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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港澳 

 

「民間人權陣線」指今年有4.8萬人參加「七一」遊行，少於去年

的51萬人。另9月28日「占中」周年，支持與反對者各自舉行活動

，但人數均不多。 

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提出「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

法3個機關之上特殊法律地位」，引發爭議。另大陸方面及港府雖

表明大陸新國安法不會在香港實施，但港人入境大陸仍有疑慮。 

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港府考慮配合「一帶一路」設立專門機構，

指香港必須放棄「積極不干預」思維，要「適度有為」引導和配

合企業發展。 

澳門特區政府宣布，所有公共部門實行緊縮財政開支措施，但不影

響各項民生福利和投資、發展計劃。 

內政部移民署修正發布「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

可辦法」，增列港澳創業家得申請來臺居留及定居。 

 

一、政治面 

◆香港「七一」遊行人數較去年少 

今年香港「七一」遊行主題包括「建設民主香港，重奪我城未來」、「梁振英

下臺、修改基本法、踢走提委會、取消功能組別」、「廢除公安條例、追究黑警責

任」等，主辦單位「民間人權陣線」公布今年有 4.8 萬人參加遊行，少於去年所

公布的 51 萬人。「民陣」召集人陳倩瑩表示，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遭否決後，沒

有迫切議題令民眾上街。香港大學教授葉兆輝認為，今年遊行參與者的種類和人

數都較以往少，係因港人在過去一年有強烈訴求，但在普選一事上仍沒有得到回

應，因而感覺疲累，遊行既難達目的，參與意願自然下降（明報，2015.7.2）。 

 

◆大陸通過「國家安全法」，港人入境大陸有疑慮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7月 1日通過「國家安全法」，條文第 11、40條稱

港澳「有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的義務」、「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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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雖然大陸「全國人大」法律工作委員會及港府都已表明，國安法不會在香港

實施，但未能釋疑。香港傳媒報導「支聯會」（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秘書李卓

人與主席何俊仁會因為「支聯會」以「推翻一黨專政」為成立宗旨，致李、何兩

人將來入境大陸時可能因違反國安法而被究責入獄。李卓人閱報後表示，願赴大

陸「試水溫」。港府律政司袁國強司長答覆記者時表示，尊重李氏個人決定，但他

不能確保李氏赴大陸不被捕，因為這不是香港官員確保的範圍（明報，2015.7.6）。 

     

◆港澳辦副主任會晤香港民主黨人 

    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等領導層共 5 人，8 月 26 日與大陸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

巍以午膳形式會面。劉慧卿主席否認「密室談判」，強調民主黨一向支持溝通，渠

在席間亦向大陸官員反映香港目前的民情，要求大陸不應偏聽及干預特區內部事

務（am730，2015.8.28）。港澳辦發言人表示，大陸中央官員與香港社會各界政團以不同

的方式會面，是正常安排（新華社，2014.8.28）。公民黨黨魁梁家傑對有關會面持正面態

度（明報，2015.8.28），港府發言人也表示，對本次會面表示歡迎（港府新聞公報，2015.8.27）。 

 

◆發動「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學生被起訴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簡稱「學聯」）及「學民思潮」等兩個學生組織於去年 9 月 26

日發動「重奪公民廣場」行動，事隔近一年後，警方於 8月 27日正式起訴 3名學生

領袖，其中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面對 2項罪名，「學聯」兩名現任及前任秘書長羅

冠聰及周永康各被控 1項罪名，渠等批評是政治檢控，代表律師質疑警方檢控時機

有政治考慮，計畫申請永久終止聆訊。3人 8月 27日在律師陪同下赴警察總部接受

警方預約起訴，數十名支持者到場聲援，部分人撐起黃傘並高叫口號（am730，2015.8.28）。 

 

◆大陸官員表示特首超然三權之上 

    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9 月 12 日出席基本法頒布 25 週年研討會，並發

表致謝辭，指出香港於移交前及移交後，皆沒有實行任何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

張曉明表示「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的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

地位，處於特別行政區權力運行的核心位置，在大陸之下，特別行政區的三權之

上起著連結的樞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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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首梁振英表示，香港是地方政府，沒有完整的行政權和立法權，不能

硬套其他國家三權分立的概念（港府新聞公報，2015.9.15）。建制派傳媒、政黨紛表贊同張

氏言論，認為有助港人理解基本法，惟自由黨指張氏言論是大陸那一套，無法認

同（明報，2015.9.14）。泛民主派 23 位立法會議員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張氏的論調徒令

港人感到不安（香港蘋果日報，201509.15）。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指出，張氏認為特首「超

然」於三權的說法難免令人解讀為「凌駕」三權之上，引起公眾焦慮，對此深感

遺憾，促請張氏與律政司司長早日澄清，消除香港及國際社會疑慮（成報，2015.9.15）。

信報社評指出，以違背港人理解的思維來詮釋大陸官方意旨，只會令港人對大陸

官方失去信心（信報社評，2015.9.15）。 

 

◆「占中運動」週年，支持與反對者各自舉行活動 

9月 28日為「占中運動」週年日，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與「學民思潮」於

9 月 26、27 日假立法會廣場舉辦研討會，回顧檢討雨傘運動中呈現的問題，並分

析香港民主和社會運動的未來方向。另民間人權陣線舉行集會紀念活動，據警方

表示，高峰期約有 1千餘人參加（東方日報，2015.9.29）。 

二百多名「占中不代表我」和「忠義民團」等反「占中」團體成員，9 月 28

日發起「928 踢走『泛民』重奪香港」遊行，強烈批評「占中」禍港，認為「9．

28」是「港殤日」，社會必須引以為戒。渠等要求參與發起和動員「占領」的反對

派議員需「票債票償」（文匯報，2015.9.29）。 

 

◆澳門特區政府啟動實施緊縮財政開支措施 

澳門特區政府經濟財政司本（2015）年 9 月 1 日發布新聞稿指出：有鑑於 2015

年 1月至 8月份累計澳門博彩毛收入為 1,588.8億澳門元，低於預期，故所有公共

部門即日起實行緊縮財政開支措施，但不影響各項民生福利開支和投資與發展開

支計畫。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在民生福利方面的開支不

會減少，特別是醫療服務、社會保障、教育、文化方面的開支都不會減少（華僑報，

2015.9.2）。澳門經濟學會理事長柳智毅認為，是時機藉由緊縮開支，進一步完善控制

公帑運用（澳門日報，2015.9.2）。議員區錦新認為，特區政府應檢視 10 年來是否存在不

合理之財政運用，並作調整及削減，渠亦要求立法會針對政府大型公共開支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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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及辯論，讓公眾監察（市民日報，2015.9.4）。 

 

二、經濟面 

◆香港今年第 2季經濟成長 2.8%                                              

依據港府統計處， 2015 年第 2 季香港之經濟成長率為 2.8%，略高於上一季

2.4%的增幅；其中消費、投資及服務輸出均有成長，惟貨物出口因受全球經濟趨

緩影響，較去年同期下跌 3.6%。鑒於香港上半年經濟成長 2.6%，並預估香港經濟

下半年將持續溫和成長，港府將今年全年的經濟成長率預測值由原先的 1%至 3%，

調升為 2%至 3%。大部分民間機構的最新預測則介於 1.6%至 2.9%，平均約為 2.3% 

（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5.8.14）。 

    在就業方面，2015 年 6 月至 8 月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為 3.3%，與前期（2015

年 5 月至 2015 年 7 月）相同。港府表示，就業市場短期內仍取決於整體經濟表現。多項

不利就業因素須予關注，包括全球經濟成長趨緩、金融市場愈趨波動以及訪港旅

客人數減少等（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5.9.17）。 

在物價方面，香港今年 8月份的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 2.4%，較 7月份 2.5%

的升幅稍低。港府預測，通貨膨脹壓力在 8 月份大致維持平穩。展望將來，由於

國際商品價格和進口價格偏軟，以及香港成本壓力溫和，短期內通貨膨脹的上升

風險仍然有限（港府統計處新聞稿，2015.9.21）。  

 

◆澳門今年第 2季經濟負成長 26.4% 

澳門政府統計資料顯示，澳門第 2季經濟成長下跌 26.4%，比第 1季 24.5%的

跌幅更大，顯示經濟持續調整。服務出口下跌為第 2 季經濟收縮的主因，其中博

彩服務出口減少 40.5%，其他旅遊服務出口亦下跌 21.5%。惟內部需求穩固，投資

增加 3.2%、私人消費及政府支出分別上升 2.0%及 5.7%，貨物出口亦上升 25.6%，

減緩經濟下跌的幅度（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15.8.31）。澳門學者表示，博彩業調整對

GDP 的影響屬意料之事，但目前對大部分澳門居民之收入並無造成影響，預測今

年第 3、4季 GDP之跌幅將逐步縮小（澳門日報，2015.9.1）。 

在就業方面，據澳門政府統計顯示，今年6月至8月失業率為1.9%，較上一期（5月

至7月）上升0.1個百分點（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15.9.25）。澳門經濟學者認為，博彩業調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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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預測何時見底，未來失業率很可能進一步上升，預計可能達2%（澳門日報，2015.9.26）。 

在物價方面，今年8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上升4.64%，較7月（4.76%）減少0.12個

百分點，升幅自今年5月以來持續縮小。消費物價指數上升之主因為住屋租金及外

出用膳收費調漲帶動，而汽油和石油氣價格下跌及旅行團收費下調減緩上升速度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新聞稿，2015.9.21）。 

 

三、社會面 

◆香港大學民意調查顯示法治指標破 10年新低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公布民調結果顯示，除自由、民主等多項核心社會指

標全面下跌，港人對法庭公正、司法制度公平和終審法官評分亦全數下跌。其中

自由指標最新評分是 6.98 分，而過去 11 年該指標維持在 7 分以上；繁榮指標為

6.66分，下跌 0.16分；法治指標也下跌 0.11分至 6.56分，調查單位指上述三個指

標均是 2004 或 2005 年來的新低。香港論政團體「法政匯思」召集人任建峰認為

「雨傘運動」、反水貨期間爆發多宗具爭議性案件，部份裁決導致市民對司法制度

觀感轉差。公民黨黨魁梁家傑指評分下跌與早前有女示威者被判以胸襲警罪成立

一案有關（香港蘋果日報，2015.8.5）。 

  

◆香港人口近 730萬，增長率加速 

港府統計處公布香港最新人口已增至 729.8萬人，較去年同期增加 56,900人，

增長率為 0.8%，增長速度有加快趨勢。以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計算，2014年年

中至 2015年年中的人口自然增長為 18,100人。在同期內，香港居民淨遷移人數（即

移入減移出）為淨移入 38,800人（文匯報，2015.8.14）。 

 

◆假冒香港「中聯辦」名號行騙案日增 

近月不少香港市民接到自稱「中聯辦職員」的騙徒來電，「中聯辦」警務聯絡

部副處長吳國鎮接受訪問時重申，「中聯辦」及大陸機關不會打電話接觸香港市

民，又指騙徒可能因大陸嚴打電話騙案而轉覓「新市場」，致香港電話騙案急增。

吳國鎮並表示 7月底亦曾於 3日內收到逾萬宗市民相關查詢（明報，201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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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訪港客減 8.4% 全年或下跌 

   香港旅遊發展局公布 7月訪港旅客詳細數字，無論大陸客，以及長短途地區市

場的外國客均縮減，其中大陸客跌 9.8%，受新 SARS 困擾的南韓更跌 22.4%，拖

累整體旅客較去年 7 月減 8.4%（香港蘋果日報，2015.9.1）。部分經濟學者指出，7 月訪港

旅客下跌是受到眾多因素影響，包括第三大市場的南韓爆發中東呼吸道綜合症（新

SARS）、多個短途市場貨幣貶值增加外遊成本（信報，2015.9.7）。 

 

◆澳門環保回收商罷市，希特區政府協助渡過難關 

受到缺地、店租貴、環保物料價格下跌等因素，澳門環保物料回收商會表示自

9月26日起無限期罷市，要求政府提出補貼措施，商會聲稱獲同業響應，指以往多

次向澳門政府部門求助未果，罷市迫於無奈，除非政策支援，否則不會復市。 

澳門特首崔世安回應，將會研究扶持相關行業的措施（澳門日報，2015.9.29），經澳門

環境保護局和民政總署多次與回收業者溝通後，環保物料回收商會1日表示，決定

於10月2日起復工。對於商會態度的大轉變，理事長陳萬年指示，商會並無受到政

府壓力，罷工行動得到政府正面回應，表示會研究扶助及補貼措施，但他仍促請

政府能儘快制定方案（澳門論盡媒體，2015.10.2）。 

 

四、國際面 

◆至今年 7月止共有 260間外地企業駐港 

    港府投資推廣署公布，本年初以來，共有 260家外地機構赴港發展，較去（2014）

年同期 223 家上升 17%，有關企業預期創造 2,624 個就業職位，較去年同期 1,513

個職位大增 73%，更創歷年新高。該 260家赴港發展企業來自 32個國家，其中 52

家來自中國大陸，其次為美國占 36 家、英國 26 家、日本 20 家及法國 16 家。港

府預計今年共可協助 370家機構駐港發展（港府新聞公報，2015.7.9）。 

 

◆美駐港總領事籲香港務實爭取民主 

    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夏千福（Clifford Hart）呼籲香港人以務實態度爭取落實全面民

主。中央社轉載香港南華早報報導稱，夏千福希望香港回歸務實及溫和主流途徑，

以達致全面民主目標。夏千福稱，香港過去 1 年半，對政改方案爭議十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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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社會分化，出現少數極端相反聲音，但此並非香港真實面貌，故當前香港最

重要係回到務實及溫和特質。夏千福並建議香港政治各方就政改問題營造對話，

「不同意見是會有的，但這是健康的」（中央社，2015.8.10）。 

 

◆美國國會議員拜會梁振英 

    特首梁振英分別於8月17日及21日，在禮賓府會晤訪港美國國會非洲裔議員小

組主席巴特菲爾德（George Butterfield）率領之代表團及參議院對外事務委員會委員加德

納（Cory Gardner），介紹香港最新發展，以及香港在連結美國與中國大陸亞洲市場之「超

級聯繫人」角色，並鼓勵更多美國企業到香港投資，並憑藉香港與大陸密切聯繫，

開拓大陸市場（政府新聞公報，2015.8.17、2015.8.21）。 

 

◆香港與菲律賓簽署投資推廣合作意向聲明 

    港府投資推廣署與菲律賓貿易及工業部轄下的投資局於 2015年 9月在馬尼拉

簽署意向聲明，以促進兩地在投資推廣交流合作。該意向聲明為菲港雙方投資環

境及機遇建立資訊互通平臺，鼓勵有意在對方所屬地發展的企業開設或拓展業

務，並提供適切的協助，促進相互投資（港府新聞公報，2015.9.24）。 

 

◆香港政府將於雅加達開設經濟貿易辦事處 

    印尼政府近期同意港府在雅加達設立經濟貿易辦事處。香港特首梁振英表

示：東協是香港第 2 大貿易夥伴。在雅加達開設經貿辦事處，將可協助香港的投

資者在印尼拓展商機，促進香港與印尼的雙邊貿易和經濟關係，也有助港府推進

香港－東協自貿協定的工作。港府表示，將盡快完成有關準備工作和內部程序，

期於 2016年正式開設該辦事處（港府新聞公報，2015.9.16）。 

 

◆香港蟬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 

    菲沙研究所發表的最新報告，再次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 5 個

主要評估範疇中，香港於「政府規模」、「國際貿易自由」和「監管」排名第 1。港

府回應表示：將致力維護香港之法治精神及司法獨立的優良傳統，維持規模小而

有效率的政府，並保持自由開放的貿易環境（港府新聞公報，2015.9.14）。 



 

43 

◆澳門設立「世界衛生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 

    自 2011 年 7月澳門政府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簽署傳統醫藥方面的合作計劃，

雙方累積 4年的合作經驗後，WHO同意澳門政府在其衛生局轄下設立「世界衛生

組織傳統醫藥合作中心」，以利雙方繼續合作推動各國將傳統醫藥納入初級衛生保

健服務系統、傳統醫藥衛生官員和專業人士的培訓等。該中心成立典禮於 8 月 18

日在澳門舉行，共有 27個國家或地區的代表，包括 9位部長或副部長以上官員出

席（澳門政府新聞稿，2015.8.18）。 

 

五、臺港澳關係 

◆我政府放寬港澳創業家定居條件     

    為吸引優秀港澳人才來臺創業，我內政部移民署於 2015 年 7 月 13 日修正發

布「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留定居許可辦法」，增列港澳創業家得申請來

臺居留及定居，居留連續滿 5 年，且符合要件者得申請定居。移民署表示，所謂

「申請定居」，就是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成為中華民國國民，惟此項申請尚需經

過經濟部投審會審核通過方能發給居留證。初次核發給居留效期為 1 年，後續再

依創業實績可延期居留 2年（新生報，2015.7.15）。 

 

◆2015 年「香港週」在臺北舉行 

    由「港臺文化合作委員會」主辦，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香港旅遊發展

局及香港貿易發展局協辦之「香港週 2015」於 9月 10日在臺北展開。活動以「繼

往開來‧活在當下」為主題，節目包括建築展覽及表演藝術等。另舉辦工作坊、

座談會等系列活動，促進臺港文化交流（「港臺文化合作委員會」新聞稿，2015.9.10）。 

 

◆「香港─桃園城市交流論壇」在桃園舉行 

    桃園市政府與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於 2015年 8 月 6日在桃園合辦「2015

香港-桃園城市交流論壇」，以加強香港和桃園市的交流和合作。是次論壇探討臺港

在機場發展的過程中，為會展及物流業帶來的新機遇，並探討如何藉由合作及優

勢互補，開創更多商機。論壇邀請桃園市市長鄭文燦致開幕詞，港方則有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等官員與會（港府新聞公報，20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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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屆「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司法高層論壇」在澳門舉行 

    澳門終審法院於 2015年 7月 26日至 29 日在澳辦理「第 3屆海峽兩岸暨香港

澳門司法高層論壇」。我司法院院長賴浩敏、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首席大法

官、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等分別率團赴澳與會。論壇的主題為「公正司

法的制度保障」，並分「司法審判與司法行政的界限」、「法院組織人事制度保障」、

「法院經費預算制度保障」、「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司法交流之現況與深化」等四

個子議題（澳門政府新聞稿，2015.7.23）。 

 

◆臺港「策」、「協」兩會第 6次聯席會議及相關活動在香港舉行                                              

由政府推動成立的「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策進會」），於 9 月 17

日與「港臺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協進會」）在香港召開第 6次聯席會議。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特任副主委兼「策進會」董事長林祖嘉率該會主要成員，包括董事及監

察人等與會。港方「協進會」則由主席李業廣、副主席及理事出席會議。 

    此次會議首先盤點歷次聯席會議建議事項的落實情形，並認為過去一年來，

臺港間諸多合作議題已獲致具體成果，包括認證技術合作已達共識，避免海運事

業雙重課稅之協商亦有積極進展；此外，有關旅遊、經貿金融、文化與文創，以

及執法人員交流合作等議題，亦已建立良好合作基礎。 

    會中雙方也同意就「智慧財產權」、「濕地保育」、「瀕臨絕種野生物國際貿易

公約（CITES）附錄物種管理」、「都市更新」，以及「推廣節約用水」等 5 項新議題開

展交流合作，為提升臺港實質關係注入新動力（「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新聞稿，

2015.9.17）。 

    另外在 9月 16日下午，「香港-臺灣商貿合作委員會」舉辦「港臺經貿論壇」，

以「創新金融科技合作」為討論主題，邀請臺灣「悠遊卡」、「一卡通」及香港「八

達通」代表探討臺港電子貨幣發展及未來合作方向。臺港相關業者及「策進會」

下屬「經濟合作委員會」亦組團參加 。 

 

◆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文化合作委員會組團赴香港參加

「第五屆港臺文化合作論壇暨第二屆青年文創營」活動 

為提升臺灣與香港文化合作與交流，「財團法人臺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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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轄之「文化合作委員會」（下稱「文合會」） 於2015年8月19日至21日籌組參訪團，赴

香港參加由香港主辦之「第五屆港臺文化合作論壇暨第二屆青年文創營」活動。

該活動以文化合作論壇為主軸，並輔以青年文創營，期藉臺港兩地三組（音樂、當代水

墨及漫畫）界別之青年交流，與雙方事業有成之文化界人士經驗分享（含參觀），除能讓

學員們吸取渠等成功之經驗外，更能建立未來創業之人脈。此外，兩造學員們透

過共同創作，除了溝通彼此專業理念與經驗外，也能為渠等建立情誼，成為向外

擴展事業合作之夥伴，使此次活動確實達成實質交流之目的。 

 

六、陸港澳關係 

◆王光亞撰文表示擬加強香港青年赴大陸交流 

    大陸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撰文表示，大陸會進一步加強與香港的青年交

流，為香港青年成長創造良好條件。渠批評有港人對大陸實行的基本制度、發展

歷程缺乏認識，而「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宣傳亦不夠到位，並強調必須旗幟鮮

明地反對「城邦自決」、「香港獨立」等歪理邪說（明報，2015.7.31）。 

 

◆港府將設專門機構配合「一帶一路」 

    香港特首梁振英接受新華社專訪表示，港府考慮設立專門機構配合「一帶一

路」發展。渠又認為，香港競爭對手在經濟民生方面均十分積極，故香港必須放

棄過時的「積極不干預」思維，要「適度有為」引導和配合企業發展。梁振英表

示，港府過去花了兩年時間處理政改，但最終無功而回，現時要「把過去失去的

時間找回來」，將精力投入到經濟發展及民生議題上。渠指，香港發展受阻，歸

咎於反對派在立法會「拉布」，將香港腳步拖慢，否則香港經濟發展速度可以更

快（am730，2015.8.10）。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 18 次會議在香港舉行 

    是項會議於 2015年 9月 9日在香港舉行，陸港雙方分由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及

香港特首梁振英率相關官員與會。會議共討論「服務貿易自由化」等 8 項主要議

題。會後雙方並簽署「粵港食品安全工作交流與合作協議」、「粵港姊妹學校合作

協議」、「粵港保護知識產權合作協議（2015-2016）」、「粵港澳三地搜救機構「客船與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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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中心合作計劃」互認合作安排」及「加強跨境貿易電子商務合作協議」（港府新聞公

報，2015.9.9）。 

 

◆第 8次港澳合作高層會議在香港舉行 

    該會議於 2015 年 7 月 17 日在香港舉行，由港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及澳府經

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共同主持，雙方主要官員與會。會中檢視過去一年港澳合作

的經驗和成果，並深入討論未來合作方向。會中雙方同意開展「香港與澳門關於

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商討，為港澳建立自由開放的貿易和營商環境，

進一步促進兩地之貿易和商機（港府新聞公報，2015.7.17）。 

 

 

（港澳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