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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派斥責暴力 促公開太子站視頻 美國蒐集人權迫害者名單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導】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再次批評 8 日

遊行，示威者的暴力行為，引起民

主派不滿，斥責林鄭才是暴力的源

頭，同時要求港鐵公布 8.31太子站

衝突的完整閉路電視片段，以釋除

公眾疑慮。

泛民斥責林鄭
才是暴力的源頭

星期日（8 日）的香港人權與

民主法案集會，主辦方指估計有 25
萬人出席，遠超預期。不過遊行後

段再次演變成警民衝突。林鄭月娥

10日出席行政會議時，批評有示威

者在過去的週末，試圖堵塞機場交

通及破壞港鐵站設施。

對林鄭再次表示不能接受示威

者的暴力行為，重申要止暴制亂。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批評林鄭

眼中只見到示威者，但對警方以過

分武力對待年輕人示威者、學生以

至記者，卻視而不見。

他說：「這是赤裸裸的包庇和縱

容警方的暴行。林鄭說香港的暴力

源頭是破壞者，但是大家看到香港

局勢惡化到今時今日的局面，是因

為林鄭政府一意孤行，藐視民意，

硬推惡法，多月來縱容警方濫用武

力對待示威者和市民，導致今日的

局面一發不可收拾。所以林鄭月娥

絕對是整個香港暴力制度和縱容警

方暴力的始作俑者。所以她是香港

暴力的源頭。」

同日下午，警務處、消防處、

醫管局及港鐵舉行聯合記者會，警

方重申當日警員無打死人。

民主派認為港鐵聯同消防的解

釋仍然未能釋除公眾疑慮。民主派

會議發言人毛孟靜說：「聽到消防

處代表的說法，數錯人數也不是不

普遍，但問題是：第一，你一會說

有大量傷者，坦白地說七個和十個

很難叫大量，在一小時內一會說是

九個、十個，再轉頭改說是七個，

這是很出奇的情況，希望要再解釋

清楚。」

民主黨議員涂謹申也認為，政

府及港鐵要盡快公開當晚太子站內

閉路電視片段。

傳港警將獲發
伸縮警棍休班執法

另外，警方指，因應示威者在

過去三個月使用的武力升級，為了

能直接保護市民安全，因此向休班

警務人員發放伸縮警棍。涂謹申憂

慮令警民關係更緊張，增加警民衝

突風險：「因為休班到無人知道，因

此到無見到的地方，而休班是便衣

裝束，有如便衣警察，直至用警棍

之前一秒才宣聲自己是警察，我怎

知你是否真的警察？」

【看中國訊】明慧網 9 月 10
日發通告說，開始蒐集已經進入

美國的人權迫害者名單，並提交

給美國移民局。此前的 5 月 31
日明慧網曾發布相關通告，是側

重於限制惡人入境美國。通告要

求蒐集迫害法輪功人士的惡人名

單的《通告》，包括迫害者本人

及其親屬、子女、資產的信息，

以便定位迫害者。

報導說，希望法輪功人士和

各界民眾向

明慧網舉報那些曾在中國

大陸和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

參與迫害法輪功的個人，這些人

已經或即將在美國長期居住，包

括合法和非法移民、較長時間的

探親訪友等。明慧網將把名單遞

交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要求

將其抓獲並驅逐出境。

近日，ICE 在紐約、舊金

山、亞特蘭大、洛杉磯等 12 個

城市展開「絕無藏匿之地」（No 
Safe Haven）行動，逮捕了 39 名

在美居住，涉嫌侵犯人權的外國

人，包括四名涉及強制墮胎的中

國人。這些人將被遣返回母國。

人權惡棍藏匿美國以逃避懲

罰，這違反了美國法律。他們往

往還敵視美國，對美國國家安全

構成威脅。

為防止美國成為人權迫害

者的避風港，2008 年，ICE 成

立了「人權迫害者及戰爭犯罪中

心」，對美國境內居民就戰爭犯

罪、群體滅絕、酷刑、法外殺

戮、對宗教自由的嚴重侵犯等進

行調查。

為加強對中國人權迫害者的

制裁，美國政府官員對法輪功等

防堵假信息滲透 12國聚臺 

自 2015 年臺美開始合作的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GCTF）
規模不斷擴大，今年日本和瑞典也

共同加入舉辦第 2 屆「培養媒體識

讀以捍衛民主」工作坊。與會的貴

賓有民主基金會董事長蘇嘉全、外

交部長吳釗燮、美國國務院副助理

國務卿巴斯比（Scott Busby）、美

國在臺協會處長酈英傑，還有首次

來臺參加的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代表言禾康（Håkan Jevrell）等。

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巴

斯比（Scott Busby）在致詞時表

示，中共正在透過假信息破壞民

主選舉。

為防堵「假信息」滲透
12國齊聚臺吸取經驗

現場還有來自 12個國家代表，

超過百位相關人士與會，兩天的工

作坊中，將會互相分享推廣媒體識

讀的經驗及討論所面臨的困境。 9 
月 10 日，華府智庫大西洋理事會歐

亞中心資深研究員卡連斯基（Jakub 

Kalensky）發表了專題演講。

再次訪臺的巴斯比在致詞時直

言，臺灣 2020 大選的時間只剩下

幾個月，但北京卻投注巨資，試圖

透過假信息破壞民主選舉、分裂民

眾，試圖讓人民懷疑民主機制。假

信息對美國來說也一直是個挑戰，

美國也一直在努力打擊那些破壞民

主選舉可信度和結果的假信息。

巴斯比認為臺灣的言論、宗

教、新聞與和平集會的自由，這些

應該在整個印度太平洋地區，包括

香港，得到有力保護。所以巴斯比

也肯定臺灣提出的相關教育課程，

可以提升大眾媒體識讀能力，找出

資訊原始來源，並思考資訊內容。

蘇嘉全則用香港反送中為例，

「北京政府運用國家的力量，操作

部分媒體，企圖掩蓋真相，有目的

性的散播偏差信息，或是意圖操控

【看中國記者張明天綜合報導】

來由於來自大陸的勢力對臺灣

2020年總統大選的影響，「假信
息」的傳播力度日益擴大。9月10
日，由臺、美、日、瑞，4方共
同主辦「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

（GCTF）第2屆「培養媒體識
讀以捍衛民主」工作坊。美國國

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巴斯比（Scott 
B u s b y）在致詞時表示，臺灣
2020大選的時間只剩下幾個月，
但北京卻正在透過假信息破壞民主

選舉、分裂民眾，讓人民開始懷疑

民主的機制。
Anthony Kwan/Getty Images

國際輿論走向」。

蘇認為香港的案例只是冰山一

角，臺灣才是境外勢力操作假信

息，傷害民主價值的主戰場。希望

今年的工作坊能夠成為一個專家、

學者，提供交換意見的深度平臺，

可以集合各方之力，共同對抗假信

息的平台 ! 言禾康表示，當有些威

權者利用社群等工具破壞民主，我

們必須採取行動，雖然這不是容易

的工作，但是我們一定要保護言論

自由及民主價值，藉由我們的知

識、對有害資訊免疫，瑞典很期待

能加入這項討論。

酈英傑也表示，今天全世界

民主國家都面臨的棘手問題就是

「如何打擊不實信息」。酈英傑認

為臺灣是信息戰的第一線，而且臺

灣的對手更加難纏頑固，也因為在

面對假信息的侵害沒有誰能夠單打

獨鬥，所以本次的課程希望可以聽

到各國有哪些「成功的政策或是計

畫」，包括「正在遭遇到的威脅」，

又或是「曾經犯下的錯誤」的寶貴

的經驗分享，讓這次的會議成功。

吳釗燮則引用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的話：「臺灣也是民主的成功故

事，可靠的夥伴，以及世界上一股

良善的力量。」吳釗燮最後表示很

高興看到理念相近國家緊密合作，

力求保護民主價值。

不脫衣就滾 女足教練涉猥褻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

導】近日，江蘇女子足球隊教練涉

嫌性侵未成年女隊員一事引爆輿

論，儘管官媒指受害人家長報案，

警方已介入調查，但當地媒體人透

露，事件正遭官方強力封殺，舉國

體育體制的政治因素，令事件變

得更加複雜。

網友「用戶沉思足球」8 日在

微博披露，江蘇省青少年足球隊姓

陳主教練，常常深夜以談心或按摩

為由，單獨前往隊員宿舍，強逼年

僅 13 至 14 歲的女足隊員脫光衣

服，如果女足隊員不願意，他就會

再以擔任球隊正選誘騙、威脅、恐

嚇，更甚者會對她們施加各種報復

性辱罵或勸退，導致隊員產生極大

的心理恐懼，時有輕生念頭。

舉報信指出，以 2006 年齡段

一位隊員為例，陳廣紅今年 6 月

以找該隊員談話為由，在自己的宿

舍逼迫她脫光全身衣服，隊員在極

其恐懼的情況下，脫了上衣，陳廣

紅見陰謀沒有得逞，再威脅說給一

個星期考慮，如果不從就滾蛋，然

後該隊員哭著離開。事後，陳廣紅

以各種理由對該隊員進行懲罰和辱

罵。此後幾天，該隊員在如此大的

心理壓力下，成天以淚洗面。

舉報信還指出，陳廣紅平時在

訓練中，也是脾氣惡劣，性格粗

暴，時常會抽打隊員耳光，對小隊

員的心裡產生了極大的陰影。事發

後，部分家長已經把孩子從隊伍裡

領回了家。

除了這些幼童被猥褻外，教練

陳廣紅和助教凌雨陽還經常用一

些「莫須有」問題，向未成年、無

任何收入的隊員們進行鉅額罰款，

若不從就會加以威逼其退隊。很多

時候他們以隊員前途為由，向球員

家長索要財物，金額高達 20 至 30
萬元人民幣。

《揚子晚報》稍早報導，陳廣

紅是福建福州人，在江蘇女足球隊

執教多年，屬國家級足球教練，江

蘇足球訓練基地 98 年成立後，他

進入江蘇足管中心下屬球隊，最初

在男足青年隊擔任助理教練，後轉

進江蘇女足一線隊擔任助教，現任

江寧足球訓練基地女足青年隊主教

練，而他指導的女足隊隊員大多為

13 至 14 歲。

據悉，至今多名受害人家長除

就事件向南京市紀委及江蘇婦女兒

童保護機構舉報外，還前往足球隊

所在的丹陽市公安局中山路派出所

報案。當地警方表示已介入調查，

但沒有進行詳細說明。

針對此事件，江蘇女足主教練

及姓凌助理教練均未出面回應；江

蘇省體育局也拒絕做出任何評論。

當地媒體人王女士對自由亞洲

電臺透露，儘管該事件已引起社會

大眾關廣泛關注，但江蘇方面已經

封殺了相關資訊，江蘇省級媒體記

者試圖採訪亦被禁。

她說：「今天（9 日）還問這

個事情呢，但官方也沒發布甚麼消

息，現在我們這邊也不讓採訪，本

來派了題去做，後來說不做了。」

微博博主「女足那些事」轉

發「用戶沉思足球」微博指，事實

上，這些受害女生家長的舉報信多

石沉大海，陳廣紅曾宣稱自己後臺

硬，不怕這些家長舉報。

「每一個行業裡面，長期以來

都有它的獲利的模式。」法學院教

授曾先生認為，該事件背後存在著

現實的利益因素。

現在中國大陸和前蘇聯一樣，

實行舉國體育制度，國家要以鉅額

投入和殘酷訓練來培養運動員競爭

世界級冠軍，並以此彰顯中共所謂

制度優越性。從以前的馬家軍醜

聞，到最近的孫楊興奮劑疑雲，都

使得中國在國際體育界聲名狼藉。

央視主持人董倩 
或面臨國際制裁 

【看中國訊】國際人權組織

「保護衛士」目前正準備向美

國、英國等七個國家和地區申

請依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

責法》及類似法律制裁中國央視

知名記者董倩。董倩為甚麼會

受到國際人權組織的指控？

人權組織「保護衛士」的

指控主要是基於董倩主持央

視「電視認罪」節目的行為。 
「保護衛士」指出，董倩涉嫌

與警方和國保人員合作，為至

少五名「709 大抓捕」案中的

人權捍衛者錄製「強制電視認

罪」的視頻，並廣為傳播，嚴

重侵犯了人權。

在董倩採訪的五名人權捍

衛者中，有一位是網名「超級

低俗屠夫」的吳淦。 2015 年

吳淦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

和「誹謗罪」刑事拘留，並很

快被央視新聞節目大肆抹黑。

「 保護衛士 」指出，董倩在認

罪節目中不僅是錄製視頻的記

者，更是中心人物。

申請制裁董倩的文件準備

提交給美國、英國、加拿大、

波羅的海三國和直布羅陀等七

國和地區。

挺香港反送中 
大陸民眾遭拘捕 

【看中國訊】美國《洛杉磯

時報》8 日報導，香港反送中

抗爭至今已有 3 個月，反送中

的精神震撼全球。隨著反送中

運動的持續發酵，不少大陸民

眾或是親身前往香港聲援，或

是在網絡發表支持言論，這使

得中共政府如坐針氈，全面展

開信息封鎖及控制輿論行動。

目前不少聲援反送中的大

陸人，頻頻被警方「請喝茶」

警告，有人甚至遭拘捕、迫

害，小陸就是其中之一。

小陸（譯音）今年 25 歲，

7 月初從廣東省深圳市進入香

港，當他看到這麼多香港民眾

走上街頭表達訴求，他受到莫

大啟發，進而加入反送中遊行

隊伍中，當很多港人知道他來

自大陸後，紛紛向他表示感謝。

浙江社運人士魏小兵（譯

音）6月因在臉書和推特分享香

港局勢，其中一則僅有「加油」

兩字，竟也遭警方拘留 15天。

還有北京社運人士權世

新、東莞居民胡海波、山東

居民巴魯寧，擁有 77 萬粉

絲的律師陳秋實等也有類似

遭遇。

全球有12個國家代表與會第2屆「培養媒體識讀以捍衛民主」工作坊。（自由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