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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移交 23 週年情勢研析報告 

                                          大陸委員會 2020.6 

 中共藉口「止暴制亂」干預香港自治，嚴重衝擊「一

國兩制」 

 香港各項經濟指標呈疲弱，創歷史新低 

 中共介入損害香港新聞、教育自主與司法獨立性 

 國際重新評估對香港的特殊待遇與營商環境 

 中共強力推動陸港融合，陸港間矛盾卻持續惡化 

 因應香港變局，提供協助與關懷，並密切評估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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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份報

告，觀察時間由 2019 年 7 月到 2020 年 6 月。 

    整體而言，香港自治及港人基本權利在「一國兩制」框

架下進一步遭到中共侵蝕。中共的「底線思維」，讓「紅線」

出現在香港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各層面，衝擊香港固有的開

放多元思維、自由市場精神與法治素養，但是港人仍勇於捍

衛自我權益，也獲得國際普遍的肯定與支持。我政府除密注

香港情勢變化，提早部署應變措施與適時因應，也將繼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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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香港人民必要的協助。 

    過去一年中，延續前期「反送中」抗爭動能，港人發動

大小不一的街頭抗爭、全力投入區議會選舉、發展國際連結、

建構「黃色經濟圈」、組織工會抗爭。可謂香港移交以來，參

與人數最多，規模最大的社會運動，但也引發嚴重的警民衝

突。對抗爭行動的不同意見也造成政黨、社團，甚至家庭內

部的對立與撕裂。期間更有中共駐港解放軍可能進行鎮壓，

實施宵禁、戒嚴等各項傳言，令香港社會充滿焦慮不安，人

心浮動。 

    中共對香港自治的不斷限縮與壓迫，也令香港議題國際

化。英國、美國、歐盟等多次聲明關切港人的自由與權利，

譴責中共違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國際承諾。美國不

僅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等相關法案

及動議，更因為香港自治受損，宣布研擬取消對香港的特殊

待遇，制裁打壓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員；英國宣布放寬對英國

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持有者之居留限制；歐洲議會也通過促

請歐盟國家在香港情況惡化時，提供接收港人的「逃生門」

的動議。中共的對港管控，已令香港喪失最自由經濟體的評

比，也令國際對香港的投資與營商環境產生疑慮。我方多次

呼籲中共不應一昧以內政不容干預回應國際對香港情勢的

關切，而應信守國際承諾，尊重港人基本權利，以維護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反送中」抗爭雖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稍緩，但

中共強化管治團隊及整治香港的動作未曾稍歇。從更換港澳

辦與中聯辦負責人、宣示中聯辦不受基本法規範、將中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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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工作協調小組升級為領導小組，到今年 5 月強行自訂「港

區國安法」（或稱「港版國安法」）。而隨著「港區國安法」內容

陸續曝光，外界對於中共設置「駐港國家安全公署」、指派「國

家安全事務顧問」入駐港府「維護國家委員會」形同「太上

皇」、駐港國安機關與中聯辦未來如何分工、港人觸法可能移

送中國大陸審訊等，多所質疑，爭議不斷。 

     

    政府持續密切關注香港情勢發展，並提供國人及港人必

要的協助。去年 11 月「反送中」抗爭期間，香港中文大學與

理工大學發生警民衝突，政府相關單位於 11 月 14 日至 20 日

間陸續協助中文大學等校 680 名臺灣學生平安返臺。有臺灣

高中生在理工大學衝突中被捕，我駐處人員陪同家屬探視學

生，並提供法律支援助其獲釋。 

    為因應中共執意推動「港版國安法」致香港變局，陸委

會依總統及行政院院長指示，規劃「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

專案」，設置「臺港服務交流辦公室」（7 月 1 日正式營運），提

供港人來臺就學、就業、投資創業、移民定居，以及跨國企

業、國際法人團體來臺等專案諮詢與協處服務；同時也在兼

顧國家安全前提下，依據既有法律規範及公私協力的方式，

務實處理港人人道援助及關懷事宜。另今年 9 月將舉行立法

會選舉，我們希望選舉在公正、自由，與和平的狀態下進行，

讓港人完整的表達對香港進一步發展的意見與願景。 

    謹將香港移交第 23 週年（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的整體

情勢發展評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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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藉口「止暴制亂」干預香港自治，嚴重衝擊「一國

兩制」 

    累積前期「反送中」抗爭的不滿情緒，2019 年「七、一」

遊行人數再創新高，惟衍生攻入立法會事件，開啟群眾抗爭

激烈化的轉化。隨者抗爭訴求未獲港府正面回應，示威者的

抗爭行動愈趨激烈，社會對於抗爭行動的正反意見愈趨對立。

香港情勢陷入暴力螺旋上升的惡性循環中。 

在「和理非、勇武不切割」的「手足情感」默契下，港

人秉持「抗爭如水」策略，除舉行傳統的集會、遊行、靜坐、

堵塞道路、設置連儂牆外，罷工、罷市及罷課等行動也獲港

人支持，另發展出癱瘓機場、港鐵等交通設施、建構「黃色

經濟圈」的抗爭新場域，以及小型、零散或快閃之抗議行動，

展現多元化全面化的抗爭行動與動能。港府最終於 9 月 4 日

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但對群眾其他訴求持

續冷回應，甚至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

規例」，企圖威嚇阻止港人街頭抗爭。 

    民調顯示，特首與主要官員民望持續創新低，幾已喪失

管治威信，多依賴警隊鎮壓，卻激發更猛烈的反擊。警方發

射各式強制性驅離群眾的彈砲、出動水砲車、以實槍實彈面

向群眾，甚至擊傷民眾，而強力壓制、拘捕群眾的畫面透過

媒體直播，成為日常情景。據警方資料顯示，自去年 6 月 9

日至今年 5 月 31 日，共發射了 1.6 萬枚催淚彈；拘捕 8,986

人，1,754 人被檢控，其中 612 人被控暴動罪。被拘捕者中有

1,609 名為 18 歲以下未成年者，占總被捕人數 17.9%。被拘

捕與被檢控人數均創下移交以來的紀錄。 



5 
 

    同一時間，也發生多起震驚社會，改變香港政治結構、

警民關係的事件，包括去年 7 月 21 日香港元朗白衣人追打

示威者事件、8 月 31 日地鐵太子站警察攻擊市民事件、11 月

中旬警方圍堵中文大學與理工大學事件，引發人道危機爭議，

不僅徹底摧毀警察的形象與公信力，也令香港情勢受到國際

高度關注。 

 示威者的抗議對象也由港府擴大至中共駐港機構、中資

銀行、新華社、建制派及其議員辦公室等，中共國徽、國旗

也遭汙損。但是，中共未思回應港人訴求，反而藉口「止暴

制亂」，加緊執行全面管治權，高調干預香港內部自治事務，

引發損害「一國兩制」的爭議事件達 12 件（請參閱附件一）。其

中，香港中聯辦辯稱不受基本法規範，而且就涉港重大問題

行使監督權，以及「港區國安法」稱「駐港國家安全公署」

和國家有關機關在「特定情形下」對香港的國安案件行使管

轄權，都將對「一國兩制」內涵產生結構性的影響與改變，

形塑中共駐港機構公開干預香港自治事務的合理性，以及中

共國安單位在港執法的正當性，也對香港賴以成功的自由、

法治等核心價值造成衝擊。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 2020 年 6 月

19 日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有 50%的受訪者認為香港現時已

經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面對中共與港府的強力鎮壓，港人在去年 11 月的區議會

選舉中，支持「反送中」參與者當選，取得總席次的 86％議

席，凸顯港人對自由與人權法治的堅持，贏得國際普遍的肯

定。 

    另在肺炎疫情期間，港府持續拘捕知名泛民人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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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吳靄儀、黎智英等，以及「反送中」的參與者；雖

然渠等交保獲釋，但輿論批評大規模的抓捕，意圖製造寒蟬

效應，嚇阻港人繼續參與抗爭行動。論者指出，今年 9 月即

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也將是港人對於「港區國安法」的意

見表達，以及對中共管治政策的公投。 

 

二、香港各項經濟指標呈疲弱，創歷史新低 

    受到環球經濟增長放緩，美國與中國大陸貿易摩擦的影

響，香港經濟在 2019 年上半年已相當疲弱，在第 3 季更步

入衰退，全年負成長 1.2%，是自 2009 年全球經濟大衰退以

來首次出現年度跌幅，而 2020 年首季 GDP 更衰退 8.9％，

為 1960 年代以來表現最差季度。港府已預測今年香港經濟

的實質成長率將介於負 1.5%至正 0.5%。 

    香港貿易發展局 2020 年 6 月 16 日發表香港出口的預

測，由原先預計的收縮 2%，改為收縮 10%，香港出口將創

10 年來新低紀錄。港府 2020 年 2 月 26 日公布新一年度財政

預算案指出，在外圍經濟、「反送中」運動及肺炎疫情延燒等

多重打擊下，稅收減少，預計明年財政赤字達 1,391 億港元，

除創歷來新高，亦突破赤字占 GDP3%之國際標準。 

    隨著經濟情況惡化，勞工市場亦逐步轉弱。2020 年初肺

炎疫情擴大，香港經濟活動進一步受到嚴重打擊，據港府統

計處 2020 年 6 月 16 日公布最新失業率，顯示香港失業率為

5.9%，創下 15 年來新高，就業不足率亦顯著上升至百分之

3.5，接近 17 年來的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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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香港的經濟自 2019 年下半年出現負成長，港府自

2019 年 8 月陸續公布四輪支援企業和個人的措施，共涉及超

過 330 億港元。2020 年為因應肺炎帶來的衝擊，成立總額

300 億元的防疫基金，推出多項紓困措施，成效待觀察。 

    國際評比機構持續就香港對中國大陸經濟高度依賴且

緊密聯繫提出警示，多次調降香港評比（中共介入干預香港經濟，

請參閱附件一、爭議事件表 3、11）。另港府財政司司長向立法會所提

預算案說明指出，香港經濟發展除面臨環球經濟疲弱的困境，

更受到美國與中國大陸關係的影響。在中共訂定「港區國安

法」後，美國宣布因為香港已不再擁有高度自治，因此研擬

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待遇。 

    雖然美國可能採取的具體措施尚未公布，但是中共與港

府隨後相繼重申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非由個別國家單方

面給予，而是被世界貿易組織確定的，更稱對美國可能採取

的各種經濟制裁已「做好充足準備」，隨時準備回擊。美國與

中共的對抗，已引發國際對香港經濟發展的疑慮，並關注對

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影響。 

 

三、中共介入損害新聞、教育自主與司法獨立性 

    香港記者協會在 2019 年 7 月 7 日發布「2019 年度言論

自由報告」指，習近平 2017 年訪港所提「紅線說」（港人勿觸

碰中央底線，包括危害國家主權安全、挑戰中央和基本法權威、利用香港對中國

大陸滲透破壞），正侵蝕港人新聞與言論自由。結果，過去一年

來，「紅線」不斷出現在香港社會新聞、教育、司法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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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臺向以英國國家廣播電臺（BBC）的獨立自主作為

楷模，但是過去一年，卻持續受到中共官方與官媒的批評，

包括香港電臺記者在訪問世界衛生組織高級顧問時提問臺

灣的會員身分問題，違反「一個中國」原則，要電臺嚴處；

港臺時事評論節目諷刺中共、港府和警察對於「反送中」的

處置，結果該等節目被迫停播。 

    中共更將與美國的對抗戰線延長至香港新聞領域中。中

共 2020 年 3 月 17 日宣布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及華盛頓郵

報等機構的美籍記者 10 天內交還記者證，並禁止在中國大

陸、香港及澳門採訪。香港立法會議員指出，港府按基本法

擁有出入境管制權，外國記者工作簽證由港府簽發，北京代

港府禁止外媒記者在港採訪，明顯僭越權限，如同公開宣布

「一國兩制」已死，勢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請參閱附件

一，爭議事件表 9）。 

    無國界記者組織公布的世界新聞自由度調查中，香港排

名從 2019 年再下跌 7 位至 80 位，被歸入「問題顯著」類別。

香港記者協會 2020 年 6 月 18 日發表新聞從業人員對中共訂

定「港區國安法」的意見調查報告，結果發現 98%的成員反

對中共訂定「港區國安法」，超過 9 成人擔心人身安全受威

脅；87%認為立法將嚴重影響新聞自由，98%認為立法後，

自我審查會更嚴重，79%表示立法後，媒體會減少對「港獨」、

「臺獨」、新疆等較敏感議題的報導。香港輿論普遍憂慮香

港新聞獨立自主的空間恐將縮窄。 

    中共官方與官媒的批評也指向香港教育界。新華社與環

球時報等官媒持續指責香港亂象，是香港青年國民教育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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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愛國意識不足的惡果，催促港府應立即改進。當警方圍

堵中文大學與理工大學，甚至造成人道危機時，中共機構與

官媒仍大力批判大專院校學生參與「反送中」有外部勢力介

入因素，而未思學生的訴求與解決之道。繼之，中共外交部

駐港特派員公署及官媒等又攻訐中學文憑考試歷史試題不

妥，強要港府取消試題，嚴懲試務相關人員。港府也配合取

消該試題，並通函各校表示，校內教師與學生不得對政治議

題表態，近期又規定教師進修時必須包含 30 小時的「國家及

國際教育發展」、「教師的角色、價值及操守」等課程。中共

全國人大常委會 5 月 22 日公布的有關「港區國安法」的決

定中，也要求香港特首必須定期報告推廣國家安全教育的進

度。 

    中共蠻橫干預香港教育，已產生不良影響。根據香港教

育專業人員協會 2020 年 6 月 16 日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近

6 成的受訪教師表示，為免招惹麻煩，會自覺的避免參加合

法集會或遊行，91.8%的教師表示，對香港教育發展的信心為

負面。 

    香港輿論指出，中共駐港機構與官媒對香港教育的評論

與指導，已違反香港基本法第 22 條規定「中央」各部門不得

干預香港自行管理的事務，以及第 137 條規定香港院校擁有

自主性及學術自由。另中共對大學院校行政與教師層級的滲

透、對中小學教師和教材的指示，以及港府教育單位的配合，

令人憂慮香港教育自主性與學術自由能否維續（請參閱附件一、

爭議事件表 8）。 

    中共的「紅線」也出現在香港司法獨立性上。路透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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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4 日刊載香港 3 位匿名資深法官專訪，指香港的司

法獨立正受到來自中共的攻擊；擔憂北京侵蝕香港司法權，

如以隱晦方式干預法官人選、更頻密地釋法等，以推動其政

治議程。在實務上，我們也觀察到 2019 年 11 月 18 日香港

高等法院裁定，港府引用「緊急法」在危害公安情況下訂立

規例，不符基本法，且「禁止蒙面法」對基本權利之限制超

乎合理，裁定違憲。香港法院此舉無疑彰顯其司法獨立性，

惟「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港澳辦、中聯辦強烈抨擊，

稱香港法律是否符合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

出判斷和決定。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在 2020 年 4 月 9 日判

決港府未違憲，引發香港法律界與輿論批評中共干預香港司

法獨立（請參閱附件一、爭議事件表 6）。 

    近期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6 月 20 日對於「港區國安法草

案」的說明中規定，由香港特首委任國安案件的法官，以及

中共對於國安案件保有管轄權等，更引發香港司法獨立和終

審權受損的疑慮（請參閱附件一、爭議事件表 12）。 

 

四、國際重新評估對香港的特殊待遇與營商環境 

    近年來，中共片面改變對「一國兩制」的詮釋，加強對

香港的箝制，已導致香港情勢快速變化，引發國際重新思考

將香港視為有別於中國大陸的特殊待遇，進而強烈衝擊香港

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國際對香港的投資信心。 

    「反送中」抗爭引發國際社會持續發表聲明關切，也促

使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及「香港保護法案」，建

立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陸港官員機制，以及考慮調整對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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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人群監視和鎮暴用設備等。 

    中共自行訂立「港區國安法」又再度引發國際社會批評

中共違反對「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國際承諾。美國國務

卿宣布香港已無法維持高度自治，總統川普也稱將研擬取消

香港的特殊待遇，全面檢討引渡及對港輸出高科技產品，停

止關稅優惠、更新旅遊警示指美國公民在港可能受到監控，

以及將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陸港官員。美國司法部在 6 月

17 日表示，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建議聯邦傳播委員會否決

太平洋光纜的美國與香港間海底電纜啟用計畫，並建議改

連接臺灣、菲律賓。美國參議院 6 月 25 日通過「香港自

治法」，授權美國政府以金融等手段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

中共官員及企業。 

    英國首相也宣布放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持有人的居

留英國期限。歐洲議會以 565 票大比數通過維護香港高度自

治動議，反對中共制訂「港區國安法」，促歐盟國家提供「逃

生門」機制給受打壓之港人。 

    中共對香港「一國兩制」的片面作為，以及要脅匯豐、

渣打等公司表態支持「港區國安法」，也引發國際對香港營商

環境的疑慮。國際貨幣基金 2019 年 10 月 15 日發布的 2019

年世界經濟展望秋季報告，將香港經濟成長率下調至 0.3％，

為亞洲四小龍之末。美國傳統基金會在今年 3 月發布的調查

結果，香港喪失過去連續 25 年被評比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地位。報告指香港政治、社會動盪削弱營商聲譽、安全問題

提高、陸港日益融合風險增。英國智庫 Z/Yen 於 2020 年 3 月

26 日發布「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排名由前期的第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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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第 6 位。瑞士若桑管理學院「2020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香港也自全球第 2 位降至第 5 位。 

    國際商會香港分會 2020 年 6 月 22 日發表對「港區國安

法」意見書，直指中共做法令人震驚，批評立法不清晰，令

外國投資者恐懼和失去信心。香港美國商會在「反送中」期

間對會員的調查發現，有近 6 成的成員考慮撤離香港，而對

於中共訂定「港區國安法」也有 60%的成員表示該法將損害

他們在香港的企業營運，48%的成員對香港中長期營商環境

感到悲觀。 

    面對國際關切香港情勢，中共一貫以干預內政回應外，

更針對美國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提出反制措施，拒

絕美軍艦訪港、禁止遭驅離的美國記者赴港採訪、點名美國

國家民主基金會資助香港「顏色革命」，以及拒絕關切香港的

國際人士入境香港，但也引來中共緊縮「一國兩制」自由空

間，衝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批評與疑慮（請參閱附件一、

爭議事件表 4、7、9）。 

 

五、中共強力推動陸港融合，陸港間矛盾卻持續惡化 

    習近平在香港「反送中」抗爭期間，於 11 月 14 日提出

「三個嚴重」、「三個堅定支持」及「三個決心堅定不移」，凸

顯國家主權、安全與利益發展的「底線思維」為其對港政策

的主軸，但同時仍然繼續推動經濟惠港融合政策，並藉肺炎

疫情形塑陸港共同抗疫形象，企圖消解港人不滿情緒。 

    中共於 2019 年 11 月 6 日在北京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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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會中提出惠港 16 條措施，包括便利香

港居民在大灣區城市購屋、探索建立跨境理財機制，及支持

產業合作發展與生活便利措施。試圖以推進融合力抗香港社

會漸興起之分離主義，並以經濟民生轉移港人對政治不滿，

惟短時間內恐難有實質成效。 

    2020 年年初，因為肺炎疫情擴散，陸港封閉關口。但中

共與港府聯手藉民生供給與賑濟營造陸港同舟共濟氛圍，企

消弭陸港社會因「反送中」及疫情高漲之對立與仇視感。包

括廣東省宣布「港澳不封城，供應有保障」、港澳辦大力調輸

1,700 萬片口罩送港、香港各界透過中聯辦向陸捐款逾 10 億

元（人民幣），以及中聯辦主任要求陸資企業做好食品及日用品

市場供應正常，並全力支持港府防疫工作。 

  但是，中共對香港的管控並未放鬆。中共於今年年初陸

續更換港澳辦與香港中聯辦主任，並讓港澳中聯辦主任分任

港澳辦副主任，釐清隸屬關係；又將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

小組升級為領導小組，以利強化對港管控。另據路透社報導，

中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深圳召開會議，要求

百餘家國企在香港加強投資，不僅要持有股份，還要控制企

業並擁有決策權，以協助平息香港的社會不穩亂局。但是這

種帶有政治目的投資行動，引發學者擔憂傷害香港自由經濟

制度，窒礙外資在港投資意欲（請參閱附件一、爭議事件表 3）。 

    中共除了干預香港的經濟，對於駐港解放軍角色的運用

也令各界高度關切。香港移交之初，為消除港人對解放軍在

「六四事件」的殘暴印象，嚴格要求駐港解放軍減少出現在

港人視野中，換防都在深夜中進行，令駐港解放軍曾經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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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調中獲得港人頗高評價。但在「反送中」期間，中共國

防部於 7 月 24 日、11 月 28 日、12 月 26 日援引駐軍法，暗

示解放軍可應港府要求介入維護秩序；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

員陳道祥 7 月 31 日強調不能容忍極端暴力事件；加以中共

高調釋放駐港解放軍密集演習，且以鎮壓香港動亂為操練對

象的影片，令解放軍是否入城，「港版六四」是否出現，成為

香港本地與國際關切的焦點。解放軍欲扮演積極「止暴制亂」

角色，導致港人的高度疑慮與不安（請參閱附件一，爭議事件表 2、

5）。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公布的民調結

果，港人對「香港人」身份的認同感達 8.6 分，創去年來的

新高；「中國人」身份認同感，則只有 5.7 分，創 1997 年 8 月

以來新低。另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在 5 月底

的調查發現，雖然有 52.3%的受訪者同意香港有責任防範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不同意的有 20.2%），但有 63%的港人

擔憂「港區國安法」會侵害香港的公民權利和自由（27%認為不

會），64%的港人認為該法會破壞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11%認為有助鞏固地位，21%認為無影響），64%的港人認為立法破壞

「一國兩制」（8.7%認為有助鞏固，24%認為無影響），64%的港人認

為「港區國安法」會激化反送中運動（20%認為有助於制止，12%認

為無影響）。 

 

六、因應香港變局，提供協助與關懷，並密切評估應處 

    臺灣與香港在過去一年的人流、經貿往來，受到香港情

勢、肺炎疫情、國際環境等多重因素影響，不若以往熱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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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臺港貿易總額近 413.95 億美元，較前一年同期減少

3.7%。我對港投資金額約 4.6 億美元；香港在臺投資金額約

6.5 億美元。我為香港第 3 大貿易夥伴，香港為我第 4 大貿

易夥伴。 

    2019 年客運定期航班實際往返架次為 39,750 架次，較

前一年減少約 5%；總載客人數超過 810 萬人次，較前一年

減少約 5%。臺灣赴港旅客人數約 153.9 萬人次，香港旅客訪

臺約 160萬人次。來臺就讀臺灣大學院校的港澳生 10,677人，

其中香港 6,824 人，占僑生及港澳生來臺就學人數第 2 名。 

    據內政部移民署 2020 年 5 月的統計資料顯示，2019 年

全年香港居民取得臺灣居留許可的人數達 5,858 人，較 2018

年全年總數的 4,148 人多，也創下新高紀錄；直至 2020 年前

3 月居留人數仍較去年同月份增加。經濟部投資審查委員會

2019 年 11 月 6 日也表示，申請投資移民臺灣的港人，較 2018

年同期增加近一倍。輿論分析申請來臺定居、投資移民的港

人增加應與近年香港局勢動盪有關。 

    香港情勢也影響我在港國人的安危。去年 11 月中旬，香

港「反送中」抗爭期間，警方圍堵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政

府相關單位於 11 月 14 日至 20 日，陸續協助中文大學等校

680 名臺灣學生平安返臺。有臺灣高中生在理工大學衝突中

被捕，我駐處人員陪同家屬探視學生，並提供法律支援助其

獲釋。 

    過去的一年，臺港官方互動持續受到兩岸關係以及港府

封閉保守心態等因素影響而趨緩。包括港府遲不核發我香港

辦事處處長的工作簽證、片面推遲臺港策進會及協進會的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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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會議、秘書長工作會議等。雙方現係透過臺港策協兩會及

互設之辦事處工作階層溝通，維繫臺港官方互動。鑒於維持

臺港人民各項直接往來，保障人民交流權益，是我方一貫政

策立場；今後政府仍會續在既有基礎上，推動相關工作。 

    民主自由與人權法治為臺港人民共同追求的普世價值，

我朝野都非常關注並支持香港居民的民主訴求。為因應中共

執意推動「港區國安法」致香港變局，陸委會已依總統及行

政院院長指示，規劃並公布「香港人道援助關懷行動專案」，

並於策進會下設「臺港服務交流辦公室」（7 月 1 日正式營運），

提供港人來臺就學、就業、投資創業、移民定居，以及跨國

企業、國際法人團體來臺等專案諮詢與協處服務；同時也在

兼顧國家安全前提下，依據既有法律規範及公私協力的方式，

務實處理港人人道援助及關懷事宜。另亦將密切審酌香港情

勢變化、適時因應，以維我國家安全與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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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件 

一、爭議事件 

香港移交 23 週年爭議事件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總計 12 件（自 1997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上旬累計共 249 件）。 

項 次 時      間 紀 事 要 點 資 料 來 源 

1.   

2019.7.26 

 

 

 

 

2019.7.30 

 

 

2019.7.30 

中共公安強迫港人不再遊行 

港人因手機內「反送中」抗爭照片遭中共邊境人

員盤查：多名港人於羅湖過關時因穿黑衣被公安

截查，檢查手機時看見參與「反送中」遊行相片，

即將渠等移交至公安局審查，扣留 6小時至凌晨，

書寫悔過書承諾不再遊行，方准離開。 

中共人員拒絕說明：羅湖邊檢部門人員表示，有

權要求檢查被懷疑者的手機，但沒有證實上述細

節。 

立法會議員批評踐踏「一國兩制」：立法會保安

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認為這種行為是踐踏

「一國兩制」，香港發生的事應由香港司法制度

處理，中國大陸公安要求港人承諾放棄在香港遊

行示威的自由，是相當嚴重的事。 

 

立場新聞 

2019.7.31 

 

 

 

明報 

2019.8.1 

 

明報 

2019.8.1 

2.   

2019.8.1 

 

 

 

 

2019.8.13 

 

 

 

 

2019.8.29 

 

 

 

 

 

駐港解放軍在港動向引發關切 

駐港部隊操練鎮壓香港：駐港解放軍司令員陳道

祥在建軍 92 周年活動致詞表示，強烈譴責近期

反送中抗爭嚴重觸碰「一國兩制」底線，絕對不

能容忍。同日駐港部隊發布宣傳短片，駐軍以廣

東話向示威者示警「後果自負」。 

美國呼籲冷靜合作：美國總統川普表示由情報得

知，中國大陸正調動部隊至香港邊界，他呼籲每

個人都應該冷靜，並保持安全。翌日他強調，中

方如果想和美國達成貿易協定，需要先以人道方

式和香港合作解決問題。 

駐港部隊高調宣傳換防：不同於過去輪換完畢後

才報導的方式，新華社在輪換進行期間的 29 日

凌晨就發布快訊報導，中央電視臺也發布相關畫

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林和立

指出，中共故意公布消息，就是要警告香港反送

中的抗爭者。 

 

香港 01 

2019.8.1 

 

 

 

香港蘋果日報 

2019.8.14 

 

 

 

中央廣播電臺 

201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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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3 

 

 

2019.11.28 

 

 

 

 

 

2019.12.24 

 

 

 

 

2019.12.30 

駐港部隊進行鎮暴操演：路透社報導，位於理工

大學旁的解放軍軍營內，駐港部隊身穿防暴裝備

進行演習。 

國防部稱駐港部隊隨時履行止暴制亂任務：中共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於記者會上，答覆記者

詢問駐港解放軍是否會在香港採取措施止暴制

亂時表示，駐港部隊隨時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

的指揮。有決心、有信心、有能力履行好基本法

和駐軍法賦予的職責使命 

駐港部隊周內連發兩則演習訊息：駐港部隊於 12

月 24 日、29 日發布駐軍在南海進行實戰對抗

訓練，以及三軍聯合訓練影片。中國大陸中

央電視臺報道指出，此次演練持續時間長、

投入兵力多、訓練內容更加貼近實戰。  

駐港部隊舉動被指向港釋訊號：傳媒報導指出，

駐港解放軍罕見連續演習，並高調宣傳，其意在

向香港釋放警告訊息。 

立場新聞 

2019.11.28 

 

星島日報 

2019.11.28 

 

 

 

 

香港 01 

2019.12.30 

 

 

 

中國時報 

2019.12.30 

3.   

2019.9.13 

中共指示國企介入香港經濟 

國企被要求取得控制權：路透社報導，中共國務

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深圳召開會議，要

求百餘家國企在香港加強投資，而且不是簡單地

持有股份，還要控制企業並擁有決策權，以協助

平息香港最近的社會不穩局面。 

港府承認參與會議：港府財政司長陳茂波承認曾

與國資委及國企代表見面，但強調無討論國企在

港領導地位問題。 

學者憂過度控制損港經濟：經濟學者關焯照稱，

中共過度控制企業的運作及管理，會傷害香港經

濟制度，窒礙外資在港投資意欲，對香港無好處。 

 

法國廣播電臺 

2019.9.13 

 

 

 

明報 

2019.9.14 

 

明報 

2019.9.14 

4.   

2019.9.26 

 

 

 

 

 

 

 

 

 

美國學者國會聽證遭香港拒絕入境 

 美國學者首次遭拒絕入境：著有「反對霸權：

香港在中國下反抗」一書的美國學者 Dan 

Garrett 於 Twitter 發文表示，抵達香港後，

被當局依「未具體說明的入境檢查理由」拒絕

入境。他表示，這是自己到香港旅行和居住 20

年來首次面臨這種對待。他認為，港府是出於

「政治動機」拒絕他入境。 

 香港政黨指與學者國會聽證有關：香港眾志發

言人認為，此舉明顯與他於 9 月 17 日和黃之

鋒、何韻詩等人在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

委員會」（CECC）聽證會上作證，支持港人反

對修訂「逃犯條例」有關。 

 港府回覆不評論個案：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

國委員會（CECC）發言人表示，Dan Garrett乘

 

中央廣播電

臺、明報 

2019.9.28 

 

 

 

 

明報 

201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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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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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返美時，其護照被標籤（flagged）。港府

入境處回覆查詢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在處

理每宗入境個案時，均會依據法律和既定入境

政策，考慮個別個案情況後，作出批准或拒絕

入境的決定。 

5.   

2019.11.16 

 

 

 

 

 

 

 

 

 

 

 

 

 

2019.11.17 

駐港解放軍違反駐軍法引爭議 

 駐軍自行掃街：媒體報導駐港解放軍軍人沿

路清理「反送中」示威者設下的磚頭、鐵柵欄

等路障。現場記者詢問：清除路障是否獲有關

方面批准？沒有得到答覆。 

 議員聯合聲明質疑違反駐軍法：泛民立法會

議員發表聯合聲明，要求港府交代是否按駐

軍法向「中央」政府請求駐軍協助，倘無，駐

軍即已違反基本法第 14條及駐軍法。聲明並

質疑中共欲企圖逐漸將解放軍在香港的行動

合理化，達到「溫水煮蛙」的效果。 

 中共官媒稱駐軍有權自行決定：人民日報旗

下環球時報引述「權威專家」稱，駐港部隊出

軍營外活動僅需本單位批准，並不需要上升

到更高層面，外界無須過度解讀。 

 港府表示未提情求：港府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駐港部隊這次

是應邀參與的一項公益活動，並不涉及基本

法第 14條，不涉及特區政府請求駐港部隊協

助救助災害。 

 美國議員擔憂中共對港武力升級：美國聯邦

參議員 Josh Hawley 表示，解放軍出現在香

港街頭意謂情勢發展不佳，質疑「北京準備讓

事態進一步升級？」另一名參議員 Rick 

Scott指出，此舉是中共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升

級行動，也是接下來任何事態變化的「可能線

索」，他更呼籲北京應小心考慮下一步，因為

全世界都在看。 

 

中央社 

2019.11.16 

 

 

法國廣播電臺 

2019.11.16 

 

 

 

 

環球時報 

2019.11.16 

 

 

香港經濟日報 

2019.11.18 

 

 

 

中國時報 

2019.11.17 

6.   

2019.11.18 

 

 

 

 

 

2019.11.19 

 

 

 

中共侵害香港司法獨立 

香港法院裁定港府引用「緊急法」訂立「反蒙面

法」違反基本法：香港高等法院裁決，「禁止蒙

面規例」（下稱反蒙面法）的立法過程，亦即透

過「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下稱緊急法）賦權行

政長官同行政會議，在任何危害公共安全的情況

時訂立規例違憲。 

全國人大常委會指香港法院無裁定違憲權：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發言人臧鐵偉指出，

香港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

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

 

明報 

2019.11.19 

 

 

 

 

立場新聞 

2019.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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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9 

 

 

2020.4.13 

 

 

 

2020.4.15 

出判斷和決定。 

港澳辦指香港法院要與港府共同承擔止暴制亂

的責任：中共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楊光表示，香

港高等法院的判決，公然挑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權威和法律賦予行政長官的管治權力。希望港府

和司法機關共同承擔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責

任。 

香港法律界聲明不得侵害香港司法獨立：香港大

律師公會發表聲明強調，任何言論主張香港法院

不能裁定法律條文是否違反基本法是限制香港

法院一向享有的獨立司法權亦違反基本法，並破

壞基本法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香

港大法律學院教授陳文敏認為，案件仍在法院處

理當中，法工委任何說法都會予人向法院施壓的

感覺，違反香港司法獨立，形容「絕不理想」。 

高院上訴庭判決未違反基本法：經港府上訴，高

院上訴庭裁定律政司引用緊急法訂定反蒙面法

並未違憲。 

輿論批評中共干預司法獨立：港澳辦指高院上訴

庭判決，讓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以及止暴制亂」。

香港法律界認為反蒙面法的司法程序未完，港澳

辦、中聯辦發聲等同施壓，衝擊香港司法獨立。 

法界憂司法獨立的存廢：路透社訪問多名香港資

深法官，認為中共正為香港法治帶來 1997 年以

來最沉重的威脅。其中三名最資深法官，他們憂

慮作為香港自由支柱的司法獨立正在為生存而

戰。路透社亦訪問了香港數以十計法官、律師及

外交人員，認為北京對香港司法系統的打擊是多

方面。其中有法官及律師指有跡象顯示，北京正

嘗試限制香港法庭審理憲制事宜權力。 

 

新華社 

2019.11.19 

 

 

 

 

大律師公會新

聞稿 

2019.11.19、

明報 

2019.11.20 

 

 

 

星島日報 

2020.4.9 

 

成報 

2020.4.15 

 

 

香港蘋果日報 

2020.4.15 

 

7.   

2020.1.12 

 

 

 

 

 

 

2020.1.13 

 

 

 

 

 

美國人權組織成員遭拒絕入境 

發表中國大陸人權報告遭拒絕入境：美國人權組

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執行長

Kenneth Roth擬於香港舉行記者會，發表中國人

權問題的報告，但遭拒絕入境。入境人員沒有具

體說明拒絕入境的原因。「人權觀察」發聲明稱，

羅斯曾多次訪港，這是首次遭拒絕入境，反映北

京正在收緊香港一國兩制下的自由。 

中國大陸承認蓄意制裁：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允許或不允許誰入

境，是中國大陸的主權。他指出，有關的非政府

組織通過各種方式煽動「港獨」分裂活動，對當

前香港的亂局負有重大責任。這些組織理應受到

制裁，也必須付出應有的代價。 

 

明報 

2020.1.13 

 

 

 

 

 

立場新聞 

20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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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稱北京藉事件警告國際：香港中文大學社會

學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表

示，事件屬北京制裁美方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

法案」的措施之一，美國去年通過該法後，中國

大陸外交部即宣布實施制裁 5個非政府組織，包

括「人權觀察」在內。劉兆佳指中方藉此向外國

組織及香港反對派發出警告。 

香港 01 

2020.1.14 

8.   

2019.8.29 

 

 

 

 

2020.2.28 

 

 

 

 

 

2020.5.14 

 

 

 

 

 

 

 

 

 

 

 

2020.5.19 

中共干預香港教育 

官媒歸究教育導致亂象：新華社專文指出，香港

亂象是香港青年國民教育缺失的惡果，批評香港

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及所屬教師成員藉通識課程

對青年「洗腦」，要港府嚴審教材與提升教師的國

家觀念。環球時報刊登相同基調的評論文章。 

高教界哀學術自由黑暗的一年：香港學術團體

「高教公民」發表「2019學術自由報告」指出，

「2019 年是香港學術自由黑暗的一年」。報告表

示，中國大陸採取間接隱密的影響力機制，在保

持原來「一國兩制」、「半民主自治政體」的外殼

下，逐步滲透強化對高教界的專制操控。 

中共官方與官媒指責香港教育中毒至深：外交部

駐香港特派員公署 14 日於臉書批評香港中學文

憑試（DSE）歷史科一條涉及中日關係試題不妥，

引用特首的話指香港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

新華社 15日評論文章指出，香港尚未建立與「一

國兩制」制度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特區政府必

須痛下決心，撥亂反正。人民日報 16日刊載「香

港教育需要『刮骨療毒』」為題的評論文章，批

評試題「荒謬」，證明香港教育界「中毒至深」。

中央廣播電視臺推出記錄片「另一個香港」，點名

批評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指其在「反送中」

示威中煽動學生示威。 

香港教育界憂心教育自主性受損：中學校長會總

幹事、前主席黃謂儒擔憂，以後試卷擬題工作、

學術討論空間收窄。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校長戴德

正認為，此事「政治感覺凌駕專業，政治思考多

過專業思考」，明顯是政治干預。教育界立法會

議員葉建源認為，香港教育制度正受到中國大陸

有系統的攻擊。 

 

新華網、環球

時報 

2019.8.29 

 

 

立場新聞 

2020.2.28 

 

 

 

 

明報、成報 

2020.5.20 

 

 

 

 

 

 

 

 

 

 

眾新聞 

2020.5.20 

9.   

2020.3.17 

 

 

 

2020.3.18 

中共干預香港新聞自由 

中共驅逐外籍記者並禁止在港澳工作：中共外交

部宣布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及華盛頓郵報等機

構的美籍記者 10 天內交還記者證，並禁止在中

國大陸採訪，此禁令包括香港及澳門。 

議員憂慮「一國兩制」受損：立法會朱凱廸議員

 

大公報 

2020.3.18 

 

 

香港蘋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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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為，港府按基本法擁有出入境管制權，外國記

者工作簽證由港府簽發，北京代港府禁止外媒記

者在港採訪，明顯僭越權限。毛孟靜議員批評「中

央」完全不避嫌下令，如同公開宣布「一國兩制」

已死。涂謹申議員指，北京做法將香港「攬炒」，

勢影響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又質疑外交部是

否有權禁止外媒赴港工作。公民黨黨魁楊岳橋質

疑北京的做法超越「一國兩制」底線。 

記者組織擔憂新聞自由受損：香港外國記者會與

香港記者協會各發聲明稱外籍記者在香港的工

作簽證，由香港入境處獨立審批，若制度有改變，

將嚴重侵蝕「一國兩制」。 

中共稱事屬外交事務：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指，禁

止記者在港澳工作屬北京對外交事務的職權範

圍，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指，今次措施是依據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享有外交事權。 

港府未回應外交事務標準：港府表示，指香港享

有新聞自由，入境處會因應情況按香港法律及入

境政策處理，惟未回應記者詢問如何執行禁令，

以及何以記者工作變成外交事務。 

國際關切香港新聞自由：英國國會議員致英國外

相聯署信，表示深切關注事件，批評北京做法嚴

重違反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敦促英方以

最清晰有力態度提出反對。美國國務卿表示，對

北京做法感到遺憾，希望北京重新考慮。美國國

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批評北京驅逐記者並

禁止他們在港工作，進一步侵蝕香港的自治。 

報、明報 

2020.3.19 

 

 

 

 

 

 

成報 

2020.3.19、 

 

 

文匯報 

2020.3.19 

 

 

信報 

2020.3.19 

 

 

香港蘋果日

報、明報 

2020.3.19 

10.   

2020.4.13 

 

 

 

 

2020.4.14 

 

 

 

2020.4.17 

 

 

 

2020.4.18 

 

 

中共片面表示不受基本法規範 

中共發言評論香港自治事務：中共國務院港澳辦

和香港中聯辨各自發稿，就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未選出正副主席乙事，批評主席及部分委員的

行為無異「政治攬炒」，有違宣誓誓言，構成公

職人員行爲失當。 

輿論批評中共違反基本法：泛民立法會議員召開

記者會表示，「兩辦」評論香港內部事務，已違反

基本法第 22條，踐踏「一國兩制」。香港大律師

公會發表聲明促請「兩辦」「保持克制」。 

中聯辦稱非 22 條所指部門：中聯辦發言人

表示，「兩辦」非基本法第 22 條所指中央

政府所屬各部門，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就

涉港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並表明嚴正態度。 

港府修稿配合中共基調：港府於 6 小時內連發 3

版新聞稿，修正對中聯辦定位說法，由首篇的「中

聯辦是中央政府根據基本法第 22 條第 2 款設立

 

文匯報 

2020.4.14 

 

 

 

明報 

2020.4.15 

 

 

香港 01 

2020.4.17 

 

 

成報、明報 

202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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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9 

 

 

 

2020.5.1 

的三個機構之一」，最終修正為中聯辦不是基本

法第 22 條所指「中央各部門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設立的機構」。 

泛民議員批評中共扭曲基本法：泛民主派 22 名

立法會議員發表聯合聲明，批評中聯辦為合理化

其有權干預香港內部事務，扭曲基本法；港府則

「盲目附和中聯辦指鹿為馬的立場」。 

港府斥外國指「兩辦」干預是無知：港府重申任

何人把「兩辦」的正當言論說成是干預，只會顯

示出他們對香港的憲制秩序，以及特區與「中央」

的關係的無知。 

 

 

 

msn新聞 

2020.4.20 

 

 

港府新聞公報 

2020.5.1 

11.   

2020.5.2 

 

 

 

 

 

 

 

2020.5.5 

中共干預香港民生消費 

中共指稱「黃色經濟圈」為「政治覽炒」：香港

中聯辦發言人指出，反對派政客為在立法會選舉

中「多撈席位」，罔顧自由市場，炒作「黃色經

濟圈」，人為製造社會撕裂，不擇手段滋擾、破

壞無辜商戶，是政治綁架經濟的「政治攬炒」。 

輿論指中聯辦違反基本法：立法會議員胡志偉、

陳淑莊，學者戴耀廷等指出，中聯辦干預香港內

部的消費行為，違反基本法。 

港人以行動支持「黃色經濟圈」：傳媒報導指出，

4月 30日至 5月 3日的勞動節假期，共有超過 40

萬的消費者到「黃色經濟圈」消費，創造超過 1

億港幣的營業額。 

 

中聯辦新聞稿 

2020.5.2 

 

 

 

成報 

2020.5.3 

 

中央社 

2020.5.5 

12.   

2020.5.28 

 

 

 

 

 

 

 

 

 

2020.5.29 

 

 

 

 

 

 

 

2020.6.3 

中共損害香港自治權與立法權 

中共自行訂立港區國安法：全國人大會議 5月 28

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的決定」，授權人大常委會制定具體法律及執行

機制。 

泛民斥責判「一國兩制」死刑：民主派會議召集

人陳淑莊表示，立法是判「一國兩制」死刑、正

式落實「一國一制」，並指出多國近日表達關注及

憂慮，令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聲譽受損，侵蝕香

港民主、自由及人權。 

國際關切香港情勢發展： 

1. 美國、英國、澳洲及加拿大發表聯合聲明，表

示該法恐破壞「一國兩制」、提高香港政治犯

罪遭起訴機率，並加劇社會分歧。 

2. 美國總統宣布，中國大陸已將香港變為「一國

一制」，美國因此將撤銷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

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並制裁扼殺香港自由的

陸港官員。 

3. 英國首相宣布讓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新華社 

2020.5.28 

 

 

 

明報 

2020.5.28 

 

 

 

中央社 

2020.5.29 

 

 

明報 

2020.5.29 

 

 

立場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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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6.10 

 

 

2020.6.16 

 

 

 

2020.6.17 

 

 

 

 

 

2020.6.20 

 

 

2020.6.22 

(BNO) 的港人延長居留時間，從而獲得進一

步的移民權利。 

4. 歐盟外長強調，「港區國安法」將破壞「一國

兩制」與高度自治，北京有必要緩和局勢，尊

重基本法定明的國際承諾。 

5. 來自全球超過 86 個公民社會組織聯屬致函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栗戰

書，指出擬議的香港版國家安全法是對人權

的毀滅性打擊，應予放棄。 

6.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外長發表聯合聲明，指

中國大陸決定推出港版國安法，與香港基本

法及「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並非一致，將會

嚴重損害「一國兩制」原則和香港的高度自治

地位，同時亦會破壞長年為香港帶來繁榮的

制度，要求中國大陸重新考慮有關決定。 

7. 歐洲議會通過譴責中共制訂「港區國安法」的

動議，建議當香港情況惡化時，提供接收港人

的「逃生門」。 

8. 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及歐洲理事會主席與習

近平、李克強舉行視訊峰會，會後表示，若中

國大陸在香港實施國安法，可能會造成「非常

負面」後果。 

2020.6.3、 

 

香港 01 

2020.6.10 

 

立場新聞 

2020.6.17 

 

 

香港 01 

2020.6.18 

 

 

 

 

眾新聞 

2020.6.20 

 

聯合報 

2020.6.23 

 

 

  



25 
 

二、香港移交 23 週年大事紀  

                                                      2019.7~2020.6 

時 間 事 件 

2019.7.1 民間人權陣線連續第 22 年發起「七一遊行」，主辦單位估計達 55

萬人參與，創歷年「七一遊行」新高。同晚發生警民衝突，示威

者占領香港立法會綜合大樓，警方發射催淚彈驅散。 

2019.7.7 網民發起九龍區大遊行，要求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並回應

「五大訴求」，傳媒報導逾 23 萬人參與。 

2019.7.9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形容政府修例工作已經「壽終正寢」，她用英

文重覆時用了修例「已死」的說法。 

2019.7.21  民陣第 6 次發起的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大會表示有 43

萬人參加。部分遊行人士在香港中聯辦外牆寫上訴求及投擲

墨汁水球。警察其後發射了 55 枚催淚彈、5 發橡膠子彈，和

24 發海綿彈驅散示威者，多人受傷。 

 穿著白衫人士在港鐵元朗站持械無差別襲擊途人。輿論批評

警方在市民報案後未有即時制止襲擊。 

2019.7.26 「在機場任職的市民」在香港國際機場一號客運大樓接機大堂舉

行「和你飛」集會，抗議政府未有完全撤回條例修訂。集會發起

人表示集會 1.5 萬人參加，警方指 4000 人。 

2019.8.2 逾 4 萬名公務員在晚上出席遮打花園集會。 

2019.8.3 港人發起「旺角再遊行」，大會宣布 12 萬人參與，警方指高峰時

有 2.6 萬人。部分示威者拆走海港城外五支旗桿上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旗並丟入維多利亞港。 

2019.8.5 港人響應三罷行動，其後部分示威者進行「游擊」占據和示威行

動。警方進行大規模清場行動，施發 800 枚催淚彈、140 枚橡膠

子彈及 20 發海綿彈驅散。 

2019.8.13 港人響應機場集會，阻止旅客進入禁區。中國大陸環球時報記者

付國豪遭到包圍。 

2019.8.14 機場管理局向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當日得到法庭批准，下午 2

時開始執行。禁止在機場範圍內非法阻礙或干擾機場運作。 

2019.8.16 6 萬港人響應中環遮打花園「英美港盟 主權在民」集會。 

2019.8.18 民間人權陣線舉辦反修例集會，傳媒報導約 170 萬人參加。 

2019.8.23 港人發起「香港之路」活動，以手牽手組成橫跨香港各區的人鏈，

主辦單位表示有 21 萬人參加。 

2019.8.31 港人發起「召集十萬基督徒為香港罪人祈禱大遊行」與「驅魔大

集會」，爆發全港警民衝突。警方於地鐵太子站內強力制伏民眾，

引發爭議。 

2019.9.4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2019.9.28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雨傘運動 5 週年活動，20 萬人參加，主辦單位

表示五大要求還未全面落實，不會宣布運動成功，呼籲港人繼續

爭取「真普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1%E9%96%93%E4%BA%BA%E6%AC%8A%E9%99%A3%E7%B7%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4%B8%80%E5%A4%A7%E9%81%8A%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3%E4%B8%80%E5%A4%A7%E9%81%8A%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E9%A6%99%E6%B8%AF%E4%B8%83%E4%B8%80%E8%A1%9D%E7%AA%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6%9C%83%E7%B6%9C%E5%90%88%E5%A4%A7%E6%A8%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2%AC%E6%B7%9A%E5%BD%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0%A3%E7%99%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7%E6%9C%887%E6%97%A5%E9%A6%99%E6%B8%AF%E5%8F%8D%E5%B0%8D%E9%80%83%E7%8A%AF%E6%A2%9D%E4%BE%8B%E4%BF%AE%E8%A8%82%E8%8D%89%E6%A1%88%E9%81%8A%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7%E7%AB%99_(%E8%A5%BF%E9%90%B5%E7%B6%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7%E6%9C%88%E5%85%83%E6%9C%97%E8%A5%B2%E6%93%8A%E4%BA%8B%E4%BB%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5%9C%8B%E9%9A%9B%E6%A9%9F%E5%A0%B4%E4%B8%80%E8%99%9F%E5%AE%A2%E9%81%8B%E5%A4%A7%E6%A8%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AE%E6%89%93%E8%8A%B1%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8%C2%B73%E4%B9%9D%E9%BE%8D%E5%A4%A7%E9%81%8A%E8%A1%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B8%AF%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5%9C%8B%E6%9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C%8B%E5%9C%8B%E6%97%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5%A4%9A%E5%88%A9%E4%BA%9E%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2019%E5%B9%B48%E6%9C%885%E6%97%A5%E9%A6%99%E6%B8%AF%E4%B8%89%E7%BD%B7%E8%A1%8C%E5%8B%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9%9F%E7%AE%A1%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AE%E6%89%93%E8%8A%B1%E5%9C%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9%84%AD%E6%9C%88%E5%A8%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8D%E5%B0%8D%E9%80%83%E7%8A%AF%E6%A2%9D%E4%BE%8B%E4%BF%AE%E8%A8%82%E8%8D%89%E6%A1%88%E9%81%8B%E5%8B%95%E9%81%8E%E7%A8%8B_(2019%E5%B9%B49%E6%9C%88)#9%E6%9C%884%E6%97%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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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1 民間人權陣線原訂發起「沒有國慶，只有國殤」遊行，遭警方反

對。網民自行發起遊行，全港各區爆發警民衝突，一名中學生遭

鎮暴警察以實彈擊中心臟，為反送中抗爭行動中首次有人遭實彈

射擊。 

2019.10.4 港府宣布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禁止蒙面規例」，並

在翌日凌晨零時生效。 

2019.10.23  陳同佳刑滿出獄，稱自己願意前往臺灣受審。 

 港府保安局在立法會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2019.11.11 網民發起三罷行動，爆發嚴重警民衝突。警員於西灣河開槍槍擊

示威者。警方稱有人企圖搶槍，在電光火石之間無作警告開槍。 

2019.11.12 示威者與警方於中文大學暴發激烈衝突。 

2019.11.13 中文大學、浸會大學宣布學期提前結束。 

2019.11.14 港府教育局宣布，基於安全考慮，全港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特

殊學校即日起停課至 11 月 17 日。 

2019.11.16 理工大學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燃燒彈，防暴警員發射催淚彈。 

2019.11.17 理工大學警民衝突加劇，警方包圍學校。 

2019.11.18  多名泛民議員會見記者，指理工大學校園正發生「人道危機」，

呼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立即正視，避免發生嚴重後果。 

 示威者為聲援香港理工大學抗爭的人士，在九龍進行示威行

動，警方強力驅離，爆發「人踩人事件」。 

 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禁蒙面法」違憲，又指行政機關引用「緊

急法」以危害公共安全為由立法，不符合基本法規定。 

2019.11.21 警方表示，至 21 日已有約 1000 人自理工大學離開，當中約 300

人是 18 歲以下人士。 

2019.11.24 區議會選舉泛民勝選。 

2019.11.29 理大發表聲明，指警方已宣布解封校園並已將校園交還校方。 

2019.12.8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國際人權日遊行，主辦單位估計 80 萬人參與。

香港高等法院及香港終審法院先後遭縱火。 

2019.12.10 香港上訴庭拒絕港府暫緩令之申請，「禁蒙面法」正式失效。 

2019.12.11 受聘於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的 5 名國際專家發表聲明

指出，監警會權力、能力及獨立調查能力不足，無法滿足香港市

民要求，國際專家小組決定退出調查，建議另設獨立調查。 

2019.12.16 特首赴京述職，獲李克強及習近平接見並予以肯定。 

2019.12.17  香港終審法院拒絕就區諾軒及范國威選舉呈請案批出上訴許

可申請，二人因而失去立法會議員資格。 

 社福界發起罷工，約 100 人於中環愛丁堡廣場參與集會。 

2019.12.19 警方宣布凍結星火同盟的資產及拘捕當中負責的四人。 

2020.1.1 民間人權陣線發起元旦遊行，參與人數逾 103 萬。警方稱示威者

扔擲汽油彈要求提早解散，隨即進行圍捕，約 420 人遭拘。 

2020.1.4 中共國務院公布香港中聯辦人事異動，免去王志民主任職務，改

由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駱惠寧接任。 

2020.2.4 出現首宗新冠肺炎死亡個案。港府先後宣布關閉部分中國大陸邊

界口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8A%E6%80%A5%E6%83%85%E6%B3%81%E8%A6%8F%E4%BE%8B%E6%A2%9D%E4%B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1%E8%92%99%E9%9D%A2%E6%B3%95_(%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7%81%A3%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9%84%AD%E6%9C%88%E5%A8%A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90%86%E5%B7%A5%E5%A4%A7%E5%AD%B8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9%ab%98%e7%ad%89%e6%b3%95%e9%99%a2.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9%AB%98%E7%AD%89%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B5%82%E5%AF%A9%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D%A8%E7%AB%8B%E7%9B%A3%E5%AF%9F%E8%AD%A6%E6%96%B9%E8%99%95%E7%90%86%E6%8A%95%E8%A8%B4%E5%A7%94%E5%93%A1%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E7%B5%82%E5%AF%A9%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0%E8%AB%BE%E8%BB%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C%83%E5%9C%8B%E5%A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92%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7%92%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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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3 中共國務院公布港澳辦主任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兼任，另香

港、澳門中聯辦主任兼任港澳辦副主任。 

2020.2.28 香港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前民主黨主席楊森及工黨副主席

李卓人等 3 人，遭港府以涉去年「831」非法集結罪名逮捕。 

2020.4.22 中共國務院宣布，依據香港特首林鄭月娥之提名任免港府官員，

共計六大局處官員異動。 

2020.5.24 24 日千名港人參與「反惡歌法大遊行」（未提出活動申請），警民

激烈衝突再起 

2020.5.28 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 

2020.6.4  立法會通過國歌法。 

 「六四燭光晚會」因為新冠肺炎「限聚令」首度無法舉行。 

2020.6.20 全國人大常委會初審「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