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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警長被捕 涉嫌栽贓示威者

策劃透過中間人招攬青年 
查問嫌疑犯是否有同黨、汽

油彈從何得來等問題時，其間，

有人向警方透露是受招攬參與事

件，追查下懷疑一名警長有涉策

劃案件，包括透過中間人招攬他

人參與。案件其後交新界北總區

重案組跟進，蒐證後於 20日晚拘

捕涉案警長。

《立場新聞》引述警方消息人

士指，被捕警長為駐守葵涌警署

的「特遣隊」，即本為軍裝警察，

但因職務需要改穿便裝執勤。警

方發言人稱，警隊非常重視人

員的操守，任何人員幹犯違法行

為，絕不容忍和姑息，定必嚴正

處理，進行刑事調查及紀律覆檢。

《蘋果日報》則報導，近期網

上已經流傳此類牽涉自編自導查

案的情節，指有黑幫在新界區包

括：元朗、天水圍及屯門一帶招

募 13至 16歲的「童兵」，讓他

們製造爆炸品，「再出賣他們與黑

警交易」，藉「賣料」給警方以收

取線人費，警察則藉「破案」立功。

港議員：證實是警方嫁禍

此前，葵涌警署也曾於 1月

發生汽油彈襲擊。民主黨立法會

議員林卓廷指出，自反送中運動

以來，警方聲稱多次撿獲汽油彈

並拘捕多人，坊間已不斷質疑案

件是由警方「自編自導自演」，如

今真的有警長涉嫌妨礙司法公正

被捕，讓大眾有更多證據支持是

合理的懷疑。

林卓廷又不排除有人「籠裡

雞作反」舉報同袍，或在證據確

鑿下不得不查，促警方進一步披

露詳情。他也指，作為警務處長

應感到慚愧，警隊在其管治及帶

領下，居然發生如此栽贓嫁禍行

為，「整個風氣都被他敗壞了」。

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直指事

件極為荒謬，但不會對港警自導自

演感意外，若警察真的不會姑息警

察違法，去年就不會出現大量警察

濫權濫暴事件；他認為如此荒誕事

件的根源，是警隊高層縱容警隊內

各職級人員的做法，導致他們敢於

為所欲為。

栽贓嫁禍是港警集體行為

港警嫁禍示威者事件引起網

民熱議，有網民指「謎底於解開，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導】

香港葵涌警署外發生一宗汽油彈

案，港警追查下發現事件策劃涉

嫌人是葵青警區一名38歲警長，
以「妨礙司法公正」罪名將其拘

捕並停職。事源4月13日晚，一
名21歲男子在葵涌警署被警察攔
截檢查，在他隨身袋中搜出兩支

用啤酒瓶製成的汽油彈，以涉嫌

藏有攻藏性武器將其拘捕。警方

稱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並質疑

是「自編自導」案件，嫁禍抗爭

者，之後再假裝調查破案立功。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鑽研中國政治的新西蘭學者

布雷迪近日表示，臺灣在抗肺疫

上表現優異，新西蘭應與臺灣結

盟，將可度過這一場大災變，維

護國家的獨立自主與韌性。

布雷迪（Anne-Marie Brady）

在坎特布里大學（Canterbury 

University）政治學及國際關係

學系任教，她 20日於新西蘭讀者

量最大的新聞網站 stuff.co.nz發

表題為「冠狀病毒：與臺灣結盟是

否能助新西蘭度過這場冠狀病毒

大災變？」（Coronavirus: Could 

an alliance with Taiwan help 

NZ survive the coronavirus 

cataclysm?）的文章，內文表示

新西蘭與中華民國（臺灣）是第

二次世界大戰的盟友，1938至

1972年維持邦交。

布雷迪強調，臺灣領先世界

各國注意到中共病毒 (又稱武漢病

毒、新冠病毒 )的消息，去年 12

月開始追蹤自中國武漢入境的旅

客，今年 1月 21日在臺灣發現了

第一位確診患者；政府隨後實施

接觸者追蹤、嚴格邊境把關，以

及口罩等防護設備配給制度，以

防止囤積與黑市買賣。

布雷迪也提到了臺灣民間的

抗疫表現，讚揚政府與民營企業

聯手監測民眾的體溫、增加防護

裝備的產量，如今還向其他國家

提供援助與建議。

臺紐重建關係的最佳時機

布雷迪言及，臺灣不只是新

西蘭第 8大的出口市場；新西蘭

的毛利人、太平洋島國各民族與

臺灣原住民族之間，都有南島語

族的祖先，在基因上根本就是「表

親」（cousins），2004年，新西

蘭與臺灣還曾簽署「臺紐原住民

合作協議」。從 1945年以來，臺

灣社會一直獨立存在，過去 70年

來則持續抵擋來自中國共產黨的

入侵與顛覆。臺灣是一座民主的

燈塔，不僅經濟實力強勁，同時

擁有健全的公民社會。

布雷迪不忘提醒，北京當局

試圖借由援助新西蘭對抗疫情，

進而榨取龐大的政治資本；北京

的做法，是將抗疫物資與華為技

術公司第 5代的行動通訊設備

（5G）綑綁一起，迫使其他國家就

範並且採用華為設備。布雷迪認

為，北京的政治實力因為疫情而

新西蘭學者分析  新西蘭與臺灣結盟  可望度過肺炎災難

臺灣擁有高度的新聞自由
有責任成為華人地區表率

報告顯示，挪威已經連續 4

年蟬聯榜首，芬蘭也同時再獲亞

軍；至於同為北歐國家的瑞典、位

處西歐的荷蘭，都因為網絡的騷擾

事件增加，排名下降了 1名。墊

底的幾個國家在名次變化上並不

大，例如北韓取代土庫曼，成為倒

數第 1名，中國大陸則因為被外

界指控主要針對疫情爆發的資訊，

進行廣泛的審查，排名為 177名，

倒數第 4名。

臺灣新聞自由降至亞洲第二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無國界記者組織（R e p o r t e r s 
Without Borders，RSF）21日
發表「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
告」表示，疫情導致全球新聞自

由的威脅更加明顯；臺灣因為媒

體受到數位化浪潮衝擊，讀者難

以自行辨別新聞內容的真偽、媒

體遭受商業利益影響，並逐漸走

向兩極化等問題，名次退步了1
名，排名43名，但仍然維持亞州
第2。

反送中運動以來，警方聲稱多次撿獲汽油彈並拘捕多人。(Getty Image)

香港警察，知法犯法」、「執法犯

法同一班人」、「證明暴徒的確

是黑警，恐怖分子都是黑警找人

做」；也有人笑言為何沒有藍絲和

五毛留言譴責事件，「五毛們潛

水了」。也有網民質疑港警「企

圖洗白」，隨便找個人出來「祭

旗」做替罪羔羊而已，強調這樣

也無法令警察的形象提升，「這麼

多人被你們傷害，別當市民是傻

子」。也有網民直指栽贓嫁禍是

港警集體行為，而非個別事件，

提醒市民勿被誤導而轉移視線。

今年 1月 1日的元旦大遊行，

有蒙面男子破壞中國人壽香港總

行的櫥窗玻璃，被其他示威者質

問是否便衣警察後逃走。目擊者

指蒙面男子逃往防暴警察防線，

大喊「自己人」後便獲得放行。而

警方事後以該次破壞行動為由，

整場遊行喊停。

去年 8月 31日的遊行，Getty 

Images在金鐘拍的相片顯示，一

名執汽油彈丟向政府總部方向的

黑衣人，腰間竟然有一支槍型物

體，未知是否是真槍；當晚在維

園外，有數名穿黑衣的臥底警察

被示威者認出並追趕，他們逃出

維園時曾開槍，事後在維園的地

上撿到兩枚實彈彈殼。

事實上，網上也有流傳出不少

疑似港警假扮暴徒的影片。

臺灣退居第 2，RSF 東亞

辦事處執行長艾瑋昂（C dric 

Alviani）強調，臺灣能夠與排

名第一的南韓相提並論，只是臺

灣民主化之後，媒體環境就停滯

了，「我深信臺灣有潛力進入全球

前 20名，臺灣的新聞自由度無話

可說，可惜政府沒有著手推動，

改善媒體環境」。

艾瑋昂直言，臺灣公共媒體

缺乏資源，並強調「臺灣還有責任

成為香港、中國大陸等華人地區

的表率。臺灣尊重法治、民主、

新聞自由，甚至可說是全球的榜

樣。而改善媒體環境是臺灣民主

的最後一哩路，任何企業都必須

有適當的規範」。

歐洲仍然是媒體自由度最高

的大陸，美洲居次。亞太地區則

是違反新聞自由評分最高的地

區，香港與新加坡則是亞太地區

整體新聞自由受挫的 2大區。

RSF直接點名香港，因為反送

中運動中，記者遭受的待遇，讓

香港名次下跌了 7名，排名第 80

名。至於新加坡則因為實施歐威

爾式的「反假新聞法」，排名往後

跌 7個名次。

RSF說明，威脅新聞業未來

的危機，包括五大項：

第一、地緣政治危機：RSF

解釋，專制、獨裁或是民粹主義

的政權領導人，將他們自己的世

界觀強加在民眾身上。

第二、科技危機：在數位化、

全球化的時代中，龐大的資訊量

體造成了競爭，並導致混亂，包

括：網軍、假新聞的威脅。

第三、民主危機：民眾針對

媒體的仇恨持續升高，今年的情

況更加惡化，例如巴西總統持續

在國內貶低記者，甚至是煽動民

眾仇視媒體。

第四、信任危機：大眾懷疑

部分媒體播送或刊登的新聞報

導，遭到不可靠資訊所汙染，這

股不信任感也持續上升。

第五、經濟危機：數位化轉

型對傳統媒體造成衝擊，包括：

銷量下跌、廣告收入銳減、生產

和成本增加等問題，導致媒體向

商業市場靠攏，媒體所有權也高

度集中在財團，讓媒體獨立性持

續產生不良影響。

【看中國記者何佳慧綜合報

導】近日香港官場掀起「超級大

地震」，民主派指這場人事大

變動反映北京在反送中運動後

重用警政官員，治港手段將日

趨強硬。

多家香港傳媒 4月 21日報

導了林鄭月娥問責班子出現人

事大地震的消息，最少 5個決

策局的局長將會換人，包括：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公務員事

務局、民政局、創新科技局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當中最受觸目的人事變

動，是處理和中央關係的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傳將

被換下，由入境處處長曾國衛

接替局長一職。

曾國衛在疫情期間因多次

帶隊協助滯留武漢港人乘政府

專機撤離，不時在傳媒亮相。 

《蘋果日報》報導，此前政界一

直盛傳今年 56歲的曾國衛，

將接替李家超任保安局局長一

職。而入境處處長向來是中央

最信任的官員，一旦任命落

實，曾會成為首名非政務官執

掌政制。傳媒翻出曾國衛早前

接受雜誌採訪時的照片，發現

其辦公室當眼位置擺放了習近

平頭像瓷碟，以及一張他 2016

年在北京中南海與中央政法委

員孟建柱的握手照。

目前傳出的新局長名單

中，建制派最大黨民建聯有 2

名成員上位，包括現任勞工及

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他將會

接替劉江華掌管民政事務局。

民政局一直是備受北京重視的

政策局，因為掌管了每年數

十億元的資源，可動用作發展

地區網絡和做青年工作，被視

為統戰工作的策略職位。

關於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

長一職，傳出會由民建聯中

委、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許正

宇接替劉怡翔出任。許正宇曾

任港交所董事總經理，參與過

中港股市互聯互通（滬港通、

深港通）工作，之後加入地產

商新世界發展負責制定大灣區

業務策略，去年才獲招聘為金

發局行政總監。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認為，

盛傳的官場變動反映了「武官」

逼退「文官」的趨勢。民主黨立

法會議員尹兆堅也認為，中央

用人風格愈趨強硬。

港府大地震   治港或更強硬

被削弱，其實現在正是新西蘭與

臺灣重建關係的最佳時機。

布雷迪回覆中央社記者時，

也言及新西蘭早先就與新加坡簽

署協定，以確保兩國之間對抗中

共病毒疾病必需物資的貿易順暢；

其實，新西蘭應該要邀請臺灣加

入這項協定，「新西蘭目前只有兩

週的防護裝備庫存，中國大陸卻

阻撓新西蘭補貨，新西蘭應該與

臺灣聯絡，請求臺灣提供防護裝

備」。布雷迪強調，新西蘭與臺

灣加強關係，將有助兩國平衡來

自中方的政治壓力。

女性領導人國家成功防疫

臺灣與新西蘭近期受到世界

矚目的共同點，除了受封防疫優

等生外，另一特點則是因為雙方

皆由女性領導人帶領國家成功防

疫。在《富比世》（Forbes）刊登

的一篇由性平專家惠騰柏考克斯

（Avivah Wittenberg-Cox） 撰

寫，並以「對冠狀病毒有最佳因

應方式的國家彼此間的共通點為

何？女性領導人」為題的文章中，

即將總統蔡英文與新西蘭總理雅

頓（Jacinda Ardern）共同列入

由女性領導者帶領抗疫且成果優

良的國家。

與新西蘭總理和臺灣總統同

時並列的還有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丹麥總理佛瑞

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

冰島總理雅各多蒂爾（Katrin 

Jakobsdottir）、芬蘭總理馬林

（Sanna Marin），以及挪威總理索

爾伯格（Erna Solberg）。

未來新聞業面臨五大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