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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當行政長官親自挑選來處理國家安全案件的

要利用與第三國的司法互助條約（MLAT）以

法官，以持續根據2020年北京當局強制推行的

及國際刑警組織提供的工具，積極追捕和遣返

港區《國家安全法》
（NSL）對民主和反送中活

「逃犯」。

動人士進行審理和判決，1香港警務處（HKPF）
同時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歐洲、台灣、英國和
美國展開追捕國家安全「逃犯」的行動。

這項調查分析簡要概述了在北京當局強行推動
的港區國安法及其日益增長的全球影響力之下
令人擔憂的趨勢。本調查報告將成為港府鎖定

2020年12月底，據報導，「大約30名」離開香

目標人物旨在避免國際刑警組織持續被濫用

港的人正因國安法而遭到追緝。2還有多少海外 來迫害政治與思想犯罪運動的中堅力量。4
人士在香港法律之下因暴動、公眾騷亂、非法
集會等罪名被通緝，目前仍不得而知。此外，一
些身處香港之外的外國人也被捲入正在進行的
訴訟中，並被他們的政府警告，如果他們出國
旅行，將面臨被拘留和引渡到香港的風險——
當中還包括英國國會議員。 幾位日本和美國的
3

民選議員也受到牽連，而香港和中國警方也在
尋求引渡丹麥議員進行調查。11月下旬，香港政
府又再公布了針對許智峯和丘文俊的逮捕令，
這兩位都是已經流亡海外的前民意代表。

考慮到國際刑警組織未能適切地審查各國的
紅色通報請求，以及更加忽略對擴散通報——
其效果通常類似於紅色通報——進行審查，
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這些威脅應當被非常
嚴肅地對待。5它們對世界各地人們基本人權
的影響——尤其對行動自由和驅離難民的影
響——需要民主國家彼此協調，做出立即、共
同的反應，以避免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的核心原
則受到進一步破壞。

中國大陸和香港當局都發出越來越多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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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點
• 國家安全犯罪的定義在香港持續擴大，其中

• 國際刑警組織由於持續地未能遵守已發布

第38條規定之下的域外管轄尤其令人關注；

的告示，尤其是禁止基於政治、宗教或民族

• 中國和香港當局發布越來越多公告，稱他
們正在積極追捕並尋求起訴海外「嫌犯」
；
• 這些聲明明確地納入了使用國際刑警組織
的機制，卻是以違反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的
方式；
• 被點名的「嫌犯」包括遭到自己國家政府警

原因的迫害，因而受到越來越嚴格的檢視；
• 國際刑警組織內部現行的審查機制和慣例
作法將人權捍衛者以及活動人士置於危險
之中，對受到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第2條所保
障的基本權利構成令人無法容忍的侵犯；
• 處於危險中的香港人已向國際刑警組織秘

告避免前往和香港或中國簽有引渡條約的

書處及其檔案管制委員會(CCF)發出關於政

國家的外國國民；

治迫害的公開預防性警告。

港區國安法的背景
2021年10月26日，31歲的馬俊文因高喊口號

陸之間的引渡條例之後，2019年反送中抗議震

（「香港獨立、唯一出路」和「光復香港、時代

驚了全香港，而截至2021年10月約有10,447名

革命」）和其他理由而被依香港《國家安全法》 與該抗議相關者被拘留或逮捕。11
定罪。6檢方表示，他宣稱訴求香港獨立是他的
憲法權利，此舉形同藐視國安法。7此外，24歲
的唐英傑是第一個遭國安法定罪的人（2021
年7月30日）
，遭判刑的部分原因是攜帶寫著「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的旗幟。 還有一個
8

更進一步的案例；譚得志在本報告即將發布之
際，正在接受審判，他不只因為高喊「光復香
港」口號、甚至僅僅因為謀劃喊口號而被指控
違反國安法。9

警務處亦鼓勵香港民眾協助其落實《國家安全
法》。2021年11月，據透露，一條專門用於國家
安全舉報的熱線在開通的第一年就接到了大約
20萬通電話。12然而，香港警務處對於抗議活
動的平息以及在一度蓬勃發展的香港公民社會
快速蔓延的寒蟬效應依舊不滿意，警務處更積
極、更頻繁地發起更大規模的鬥爭，將其影響
力擴及香港之外，以圖追回港府聲稱的逃犯、
讓他們得以依據國安法被起訴。

截至今年10月，警務處國家安全處共拘捕約
155人，其中100人面臨正式控訴。香港政府拒
絕透露目前有多少國家安全案件正在調查當
中。10此外，在中國企圖強迫通過香港和中國大

香港和中國正在使用越來越明目張膽的言語要
求其他國家不要向「逃犯」提供「避風港」，因
為這——用他們一貫的說法——將構成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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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內政的粗暴「干涉」。132020年10月中旬，中國
駐加拿大大使叢培武敦促渥太華當局停止向他
形容為暴力犯罪分子的香港民主活動人士提供
庇護，並警告加方，繼續這麼做可能會危害居住

國安法的域外管轄
第38條：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

在香港的30萬名加拿大人的「健康和安全」。14

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

此外，警務處已明確表示，他們也正在調查居

的，適用本法。15

住在海外、支持並協助抗議者或其他被視為「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

反對」香港政府的倡議工作的外國人。

海外追捕民主派人士，
運用國際刑警組織的威脅
「任何人如參與組
正當行政長官親自挑選處理國家安全案件的法 港府保安局當時發表聲明：
官，以持續根據2020年北京當局強制推行的港 織、策劃或協助潛逃或串謀有關的刑事罪行，
區《國家安全法》
（NSL）對民主和反送中活動

警方會調查及搜證，在香港司法管轄範圍的法

人士進行審理和判決16，香港警務處（HKPF）

律框架下，按事實和證據，依法處理。」19

同時在澳大利亞、加拿大、歐洲、台灣、英國和
美國展開追捕國家安全「逃犯」的行動。
2020年12月底，據報導，「大約30名」離開香
港的人正因國安法而遭到追緝。17還有多少海
外人士在香港法律之下因暴動、公眾騷亂、非法
集會等罪名被通緝，目前仍不得而知。
此外，居住在香港之外的外國人也被捲入正
在進行的訴訟中，主要原因要麽是提倡制裁
香港或中國官員，要不就是協助香港人逃離香
港領土，例如協助香港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逃脫了逮捕和起訴的Uffe Elbæk和Katarina
Ammitzbøll等兩位丹麥國會議員。18
2021年11月，保護衛士發布了前所未有針
對中國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首篇調查分

該局還擴大了在海外追捕此類犯法者的需求
性，稱：
「警方會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依法循
不同途徑追查逃犯的下落，將其緝拿歸案。20
香港反腐監察機關廉政公署在11月底宣布，針
對眾所周知遭國安法通緝的許智峯和前香港
區議員丘文俊發出逮捕令，理由是他們鼓勵抵
制即將舉行的選舉或在選舉中投下空白選票。21
今年稍早，香港律政司向立法會表示，「警方
會追捕許智峯」
，22推測是使用《刑事訴訟程序
條例》第89條（第221章）。23親中共的港媒也
指出，可能使用關於串謀的《刑事罪行條例》
第159A條（第200章）
，並指出香港對於串謀罪
擁有域外管轄權，如同時任保安局局長的李家
超所確認的那樣。24

析，該調查提供了證據，揭露中國在展開

中國政府也積極介入。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

獵狐行動和天網行動—這些行動旨在從

示：
「我們反對任何國家的任何個人以任何方式

國外追回中國所聲稱的逃犯—期間對國

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包庇犯罪分子。」25

際刑警組織的利用產生了明顯變化。

當時的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 他後來在2021年

由此參閱該調查分析「無處可逃」。

中被任命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高領導職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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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 — 加碼表示，因為與國家安全有

務在刑事事務上彼此提供司法互助」，以及「

關的指控而逃往海外的逃犯，將依據港區國安

香港警方可以向國際刑警組織提出逮捕請求。

法，被終身追緝。26

如果潛逃者獲得保釋，法院也可以簽發國際逮

為了確保沒有任何流亡港人能夠感到安全，他

捕令。」30

在接受電視採訪時接著說，這些現在被外國政

2021年9月1日，行政會議成員、前保安局長葉

府保護的「逃犯」，當他們沒有政治價值的時

劉淑儀附和他的說法指出，即使沒有引渡條

候，可能被用完即棄，並且將會面臨香港警方

約，香港也有其他工具可以強制追回「逃犯」，

的終身追緝。27

包括它與其他國家簽有許多司法互助條約。她

即使在無法使用司法互助條約或國際刑警組
織紅色通報的情況下，他也威脅稱：
「國際關係
變化千變萬化……但肯定的是，我們一定會終
生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28
在另一番令人恐懼的發言中，香港最高法院
律師黃英豪告訴中國官媒：
「香港政府、警方
和法院可以共同採取各種措施，重新抓獲潛逃
者……。」29

補充說，香港可以利用國際刑警組織將他們逮
捕並遣返。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和資深大律師
湯家驊也贊同這種可能性。
針對宣稱的目標，威脅使用包括國際刑警組織
在內的法律機制，這不僅明確違反了國際刑警
組織章程第二和第三條，同樣也多次違反了他
們的難民政策，該政策規定，獲得庇護者不應
該成為目標。香港官員聲稱他們將追捕那些受
到其他國家「保護」的人，這種說法似乎暗示了

他還提到了國際刑警組織的運用，他說：
「香

他們也將追捕那些獲得庇護者，這將進一步違

港是國際刑警組織的成員，成員國或地區有義

反國際刑警組織的規定。

圖片來源： 香港01

考慮到國際刑警組織未能適切地審查紅色通報

類似於紅色通報——的嚴格檢視…等這些眾所

請求，31以及欠缺針對擴散通報——其效果通常 周知的事實，這些威脅應該被非常嚴肅地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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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警務處向海外擴大影響力
的恐懼日益加劇
2021年9月下旬，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

勞德（William Browder）
、裴倫德（Luke de

(FCO) 聯繫了包括國會議員在內的一些英國公 Pulford）和傑克‧海茲伍德（Jack Hazlewood）
民，警告他們可能面臨被拘留、引渡到香港和

。英國政府為這些人的憂慮源於香港檢方在起

在香港遭起訴的風險。32當此事被曝光，流亡

訴活動人士李宇軒和陳梓華的指控當中提到了

海外的香港活動人士所面臨的風險顯得異常

他們的名字，稱他們是共謀者。34同一份控訴當

真實。這些人被建議避免前往與中國或香港簽

中還包括一長串日本國會議員、美國政治人物、

有引渡條約的任何國家旅行，這實際上意味著

香港活動人士，以及一些組織和商業實體。35

前往幾個歐盟成員國可能會有風險，從而嚴重
影響他們遷徙自由的基本權利。33

由於任何引渡嘗試都需要第三國當局逮捕該人，
可行的主要選項是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

雖然並非所有涉及此事的人都被公開確認，

報或擴散通報來進行，因此就邏輯上而言，英國

但目前已知的包括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

當局認為此一可能性非常高，即使被針對的對象

勳爵（David Alton）和著名的活動人士布

是自己的公民。

香港引渡協議分布圖

截至 2021 年，澳洲、加拿大、芬蘭、德國、愛爾蘭、紐西蘭、荷蘭、英國和美國都暫停了與
香港的引渡條約（法國則暫停了其批准程序）
。目前共有10個國家仍然與香港保有此類條
約，包括：印尼、印度、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南非、韓國和斯里蘭卡，以及歐盟成員
國捷克和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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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後，丹麥報紙Politiken爆料稱，香港警務

議員Uffe Elbæk和Katarina Ammitzbøl。36雖

處（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的管道進行溝通）以及 然丹麥拒絕了他們，但這件事進一步證實了香
中國公安部確實已經嘗試利用中國與香港跟

港政府人士日益敵對的言論並不僅是虛張聲勢

丹麥之間的司法互助條約來調查兩位丹麥國會 的威脅。37

圖片來源: POLITIKEN. 中國和香港警方向丹麥警方發出請求的副本，尋求協助調查曾助許智峯逃亡的民選丹麥國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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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刑警組織是否已經收到任何來自中國或

加入國際刑警組織，自1997年回歸中國以來，在

香港當局關於這些案件的紅色通報或擴散通

中國的國際刑警組織機構（中國國家中心局，簡

報，在撰寫本文時尚不得而知。香港於1960年

稱 NCB）之下維持一個高度自治的香港分局。38

紅色通報 vs 擴散通報
紅色通報：紅色通報是基於國家中心局的請求而發布，目的是尋找通緝犯的下落，尋求進一
步拘留、逮捕或限制行動，其目的是為了達成引渡、移交或類似的合法行動。39雖然沒有成員
國有義務對被通緝者採取行動或逮捕（紅色通報本身並非正式的臨時逮捕請求）
，但在實務
上，許多國家確實將紅色通報視為明確的逮捕令。在國際刑警組織初步審查後，紅色通報會
被自動發送給所有成員國。
擴散通報：擴散通報系統由標準化的合作與警報請求組成，每個請求各自對應特定目的：(a)
對被定罪或被控告者進行逮捕、拘留或限制行動；(b)定位和追踪；(c)獲取額外資訊；(d)用於
識別目的；(e)提出關於某人犯罪活動的警告；(f)用於資訊目的。40在國際刑警組織進行任何
審查之前，目標成員國就能立即看到擴散通報，這使它成為非法治國家嘗試進行逮捕的有用
工具，即便這些國家知道擴散通報可能在國際刑警組織稍後審查過後被撤回。一個國家中
心局直接向另一個或多個其他國家的國家中心局發送一份擴散通報，並且只有在它們已經
發出後，才會由國際刑警組織審查和批准。

使用國際刑警組織和司法互助條約的威脅越

2021年11月，香港政府抨擊香港外國記者俱樂

來越大——包括使用國際刑警組織管道調查

部，聲稱其成員針對記者工作環境和相關問題

外國公民的證據——與令人擔憂的國家安全

的調查——由世界各地的類似俱樂部定期實

犯罪定義的擴張密切相關。正如前文引用的

施——構成對國安法本身的攻擊。42對於被捲

譚得志正在進行的審判所顯示的那般，構成

入與國安法相關罪行的擔憂已經使得諸多長期

國家安全犯罪的判斷標準持續地從高喊口號（ 駐點香港的人權非政府組織，包括國際特赦組
「發表煽動文字」）擴大到計劃或密謀這麼做 織和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以及媒體組織、職
（「串謀發表煽動文字」）。41

業工會及工會，和政治倡議組織被迫關閉。

擔憂中國接管國安法調查與羈押
中國大陸警察和國安部部隊已調往香港協助

從香港轉移到中國大陸，而北京只能授權這種司

處理國安法，第48條賦予他們處理國安法案件 法管轄權轉移。該條文只規定，這種轉移可以發
的權限。使這一令人嚴重擔憂問題雪上加霜的

生在被指控的罪行有下列情況：a) 由於涉及外國

是，大陸警方和檢方對於在香港或針對香港犯

或「外部因素」而導致案件復雜；b)香港政府無法

下的罪行，從他們的香港同行手中接管拘留和

「有效」執法；c)存在重大且迫切的國家安全威

起訴，這種現象的合法化和潛在常態化。

脅。司法管轄權轉移後，適用新司法管轄—例如

國安法第55條規定，案件和拘留中嫌犯可能

中國大陸—的法律、程序和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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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调查和简
报系列

圖說： 中國國家安全警察在香港的辦公室
照片版權：保護衛士／Shutterstock

綜上所述，這項規定在技術上允許警務處申請

程序。這給那些仍然與香港保有引渡條約的國家

將其目標人物引渡到香港，並且，一但這些人到

（包括歐盟國家）帶來了額外的壓力。

了香港境內，就可以將他們移交給中國大陸，而
不再需要進行任何香港與大陸之間的正式引渡

至今為止，還沒有根據第55條將司法管轄權從
香港轉移到中國大陸的已知案例。

遭香港警務處通緝的香港活動人士
警務處聲稱「約30名」民主派活動人士被警方

還有許多人，一但他們返回香港或中國，或者在

通緝，以透過國安法起訴，但這些人的名單尚未 一個跟香港保有引渡條約的國家（諸如歐盟的
被公佈。這符合中國刻意的和已宣布的政策，亦 葡萄牙和捷克，以及菲律賓、印度、新加坡、印
即不公開其所請求的紅色通報。然而，根據警務 尼、馬來西亞、斯里蘭卡、韓國和南非）被依據
處的聲明、香港和中國親政府媒體的報導，以及 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報或擴散通報逮捕，
香港正在進行的起訴，保護衛士已經辨識出了

他們非常可能面臨非國安法罪行的刑事責任

潛在的人選以及他們目前的下落，其中包括一

風險。

些外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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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民主派活動人士免受國際刑警組織通
報濫用的威脅
今年在摩洛哥，維吾爾人伊德里斯．哈桑（Idris

組織執行委員會的13名成員之一，增加了中國濫

Hasan）被基於2017年發布的國際刑警組織紅

用該系統的可能性。

色通報逮捕，令人震驚。此事凸顯了即便媒體
廣泛關注中國政府在新疆地區的暴行，國際刑
警組織依舊未能審查和糾正來自中國的「不合
規定」的紅色通報。43這更彰顯了國際刑警組織
的缺點和類似這般濫用國際刑警組織機制的風
險，是事關重大、需要迫切關注的。
儘管中國在新疆嚴重侵害人權、將司法系統政

對於這些事態發展，保護衛士已經向國際刑警
組織提交了一份名單，當中列出了29位已經確認
以及可能是香港警務處和中國警方（公安部）追
捕當中、聲稱是逃犯的目標人物，國際刑警組織
有可能被中國或香港濫用來針對這些案件。保
護衛士要求國際刑警組織採取預防措施，防止
這方面可能的濫用，並確認這些人目前沒有遭到

治化，並且濫用國際機制越來越惡名昭彰，但依 以違反該組織章程的方式列入該組織資料庫。
舊能夠避開國際刑警組織的審查；許多人因此
擔憂，香港當局將能夠利用它即便受損卻仍優
於中國的聲譽做些什麼。人們非常擔心警務處
轉而使用擴散通報，從而在缺乏紅色通報所需
更嚴格的審查的情況下，透過國際刑警組織的
管道拘留或騷擾其目標。

此外，已經確認的一批所謂的逃犯已向國際刑
警組織秘書處和檔案管制委員會（CCF）發出
了一封公開信，提醒國際刑警組織注意中國公
安部和香港警務處可能濫用紅色通報與擴散通
報。而對於這些人遭受的控訴，香港和中國政府
的公開聲明以及聯合國相關機構的聲明毫無疑

2021年11月25日，中國不顧各國國會議員、非政

問地表明，企圖利用國際刑警組織追回這些人將

府組織和人權捍衛者等的抗議，成功地使任職

明確地違反國際刑警組織章程第2條和第3條。

於公安部國際合作局的胡彬郴當選為國際刑警

使用紅色通報和擴散通報的核心規定
章程第2條規定，國際刑警組織的宗旨在於本著世界人權宣言的精神確保及推動國際間警
察機關的彼此互助合作。
章程第3條規定，嚴禁該組織進行任何政治、軍事、宗教或種族性質的干預或活動；有時被
稱為「中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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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刑警組織提交通報和尋求其他支持的權利。
國際刑警組織應當緊急關注香港司法體制的不
斷變化，以及警務處關於透過國際刑警組織追
捕海外「逃犯」的公開聲明，這些「逃犯」只能
被歸類為政治犯。
在採取這些行動的同時，已被確認的目標人物
當中有數個已向國際刑警組織的檔案管制委員
會提交了「獲取資訊請求」
，要求提供有關他們
是否被列入國際刑警組織資料庫的相關資訊。
這當中有數個已經在各國取得庇護，而根據國
際刑警組織的規定，任何針對這些人的紅色通
報或擴散通報應基於這些相關個人的請求而被
刪除。然而，由於只有部分的通報被公開，而且
他們的請求者—例如中國或香港—可能阻止國
際刑警組織分享這些訊息，這些相關個人無法
請求將他們從通報當中除名，因為他們根本不
知道有這回事。
對於這些條款的系統性違反，國際刑警組織有

想了解更多訊息，請參閱保護衛士11月的調查分

權對違規成員國採取反制措施，包括限制他們

析「無處可逃 — 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擴大濫

使用國際刑警組織的資料以及限制他們通過國

用國際刑警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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