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看時事A2 www.kanzhongguo.com公元2019年10月18日—10月24日  第712期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NY

「學習強國」有後門 遠程監控上億人 貝佐斯或先行拆分亞馬遜 
【看中國記者端木珊綜合報導】

中共當局大力宣傳推廣的應用程序

「學習強國」近日被爆出存在後門。

中共可通過這個後門掌握所有使用

者手機上的信息，涉及用戶多達

一億人。

綜合海外媒體報導，一項

由美國「開放科技基金」（Open 
Technology Fund）資助，德國網

絡安全公司 Cure53 提供技術支持

的研究，通過對安卓版「學習強國」

APP 進行分析後發現，該應用程序

存在「類似後門」的安全漏洞，擁

有「超級用戶」權限的使用者可以

訪問整個網站的數據。

《華盛頓郵報》在相關的報導

中表示，中共當局可以通過該應用

程序，獲得用戶手機上的信息、照

片、通訊錄、網絡瀏覽歷史紀錄，

還可以激活手機上的錄音設備。

研究還發現，「學習強國」會

主動掃描手機，從 960 個應用程

序列表中查找用戶設備上正在運

行的其他應用程序。WhatsApp、
Facebook Messenger、Skype、
百度地圖導航等應用程序都在檢索

範圍之內。而上述功能與該應用程

序宣稱的既定功能沒有任何關係。

「（中共）基本上可以訪問超過

1億用戶的數據」，「開放科技基金」

負責人薩拉・奧恩（Sarah Aoun）
對此表示：「這來自政府的最高層，

其監視範圍正擴大到公民的日常生

活中。」

這項最新研究還提到，阿里巴

巴集團在這款應用程序的安全漏洞

中負有責任。

荷蘭電腦專家立里對自由亞洲

電臺評論說，上述研究結果顯示出

掌控公民資訊已經成為中共的慣性

【看中國訊】美國《大西洋》雜

誌作家富蘭克林 · 弗爾（Franklin 
Foer）預測，亞馬遜首席執行官

傑夫 · 貝佐斯可能會在監管機構

拆分亞馬遜之前，將自己的公司

拆散。

弗爾撰寫了 11 月分《大西

洋》封面故事〈傑夫 · 貝佐斯的總

體規劃〉。他在接受 CNBC 的

「 Squawk Box」採訪時表示，

與亞馬遜執行長貝佐斯關係密切

的人認為，將處理雲計算的實體

亞馬遜網絡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簡稱 AWS）從電子商

務業務中剝離出來是貝索斯「明

顯」要做的。

弗爾說，當貝佐斯觀察政

治局勢時，兩黨之間越來越多的

共識是，科技巨頭是個問題。那

麼，貝佐斯最終就要拆分他自己

美媒爆蘋果向騰訊傳送數據

【看中國記者邢亞男綜合報導】

10月 12日，美國政界知名度最高的

參議員之一克魯茲（Ted Cruz）抵

達香港，全身上下身著黑衣的他到

訪了港人示威地點，表達了與抗爭

者同行的立場。美國重量級參議員

在港人最需要的時候，以訪問的形

式給了港人支持，令港人鼓舞。

克魯茲與林鄭會面被取消
克魯茲抵達香港後，與社運

人士及政界人士會面，如前政務司

司長陳方安生、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立法會法律界議員郭榮鏗等。

克魯茲與他們交談了香港的反修例

運動，他同時表示，將繼續在美國

國會推動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他表示這項法案獲得了美國國

會跨黨派支持，相信會最終獲得美

國總統川普的簽署確認。

克魯茲原本打算與香港特首林

鄭月娥會面，他表示，當他計畫不

與林鄭進行任何祕密討論時，原定

的會議被取消了。克魯茲說：「她似

乎誤解了言論自由的運作方式。」克

魯茲認為，取消會議正說明林鄭的

軟弱和恐懼。

克魯茲在記者會上發言
克魯茲當天下午在美國駐香港

總領事館官邸舉行了 40 分鐘的記

者會。在記者會上，克魯茲譴責中

共對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的處理方

式，他表示，北京對香港言論自由

的鎮壓，顯示出北京「獨裁統治」

的恐懼。

克魯茲說：「抗議者擁有使獨裁

政權顫抖的力量。」「我相信中共政

府對香港街頭的抗議者感到恐懼。」

克魯茲支持非暴力抗爭
當被問及近幾週香港一些抗議

活動發生向暴力抗爭轉彎時，克魯

茲說，他沒有看到抗議者發生暴力

行為。

克魯茲透露，他已經遇到了抗

議者，他被抗議者告知，中共特工

已經滲透到抗議運動中，並且正在

實施暴力。

他說：「中國共產黨有理由希望

香港的抗議活動變成暴力。」「中國

共產黨非常希望將這些抗議活動描

【看中國記者宋傑綜合報導】

蘋果的最新系統iOS13所搭載
的瀏覽器Safari，會將用戶的
瀏覽紀錄傳送給騰訊的消息近

日被曝光。但有外媒報導，蘋

果向騰訊傳送數據的歷史已有

兩年之久。

美重量級參議員黑衣訪香港

據海外科技網站 9to5Mac 報

導，蘋果系統 iOS13 中，「Safari
與私隱政策」的細則被更動，其中

關於「詐騙網站警告」的部分，寫

著「到訪網站前，Safari 可能會將

從網站地址計算出的資料傳送予

『Google 安全瀏覽』與『騰訊安全

瀏覽』以檢查是否為詐騙網站。這

些安全瀏覽供應商也可能會記錄你

的 IP 地址」。

這一功能的本意，是為了偵測

用戶所瀏覽的網站是否為詐騙網

站、釣魚網站。報導顯示，長期以

來，蘋果都是使用谷歌的安全瀏覽

技術來防止用戶受釣魚網站所騙。

如果用戶試圖進入 Google 標記為

詐騙或惡意軟件來源的網站，Safari
瀏覽器會彈出警告視窗，建議用戶

不要前往。但蘋果現在使用一家中

國的公司來實現這一目的，真是令

人大跌眼鏡。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兼加密

專家葛林表示，該政策會將用戶試

圖訪問的網頁及用戶的 IP 地址曝

光。它還可能會在用戶使用的電子

民陣召集人遇襲 
民主派譴責暴行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

報導】正在就 10 月 20 日尖沙

嘴遊行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

書的香港民間人權陣線（民

陣），召集人岑子杰星期三

（16 日）晚上在旺角遇襲，是

繼今年 8 月 29 日後，一個半

月內再度遇襲。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垣表

示，晚上 7 時半，民陣計畫在

太子準備開會確認召集人和副

召集人，岑子杰當時要到太子

與民陣開會，其後在雅蘭里遇

到 4 至 5 人以鐵錘向他施襲。

凶徒還用刀指嚇其他人，不讓

他人營救，之後凶徒很快上車

離開。 陳皓垣說，岑子杰被

送上救護車時仍強調「五大訴

求，缺一不可」。

民陣強烈譴責凶徒的行

為。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

雄諷刺特說林鄭月娥才剛說要

「止暴制亂」，晚上就發生黑

社會襲擊岑子杰。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陳淑莊

對岑子杰受襲表示震驚。

賴清德兌現承諾 
赴美啟動輔選 

【看中國訊】因承諾赴美為

民進黨進行輔選，臺灣前行政

院長賴清德已抵美。賴清德此

次赴美輔選主要目的是全力支

持民進黨贏得 2020 年總統大

選，以及國會立委席次過半。

據《自由時報》，10 月 14
日，賴清德抵達美國舊金山機

場，受到當地僑胞的歡迎。

在現場，賴清德表示，感謝大

家的支持。大家要共同守護臺

灣，團結一致，全力支持民進

黨贏得總統大選以及國會立委

席次過半。

按照此前輔選行程安排，

美國時間 10 月 15 日晚，賴清

德將出席在舊金山舉辦的北加

州民進黨總統大選造勢活動；

10 月 17 日晚出席在芝加哥舉

辦的美國中西部後援會活動；

10 月 19 日上午，在華盛頓出

席後援會活動；10 月 20 日晚

出席紐約後援會活動。

這是經過民進黨總統初選

之後，賴清德首次公開參與的

政治活動。

設備上設置一個 cookie。通過這些

數據，即可以建立一個記載用戶的

瀏覽行為的文檔。

相關消息曝光後，迅速引發輿

論關注。蘋果很快向彭博社做出了

正式回應。蘋果表示，並沒有與騰

訊或谷歌分享實際的網站鏈接，騰

訊只是地區代碼設置為大陸用戶的

安全瀏覽提供商。蘋果還表示用戶

可以關閉有關欺詐性網站警告的

功能。

動作，即使是使用「學習強國」應

用程序的這些對中共威脅最小的這

羣人，中共也毫不放心。在這個強

權國家裡，中國公民毫無個人隱

私；而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企業，助

紂為虐更令人憎惡。

不過，立里認為，相比泄漏個

人信息，「學習強國」更危害人類

的是其洗腦功能。

「學習強國」應用程序由中共

中宣部輿情研究中心於今年 1 月推

出。北京當局一度強制要求所有黨

員下載「學習強國」。該應用程序

一度成為 2 月分蘋果中國店下載最

多的應用程序。官媒 4 月報導稱，

「學習強國」擁有超過 1 億註冊用

戶，而華為商店聲稱有 3 億次下

載。近日，中國數萬名記者被要求

參加一項統一的在線考試，考試內

容全部在「學習強國」的題庫中。

的公司，AWS 本身就是一個盈

利豐厚的業務，沒有必要與亞馬

遜的電子零售商連接。

亞馬遜網絡服務首席執行官

安迪 · 賈西（Andy Jassy）在 6
月的一次採訪中稱，如果監管機

構要求分拆，亞馬遜將遵守。但

他強調，現在分離 AWS 沒有任

何好處。

亞馬遜面臨著來自眾議院司

法委員會的反托拉斯詢問，和聯邦

貿易委員會的調查壓力。美國司

法部還宣布了對科技行業的廣泛審

查，儘管它沒有點名具體的公司。

立法者此前一直關注亞馬遜

在其電子商務平臺上從第三方賣

家那裡蒐集的數據，該平臺也出

售自己的商品，質疑亞馬遜是否

利用其他企業的數據來謀取自己

的利益。

不過，不少用戶依舊擔心其

瀏覽信息會被騰訊獲得。因為即使

在美國註冊的蘋果手機用戶，在

「Safari 與私隱政策」細則中也可以

看到一樣的信息。彭博社稱，蘋果

會在其稍後更新的系統中對此進行

更新。彭博社還提到，在過去兩年

裡，蘋果一直將數據發送給騰訊，

作為 iPhone 和 iPad 安全功能的一

部分，該功能會在用戶加載惡意或

不安全的網站之前對用戶加以警告。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段時

間，蘋果多次做出向中共屈服的決

定。就在上週，蘋果先上架，又

下架了一個協助香港示威者的手

機應用程序「HKmap.live 即時地

圖」，被外界指責其屈服中共壓

力。另外，蘋果也從香港地區可

用的圖示列表中刪除了「中華民國

國旗」的符號，並表示此舉有香港

法律依據。另據 BuzzFeed 報導，

蘋果更在 2018 年初，要求其電視

述爲暴力恐怖主義行為，而不是捍

衛人權的民主抗議行為。」

克魯茲強調非暴力抗爭的重要

性，他建議採納印度聖雄甘地和美

國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的非暴

力抗爭的智慧。

克魯茲與港人站在一起
克魯茲在談及港人的訴求時表

示：「這些要求是正確的，是合理

的，我與香港人民一道，呼籲中共

政府兌現其對世界作出的，維持香

港政治自由的承諾。」

克魯茲說，香港這座城市，已

經成為世界自由事業成就的典範，

但香港需要恢復民主價值觀才能繼

續成為燈塔。他說：中共政府如果

繼續以野蠻和壓迫做出回應，就有

可能破壞香港的繁榮。

克魯茲令北京難堪
同時，這個訪問觸碰了中共認

為的底線，讓中共難堪，中共外交

部再次以「中外關係破壞部」的姿

態將香港局勢惡化的責任推到外國

政治人物和「境外勢力」上。

蘋果向騰訊傳送數據的歷史，已有兩年之久。（Gettyimages）

+ 流媒體服務節目的創作者，避

免將中國刻畫得不好。

根據蘋果公司的透明度報告，

在 2018 年下半年，蘋果僅拒絕了

兩個來自中國的應用刪除請求，

並應中方的要求刪除了 517 個應

用。蘋果公司稱，這些應用程序中

的絕大多數用於色情和賭博，但它

也刪除了未指定數量的虛擬專用網

絡和新聞應用程序。蘋果在詢問設

備時，有 96% 的時間向中共政府

提供了客戶數據，在詢問帳戶時，

有 98% 的時間向中共政府提供了

客戶數據。在美國，這一數字約為

80%，美國政府未提出任何應用刪

除要求。

長期的蘋果觀察員和博客作者

約翰 · 格魯伯表示，蘋果在中共審

查之下崩潰如此迅速，「對於一家

通常在下架任何東西之前先評估十

多次的公司來說，這既令人傷心又

令人震驚。」

要關閉此功能，用戶可以進入

「設定」（settings），選擇 Safari，再

關閉「詐騙網址警告」（Fraudulent 
Website Warning）功能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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