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移交 21 週年情勢研析報告
大陸委員會 2018.7

 中國大陸藉「依法而治」公開干預香港自治權，惟
港人堅持捍衛人權自由
 香港經濟表現較前亮眼，惟陸港融合帶來的風險受
關切
 中國大陸的資金與壓力，損及香港新聞自由、校園
自主與司法獨立性
 中國大陸力推陸港融合，引發香港優勢漸失爭議，
也未能提升香港青年認同感
 國際肯定香港經濟自由，惟憂慮中共的干預令香港
高度自治受損，人權自由倒退
 臺港民間往來持續成長，盼未來官方務實合作增進
民眾福祉
壹、整體評析
香港於 1997 年移交中國大陸，我政府為維持對港政策
的一貫性與持續性，在香港仍能維持其自由經濟制度與自治
地位之前提下，將香港定位為有別於中國大陸其他地區之
「特別區域」，維持臺港人民各項關係直接往來。故每年就
香港的各層面發展與臺港關係現況提出報告，這是第 21 份
報告，觀察時間由 2017 年 7 月到 2018 年 7 月上旬。
整體而言，香港這段時間在政治、經濟、社會體制大抵
仍運作如常。受益於全球經濟轉好及內部需求強勁，經濟各
項表現亮麗，連續 24 年被評比為最自由經濟體，惟貧富差
距大、青年購屋困難、青少年身分認同等問題受關切。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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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機構也指出，由於中國大陸經濟體質的不健全，陸港經
濟融合提高香港的經濟風險。國際也關切陸資滲透，令香港
傳媒「自我審查」惡化，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藉著解釋香港
基本法（下稱「人大釋法」），損害香港自治與法治。
綜合國際社會有關香港情勢的報告結果發現，中國大陸
干預香港事務的動作愈趨明顯，是香港「一國兩制」能否正
常運作的最大隱憂。中共的干預包括多位民選議員遭取消議
員資格、本土派人士無法參選、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安
排違反基本法、異見人士遭政治檢控爭議、陸資企業深入香
港各產業，造成業界「自我審查」心態、中國大陸駐港機構
介入選舉與香港書籍通路、粵港澳大灣區計畫引發削弱香港
優勢疑慮、北京當局介入香港入境管制，以及阻止香港依據
協議將逃犯移交給美國、中國大陸逼迫港府訂定「國歌法」、
建制派以多數優勢強制修改議事規則等。
這些事件，中共與港府均強調「依法行事」，惟其欲彰
顯中共管治權與壓制異見聲音的政治意涵甚明，對香港自治
權、司法獨立性與人權保障的衝擊與影響深遠。
臺港人員與貿易往來，在過去一年中仍穩定成長。香港
居民訪臺人數屢創新高，來臺就學的香港學生人數亦有所成
長。香港行政長官（下稱特首）林鄭月娥也表示，未來希望共
同推進臺港關係及兩岸關係向前發展，我們歡迎與肯定行政
長官對於臺港關係的重視與維護，也希望港府展現更大的彈
性，以開放的心胸與務實積極的態度，致力發展更緊密的臺
港關係，讓雙方共創民眾的福祉。
謹將香港移交第 21 週年（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7 月）的整體
情勢發展評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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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藉「依法而治」公開干預香港自治權，惟港人
堅持捍衛人權自由
在本報告觀察期間，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執政滿一週年，
力主發展經濟民生，高舉「和解」主張，與泛民互動，參與
泛民主派政黨與專業團體活動，令政治氣氛較前和緩。惟中
國大陸干預香港事務愈趨明顯化，包括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
書長李飛赴港宣講「十九大」內容，卻首創要求全港 50 所
中學收看直播。建制派政黨與中共前官員也於今年首次威嚇
表示，呼喊「結束一黨專政」是違法。港府亦首次強硬批評
2018 年的「七一」遊行訴求「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
，
不尊重「一國」，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另外還有多位民
選議員遭取消議員資格、主張本土自決人士無法參選、廣深
港高鐵「一地兩檢」安排違反基本法規定、異見人士遭政治
檢控、中國大陸駐港機構中聯辦介入選舉與香港出版自由
等。
在上述事件中，北京當局與港府都強調「依法行事」，
但是欲凸顯中共管治權與壓制異見聲音的政治意涵甚明。其
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過去一年中，遇
有爭議的議題，並不是經由香港立法會的辯論來決定，而是
由全國人大通過決定給予法源依據或是要求香港立法，未來
倘成模式，將是對「一國兩制」的實施的最大威脅與破壞。
面對中國大陸屢屢衝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行動，
港人仍堅持對民主自由與人權法治的爭取與維護。在過去一
年，港人發起集會遊行抗議港府提起司法覆核取消民選議員
議席、抗議「一地兩檢」條例破壞香港司法權、2018 年的「六
四燭光晚會」與「七一」遊行無畏威脅，仍高喊要求「結束
一黨專政」，雖然參與人數不一，但意志與決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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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經濟表現較前亮眼，惟陸港融合帶來的風險受關切
受惠於全球經濟環境大致轉好及香港內部需求強勁，香
港 2017 年的經濟成長率達 3.8％，創 2011 年以來新高。香
港失業率由 2016 年的 3.4%，微跌至 2017 年的 3.1%，為 1998
年以來的最低水準，勞工市場接近全民就業。2017 年香港股
市表現亮眼，漲幅 36％，居全球之冠。2017 年香港全年整
體出口貨值上升 8%，全年整體出口貨值達 3.87 兆港元，是
自 2011 年以來最大的年度升幅。港府認為未來全球經濟前
景看好，預測 2018 年香港的經濟增長可達 3-4％。
惟香港的吉尼係數達 0.539，除顯示貧富差距惡化，也更
凸顯青年購房不易的困境，論者憂慮這將是香港社會穩定發
展的重要影響變數。
港府為改善香港經濟過去過度仰賴金融、地產及服務業
之態勢，近年積極推動創新科技之發展。其中，港交所於 2018
年 4 月起，受理尚未有獲利的企業可以申請掛牌上市，並推
出「同股不同權」的措施。另於 2018 年 5 月推出為期 3 年
的「科技人才入境計畫」。同時習近平也允諾確定香港定位
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角色，惟渠提及係支持「愛國愛港」
科研人員等字眼，則引發香港學界質疑中共將以「愛國」作
為申請補助條件，若然，將限縮香港學術自由。
香港目前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清算中心，佔 76%的活動
份額。2017 年陸資股佔香港股市市值的 66.2%，並在恆生指
數 50 個成分股中佔有 26 席，一般預測，陸資對香港股市的
影響力將日趨明顯。惟國際評級機構穆迪、標準普爾也曾因
陸港經濟緊密而分別於 2017 年 5 月及 9 月下旬調降香港評
等，其理由為香港政治、經濟、金融與中國大陸關係日趨密
切，難以排除中國大陸的影響，而中國大陸經濟體系並不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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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連帶提高香港的經濟風險。
三、中國大陸的資金與壓力，損及香港新聞、學術自由與司
法獨立性
言論與新聞自由是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基石，
但是香港記者協會發表的年報指出，目前被中共控制或有陸
資入股的傳媒已達 9 家，佔全港 26 家主流傳媒總數的 35%。
而香港記者協會的調查也發現，港人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
為 47.1 分，為 2013 年本調查開始以來之新低，主因為公眾
認為媒體批評中共及大財團時有所顧忌的現象愈加普遍。該
調查受訪的新聞從業員表示，愈來愈常遇到管理層因為擔心
得罪北京，而修改文章報導內容，或否決採訪建議。
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 2017 年 11 月將「國歌法」納
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中，迫使港府展開香港「國歌法」立法
工作，論者指該項立法有侵犯香港表達、言論自由之虞。
傳媒也報導中聯辦教育部門積極邀約中學校長與教師
座談討論中國歷史課綱修改，並「常態性」的聯繫各大學校
長並給予意見，遭批評侵犯香港教育自治權與干預學術自
由。中聯辦也被報導，幕後控制香港八成書籍流通量，拒絕
擺售批評中共或支持「雨傘運動」的書籍，實質上已違反基
本法第 22 條規定(中央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特區內部事務)，以及第 27
條(香港享有出版自由)，惟港府表示只要中聯辦依法，港府不會
干預。
香港司法制度是同為香港賴以成功運作的另一基石，在
過去一年仍然運作良好，惟頻受挑戰，尤其是來自「人大釋
法」的衝擊。包括高等法院於 2017 年 7 月引用「人大釋法」，
指羅冠聰、梁國雄、劉小麗和姚松炎等拒絕或忽略宣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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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撤銷 4 人議員資格。2018 年 3 月立法會補選，選舉主任也
引用「人大釋法」否決周庭等人參選。新任香港大律師公會
主席戴啟思警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毋須向香港法律問
責，卻能藉釋法達至其屬意的結果，釋法將是香港法治未來
面對的最大威脅。
四、中國大陸力推陸港融合，引發香港優勢漸失爭議，也未
能提升香港青年認同感
過去一年，陸港接續簽署了促進各層面合作的協議，並
推展粵港澳大灣區計畫。2017 年 7 月 1 日粵港澳首長與中國
大陸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香港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
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港澳民航局與中國民用航空
局於 2017 年 7 月 13 日假澳門簽署合作備忘錄，共同建立流
量管理定期交流機制、港府亦於 2017 年 8 月 8 日與中國大
陸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江簽署「關於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
旅遊合作協議」。在推動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方面，中國大
陸人民銀行與香港金融管理局於 2017 年 11 月 27 日續簽雙
邊貨幣互換協議，規模達 4,700 億港元、在創新科技方面，
陸港簽署「泛珠三角區域知識產權合作協議」。
除了協議，連接陸港的基礎建設也陸續完成，例如港珠
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鐵的完成，被譽為促成「一日生活圈」的
落實，惟論者也指出，交通便利帶來的陸客赴港購房助漲房
價，以及水貨客搶購香港民生用品，是否強化陸港矛盾，港
府須未雨綢繆。
香港輿論也關切陸港融合中，香港如何維持原有的優
勢。論者以粵港澳大灣區計畫為例，該計畫涉及「兩種制度、
三種貨幣、三個獨立關稅區」，如何打破種種的制度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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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貨、資訊及資金自由流通，難度頗高，傳媒評論擔心
為了配合與中國大陸的制度整合，香港會否失去言論自由、
資訊透明、司法獨立等原有優點，從而影響國際社會的投資
信心，損及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
在促進人流與認同上，中國大陸在去年 8 月、12 月，
陸續公布便利港澳居民在中國大陸學習、就業、生活的政策
措施。陸港政府也持續補助各級學校到中國大陸就學或進行
國情之旅、學術交流等活動，圖增強香港青年對國家的認同。
但是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中心長期追蹤的民調結果
顯示，受訪的香港居民中，年紀愈輕者對成為中國大陸國民
感到自豪的比率愈低，對「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評價亦愈
負面。尤其在 2018 年 6 月 25 日公布的民調結果，18 至 29
歲組別，70％受訪者指沒有因「成為中國國民而感到自豪」，
只有 16％自稱有。香港學者及時事評論員分析，中國大陸粗
暴壓制境內民主人權自由的行動，令香港青年對強力推銷的
國情教育反感，對中國大陸國民身分認同感也因而下降。
五、國際肯定香港經濟自由，惟憂慮中共的干預令香港高度
自治受損，人權自由倒退
在本報告觀察期間，國際社會仍然肯定香港的營商環
境，但也對中國大陸干預日深感到憂慮。香港連續第 24 年
獲得美國傳統基金會評選為最自由經濟體，連續第 15 年獲
得加拿大 Fraser Institute 評為世界經濟自由度第 1 名，
但是兩項報告也都指出，近年中國大陸對香港政治的干預增
加，限制了香港終審法院的權力，令香港法治受損。
Fraser Institute 的另項調查「2017 全球人類自由指
數」也顯示，香港「經濟自由」仍居全球之首，但「個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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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逐年滑落，由 2016 年的第 19 名，跌落至 2017 年的 26
名；報告認為，中國大陸對香港的干預，包括傷害香港新聞
自由及司法獨立等，是香港排名下滑的主因。
英、美與歐盟的香港情勢報告，也都關切因為中國大陸
的因素，令香港集會、遊行與出版等自由遭到壓制的情形。
惟上述報告都指出，仍將給予香港有別於中國大陸的優惠待
遇，以支持香港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法治。
北京的相關作為也令國際質疑其是否能確實履行國際
協議及承諾。在本報告觀察期間中，北京當局阻止一位長期
關注香港人權發展的英國執政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入境，香
港輿論指出，根據基本法第 154 條明文規定香港出入境管制
應為港府所管。另 2018 年 5 月美國國務院發表香港政策法
報告，指出美國 2017 年 10 月曾向港府提出引渡一名逃犯，
但港府應北京當局要求，拒絕引渡，更將疑犯移交北京看
管。美國報告指這是香港移交以來的首例，北京的作為已違
反載明於基本法有關高度自治的承諾。
六、臺港民間往來持續成長，盼未來官方務實合作增進民眾
福祉
2017 年全年，臺港貿易總額達 428 億美元，香港對臺灣
投資金額為 2 億 8 千餘萬美元，臺灣對香港投資約為 2 億 9
千餘萬美元，我為香港第 3 大貿易夥伴、第 5 大產品出口市
場、第 5 大轉口市場與第 2 大進口來源地，香港為我第 4 大
貿易夥伴。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逾 448 億美元
經貿統計圖表)。2017

(請參閱附錄臺港

年臺商在港設立地區總部者，計 19 家；

設地區辦事處者，計 109 家。目前有 19 家臺資銀行在港設
立共 20 家分行，主要提供中國大陸臺商資金調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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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 10 月 2 日起，我已開放香港居民可透過網路
直接申請多次入出境許可證，香港居民申請來臺及入境查驗
所需的護照效期，也由現行 6 個月以上放寬為 3 個月以上。
根據統計，2017 年臺灣赴港旅客人數逾 200 萬人次，居訪港
旅客第 2 位；香港居民訪臺人數約 154 萬人次，亦再創歷史
新高(請參閱附錄臺港人員往來統計圖表)。根據英國航空業諮詢機構
Routesonline 統計顯示，「臺北到香港」的航線是全世界最
繁忙、旅客人數最多的跨境載客航線，平均每天有 80 班，
相當於每 18 分鐘就有一班飛機，每天平均載運 1.45 萬人次。
近年來臺升讀大學之香港學生人數日增，在 2017 年度
共有 8,329 名香港學生在臺就學。政府同時修正發布「香港
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相關規定，加
強延攬港澳專業人才。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有
關港人移民意向的調查發現，33.1%受訪市民有意願移民外
國或移居外地。其中臺灣與澳洲、加拿大為最熱門移居目標
前三位。
但是民間往來也曾發生遭政治介入的衝擊。參加今年 3
月立法會補選的候選人姚松炎，被港府選舉主任要求說明
2017 年初赴臺北出席「時代力量」舉辦之論壇，是否支持渠
等主張。2018 年 3 月來臺參加座談會的香港大學戴耀廷副教
授，也因發表民主自決言論，遭中共官媒持續攻訐，更有建
制派團體要求校方解僱戴副教授。
在 2017 年 12 月間，臺灣中華文化總會副秘書長張鐵志
被拒絕入境，學者吳介民與吳叡人申請港簽未獲同意。輿論
認為，渠等被拒赴港，事實上窒礙港臺學術交流，且有中共
因素在其中。陸委會對事件表示「非常遺憾」，並向港府表
達不滿，希望港方正面並包容看待臺港民間交流活動，免損
9

臺灣民眾對香港觀感及雙方關係。
臺港公民團體在過去這段期間維持往來密切，對於香港
政治、社會運動人士遭到判服更重罪行，以及多位民選議員
遭取消資格乙事，立法院「臺灣國會關注香港民主連線」在
內的國內公民團體除予嚴正譴責，並呼籲國際社會正視香港
法治處境。
本報告觀察期間，發生香港少女來臺旅遊遭同行男友殺
害，男友事後逃回香港，惟臺港未有司法互助協定，阻礙案
件蒐證。臺港輿論呼籲雙方儘快完成司法互助協議的簽署。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 2017 年 9 月 4 日表示，希望在相
互尊重的前提下，共同推進臺港關係及兩岸關係發展。我們
歡迎與肯定特首對於臺港關係的重視與維護，也希望港府展
現更大的彈性，以開放的心胸與務實積極的態度，致力發展
更緊密的臺港關係，讓雙方共創民眾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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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錄
(一) 香港政經情勢統計

香港經濟成長率
8.0%
6.8%

6.0%
6.5%
4.0%

4.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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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0.0%

-2.0%
-2.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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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港府統計處

香港失業率
6.0%
5.0%

5.3%

4.0%

4.3%
4.0%

3.0%

3.4%

3.5%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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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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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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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港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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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二) 臺港經貿統計圖表
臺港貿易

金額(億美元)
500.0
450.0
400.0
350.0

398.1

300.0

394.4

417.7

442.3
402.3

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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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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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

兩岸經香港轉口貿易
金額(億美元)
500.0
450.0
448.0

400.0
398.0

350.0
344.2

300.0
250.0
200.0

304.4

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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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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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8

2014

2015

275.2
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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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150.0
100.0
5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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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會香港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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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6

2017

臺港相互投資

臺灣對香港投資
香港對臺灣投資

金額(百萬美元)
700

596.2

600
511.1

492.8

500
399.0

407.7

372.4

363.6

376.5

400

423.4
277.3

300

209.2

244.4

337.4

294.8
371.1

316.4
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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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3

241.2
189.6

168.4

100
0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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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

250.0

臺灣旅客赴港人數

臺港人員往來

萬人次

香港旅客訪臺人數

224.0

216.5

214.9

201.0

208.9

210.0

203.2

201.6

201.1

201.1

200.0

150.0

127.6

138.9

147.5

154.1

110.5
94.9
100.0
58.5

67.7

74.5

76.4

2010

2011

50.0

0.0

2008

2009

2012

資料來源:
1.臺灣旅客赴港人數：香港旅遊發展局
2.香港旅客訪臺人數：交通部觀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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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三）臺港交流活動
2017.7-2018.6
時
間
2017.7.2
2017.7.4
2017.7.10
2017.7.21
2017.7.26
2017.7.28
2017.7.30
2017.8.2
2017.8.4
2017.8.7
2017.8.17
2017.10.8
2017.10.12
2017.10.24
2017.10.27
2017.12.4
2017.12.8
2017.12.9
2017.12.13
2018.1.2
2018.1.8

2018.2.8

2018.2.24

內
容
「港澳高等院校新聞傳播學系參訪團」來臺參訪。
澎湖市馬公市公所赴港澳進行「2017 冬暖澎湖、泳出健康」活
動交流。
中華民國保齡球協會赴港參加「第 43 屆香港國際保齡球公開
賽」
臺港警方聯合行動，偵破跨境詐騙集團，金額逾 1.13 億港元，
兩地合共拘捕 53 人。
中華民國游泳協會赴港參加「2017 年香港游泳公開賽」。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在臺北舉辦「臺港旅遊業合
作」產業交流座談會。
科技部赴港參加第八屆世界生醫工程學術會議。
中華民國滑冰協會赴港參加 2017 年亞洲花式滑冰公開賽。
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赴港參加 2017 年 U20 亞洲青年橄欖球錦標
賽。
中央銀行金融業務檢查處赴港參加「第 19 屆 SEACEN 亞太經濟
體監理首長會議」及「第 30 屆 SEACEN 監理首長會議」。
「全港各區家長教師會聯會」訪臺。
陸委會舉辦「歡迎港澳人士來臺慶祝中華民國 106 年國慶晚
宴」。
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在香港舉辦第 12 屆「臺灣月」展開序
幕。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轄下文化合作委員會黃召集
人明川偕同多位委員赴港參加「第七屆港臺文化合作論壇」。
「2017 臺灣高等教育展」於赤鱲角機場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有 85 間臺灣院校到港參展。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舉行「臺港物流及配銷通路
合作」產業座談會，
港澳青年企業家參訪團來臺交流。
「2017 城市文化交流論壇」在香港舉行。
港澳臺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在香港舉行頒獎典禮。
「臺港教育交流基金」舉辦頒獎典禮，計有 20 位留臺港生及
10 位留港臺生獲得獎助學金。
「2018 香港國際授權展」開幕，主辦單位再次設立「FRESH
TAIWAN 臺灣原創館」，包括國立歷史博物館在內 10 家臺灣原
創公司參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赴港參加「第 6 屆中央銀行與金
融監理人員研討會」。
 在港臺商鄉、傳統社團與各界人士捐款賑助花蓮地震受難民
眾。
衛福部健保署赴港參加「世界罕病日 2018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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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3.9
2018.3.15
2018.3.22

2018.3.23

2018.3.24
2018.3.28

2018.4.19
2018.5.3
2018.5.6
2018.5.9
2018.5.20
2018.5.23
2018.6.4
2018.6.5
2018.6.11
2018.6.14
2018.6.26

衛福部赴港參加「2018 香港藥劑學術年會」。
香港九龍總商會來臺參訪。
 國家醫療產業策進會與香港交易所簽署促進臺港生科業赴港
上市的合作備忘錄。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赴港參加「香港賽馬會 U17 男子國際青年
足球邀請賽」。
 「在臺港澳學生文化探索體驗營」開幕。
 苗栗縣政府赴港出席「2018 愛上苗栗--苗栗客家桐花婚禮暨
舊山線軌道自行車推介會」。
「臺灣青年反共救國團」臺北舉行「港澳中台及多民族自由人
權論壇」。
 香港中學升學輔導主任與教師團來臺參訪。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赴港辦理「香港－臺灣之夜」晚
會及藝術講座。
立法委員江啟臣、許淑華及楊鎮浯赴港出席「臺港論壇」。
中華民國田徑協會赴港參加 2018 年度田徑錦標賽。
香港金紫荊女企業家協會來臺參訪。
 港府水務署來臺就「推廣節約用水交流合作」進行交流。
 德隆行來臺參訪。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研究所來臺參訪。
香港傳媒參訪團來臺參訪。
2018 香港學生金門體驗營開幕。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赴港出席「第 13 屆亞洲保險監理官論壇暨
亞太高階保險監理會議」。
2018 港澳青年知性之旅開幕。
臺北市政府等 12 個公民營機構赴港參加香港國際旅展。
香港大學全球公民考察團訪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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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爭議事件
香港移交 21 週年爭議事件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總計 7 件（自 199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
上旬累計共 225 件）。
項 次
1

時

間

2017.12.27

2017.12.28

2018.6.14
2
2017.7.2

2018.4.11

3

紀
事
要
點
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被控破壞香港「一國
兩制」
 人大常委會通過高鐵「一地兩檢」協議：粵港
於 2017 年 11 月 18 日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府關於在廣深港高鐵 （下稱高鐵）西
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
排」，中國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後於 12 月 27
日批准該「合作安排」。港府繼而表示，將配
合完成本地立法。
 輿論批評「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由立法會
議員為主組成的「一地兩檢關注組」聲明表
示，「一地兩檢」違反基本法第 18 條（全國
性法律除列於本法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特別
行政區實施）、第 22 條（中國大陸在香港設
立的機構及其人員均須遵守香港法律）。香港
大律師公會也 3 度發表聲明表示，基本法沒有
哪一條可作為「一地兩檢」的法理依據。
 「一地兩檢」條例在爭議中，經香港立法會多
數表決通過。
中國大陸被控損害香港新聞自由
 香港新聞年報指中共介入香港傳媒，憂慮「自
我審查」心態惡化：香港新聞記者協會發表
2017 年言論自由年報指出，目前被中共控制
或有陸資入股的傳媒已達 9 家。輿論擔憂陸資
滲透加劇，將令香港傳媒的「自我審查」日見
嚴重。
 香港新聞界民調顯示，多數人認同傳媒「自我
審查」明顯：香港新聞記者協會發表香港新聞
自由指數發現，受訪的一般香港民眾中，對香
港新聞自由的評分為 47.1 分，是該項調查自
2013 開始以來之新低。主要原因是公眾認為
新聞傳媒在批評中共及大財團有所顧忌的現
象越來越明顯。同份調查也發現，63％的新聞
從業者認為，中國大陸官員近年強調「一國」
高於「兩制」的言行對香港傳媒界產生壓力，
損害香港的新聞自由。
香港中聯辦被控損害出版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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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大 公 報 ，
2017.12.28

信報、明報、
香港蘋果日
報、香港經濟
日 報 ，
2017.12.28

明 報 ，
2018.5.15
香港蘋果日
報，2017.7.2

香港新聞記
者 協 會 公
報，2018.4.11

2018.5.29

2018.6.13

4
2017.10.23

2017.10.30

2017.11.23

5
2018.1.8

 中聯辦控制香港 8 成書籍流通量，拒絕擺售批
評中共書籍：港府所屬香港電台時事評論節目
「鏗鏘集」報導指出，香港中聯辦透過在廣東
省註冊的公司，掌控轄下有三聯、中華及商務
三大書局的「聯合出版集團」，迂迴控制香港
超過一半的書店，壟斷香港書籍出版、發行及
零售市場，拒絕擺售批評中共或支持「雨傘運
動」的書籍。
 港府表示只要合法不會干預：特首林鄭月娥答
覆記者詢問表示，中聯辦是中國大陸駐港機
構，在香港買物業或做其他符合其運作及工作
宗旨的事，「只要依法，都不應該干預」。
 議員批評中聯辦違反基本法：香港立法會議員
范國威質詢指出，中聯辦已違反基本法第 22
條規定(中央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特區內部事
務)，以及第 27 條(香港享有出版自由)，他要
求港府對此不能坐視不理。
中國大陸被控介入香港教育政策與工作
 陸方指香港教育生「港獨」：中國大陸教育部
長陳寶生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稱，「港獨」思
潮出現與教育有關，指港府有責任推動國民教
育，教師要先「愛這個國家、認同這個國家」。
 輿論要求中共尊重香港自治：立法會教育功能
組別議員葉建源指出，根據基本法第 22 條，
「中央」各部門不得干預香港自行管理事務；
基本法第 136、137 條，香港擁有教育自主權
及學術自由，因此，「中央」或中聯辦都不應
該干預香港教育與學術自由。
 「中聯辦」約談教師：傳媒報導，中學校長及
老師獲邀與「中聯辦」教育相關部門人士會
面，討論初中的中國史課程內容。「香港教育
專業人員協會」理事陳仁啟批評「中聯辦」干
預香港教育事務。
 陸方續指香港教育偏差：「中聯辨」主任王志
民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冷溶，向約 240
名政府高層官員發表演講表示，青年對國家有
誤解，是出於教育問題。立法會教育界別議員
葉建源批評，王志民的說法對港府構成壓力，
「中央」應了解青年不滿是源於政制不民主。
香港中聯辦被控干預大學自主
 校長需與中聯辦溝通成常態：香港大學校長馬
斐森（Peter Mathieson）離任前接受傳媒專
訪時提到，「中聯辦」經常給予意見，又透露
所有大學領導人都與「中聯辦」有聯絡，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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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信報、
立場新聞，
2018.5.30

蘋果日報，
2018.5.30

法國廣播電
台
，
2018.6.14

明 報 ，
2017.10.24

明 報 ，
2017.10.24
、立場新聞，
2017.10.23

信 報 ，
2017.10.31

明 報 ，
2017.11.24

明 報 ，
2018.1.9

2018.1.10

6
2017.10.11

2017.10.12

2017.10.19

7
2018.5.29

方對香港教育有興趣，又稱與「中聯辦」溝通
為大學校長工作的一部分。
 工會指中聯辦干預學術：港大教職員會主席張
星煒指出，中聯辦做法「非常不妥當」，干預
學術自由、侷限大學前途，更涉違反基本法。
中文大學員工總會副會長陳燕遐對事件感到
震驚，認為中聯辦行為不恰當。
 議員斥中聯辦破壞校園自主：教育界立法會議
員葉建源認為，若事件屬實，將是破壞院校自
主的行為，違反基本法第 22 條訂明中央不得
干預香港自行管理事務，以及第 137 條列明各
院校享有學術自由。
 建制派支持溝通聯繫：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主
席李國章表示，自己也曾和中聯辦見面，聯絡
各界是中聯辦的工作之一，沒有干預學術自由
的問題。民建聯副主席張國鈞認為，獲中聯辦
幫助是好事，若馬斐森會面感壓力，可選擇不
見面。
中國大陸被控干預香港入境管制
 陸方事前施壓：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
主席羅傑斯(Benedict Rogers) ，赴港欲
探望被囚的黃之鋒等人，被拒絕入境並遭
遣返。他指出，赴港前中國大陸駐英國領
事館曾三度透過英國國會議員施壓，阻其
赴港。
 陸方指入境屬外交事務：特首林鄭月娥表
示入境事務需視是否涉及外交，外交屬「中
央」事務。中國大陸「外交部」亦表明香
港事務純屬內政，允許誰入境是中國大陸
的主權。
 香港議員指入境為內政事務：立法會議員
陳志全、毛孟靜於立法會質詢特首時表
示，根據基本法第 154 條入境事務是香港
內部政策，北京不容干預。
 英國斥漠視「一國兩制」：繼就事件傳召
中國大陸駐英國大使後，首相文翠珊亦回
應表示，英國外交部已在不同層面向香港
及中國大陸政府交涉，並希望「一國兩制」
能繼續運作。英國外交部國務大臣田銘祺
（Mark Field）指出，拒絕羅哲斯入境是「絕
對漠視一國兩制」，他稱會去信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表達關注。
中國大陸被控干預香港遵守國際協議
 美國指北京干預美港執行逃犯移交：美國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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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根據 1992 年訂定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公布
香港情勢報告，稱中共近年強調香港基本法從
屬於國家憲法，有意淡化「高度自治」概念，
同時指出，2017 年 10 月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應
中央政府指示，拒絕美國一宗引渡逃犯的要
求，更將疑犯移交北京政府監管，這是香港移
交以來的首例。
 中國大陸稱外國不應干預香港事務：中國大陸
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表示，香港事務純屬
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
 港府稱未違反協議：港府發表聲明表示，美國
報告是不正確的表述，並強調香港與中國大陸
現時沒有移交逃犯安排，因此從沒有向中國大
陸移交逃犯。
 議員擔憂有損香港國際信譽：香港立法會議員
涂謹申表示，特區政府要解釋拒絕移交的原
因，否則會令人懷疑港府在中國大陸壓力下拒
絕移交疑犯，會打擊港人及國際社會對「一國
兩制」實施的信心，並有損香港的國際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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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移交 21 週年大事紀
2017.7-2018.6
時
間 事
件
2017.7.1
 民間人權陣線舉辦「七一」遊行，6 萬人參加。
 習近平為第 5 屆香港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監誓就職，同日結束
三天訪港行程。
 粵港澳首長與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員會在香港共同簽署「深
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2017.7.7
中國大陸首艘航空母艦遼寧號訪港。
2017.7.11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李飛赴港宣講「十九大」內容，並向
全港 50 所學校直播。
2017.7.14
高等法院引用「人大」釋法及相關案例，指羅冠聰、梁國雄、
劉小麗和姚松炎等拒絕或忽略宣誓，裁定 4 人宣誓無效，撤銷
議員資格。
2017.7.25
港府公布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方案，建議在香港西九龍站
劃出「內地口岸區」，由中國大陸人員執行中國大陸法律。
2017.8.8
陸港在北京簽署「關於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旅遊合作協議」。
2017.8.29
立法會議員鄭松泰被控侮辱國旗區旗兩罪。案件經審訊後，裁
定兩罪罪成，罰款 5,000 港元。
2017.9.12
香港多間大學校園民主牆先後出現「港獨標語」。
2017.10.1
近 40 個香港民間社團及政黨發起「反威權遊行」，抗議港府
以法律手段「打壓」反對聲音，約 4 萬人參加。
2017.10.11
 特首公布首份施政報告。
 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副主席羅傑斯(Benedict Rogers)訪
港被拒入境。
2017.10.19
香港大律師公會首度發聲明，促港府及時向公眾提供「一地兩
檢」「三步走」詳情，使公眾能有建設及理性討論。
2017.10.27
港澳政府簽署「港澳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2017.11.12
港府與東南亞國家協會(東協)在菲律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2017.11.14
亞洲盃外圍賽在香港大球場進行，賽前奏「國歌」時，有球迷
背向球場，亦有人喝倒采，甚至舉起不雅手勢。
2017.11.18
港府與廣東省政府舉行第 20 次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2017.12.3
香港眾志和社民連等多個政團發起「反威權」遊行，聲援在囚
或面臨官司的社運人士，主辦單位指有 2000 人參加。
2017.12.5
中華文化總會副會長張鐵志獲邀赴港出席「香港一帶一路城市
文化交流會議」，惟遭拒絕入境。
2017.12.14
 陸港簽署「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就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或刑事檢控等情況相互通報機制的安排」。
 陸港簽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
於支持香港全面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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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5
2017.12.16
2017.12.18
2017.12.19
2017.12.27

2018.1.1

2018.1.5
2018.1.9
2018.1.27
2018.1.31
2018.2.11
2018.2.28
2018.3.11
2018.3.16
2018.3.20
2018.4.11
2018.5.12
2018.5.16
2018.5.17
2018.5.22
2018.5.27
2018.6.4
2018.6.11
2018.6.14
2018.7.1

立法會通過建制派提出的議事規則修訂。
臺灣學者吳叡人、吳介民應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邀請赴
港出席論壇，惟申請網簽未獲同意。
國務院港澳辦公佈便利香港、澳門居民在中國大陸發展的政策
措施。
港區「人大代表」選舉結果揭曉。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關
於在廣深港高鐵西九龍站設立口岸實施「一地兩檢」的合作安
排」。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守護香港元旦大遊行」，反對全國人大常
委會對「一地兩檢」的決定，以及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等七大
訴求。主辦單位稱約有 1 萬人參與遊行。
中國大陸國務院任命資深大律師鄭若驊為律政司司長。
香港屋宇署派員到律政司鄭若驊司長別墅視察，確認共有 9 處
違建，約 1,732 平方呎。
參選立法會補選的香港眾志候選人周庭，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
無效，取消參選資格，理由是周庭與香港眾志的政治聯繫。
港府向立法會提交「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遊行，要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下台，約 1 千
人參加。
港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28 日公布港府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香港舉行立法會議員補選。
港府向立法會提交「國歌法」立法討論文件。
民主黨舉行黨慶酒會及晚宴，特首林鄭月娥、3 名司長、多名
局長和高級公務員到場。
香港立法會調查委員會報告指鄭松泰議員公開及故意羞辱「國
旗」及區旗，將提提出譴責議案。
香港有線電視(TVB)記者陳浩暉四川都江堰採訪汶川地震 10 週
年悼念活動時，遭兩名官員阻礙拍攝並毆打。
Now 新聞記者北京採訪維權活動時，遭公安人員強行壓倒在地
拘捕帶走。
立法會表決，譴責鄭松泰案遭否決。
近 40 個團體到立法會示威區發表聯署聲明，抗議港府未就國
歌法作公眾諮詢。
民間團體舉行集會，聲援在旺角衝突中的被告，近百人參與。
香港舉行「六四燭光晚會」11 萬人參加。
旺角衝突案被告梁天琦、盧建民及黃家駒以觸犯暴動罪，分別
判處監禁 6 年、7 年及 3 年半。
香港立法會三讀通過「廣深港高鐵（一地兩檢）條例草案」。
民間人權陣線舉行「結束一黨專政、拒絕香港淪陷」遊行，約
5 萬人參加。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