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中資搏鬥的二枚腰

經濟民主連合的七個故事

⼀� �果變�果的紀事
（台灣）2001年5⽉31⽇�台灣《壹�刊》�刊�
（台灣）2003年5⽉2⽇�台灣�果⽇報發⾏�
（台灣）2018年4⽉4⽇�台灣《壹�刊》紙本停刊�
（台灣）2020年2⽉29⽇�台灣《壹�刊》結束���
（�港）2020年8⽉��港���國家�����壹傳
�⼤���涉���港�國�法為由��捕壹傳�4�
⾼層�包括�司�事黎智��⾏政�裁張劍虹����

裁兼財��裁����⾏政����強���壹傳�動

畫�司�經理��光�

（�港）2021年3⽉初��港���國家���再�知
壹傳�40�現�和���理層�⼝供�包括現��執
⾏主席�⼀堅�20年�已�開壹傳�的⾼層羅��何國
輝� 
（台灣）2021年5⽉18⽇�台灣�果⽇報紙本停刊�
（�港）2021年6⽉17⽇��港���國家�����
�《國�法》為由�⼤規��索�港《�果⽇報》��

捕張劍虹�羅�光�����壹傳����裁����

�港《�果⽇報》副社⻑陳沛敏��果動��平台��

張志��⼈�港府凍結�港《�果⽇報》�產��港�

果⽇報於是停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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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2021年7⽉22⽇��果⽇報副社⻑陳沛敏�
��果⽇報�⽂�執⾏���馮�光���果⽇報主

�楊�奇���果⽇報執⾏���林⽂�被�「串�

勾結�國或者境��⼒危�國家���」�件開庭�

理�法院駁回四�被告�����四⼈�押���港

�國�法�定法官�惠德��押�⾄9⽉30⽇再��
（�港）�港壹傳��⾏政�裁張劍虹���港《�

果⽇報》���羅�光���港�國�法中勾結境�

�⼒相關���8⽉13⽇出庭應訊��件下午在西九�
裁判法院開庭�兩⼈��再�收押��件�⾄9⽉30
⽇再訊�

（�港）2021年9⽉5⽇�壹傳��布��司所��事
辭��壹傳�發出�告��已���團主席兼�執⾏

�事�⼀堅���獨⽴�執� Louis Gordon
Crovitz、Mark Lambert Clifford�林中仁的書⾯確
��辭��關��� 
（�港-台灣）2021年10⽉15⽇��港法院�派臨��
�⼈�

（�港-台灣）2021年10⽉��臨���⼈發函給台灣
《�果⽇報》⾼層�須�點��交所��產� 
（�港-台灣）2021年11⽉10⽇�港⾼�法院改�派譚
競正會計師事�所的譚競正�⽂景城為臨���⼈�

直⾄���裁定或⾼�法院另⾏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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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2021年11⽉25⽇�經濟⺠主�合召開記者
會��絕港共政府��台灣�果��求台灣政府正視

壹傳���的⼈��國�危��

（台灣）2021年12⽉14⽇�經濟⺠主�合在台灣�果
⽇報�部��⾏「擁抱⾃由��果加油」活動��援

�果⽇報員⼯�並呼籲政府關切�

（�港）2021年12⽉15⽇�港法院開庭�訊�
（台灣）2021年12⽉16⽇經⺠�赴⽂�部�求�⽇�
回應�求�

（台灣）2021年12⽉20⽇�⽂�部針對「�港法院
�派��⼈�理臺灣�果⽇報相關�產」⼀事�函�

限制台灣《�果⽇報》不得跨境傳�所��的所�個

⼈���並表明��定��（�）⼈必須向台灣法院

���且在台灣法院裁定同意��台灣�果⽇報依法

應�絕�港法院��定��（�）⼈的�何����

求�

（台灣）2021年12⽉27⽇�經濟⺠主�合�⽴��
���品��張��堅召開記者會��求⽂�部應⼀

併發函已停刊的「壹�刊」�⽌跨境傳�個��

（�港）2021年12⽉28⽇� 檢⽅再加�7⼈�3間�
司（壹傳��辦⼈黎智��壹傳��⾏政�裁張劍

虹��港《�果⽇報》�副社⻑陳沛敏����羅�

光�執⾏���林⽂��社論主�馮�光和楊�奇�

7⼈）「串�發布�動刊物�」�同���件押�⾄
2022年2⽉再提訊��部被告不准���繼續�押�
（台灣）2022年1⽉26⽇�台灣《壹�刊》宣布�17
⼈團隊重�開����

（�港）2022年2⽉24⽇�壹傳�⾼層�⼈涉犯國�
法�件在西九�裁判法院再提訊�並由署理�裁判官

羅德泉�理交付⾼院�序��件押�⾄3⽉10⽇下午
作提訊⽇�續�理交付⾼�法院原�庭�訊的�序�

（�港-台灣）2022年3⽉1⽇�台灣�果報載��浩
已付3億訂⾦買台灣《�果》�稱擁台�獨家買賣
��但台灣政府⾼層��不會����交易�

（�港）2022年5⽉17⽇�壹傳��辦⼈黎智�被�
「勾結�國或者境��⼒危�國家��」�4��⽽6
��《�果⽇報》⾼層�3間�果�司被�「串�勾
結�國或者境��⼒危�國家��」���「串�刊

��發布�出售��約出售��發�展��∕或�製

�動刊物」�3��件在西九�裁判法院提訊�國�
法�定法官羅德泉主�裁判官�准�3�合併�並正
式交付⾼�法院�理�⽇期�定�各被告繼續�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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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國�法�壹傳�

    �港國�法於2020年6⽉30⽇正式�⾏�其�港府對
於�判中共的��性����港�果⽇報的�理�層�

報�闆展開������打��港的��⾃由�2021年
6⽉17⽇�500����依��港國�法�⼤���壹
傳��部�《�果⽇報》報社�拘捕五�⾼層��司�

產�當局凍結�員⼯辭��旗下刊物�平台相繼倒閉�

�港壹傳�因�被�停⽌�作�

 
      2021年6⽉17⽇��港政府依「港�國�法」�43
�實�細則附表三��⾏政⼿段�⾃凍結�港壹傳��

司�三家⼦�司�產�並�「串�勾結�國或者境��

⼒危�國家��」為由�捕五��司主�����港�

果⽇報停刊；9⽉初�壹傳��司���事被�辭��

     同年9⽉�港府財政司⻑向�港法院提交����壹
傳�之���10⽉15⽇�港法院�定先�派�永的兩位
會計師��壹傳�臨���⼈�並訂於12⽉15⽇�⾏�
件�訊�臨���⼈於是發函台灣�果⽇報��求�點

並�交所��產�11⽉10⽇��港法院�准原臨���
⼈辭��改派譚競正�⽂景城���譚競正⽬���中

國西部⽔���家中國企��事�

       �港壹傳��辦⼈黎智�為�港傳�泛⺠主派�
⾓�⻑年⽀��港⺠主�動��為中國境�⺠主⼈⼠發

���年來�黎智�參��傘�動的街頭佔�抗爭�即

便因�得�中共政���受�告�杯��使�司��陷

�困難��仍率��港�果⽇報在��中�動��中堅

守��⾃由����判�港政府的���治�經⺠��

析��港壹傳����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政治打��

先是�「港�國�法」⾏政命�凍結�產�再派⼤��

⼒�索傳�辦�室�直到現在�黎智��⾏政�裁張劍

虹�7��果⽇報⾼層仍關押在�港�獄��就是中國
打擊��⾃由���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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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1⽉��港法院派���⼈�強制��
壹傳�所��產��圍��台灣�引發輿論�

��台灣政府是否應對��所作為��只是⼀個

跨國�司的�����件嗎�壹傳�的��從�

⼈員�採訪��在中共當局的眼中��怕是�們

�意品�的「�果的滋味」���成肅��判⾔

論的�佳依��港�國�法的���乎正伸向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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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法院�派的臨���⼈發函�求台灣�果�
點並�交所��產�其中可�包�⼤量未�開的

採訪紀��影⾳素材�����⼈�採訪對�的

秘密�私� 試想�當台灣�果�壹�刊⼆⼗年來
累積的��素材��������港��⼈��

��港政府⼿中��⽽讓中共政�掌握關鍵�

訊�對台灣�⾏��打擊��對台灣的⼈��國

家��會�成�⼤的衝擊�    

「�港法院�絕張劍虹交�理由是台灣�果⽇報

依�在發表��港�國�法的⾔論�中國基本上

把�果⽇報的發⾏當成是犯��把��⼈來台灣

��財產當成是犯�⼯具的沒收�」

      中研院法律所研�員邱⽂�表���港�果⽇
報�理層因涉�港�國�法「串�勾結�國或者

境��⼒危�國家��」�⾏被捕��2021年11⽉
初�壹傳�⾏政�裁張劍虹�求法院����⽽

�港法院卻�「台灣�果���」仍�續發布

「不利�港國�的��」�⽽張劍虹仍���港

壹傳�旗下⼦�司�事為由��絕��� 

   ���台灣�果⽇報事實上是被�港政府視作危
�「國家��」的犯�⼯具�其⽬�之⼀就是沒

收犯�⼯具�另則是�港�國�法的效⼒�伸到

台灣�邱⽂�表��當堅守��⾃由的��被�

港法院當做「犯�⼯具」�台灣政府更不可�把

��當作⼀�⺠事�件���糾�⽽�所作為�

邱⽂��⼆戰�期的�史經驗做����果�⼀

位�太⼈�到�國�德國���求沒收其財產�

其�國家�不�輕易容許��政�的「執法」�

因為其所引⽤的是不義之法� 

三��是⼀個跨國�司的�����件�

�是港�國�法�在台灣「發功」�

 邱⽂���台灣�果⽇報的員⼯可��受�⼤政治�
⼒��⽽台灣�⺠社會⼀⽅⾯��援台灣�果⽇報�⼀⽅

⾯�呼籲其應該由��⼈員協助����放在��的�

⽅�再者�倘���真的不幸���港政府⼿中�為了�

免�港政府�改���斷章�義�現在應該先�所預防作

為��������交付信託�或�����可⾏技�來

�存��的真實性和完整性�

          
         �港國�法摧毀了�港�果⽇報��辦⼈黎智�可
��判��終��但港�國�法的��並未⽌於�港�港

共政府倘�利⽤法院�序���台灣�果⽇報��對台灣

�成�重⼈��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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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刊曾引�已經��的�果��員⼯�法�台灣�果⽇報設��訊��中⼼��受⺠眾投���；在�果⽇
報初�刊��其�共⾊彩鮮明��不少�判中共或�中國�關的��投稿⾄�果⽇報���投�者可�是台��

中國⼈�台灣學⽣��⽣��投��容�圍從��中共政�不法�到�⽅��糾�都�；��投��會從�訊�

�中⼼發派給各相關記者�證�採訪�容�論是否出刊�都會回��訊��中⼼並建檔�存留光�� 台灣《壹�
刊》亦設�研���中⼼�⻑年整理台灣�⼈個�檔��掌握�����就�掌握台灣政�往來的�絡細���

���在台灣《壹�刊》停刊��仍留存⾄��

      所���⼆⼗年所累積的�����採訪紀��跟拍�訊�讓�果掌握了⼤量�報�倘���中共⼿中�中
共為���肅�政治對⼿�打�曾發表�判⾔論的⼈⼠�⽽�其�往⾔論�捕之��果並�你我所�⾒�

與中資搏鬥的二枚腰：經濟民主連合的七個故事

 四� �港��⼈��壹�刊��果⽇報的�重�果
 
      台灣�果⽇報的經�主�「�港��果⽇報出�發展�限�司台灣��司」（�⼀堅）�是�港壹傳��
司的�三層轉投��司�壹傳��司��註冊於�屬維京群島的⼦���司�間�投��港��果⽇報出�

發展�限�司�再於台灣設⽴��司�台灣壹�刊的經�主��亦����構�

         
          在台灣的�果⽇報�壹�刊��去�台灣��的��政治��沒�太直�的關��因�在�事評論��
�切�⾓度���眼旁�台灣局���對台灣的政治局���論發展�了不⼩的�判效果�不只���在�

果⽇報初�台灣之��它可是台灣�⼀�的�彩的�合報紙���上更主張「���真相�⼀切看證��

話」�因���跟拍狗仔⽂���台灣�雖�評價�貶不⼀�但潑辣�羶的�格確實激�台灣��活⽔�

它�是�⼀���售為主�派報為輔的報紙��破��的�售�式�⼀度成為台灣�量�⾼�傳�率�⾼的

報紙�����刊��潮�贈�海報���其�意開展紙�的不同可�� 

        不少記者在�果⽇報展現��的⼈物採訪功⼒�在�果⽇報的「�果⼈物」專欄可⾒⼀斑；�果⽇報�
引�動畫技�製作動�����敘事⼿法再�破�⼀度成為國�話題；�果⽇報在其�⾯開設��路徑�使

��眾對��的�⽤更為直�明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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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濟⺠主�合的⾏動 
         為了盡�因應�港法院的��可��經濟⺠主�合�台灣�⺠陣線�台灣記者協會��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
事�於⼗⼀⽉⼆⼗五⽇召開記者會��求台灣政府應明確�絕�港法院��台灣�果�並正視壹傳���的⼈�

�國�危��⼗⼆⽉⼗四⽇晚間�經⺠�於�果⽇報⼤�下主辦「擁抱⾃由��果加油」�絕港共���果⾏

動��援�果⽇報⾏政主��記者��採⼈員���加強�求政府�積�作為的⼒��⼗⼆⽉⼆⼗⽇�⽂�部正

式函��果⽇報依法應�絕���且不得跨境傳��訊�⼗⼆⽉⼆⼗�⽇�經⺠��⽴法�員���張��堅�

�品�共同召開記者會��定⽂�部積�捍衛��⾃由���個⼈�����求⽂�部�除台灣《�果⽇報》

��應⼀併發函已停刊的《壹�刊》（�港�壹傳�出��限�司台灣��司）�⽌跨境傳�個��不久�⽴�

張��堅�表��⽂�部�⼀併限制《壹�刊》跨境傳��

  （⼀）質��港法院���⼈來臺⽋�法律依�
        2021年11⽉25⽇經⺠�記者會中�經濟⺠主�合智庫召�⼈�中強�出�《港���》�42�規定�「在�
港或�⾨作成之⺠事確定裁判�其效⼒����得為強制執⾏之�件�準⽤⺠事��法�四百�⼆��強制執⾏

法�四�之⼀之規定�」�再根�《⺠事��法》�402���國法院確定判�之�容或���序�����中
�⺠國之�共秩序或�良�俗者�即不�其效⼒�台灣為�政⺠主國家��法�障��⾃由�⾔論⾃由�財產

���港法院針對壹傳�的裁判顯��出於港府對��⾃由的⼀�串打��明顯悖於台灣的�共秩序��良�

俗�基於�下理由�經⺠��為壹傳��司臨���⼈�求台灣�果⽇報主��交���尤其是��或評論�

��其法律依�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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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台灣法院許可之���政部不應准許壹傳���⼈�境執⾏���
        �港⼈來台�證依法應申報�境⽬的�為了�免《港�國�法》效⼒⾃動�伸⾄台灣�譚競正�⽂景城�
�其��⽬�境台灣卻實�執⾏��⼈����政部應�「從事��證⽬的不�⾏為」�之��出境；�之�

���申��境執⾏��⼈����政部應�台灣法院許可�港法院關於壹傳���裁定在台執⾏��⽅可同

意其�境�

 3.必���經濟部應廢⽌�港壹傳�的台灣��司登記�
          經濟部應該做�壞�況的準��倘�港共政府或紅⾊�本家或其在�協⼒者可���經�台灣�果⽇報
�；為�免⾃由��被改�成另⼀個中國政�的傳���對台灣��環境�⺠主制度�來�重損��必���

經濟部應該依照�國⼈投�������⼀項�⼀��「對國家����共秩序��良�俗或國⺠健��不利

影響」為由�廢⽌�港壹傳�的台灣��司登記�防堵「港�國�法」�⾜台灣的可�性�

與中資搏鬥的二枚腰：經濟民主連合的七個故事

 1.⽂�部應依個�法�限制台灣�果⽇報�壹�刊交付個⼈��予�港��⼈
       《個⼈����法》�21�規定�「����關為國�傳�個⼈���⽽�下��形之⼀者�中�⽬的事
�主��關得限制之�⼀�涉�國家重⼤利益�⼆�國��約或協定��別規定�三��受國對於個⼈��

之��未�完�之法規���損當事⼈�益之��四����⽅法向�三國（��）傳�個⼈��規�本

法�」

台灣�果⽇報18年來握�的��採訪��可⽤於��打擊��知作戰或政治���顯涉「國家重⼤利益」�
且「港�國�法」治下的�港�企�必須被�交出���顯�⽋�完�個⼈�����制�主��關⽂�部

應⽴即發出⾏政命���⽌台灣�果⽇報�壹�刊�個⼈��交付給�港��⼈��免個�跨境傳�所衍⽣

的相關�險�

（⼆）�求⽂�部��政部�經濟部⽴即⾏動��絕�港��⼈來台執⾏港�國�法

        在「港�國�法」�制下��港法院早已淪為中共政�的�⽪�章�由法院�派的��⼈更可�成為中
共政�在台「執法」的⽩⼿套�對於�⼀�重��個���私����⾃由並危�國家��的事件�台灣政

府不��所作為�不��不作��經濟⺠主�合就�向台灣政府提出三項�求�

 裁判未確定��港法院�派臨���⼈之裁定�並�《港���》�42�所稱「⺠事確定裁
判」�壹傳���事件尚��港法院12⽉15⽇�訊�更未確定�更何況�臨���⼈已變更�
�席裁判��⽂匯報報��10⽉15⽇�派臨���⼈之裁判�只�余�海律師代表�港財政司出
庭�「壹傳�並�律師代表」�根�《⺠事��法》�402��「敗�之被告未應�者�」我國法
院得不���國法院之效⼒�

超出��必��圍� ���序的⽬的在於���司�產��償債�⼈���變賣�司不動產�⼦�
司����求�交��或評論���顯�出於��必��⽽�出於政治⽬的�

台灣�果並��港壹傳�的直�⼦�司���⼈�其量僅�直�⾏使���司�⼀層轉投�之�東

����⼈應��轉投��司間的�層��或⾏政�序�證明其確��制台灣�果之合法�源�

台灣法院尚未�⾏���強制執⾏法�四之⼀�規定「依�國法院確定判���強制執⾏者��該

判��⺠事��法�四百�⼆�各��形之⼀�並經中�⺠國法院�判�宣�許可其執⾏者為限�

得為強制執⾏」�為維���⾃由�在台灣法院���港法院裁判並許可其強制執⾏之��台灣�

果⽇報的主��員⼯��不交付�何��予�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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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在12⽉20⽇針對「�港法院�派��⼈�理臺灣�果⽇報相關�產」⼀事�函�限制台灣
《�果⽇報》不得跨境傳�所��的所�個⼈���經濟⺠主�合於⼀��（27⽇）�⽴法�員�
��張��堅��品�共同召開記者會��定⽂�部積�捍衛��⾃由���個⼈���並�求⽂�

部�除台灣《�果⽇報》��應⼀併發函已停刊的《壹�刊》（�港�壹傳�出��限�司台灣��

司）�⽌跨境傳�個��⽴�張��堅�表��初步�絡�⽂�部�同意把壹�刊���

      ⽂�部短�間�即參�⺠間團�建議��定發函台灣《�果⽇報》�限制其不得跨境傳�個��並
�求主動或依當事⼈�求��毀所��的個⼈���經⺠��定⽂�部��港�國�法���捍衛�

�⾃由的�⼼�並且��明確的法律⼿段�發出⾏政命�����⺠個��

         經⺠��針對台灣《�果⽇報》�《壹�刊》�續���理的����求⽂�部應依照《個�
法》�27��2項規定��定台灣《�果⽇報》�《壹�刊》「訂定個⼈��檔���維�計畫或�
�終⽌�個⼈���理⽅法」�根本�防����洩中共政�或�⼼⼈⼿中��⼈��國�危��

      《壹�刊》�《�果⽇報》在台灣20年來所掌握的��庫�容相當敏��並涉�重⼤國���對
於中共政�是個相當�價值的「�產」�可⽤於對台��打擊��知作戰或政治���

     台灣《壹�刊》�《�果⽇報》��庫�容包括�曾為台灣壹傳��團⼯作的記者����員⼯的
��和個�；社論�專欄或投書者的真實����證�銀⾏帳戶�個�；針對敏�議題提供���訊

的��單位或個⼈之真實��；記者��開的採訪規劃��⾄是吹����者的真實���江旻��

為�����庫的�間跨度�越了⺠�黨�國⺠黨兩黨執政�期�三位���六�政府�更涉�許�

台灣企�家�重�⺠間�構；所��訊�是中共政��想��的政治勒索�碼�可�是「�⺠個�危

�」�

        ���根�《個�法》�27�規定�「����關��個⼈��檔�者�應採⾏�當之��措
��防⽌個⼈��被����改�毀損��失或洩��中�⽬的事�主��關得�定����關訂定

個⼈��檔���維�計畫或��終⽌�個⼈���理⽅法�」⽂�部⽬�只確�個�不被跨境傳

��但是即便在台灣境����⼤型且敏�的��庫�仍�明確規�其個⼈��檔���維�計畫�

��終⽌�個⼈���理⽅法之必���督促《�果⽇報》確實執⾏⽂�部「依�《個�法》� 11 �
規定�應主動或依當事⼈�求��毀所��的個⼈���」之�求�讓利�關�⼈�《�果⽇報》�

更明確的�制可�依��

     

 （三）⽂�部回應��台灣�果⽇報�壹�刊跨境傳�個�



       根�2022年1⽉23⽇�傳�報��台�⽇��告�收到�港��⼈譚競正會計師事�所�知�積�買
家「AVENGERS Limited」由�港�⼈�浩��擁��到��浩�買�果���是否涉�中�因素��
界諸�懷��上��傳�報�亦�出�台灣不願具�的國�⼈⼠表��在�港法院根�《港�國�法》凍

結並強制��壹傳�的�況下�是傷�原��東�益的作為�因�就��來�交易��不會��該�交

易��續�何發展�值得我們�續關切�

       經⺠�表��除發布⾏政命��⽂�部�應�⾏�責�根�《個�法》�22�規定�「中�⽬的事�
主��關⋯⋯為執⾏��檔���維����終⽌���理⽅法�國�傳�限制或其��⾏性��檢�⽽

��必�或���本法規定之���得派員��執⾏��證明⽂件���檢��並得命相關⼈員為必�之

�明��合措�或提供相關證明���」經⺠��求⽂�部為確�「台灣《�果⽇報》不得跨境傳�所�

�的所�個⼈��」�確實執⾏之�應派員於現場檢�台灣《�果⽇報》�《壹�刊》�是否��依《個

�法》規定��採訪��庫�確�台灣《�果⽇報》�《壹�刊》採訪��庫的��措���防台灣採訪

��不慎��中共政�或�⼼⼈⼿中�

六� �浩買�果��續中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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