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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抓捕議員或剝奪選舉權

社民連主席黃浩銘認為相關

條文違憲，侵犯被選舉權和剝奪

選民的選擇權。黃浩銘去年 4月
因雨傘運動「佔中九子案」被判囚

8個月。他提出司法覆核，指現行
法例訂明，被判囚三個月以上人

士，不論是否獲判緩刑，5年內將
喪失被提名或當選議員的資格，

無法參與今年立法會選舉、2023
年區議會和鄉郊代表選舉。他質

疑違反了《基本法》第 26條及《人
權法》，要求法庭宣布相關條文違

憲。該案於 28日在香港高等法院
進行遙距聆訊。該案的答辯人為

律政司司長。

入獄超三月禁選五年   
涉剝奪選民權利

申請人黃浩銘指 5年「禁選
期」屬不合理地過長，甚至超過

立法會每屆 4年的任期。同時，
相關規定過於空泛，未有考慮罪

行的性質、嚴重性、會否提出

上訴等。例如：被判囚 3個月但
獲判緩刑的人，同樣會被禁止參

選，屬過於嚴苛。而假如某人在

選舉提名期前被定罪和判刑，即

使最終上訴成功，亦無法參選。

律政司則反駁稱，根據《基本

法》，刑事定罪屬於決定某人是否

符合參選資格的理據之一。而曾

經犯法及被判囚者，可被視為不

尊重法治及不適合擔任議員，且

判囚 3個月已足夠反應控罪嚴重
性，不論是否獲判緩刑。黃浩銘

反駁稱，「沒有政治檢控」一說，

質疑 2014年雨傘運動有如此多人
參與，當局卻挑選「佔中九子」做

出檢控，只有政治檢控才能解釋

得到。而當局用古老法例（如：

煽惑公眾妨擾）去控告，目的顯

然是打壓民主派。

法律成為排除異己的武器

黃浩銘整理出一份名單，至

今有約 40名區議員或立法會議員
被捕，有案在身。而他們被控告

的妨礙公務、非法集結及刑事毀

壞等罪名，最高刑期都超過 3個

月，最高更達 5年。黃浩銘強調，
這種刑事罪行非常容易成為政府

排除異己的手法，透過覆核，「在

暴政底下，能拿走一件『武器』就

拿走一件」，即使最終無法撤銷

條例，仍盼做出修改。

目前已有立法會議員陳淑

莊、邵家臻，可能因為被判監而

失去參選資格。公民黨立法議員陳

淑莊，因「佔中九子」案被判入獄

8個月、緩刑兩年。她坦言自己在
別無選擇下，不會參選 9月分立
法會選舉。她強調當前無論議員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反送中運動以來，有約40名民
主派立法會、區議會議員接連被

捕。現行選舉法例有「入獄超過

三個月者禁選五年」的規定，他

們能否在9月立法會選舉參選或競
逐連任，仍是未知之數。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菲律賓勞工部 25日發布聲
明，一名在臺菲籍看護日前在

臉書上撰文「醜陋惡毒」等內

容批評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對此，菲國海外勞工

辦公室已經與她的中介與雇主協

調遣返事宜。

菲籍看護批菲國抗疫政策 
菲國駐臺官員登門警告

根據菲律賓勞工與就業部的

菲律賓外勞辦事處的聲明表示，

這一名在雲林擔任看護的女性菲

律賓移工伊蘭·奧迪多（Elanel 

Egot Ordidor），日前透過臉書

「攻擊」杜特蒂在因應疫情處理不

當等言論，意圖在肺炎大流行而造

成的全球衛生危機期間製造仇恨。

該聲明表示，這一名菲籍看護已經

「觸犯網絡誹謗罪」，「我們被迫行

動」，將她自臺灣「遞解出境」。

此外，根據這份聲明，顯示

有菲律賓官員曾於 4月 20日前往
奧迪多工作的地方，告知她日前

於網絡上的「不實言論」已構成犯

罪，並稱，基於奧迪多已經觸犯

菲律賓法律的嚴重性，菲律賓海

外勞工辦公室已經先與她的中介

及雇主協調奧迪多的遣返事宜。

事件發生後，海外菲籍勞工聯盟

「移工國際」（Migrante Interna-

tional）對此發表聲明，稱「對奧

迪多遭受的騷擾表達最強烈的譴

責」。該份聲明表示，成千上萬

痛苦、遭受虐待、被忽視與滯留

的菲律賓海外勞工需要援救與協

助之際，就因為奧迪多針對杜特

蒂的批判，讓菲國官員選擇將所有

時間花費在對她的施壓上，甚至親

自找到奧迪多本人，逼迫她刪除影

片，並要求她向杜特蒂道歉。

外交部：移工享言論自由

外交部表示，臺灣乃主權國

家，外籍移工在臺灣享有國民待

遇，其中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權

益都受到相關法令保障，希望

各國政府給予尊重。外交部也強

調，本案任何人或是機構都沒有

權力向移工本人與其雇主、中介

施壓，同時也不宜在未經兩國政

府協調下，逕行遣返當事人回國。

外交部也強調，菲律賓是我

國「新南向政策」重要夥伴國之

一，臺灣約有 15萬名菲國移工，
我國願與菲方繼續提升協商機制。

在臺批菲國總統菲國擬遣返菲勞

荷是直接投資最大來源國

根據中央社報導，荷蘭貿易

暨投資辦事處 27日透過臉書粉絲
團表示，27日是荷蘭的國慶日國
王節，但是因為疫情嚴峻，荷蘭

不如往昔的慶祝，而是專程空運

來臺 3999朵荷蘭國花鬱金香，對
臺灣第一線醫護人員表達謝意，

並加深臺荷情誼。

同日晚間 7點，紀維德在荷
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臉書粉絲團

上發布短片並宣布，辦事處業務

於過去幾年擴展不少新領域，因

此即日起將過去的名稱「荷蘭貿

易暨投資辦事處」（Netherlands 

Trade & Investment Office）

簡化成為「荷蘭在臺辦事處」

荷蘭在臺辦事處更名彰顯情誼  空運鬱金香贈臺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雖然疫情延燒全球，臺荷情誼卻

因此深化。27日，荷蘭貿易暨
投資辦事處代表紀維德（G u y 
Wittich）宣布，即日起將名稱自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簡化

為「荷蘭在臺辦事處」，紀維德

強調「少一點、多很多」。

社民連主席黃浩銘入稟司法覆核「判囚3個月以上、5年不得參選」的條例，案件4月28日開審。（宇星/看中國）

或普通市民，隨時都可能被捕，

並以高刑期的罪名起訴，從而喪

失參選權。雖然司法覆核十分艱

巨，但希望能幫助有志從政的年

輕人，不會因政治檢控而被剝奪

參選資格。

同樣因「佔中九子」被判入獄

8個月的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去年
10月 3日刑滿出獄。他說，自己
是「禁選法的受害人」，但仍希望

寸土必守，維護香港人有參選的

權利；他稱：「佔中案法官判我們

有罪時，他說了一句話，指我們

是一班天真的人，以為一夜之間

就能爭取民主普選。從此我們有

個罪名，就是『天真就是罪名』。

很可惜，我出獄後仍是很天真的

人，我仍然天真地以為法庭這個

司法覆核會有成功的機會。我覺

得這個『禁選法』本身其實傷害、

剝奪我們的參選權利。」

黃之鋒：透過司法覆核
奪回港人參政基本權利

眾志秘書長黃之鋒認為司法覆

核仍是他們要嘗試的途徑，並指

出，「政府為何要大規模拘捕和起

訴民主派兩級議會議員，很大程度

上是因為他們希望透過政治審訊、

政治起訴，讓 4年後到底 400位
民主派議員，還有多少人是符合資

格繼續報名爭取連任成問題」。

（Netherlands Office Taipei），

將「貿易暨投資」等字省略。

去年臺荷雙邊的貿易額，比

前年激增 41.1%，達至 78.89億美
元（大約新臺幣 2369億元），漲
幅是「史上最大」，更讓荷蘭躍升

臺灣「全球第十、歐洲第二大貿易

夥伴」，成為重要的半導體產業策

略夥伴。

值得一提的是，荷蘭從 1952
年至 2020年 2月，累積投資臺灣
高達 354.5億美元（大約新臺幣
1兆 640億元），約占全球 20%、
位居世界之冠；此外，荷蘭仍是

臺灣商人在歐洲的重要據點，而

今荷蘭是臺灣於歐洲的第二大貿

易夥伴。

荷蘭國慶3999朵         
鬱金香贈臺 
紀維德特別選在荷蘭國慶日

國王節來拜會部長吳釗燮，以

及，贈送自荷蘭空運來臺的鬱金

香。紀維德於當日上午拜會外交

部長吳釗燮，當面告知此事；吳

釗燮聽聞新名稱後，表示高度肯

定與歡迎，並讚其為臺荷關係的

正面進展，同時彰顯了臺荷關係

密切友好，也期許雙方在各領域

深化合作。

荷蘭辦事處除了贈送鬱金香

與專用的荷西時代青花瓷瓶花器

給予外交部長吳釗燮之外，在臺

灣確診人數最多的 4個都市，包
括：臺北、新北、桃園與臺中，

荷蘭也準備了上千朵特地空運來

臺的橘色鬱金香，並由辦事處親

手繫上荷蘭國旗三色緞帶與卡

片，搭配荷蘭焦糖煎餅，送至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並指定收治重

症患者及部分市轄的 31家醫療
院所，及桃園國際機場等 33個單
位，藉此感謝臺灣於 4月初針對
荷蘭援贈口罩的善舉。

臺荷關係密切友好

紀維德表示，目的是要感謝

他們「堅毅的奉獻、慷慨的分享、

嚴謹的把關，成就了另一個臺灣

奇蹟，也加深了臺荷的友誼」。

他也感性表示，「希望下一個春

天到來，又能見到彼此綻放的笑

容」。期望臺荷雙方都能把握「危

機」兩字裡的「機」，共同研發疫

苗與生產醫療設備，並進一步發

展數位化經濟。

繼孫立軍落馬後  輪到鄧炳強

外交部長吳釗燮表示，即將

卸任的紀維德代表對於推動臺荷

關係有卓越貢獻及熱誠，臺荷關

係會持續加強，同時感謝紀代表

先行說明更名一事及贈送國花，

期待臺荷強化合作，包括共同對

抗疫情，也希望荷蘭能繼續給予

臺灣支持。

除了貿易、投資，紀維德還

提及臺荷城市就永續發展目標、

老年照護與綠色交通方面都多所

交流；荷蘭企業在臺灣也越趨活

躍，涉及領域包括：離岸風電、

治水、農業科技交流、新創公

司、大型建築，以及循環經濟。

科技部長陳良基、行政院政

務委員唐鳳都曾於 2019年造訪荷
蘭，加深雙方於科學與科技上的

合作；除了持續就光子學與資訊

安全進行交流，辦事處於 2019年
更成立了「臺荷科學交流會」，集

結了逾 60名從事臺灣、荷蘭相關
研究的學者，盼望促成更多的共

同計畫。

至於臺荷雙方的人員來往，

比起以往也更為頻繁。過去幾年

赴荷蘭的臺灣留學生、旅客都翻

倍，4月更是開啟雙方打工度假計

畫，初步每一年將有百名青年可

以互訪；2019年逾有 400名藝術
家從荷蘭來臺展演、駐村與演講。

荷蘭獲臺灣贈60萬片口罩 
中華民國駐荷蘭代表處 13日

在官方的粉專《Taiwan in the 

Netherlands》上發文表示，荷蘭

政府高層以及國會議員非常感謝

臺灣，於荷蘭對抗疫情的艱難時

刻，贈 60萬片口罩給荷蘭第一線
的醫護人員共同抗疫。

荷蘭呼籲讓臺灣加入世衛

貼文附上荷蘭官員們貼文感

謝臺灣的圖片，包括荷蘭外交部

外 貿 次 長 Hanneke Schuiling

謝謝臺灣，捐贈大量口罩給有

需要的國家，他並表示非常的

感動；而民主 66黨的眾議員兼
黨外交發言人史卓瑪（Sjoerd 

W.Sjoerdsma）則在推特大讚

「這個美麗的國家應該要盡快加入

世界衛生組織（WHO）」。還有

其他多名眾議員，以及眾議院的

基民黨外交事務發言人Martijn 

van Helvert，紛紛對臺灣的慷慨

幫助及友好表示感謝。

【看中國記者李晴香港採訪

報導】繼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落

馬，有消息指，他不僅是香港

銅鑼灣書局事件操盤黑手亦是

香港「反送中」運動中以公安手

段打壓港人的幕後決策人。

香港人日前再度以「和理

非」、「和你 LUNCH」的方式

表達訴求。有市民分析孫力軍

落馬 ,彰顯為共產黨做事的人都

無好下場，下一個將是鄧炳強

(PK鄧 )或是其他港府官員。

市民林小姐表示：「黑警將

香港人打壓的體無完膚。」繼孫

力軍落馬後，林女士直言，「下

一個將是鄧炳強，因為他是中

共背後施壓香港人的黑手。鄧

炳強沾沾自喜，以為在共產黨

面前領了大功，但是共產黨對

任何人都絕對不會信任，用完

即棄。雖然孫力軍曾經陪同習

近平去武漢巡視，仍然被拉下

馬，為此 ,她提醒鄧炳強：「是

不是需要反省一下 ?當然他落

入這個萬丈深淵是不會醒的，

但當他落入萬丈深淵時不要將

香港拉下去！」

有市民陳女士表示：「黑警

對香港人所做的事已經是鐵證

如山，有良心的香港人從未忘

記。」而銀髮族召集人譚國新

則分析：「權力鬥爭令孫力軍

落馬，同時他又是迫害法輪功

團體的一個要員。我們可以看

到，幫共產黨做劊子手的未必

有好下場 ,我們也可以預計到

鄧炳強將來會被成為代罪羔羊

（祭旗），或者是曾國衛，以及

那些曾經助紂為虐的高官，都

將受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