生過。很高興看到香港政府暫緩「逃犯條例」，而反對

勢力應該宣稱勝利，各方應該坐下來討論建立一個更好的

政治體制。不過，現在對香港人來講，對港府及「一國兩

制」的信心已經削弱。 

3.建議港府與反對勢力共同回頭討論選舉制度改革，香港情

勢的惡化是從 2015 年普選制度崩解而開始，他確實認為

盡可能妥協對雙方都好，但在政治因素上最終沒有發生，

因此近期發生的事情正承受來自政治自由及法治遭受剝

奪的後果，這只是凸顯多需要一個不同的選舉制度，可以

給予香港民眾更多的空間選擇自己的領袖。 

臺灣蘋果日

報 

(2019/6/17) 

20190619 裴洛西（Nancy 

Pelosi）/美國眾

議院議長 

1.國會提出有關法案反映美國無法認為中國會繼續履行「一

國兩制」。香港在美國的法律下，享有中國所沒有的「經

濟特區」特權。國會將推行法律要求川普政府證明香港仍

有「經濟特區」的特別安排，如果它已經是中國，那就不

該有特權。 

2.惟報導指，對於何時推動法案，裴洛西沒有明確表示，只

稱參議院已有類似舉動。 

路透社 

(2019/6/20) 

20190625 彭定康（Chris P

atten）/英國末任

港督 

林鄭月娥在修例事件後，嚴重損害了自己的政治名譽。但目

前香港需要一個能整合各方的領導者，同時香港不能將所有

的事都丟給年輕民主份子去發聲。所以我對林鄭有兩點建

議，希望不要因建議來自於我就斷然拒絕。 

首先，行政長官應表達今年或之後都不再重推法案，讓港人

放心。她應宣布草案已正式死亡，同時會詢問香港大律師公

會以及其他法律專家，如何透過普通法來移交未來來自台灣

以及中國的移交逃犯要求。 

其次，林鄭應在抗議期間宣布對警察活動進行公開和獨立的

Project 

Syndicate 

(2019/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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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調查。每個人都可以受益—包括警察。1998年在北愛爾蘭達

成和平協議後，我重組了那裡的警察部門並處理了維持公共

秩序。你不能使用橡皮子彈，像在狩獵兔子一樣；你不能近

距離地向示威者的臉上噴辣椒水，並且當他們躺在地上時你

不能用警棍打他們。 

林鄭必須持續了解港人真正的需求，以及贏得他們的支持；

畢竟她永遠也不會得到來自北京同等的支持，對北京來說，

林鄭隨時可以被拋棄。 

20190701 裴洛西（Nancy 

Pelosi）/美國眾

議院議長 

數周以來，香港人民挺身而出抗議「引渡條例」，激勵了全

世界。無論是「二十國集團」（G20）或其他國家都不應漠視

港人的勇氣。 

裴洛西個人

推特 

(2019/7/1) 

20190703 楊甦棣 

（Stephen  

Young）/前美國

駐港總領事、

前美國在臺協

會處長 

香港現在的局面非常危險，因為香港人必須認識到，到了某

種程度，如果他們走得太遠，尤其是出現了暴力，衝進立法

會，損壞了立法會。那麼如果中國認為公共秩序被破壞了，

他們可能會讓駐港解放軍出來鎮壓暴力。我認為，不僅抗議

者需要非常小心，香港政府需要非常小心，中國政府也應該

非常小心，因為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會非常醜陋，它意味着香

港人正放棄他們能夠自治的理念。而臺灣人民和臺灣政府會

得出結論：中國對他們構成了更大的威脅。所以我認為，這

是一個非常緊張的局面。 

美國之音 

(2019/7/4) 

20190716 拉斯穆森 

（Anders Fogh R

asmussen）/前丹

麥首相、前北

約秘書長 

香港「逃犯條例」雖然已「壽終正寢」，但香港民主改革的

希望也跟著死去。長久以來西方國家都希望中國大陸會隨著

經濟增長，變得越來越像香港，不過事實證明這一切都是錯

的。對於香港人民來說，臺灣就像另外一個閃耀著民主的存

在，我們應該支持臺灣。 

衛報 

(2019/7/16) 

20190728 彭定康（Chris P

atten）/英國末任

港督 

呼籲港府應就修例所引起的事件展開獨立及公開調查，另表

示若他是林鄭月娥，會再說得更清楚，「草案不單壽終正寢，

而且已入土為安（The bill is not just dead but buried）」；他亦會成立

一個公開、透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研究抗議示威背後的原

因，及警方如何處理示威活動，並認為監警會並非一個合適

及有足夠分量的機構可作有關調查，但不認為成立獨立調查

委員會會對警方或示威者造成損害。 

明報 

(2019/7/29) 

20190802 麥高文（Jim 

McGovern）/眾議

院民主黨議

員、史密斯

（Christopher 

Smith）/共和黨

議員 

美國眾議院人權委員會兩名主席，前日致函國務卿蓬佩奧和

商務部長羅斯，要求停止向香港警隊出售彈藥、人群及防暴

控制設備。美國國務院與商務部暫未作出回應。 

眾議院跨黨派議員民主黨麥高文（Jim McGovern）及共和黨史

密斯（Christopher Smith），前日致函國務卿蓬佩奧和商務部長

羅斯，提到英國政府已決定在本港人權關注獲回應前，暫停

向香港出售催淚彈和其他人群控制裝備，同時促請港府就暴

力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麥高文及史密斯促請美國政府

採取類似措施，停止向香港警隊販售彈藥、人群及防暴控制

設備，並公開表明美國不會對香港內部鎮壓和平示威提供協

星島日報 

(2019/8/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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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兩人又要求聯邦政府考慮拒絕向示威者和記者使用過分武

力的人士，以及串同黑社會發動襲擊的人士發出簽證，及促

國務院未來發表「香港政策法」報告，應就美國與香港的執

法合作提供更堅實的資訊。兩人亦要求蓬佩奧和羅斯「以最

強烈的言詞」，反對香港及中國大陸政府把示威定性為「暴

動」，以及反擊有關美國造成香港政局不穩的指控。 

兩人上週亦聯同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民主黨

參議員卡登（Ben Cardin）致函總統川普，促請對方發表措辭

強硬的聲明，譴責北京試圖破壞香港自治、危害在港美國人

的安全，以及涉嫌僱用暴徒打壓港人示威。 

20190812 麥康奈爾/參議

院共和黨領袖 

形容香港人勇敢反抗中國共產黨蠶蝕自治和自由的企圖，又

警告任何暴力鎮壓都是完全不能接受。 

香港電台 

(2019/8/13) 

20190813 卡丁/民主黨國

會參議員 

如果北京直接鎮壓在香港爭取民主的抗議活動，香港可能會

喪失美國法律賦予的特殊貿易地位。 

香港電台 

(2019/8/14) 

20190816 魯比歐（Marco 

Rubio）/美國共

和黨籍參議員 

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魯比歐（Marco Rubio）16 日發布聲明指

出，美國必須明確表示，如果中國出動武警展開暴力鎮壓，

將面臨快速且嚴重的後果，包括制裁以及限制官員的利益

等。他還表示，北京方面應該要知道，針對香港的暴力威脅

升級，都突顯出美國如何評估進一步支持台灣。 

魯比歐聲明寫道，美國政府應明確表態，如果中國動用武警

進行暴力鎮壓，便無法繼續享有香港提供給北京的優勢；包

括美國撤銷在美國法律之下的香港特殊地位，限制中國資本

市場接觸香港銀行，以「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Global 

Magnitsky Act）實施制裁，並採取其他措施來反對中國官方。 

魯比歐還提到，考量到近期的行為，他正在與參議員共同合

作，致力加強兩黨議員都有參與的「香港人民與民主法案」，

「我呼籲參議院就這項重要法案迅速採取行動。」 

魯比歐指出，針對香港持續升級的暴力威脅，北京應該要明

白，為什麼美國兩黨議員必須重新評估如何與中國做生意，

如何更果斷回應中國在新疆的行為，以及如何進一步加強對

台灣的支持，「北京現在必須選擇，是要充分履行其對香港

的自治承諾，或是因為侵略行為而承受迅速、嚴重的後果。」 

ETtoday 

(2019/8/18) 

20190823 Mantas 

Adomėnas/ 立

陶宛議員 

香港今晚（23日）舉行「香港之路」活動，在港鐵荃灣線、

歡塘線及港島線築地人鏈，表達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及「五大

訴求」。立陶宛的「波羅的海之路」30周年活動，由當地議

員 Mantas Adomėnas 舉辦，時間與香港活動同步。 

 

根據立陶宛議員 Vytautas Danilevičius 現場照片，不少人在

首都維爾紐斯一個廣場築起人鏈，部份持有香港特區區旗，

香港 01 

(2019/8/24) 



 23 

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亦有人持有代表西藏獨立的雪山獅子旗。 

20190828 海利（Nikki 

Haley）/美國前

駐聯合國大使 

如果中國出兵鎮壓香港，也可能會用武力控制臺灣，美國與

中國商務關係必須要走到盡頭。 

自由時報 

(2019/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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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人士/團體 

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20190304 美國總商會意

見書 

修例對香港作為主要區域商業樞紐的聲譽、地位有明顯影

響，在港的國際商業社群對中國大陸法律和司法系統存有極

大疑慮；又中國大陸法律經常被濫用，導致外國與本地公司

的商業糾紛成為罪行。同時任何促使在港的國際公司人員，

因中國大陸政府提出經濟罪行指控被拘捕或移交中國大陸

的修例，都會破壞香港在國際商業運作上作為安全可靠避風

港的觀感。因此，這將成為國際公司決定是否以香港作基地

的因素。 

明報 

(2019/3/7) 

20190320 早素娜/香港美

國商會會長 

修例影響香港未來以至中美關係，甚至是「美國─香港政策

法」等，對港人很重要，要深入了解。 

聯合報 

(2019/3/20) 

20190329 香港美國商會 對剔除 9項商業罪行表示歡迎，惟對修訂方案仍感憂慮，指

新安排容許將逃犯移交至與香港刑事程序非常不同的管轄

區，要求港府考慮其他方式處理緊急引渡問題。 

香港美國商

會新聞稿 

(2019/3/29) 

20190407 香港監察 英國外相杭特（Jeremy Hunt）在致函給彭定康（Chris Patten）的

信中表示，英國駐港總領事賀恩德（Andrew Heyn）已正式向

港府表達關注，當中包含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以及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此外，賀恩德也會持續和香港英國商會

保持聯繫，確保其意見能夠獲得保障。 

英國已向中國和香港政府表明，香港高度自治及法治是受

「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保障，我和我的部門向您保

證會持續密注香港發展。 

「逃犯條例」過於短促的諮詢期並不足以獲得社會廣泛意見

是顯而易見的。 

香港監察新

聞稿 

(2019/4/7) 

20190412 陳翡（Florence de 

Changy）/香港外

國記者會主席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已加入聯署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4/13) 

20190414 自由之家 1.港府這次修例將導致任何人均有被引渡至大陸的風險，但

大陸司法制度欠缺正當法律程序，甚至會虐待囚犯，危害

性較不修例的現狀更差。 

2.自由之家主席 Michael Abramowitz 早前去信特首林鄭月

娥，強烈關注修訂「逃犯條例」或會威脅記者、政界、宗

教人士及批評中共人士在香港的自由，並指出香港的人權

和法治倒退，會影響到香港的國際中心地位。要求政府延

長諮詢期，並且考慮民間各項建議。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4/14) 

20190414 庫克（Sarah  1.注意到香港政府只豁免部份商業罪行，似乎只為安撫香港香港蘋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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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k）/自由之

家東亞高級研

究分析員 

和海外有顯著影響力的界別，而非回應社會對中國法治狀

況的關注，而後者正是香港尚未與中國簽訂長期移交協議

的原因。 

2.無論在處理政治犯、經濟或暴力等罪行時，中國的司法制

度會虐待囚犯，而且欠缺了正當的法律程序，而知悉香港

的公民團體以及法律界亦有向政府提出方案，以填補臺灣

殺人案引起的「漏洞」。 

3.港府為處理臺灣殺人案，卻引起有人日後或被引渡至大陸

的風險，所帶來的危害較現況更差，例如臺灣在其發表的

「世界自由度調查」中，是其中一個最高分數的民主政體，

大陸卻是其中一個最低分數的馬列主義威權政體，可見兩

地司法系統的質素及獨立性有顯著差異。 

報 

(2019/4/14) 

20190418 艾瑋昂/無國界

記者東亞辦事

處執行長 

反對香港修訂「逃犯條例」，指中國政府假借刑事罪行拘捕

大陸記者及網路博客，擔心「條例」修訂後香港記者或受同

樣對待，憂慮修訂磨蝕香港法治，呼籲香港市民反對。另同

場香港外國記者會主席陳翡、香港記協主席楊健興同樣擔心

「逃犯條例」修訂，會影響本地新聞自由度。 

端媒體 

(2019/4/18) 

20190419 馮玉蘭/加港聯

會主席 

我們深切感到加拿大政府必須強烈表達對修例的看法；他們

必須提出我們強力反對修例，一旦修例成功將會有廣泛且深

遠的影響；不僅影響香港公民社會，更會影響全球公民。一

旦修例完成，中國政府即有可能自行解釋何謂犯罪，因為他

們能夠用很多非政治理由去要求引渡。 

The Globe 

and Mail 

(2019/4/19) 

20190429 紐約市律師公

會 

1.對「逃犯條例」修例表示關注，認為一旦通過修例，將對

香港的表達和集會自由造成嚴重的寒蟬效應，亦嚴重影響

港人、在港的外國公民、商界及遊行人士享有的法治保

障，促請港府撤回建議，考慮各專業和公民社會組織，以

及立法會議員提出其他堵塞現有法律漏洞的方法。 

2.港府修例後，將令立法會失去監察和檢視中國政府要求引

渡個案的角色，又質疑修例或嚴重影響港府對國際社會和

法治的承諾，影響香港作為一個有活力和中立場所，以進

行國際商業活動，同時令香港違反國際法律，指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的保障適用於香港，香港亦受「聯

合國禁止酷刑公約」規管，有關法例禁止將在港人士遣返

至面對酷刑、不當處理、不公平審訊及違反人權的地方。 

3.尤其關注修例對過去在香港受到保障、但不在大陸受保障

的人權工作者、記者，以及對中國政府作出批評的人士受

影響。對於政府聲稱修例必須符合「雙重犯罪」原則，該

會認為中國政府過去屢透過非政治性的刑事罪行，例如逃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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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等打擊人權工作者，令他們滅聲和停止工作，認為香港

政府修訂安排只能提供很少保障（little comfort）。雖然香港

政府聲稱修例不會移交政治犯，但該會稱當局至今未清楚

定義何謂「政治性質」犯罪，令人更加擔心香港的司法獨

立會受到北京壓力，而令原有所稱的保障變得亳無意義。 

20190501 李鐘勛/香港監

察贊助人、前

南韓人權大使 

1.香港公民權利因一連串事件減弱，其中最危險是「逃犯條

例」修訂，讓嫌犯會被移送中國，有如將銅鑼灣書店跨境

擄人的行為合法化。被移送的人不受保障，因中國無司法

獨立，法院判決受共產黨任意操控。雖然法律界、美國政

府及商會提出反對，但特首林鄭月娥仍堅持立法。 

2.香港長期以來是國際人權組織及媒體的地區中心，亦是中

國的窗戶，同時是世界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是企業發展

與自由貿易的樞紐，外國企業及政治團體的權利如不受保

障，可能會撤走。因此國際應關注香港受中國壓制的情

況，英國對「中英聯合聲明」負有責任，更應帶領其他民

主國家守護香港的自由及作為國際城市的價值。 

3.香港監察就「逃犯條例」修訂發表報告，成員曾來港私下

訪問多位匿名的銀行家及財經分析師，發現商界對修例的

憂慮其實比表面更廣泛。報告指出，香港一間主要銀行的

高級行政人員表示，中國與英國政府當年均認為有需要在

中港司法制度之間設立防火牆必有原因，修例有如打開潘

朵拉的盒子。且一間國際銀行的董事總經理表示，商界很

擔心修例，因中國的司法制度不透明。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5/2) 

20190503 馬凱/前香港外

國記者會副主

席 

關注「逃犯條例」修訂之後，香港會把「所謂的罪犯」交給

中國大陸不透明和任意的司法制度，中國司法制度下有種種

未經審判拘留、酷刑的例子。自 1997 年主權移交後，在銅

鑼灣書店事件、以及北京濫權下，香港的聲譽經已受損。 

立場新聞 

(2019/5/4) 

20190508 國際商會香港

區會致立法會

議員函 

致各位立法會議員 

2019 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 

保安局於 2月份透過其網站公佈有關條例修訂建議，本會對

當局此舉深感驚訝。該建議事關重大，對香港有深遠的影

響，因此本會對此倉卒做法，感到失望。 

尤有甚者，雖然建議實質上影響香港居民的工作和生活，但

當局只作出短期而有限度的諮詢，這種管治模式極不安當。

特別是當局以前會經承諾，會在與中國大陸有關方面就移交

逃犯安排問題討論完成後，將會諮詢公眾。現在竟企圖在本

立法年度通過修訂有關條例草案，以逐其目的。 

面對各方對建議紛紛表達關注，當局乃將有關罪行由 46 減

國際商會香

港區會 

(20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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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7 項。不過問題的關鍵不在於適用罪行的清單，而在於

當局的建議將不利於香港作為一個安居樂業之所，也不利於

香港繼續發展為吸引海外投資的主要國際商業中心。 

香港能夠吸引海外投資和成為商界營運基地，故有其獨特之

處，包括對香港的法治和獨立的司法制度備有信心。香港的

法律制度建基於普通法，在保障人身安全與財產擁有權方面

達乎普世價值和國際標準。不過當局的建議將令投資者重新

考慮是否選擇香港作為其營商的基地或者區域總部，因為日

後他們將面對有可能被移交到另一個司法管轄區的風險，而

該區並不提供他們在香港得到的保障。 

根據資料，香港經與 20 個司法管轄區訂定移交逃犯的長期

安排。這些協定顯然是在香港與大陸有任何類型的引渡安排

之前簽訂的。當局的建議 

如獲得立法會通過，將對屬於該等司法管轄區而在香港營商

或居住、甚或只是途經香港的人士，會產生什麼影響？該等

司法管轄區會否要求香港重新談判有關的協定？對香港作

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地位會有什麼影響？當局可否解釋其立

場，並就其與這些司法管轄區探討修改協定問題的結果提交

報告？ 

顯然，草案旨在個別情況下，適用於香港沒有長期移交逃犯

協定的司法管轄區，包括那些對人權欠缺保障的地區。當局

應充份解釋，如果要求移交逃犯的司法管轄區在民事／刑事

訴訟程序方面的紀錄欠佳，以致被指為嫌犯的人士需要面對

無法預測的風險，此項”特別的移交逃犯安排”將如何運作；

此外，倘香港因應另一司法管轄區的要求，擬將嫌犯移交，

當局將會採取如何措施以確保該名人士的安全。 

中央政府認為香港既有助於一帶一路的倡議，亦在粤港澳大

灣區的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原因是香港擁有的國際網絡、

金融架構和專業服務。為此，香港政府採取多項措施，而基

於香港的法治制度舉世聞名，致力推動香港成為提供法律和

解決糾紛服務的中心。如果當局能夠展示其建議不會「嚇跑

資金和人才，亦不會削弱香港作為國際解決糾紛的中心的角

色一特別是為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提供有關的服務一當

局可能令眾多投資者和專業人士安心。 

無疑香港歷屆官員均有和大陸跟進移交逃犯的問題。可是，

如果在過去 20 年仍然未能定出引渡安排，那麼現在更不可

能在幾個月之內作出有關決定，因為該等安排需要符合國際

公認的相關原則，要充分顧及所有涉及的複雜問題，也要釋



 28 

發言日期 發言人或媒體 內容 資料來源 

除香港居民對可能面對被引渡風險的焦慮和恐懼。相比之

下，沒有引渡安排總比引入糟糕的安排更好。 

據稱，當前保障社會的安全和秩序是急不容緩，故此當局意

圖在立法會休會前通過草案。另一方面，當局指出香港多年

來在治安方面比其他地方優勝，犯罪率普遍在在穩步下降。

那麼認為香港可能會變成罪犯和逃犯的溫床的說法，實在令

人懷疑。當局卻要倉卒強行通過建議，實在没有合理根據。 

有以為，立法會通過當局的建議，是處理去年在臺灣發生涉

及兩名香港居民的殺人案件，公義得以伸張。恕本會直言，

法律專家已指出有更簡單的方法去處理這案件，當局不應使

事情複雜化，操之過激，急於求成。臺灣的案件應該單獨專

案處理。此外，由於草案有嚴重的缺點，假如獲得通過，即

使是對臺灣案件的被定罪者作出判決，但日後卻導致更多香

港居民面對失去自由、財產甚至生命的風險。遺憾的是，當

中受害人卻未能因而死而復生。 

有謂由於香港目前尚未與大陸作出移交逃犯的安排，現行的

法制是存有「漏洞」。鑒於大陸與香港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存

在巨大差異，本會認為這種情況在所難免。任何移交逃犯的

安排必須經過徹底的審議和仔細的制訂，以符合普世價值、

法律體系的國際標準和公眾期望。如果說這是法制的漏洞，

該漏洞亦屬合理和必要，有待大陸的法律和司法情況有所改

變。所謂漏洞的存在可是無奈的，唯有兩害取其輕。 

基於上述各項因素，本會要求當局作徹底和得當的諮詢，否

則進一步審議草案的立法程序不應進行。 

至於草案的條文，本會有以下意見： 

（a）根據資訊，大陸並無責任向香港移交逃犯，更可以保

留在當地審理案件的權利。據大陸的引渡法律規定，有關移

交本國公民的要求，應予拒絕。在這個情況下，倘若修訂法

案成為法律，香港將是單方面將逃犯移交大陸，卻並無互惠

的安排。 

（b）修訂條例草案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絕對的酌

情權，與另一司法管轄區訂立“特別移交安排，並取消現時

立法會先訂立後審議（NEGATIVE VETTING）的功能。但當局

沒有實質理據去支持這項修訂，本會懷疑立法會對此項建議

是否知情。相反，本會相信立法會不會對其職責掉以輕心，

移交一個人到另一個司法管轄區是一件嚴重的事情。即使程

序上有不便之處亦不足以支持更改現行的法例，尤其是當局

可以有其他辦法去克服有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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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假如某司法管轄區向香港提出處理移交逃犯的請求，

必須具備充份的理據。現行法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

提出移交請求的司法管轄區須要提供司法文件的認證。而草

案帶來的結果是等於取消這個組成部分，顯示政府當局在證

據方面願意接受較低的標準。這將使香港更難以監察移交逃

犯的安排，而香港的刑事法律制度的國際信譽亦將會受到質

疑。 

（d）為在保障被告人的權利方面提供一些基本的標準，草

案應該說明，如果香港司法機構認為該次移交逃犯不符合香

港人權法案條例的規定，即可拒絕引渡要求。 

（e）草案附表 1 豁免多項罪行。當局應清楚解釋如何決定

豁免那些罪行，以及此項決定對香港的形象、以至日後香港

在法律事務上與國際合作造成的影響。 

基於上述的原因，本會反對修訂建議，並要求在當局未進行

全面及適當的公眾諮詢之前，立法程序應予以擱置。同時，

當局應該尋求其他辦法終結臺灣的殺人案件。最後，當局應

繼續與大陸就有關移交逃犯的長期協定進行對話。 

20190510 李鐘勛/香港監

察贊助人、前

南韓人權大使 

1.這次決定撰文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全因香港和中國原

本在法制上不同，猶如兩地間的防火牆，使香港與中國有

所不同，這次修例正正消滅了香港和中國兩地之間的差

別。修例一旦實施，在港人士很容易被引渡至大陸的司法

體系，更擔心法例將被用作引渡異見人士至中國大陸的方

法，修例可能會不必要地侵犯人權，法例的保障也不足以

制止此類事情發生。 

2.即使港府聲稱政治罪行不能移交，但仍無法保證不會用其

他罪名作政治檢控，或揑造罪行作為引渡的理由。而香港

法院只會檢視外地提交的表面證據，難以提供有意義的保

障。 

3.法治較差的地區若有更大力量影響另一地區，後者又不能

有效拒絕其請求，在此情況下仍進行移交逃犯和司法合作

並不常見。他也留意到，香港社會關注特首在政治上有否

自主權和政治意願，去否決來自北京的引渡請求。 

4.對於香港在一個月內兩度有大批市民上街反對修訂「逃犯

條例」，最近一次遊行更有逾 13萬人參與，有留意香港近

期的遊行，而國際社會已慢慢開始關注事件，我就是其中

一個例子，呼籲港人繼續發聲。 

香港蘋果日

報 

(2019/5/10) 

20190515 Aileen  

Calverley/香港

修例將破壞香港和中國現有的「防火牆」，並強調 1997 年訂

立的「逃犯條例」，是作為香港司法制度的保障，設立「防

星島日報 

(2019/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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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共同創辦

人 

火牆」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對中國司法制度缺乏信心。

加拿大外交部「全球事務部」目前正就有關修訂，重新審視

加、港兩地的引渡協議。 

20190522 無國界記者組

織 

香港必須放棄威脅記者的「逃犯條例」草案： 

無國界記者組織敦促香港立法會議員抵制允許北京合法逮

捕港人、觀光客，甚至是記者及其消息來源的「逃犯條例」

草案。 

香港立法會可能在 7月通過修改「逃犯條例」，一旦修例通

過將能合法移交被中國指控有罪的居民或觀光客。考量到超

過 65名記者在大陸監獄受到生命威脅，該消息受港媒社群

極大關注。儘管草案載明不會移交政治、經濟罪犯，甚至是

人權不彰的地區，但許多人害怕港府沒有辦法拒絕中央的要

求。 

由於修例可能給予記者報導上的巨大壓力，無國界記者組織

力勸香港立法會議員抵制修例。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

執行長艾瑋昂(Cédric Alviani)表示，諸多情況已顯示，中國政

權不需要堅實的理由來懲罰批評的聲音。而修例一旦通過，

北京未來不需再訴諸綁架手段，同時亦能輕易逮捕他們所要

的人。 

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瑞典籍出版商桂民海，在證據不足的

情況下，被中國指控肇逃，並於 2015年在泰國遭中國當局

綁架。其後卻以「向海外團體洩漏國家機密」等理由遭拘留。

另一位香港出版商姚文田則因準備出版批評習近平書籍，在

2014 年以「走私普通貨物罪」遭判刑 10年。 

香港雖能維持「一國兩制」至 2047年，但這些年中國不斷

加強對香港媒體控制。根據 2019全球新聞自由指數，香港

已從 2002年的 18名，跌至 73名；而中國則是從 177 名變

成 180名。 

無國界記者

組織新聞稿 

(2019/5/22) 

20190530 香港美國總商

會新聞稿 

1.於會晤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後發布： 

美國總商會感謝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5 月 29 日與我們會

面，我們亦表達對修訂「逃犯條例」的關心。政務司司長

表示，有商界認為修例將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產生負

面影響，港府將盡力去緩解該擔憂。 

2.美國總商會對草案的態度： 

擬修例的基本部分存在太多不確定因素，在提交立法會通

過前，必須更廣泛向香港社會解釋。香港目前仍未準備好

通過修例，本商會亦未見該存在 20 年的漏洞有何原因需

急於填補。本會相信香港仍然是卓越的法治和法律中心，

香港美國總

商會網站 

(2019/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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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遵循適當的立法程序。我們已向政務司提出下列問題： 

 據報導，有 30 名外交官表示他們不支持該條例，這

可能重新審視其國家與香港的關係，政府如何計劃解

決問題，以避免任何負面影響，對香港國際社會的樞

紐地位？ 

 香港 3名資深法官公開宣布他們對提議的法案「深感

不安」，並認為該法案「不可行」，因為修例忽視對中

國大陸法律制度缺乏信任。如果該法案的兩位主要守

門人之一 - 法院 - 認為擬議的立法是行不通的，那

麼如果這項立法被強制推行，政府將如何確保香港的

法治不會受到損害？ 

 政府沒有澄清有權向中國大陸提出引渡請求的人的

具體界限。雖然曾經有人說只有中央人民政府認可的

人才可以提出引渡請求，但保安局也注意到「引渡請

求將來自中國大陸法院，而這些法院在國際上並不像

香港那樣」，請予以澄清。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強調，這些修正案「主要針對犯有

嚴重罪行而不影響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的逃犯，並

受到「基本法」和香港法律的保障」，如何在技術上

得到保障？ 

 在政府對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答覆中，據說

修例有助於確立香港在打擊罪案方面的聲譽。香港為

什麼要冒著法治聲譽的風險，以便在城市犯罪率相對

較低的情況下獲得「打擊犯罪」的新名聲？ 

 政府強調，修正案只關注逃犯，而不是當地普通公

民。這將如何區分？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表示，政府會考慮提出一項規定，

即提出要求的司法管轄區會保證嫌疑人獲得公平審

訊。香港政府如何確保申請司法管轄權，以確保公平

審訊？ 

 媒體報導指出，「保安局承認，隨著引渡法的修訂，

中國政府可以要求凍結被認為是大陸逃犯的人的資

產」。請提供更多詳情，確保商業信心不會受到威脅。 

20190627 強森（Rebecca J

ohnson）/國際廢

除核武運動（I-

CAN）創會會長 

香港沒有暴動，只有和平抗爭的示威者。今日是香港的重要

時刻，自己則是來聲援爭取人權、自由和民主的抗爭者。 

港府和港警將催淚彈、橡膠子彈及布袋彈射向示威者的行

為，已嚴重違反國際人權公約。香港警察不應再使用催淚彈

等武器。另對在場的示威者道歉，英國沒有在香港落實英國

自由時報 

(201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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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人權和法治，讓香港今天淪落至此，慨嘆英國一直

沒能為香港做更多事。 

20190705 卜睿哲 

（Richard Bush）

/布魯金斯學會

資深研究員、

前美國在臺協

會理事主席 

香港反建制派的政策立場占優勢，但因內部分裂而形同散

沙。反建制派幾乎不可能達成一個統一而實際的策略。沒有

明確的理想目標與底線，談判無從談起。 

與其說香港是在中國的陰影下求生存，不如說，香港的未來

就在中國領導層的掌心中。只有寄望建制與民主派中的溫和

人士合作說服北京軟化，引入存在真實競爭的特首選舉和立

法會直選，香港民主才有突破。香港政治的這個結，如果沒

有選舉改革，是解不了的，但這一轉變在短時間內發生的可

能性不高，也許在北京和香港，都需要新的政治領袖，才能

推動這一過程。 

我認為香港依然有足夠自治。北京需要展現克制，而香港的

激進派需要給北京一個克制的理由。另目前美國無需中止

「香港政策法」，只需要調整執行方式。 

BBC 中文 

(2019/7/5) 

20190715 羅傑斯 

（Benedict  

Rogers）/香港監

察創辦人 

香港正處於十字路口。如果港府繼續逮捕和監禁人民，我們

將看到更進一步的群眾抗議活動，雖然我不贊成暴力，但也

許會有更進一步的暴力行為。最近幾週我們已經看到幾起自

殺事件，進一步的絕望行為。如果當局希望避免進一步的悲

劇，它應該考慮一條不同的道路：香港的民主改革。如果香

港人覺得他們對自己的治理方式有發言權，他們就會參與這

個過程，而不是走上街頭。他們是一個務實，明智的人。但

如果他們繼續覺得自己沒有發言權，那麼香港正在走向悲

劇。 

香港監察 

(2019/7/15) 

20190729 香港美國商會 香港美國商會昨發聲明，稱有會員對香港短期前景感悲觀

（pessimistic）， 該會調查亦顯示，約 44% 受訪者稱近日示

威活動已對其生意造成損害。商會稱香港衰落，新加坡將成

主要受益人，建議港府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並展開

在國際上具公信力的獨立調查。 

美國商會昨日發聲明指出，該會於本月 23 日至昨日晚上做

了問卷調查，評估近日示威行動對會員看法影響，最終收到

153 名會員回覆，佔該會會員約 12.1%。 

調查顯示，有約 43.8% 受訪會員認為示威對其生意造成損

害，亦有約 34.4% 受訪者認為香港的長遠前景已造成不能

修復的傷害。問及應對辦法，有約 75.2% 受訪者認為應正

式撤回修訂，並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檢視近日事件，

包括警方行動。美國商會亦期望，港人避免訴諸暴力，與政

府進行有建設性的對話。 

美國商會分析，過去數周的遊行示威、政治癱瘓、暴力事件

等已帶來嚴重後果，包括因供應鏈和消費活動受阻，即時衝

擊營商收入，以及長遠或導致投資被擱置等情况，亦指出示

威等活動已深化受訪者認為香港作為營商之地，已變得較不

明報 

(201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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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高風險的想法。商會又稱，若香港衰落，新加坡將是

主要受益人（primarybeneficiary）。 

20190730 國際評級機構

惠譽 

持續的示威使經濟活動無法正常運作，令香港的 GDP 有下

行風險，但預料這不會削弱香港強大的金融緩衝。反而，對

香港政府的不信任度上升，或會損害商業信心及政府施政的

效率，而這都是香港主權信貸評級得以高於中國大陸的原

因。惠譽認為，香港的評級正受到考驗。 

惠譽表示，社會對警方的嚴厲反應愈來愈不滿，香港政府似

乎無力處理公眾的憂慮，這將會長期打擊商業信心。該行曾

在 6月 12日重申香港的「AA+」主權信貸評級，高於中國

大陸的「A+」級。惠譽昨日表示，當時示威剛剛開始，其

時認為未有動搖香港的基本信用優勢，例如強勁的公共及外

部財政、高收入水平，以及有彈性的經濟等。然而，目前這

些優勢正受到考驗，當中包括政府的管治效率及其法治。 

這是三大國際評級機構中，暫時唯一一家明確指出近日的事

件可能會影響香港的評級。本月較早前，穆迪曾發表報告指

抗議活動是香港用以制衡政府的手段之一，若制衡能力被削

弱，將對香港的信用狀况產生負面影響。而標普上周則指

出，相信香港政府很難再推動各項政策，如果中央採取更強

硬的態度，加強對香港的管治，風險更會增加。但穆迪和標

普對香港的評級並沒有調整。 

惠譽昨日重申，香港的評級仍然較中國大陸高，主要是因為

兩地有明顯的不同，例如政府的水平、法治、政治框架及政

商環境等，但若然兩地繼續融合，兩地評級最終的差距將會

消失。另一個影響香港評級的因素，是國際對香港近期狀况

的評估，若然美國取消對香港的關係法，香港在國際的營商

中心地位將會受損。 

明報 

(2019/7/31) 

20190816 于愷絹/國際特

赦組織香港分

會策劃幹事 

警方向民陣星期日的遊行及在終點遮打道集會，發出反對通

知書，但批准在維園的集會，民陣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經

聆訊後，裁定維持警方的決定。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策劃幹事于愷絹表示，民陣一向發起

的遊行都是以和平及理性進行，但今次都被禁止，她對此感

到驚訝。 

于愷絹說，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1 條，

和平集會權利應予以確認，而即使在集會或遊行後有零星暴

力事件發生，亦不應被視為影響集會或遊行和平的本質。她

認為，警方近月不斷就公眾活動發出反對通知書，是違反條

約。 

被問到會否擔心警方不斷就公眾活動發出反對通知書，會引

發更多市民參與活動，甚至有更激烈的行動。于愷絹說，近

期的活動所見，即使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仍然有很多市民

會冒著被拘捕或檢控的風險而走出來，反映市民有很多訴求

香港電台 

(2019/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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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表達。 

她希望警方明白，越打壓或禁止警方集會的權利及自由，市

民的反彈情緒會更大。 

資料來源:綜整媒體相關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