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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永不應重回（種族隔離歧視政策的）舊時光。
美國應該是所有人的希望之地。

大馬拘網媒編輯被轟打壓
引煽動法問罪 人權組織促撤控

在野 「伊斯蘭黨」 （PAS）近期尋求在其
執政的吉蘭丹州實施備受爭議的伊斯蘭刑事
法，雖然此舉須得到國家層面批准才能落
實，但已在當地政壇引發震盪。新聞網站
《大馬內幕者》（The Malaysia Insider）上
月 25日引述消息報道，由大馬 13名州元首
組成的國家最高機構 「統治者理事會」 ，早
前已否決修改《1965 年伊斯蘭教法法庭
（刑事管轄權）法令》，令中央政府無法再
插手。

報道否決修伊斯蘭刑法惹禍

該篇報道刊出後惹來當局強烈反彈。掌璽
大臣辦公室翌日否認報道，強調理事會會議
並未討論相關事宜，政府隨即展開調查。通
訊及多媒體部長阿末沙比里周一稱，通訊與
多媒體委員會（MCMC）和警方正調查事
件，指《大馬內幕者》未有撤回報道，顯然
是企圖挑戰統治者的權力和蓄意挑釁政府底
線，令人遺憾。

十多名警員和MCMC執法人員同日下午
5時許突擊前往《大馬內幕者》位於吉隆坡
衛星城市、雪蘭莪州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北部的辦公室，逗留近兩小時蒐集電
話和電腦等資料作證據後，於下午 7時許拘
捕網站 3名編輯主管，包括助理總編輯莫萊
斯（Lionel Morais）、馬來文版新聞編輯依
斯干達（Amin Iskandar）和專題與新聞分析
編輯蘇隆（Zulkifli Sulong）。警方指 3人是
按大馬《煽動法令》和《通訊及多媒體法
令》被捕。

母公司總裁警署抗議後被捕

《大馬內幕者》出版人兼母公司 The
Edge Group行政總裁何啟達（Ho Kay Tat）
和網站行政總裁暨總編輯薩德克（Jahabar
Sadiq）昨日早上在警署外發表聲明，後者

批評警方行動 「顯然不止報道問題」 ，表明
《大馬內幕者》會繼續無懼無私地報道，二
人隨後被捕。警方負責人在社交網站 twitter
指 「不會姑息任何煽動活動」 。法院同日駁
回警方將 3 名前日被捕編輯拘押候審的要
求，3人當庭獲釋。

外國記者：視記者恐怖分子

大馬外國記者會譴責拘捕行動，認為警方
傳召證人落口供已經足夠，拘捕和通宵扣查
未有合適理由，警方將記者當成恐怖分子般
採取 「預防措施」 ，令人憂慮。人權監察亞
洲區副總監羅伯森（Phil Robertson）要求
大馬當局立即釋放被捕傳媒人，並放棄指
控。他說： 「馬來西亞以《煽動法令》問罪
記者，嚴重威脅新聞自由，聯想到警方針對
批判者的條件反射式搜查和拘捕，反映這個
政府明顯有心將國家拉低到緬甸、越南和老
撾等區內侵犯人權國家的水平。」

（星洲日報/海峽時報/大馬內幕者/
大馬東方日報）

國際評論

馬來西亞周一派員突擊上門搜查著名新聞網站《大馬內幕者》的辦公室，當
場拘捕3名編輯主管，昨日再扣查網站總編輯和母公司的行政總裁。事緣《大
馬內幕者》早前報道，國家最高機構統治者理事會否決修法以容許吉蘭丹省
推行伊斯蘭刑事法，理事會隨後指報道不實，向警方舉報。大馬外國記者會
批評當局將記者當成恐怖分子，國際人權組織質疑此舉嚴重威脅新聞自由，
要求當局放人和撤銷指控。

▲◀昨日被捕的《大馬內幕
者》行政總裁暨總編輯薩德克
（上圖）及網站母公司 The
Edge Group行政總裁何啟達
（左圖）。 （網上圖片）

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向英國《金融
時報》表示，他與日本商界領袖都相
信，日本會在今年 6 月申請加入亞投
行，消息即時惹來各界關注，日本財相
麻生太郎即時出來 「澄清」 ，日本仍然
關注亞投行的治理及債務可持續性等問
題，對是否加入亞投行仍抱非常審慎的
態度，給日本可能加入亞投行的消息降
溫。

韓宣布加入對美衝擊大

自從歐洲多國以及韓國相繼表態申請
加入亞投行後，日美兩國愈益顯得孤
立。BBC的報道甚至形容，對於一直關
注韓國到底會倒向美國還是中國的日本

來說，韓國決定加入亞投行，其衝擊實
不亞於英國宣布加入亞投行。

若說中國牽頭的亞投行能夠挑戰世銀
甚至動搖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無
疑為時過早，但它絕對有可能在不久將
來，對日美牽頭的亞洲開發銀行構成直
接挑戰。雖然亞開行的總部設於菲律
賓，日本在亞開行也沒有正式的否決
權，但由於美日聯合起來實際握有約四
分之一的投票權，遠多於其他成員（中
國在亞開行的投票權只有6％），加上自
1960年代成立以來亞開行行長人選都由
日方控制，故此亞開行實際上一直就是
美日在亞洲區的重要政經工具。

亞開行美日獨大失競爭力

日本學者過去曾提出所謂 「雁行理
論」 ，由日本當 「雁頭」 ，率領亞洲地
區經濟發展，亞開行正是這一思維的體

現，然而問題是亞開行的融資門檻太
高，不能迅速應對亞洲基建發展需要。
美國駐亞開行的前代表陳天宗（Curtis
Chin）直言，在改革亞開行、容讓其他
國家擁有更多話語權上，日本多年來一
直都在拖拖拉拉。如亞投行能夠保證區
內發展中國家享有更多發言的機會，亞
投行與亞開行確有可能成為競爭對手。

東京政府當然也深明箇中利害，是以
直至上月初之前，日本當局一直都附和
美國財長杰克盧等人的質疑，大力唱淡
亞投行的管治水平，無法與世銀等相提
並論。不過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沃爾夫（Martin Wolf）早前就撰文直
指，作為世銀前職員，他只能對這種
「關注亞投行是否能夠達到世界級管治

及借貸標準」 的說法失笑，並嘲諷杰克
盧也許應先看看世銀過去的劣績，例如
怎樣給扎伊爾（今剛果民主共和國）貪

腐獨裁總統蒙博托提供信貸融資。

日政商「怕蝕底」現支持聲

隨着亞投行的籌建過去數周取得突破
進展，日本政府明顯方寸失據。根據日
本經濟新聞的說法，目前在外務省和財
務省的事務官員中，由於顧及美國的態
度，對加入亞投行持慎重意見仍然佔多
數，但在日本政府內部和商界近期也湧
現 「有條件參加」 的意見，認為既然英
法德韓等發達國家都已宣布加入，日本
再不參加就非常 「蝕底」 ，既令日本企
業失去基建出口的商機，也將喪失在亞
投行內發揮影響力的機會。一名接近首
相安倍晉三的消息人士便稱， 「如果不
將亞投行視為金融機構，而是看作推動
日本基建出口的組織，就可以參加」 。

日本將基建出口定位為增長戰略支柱
之一，而在發電站和鐵路等基建出口

上，法德都是強勁競爭對手。若法德加
入亞投行但日本自絕門外，幾乎等同將
大量亞洲基建發展商機拱手讓給對方。

不過日本最終是否會加入亞投行，顯
然還得先問過美國。首相安倍晉三本月
稍後訪美，當中一大議題相信就是亞投
行。正如本欄昨天引述美國亞洲問題專
家 伊 科 諾 米 （Elizabeth Economy） 指
出，基於面子和下台階問題，美國至少
在現階段不可能選擇加入亞投行，然而
不排除華府可能希望見到日本加入亞投
行，充當 「特洛伊木馬」 ，在關鍵問題
上協助美方牽制中國。當然，這對華府
也是一個艱難的抉擇，皆因這等同承
認，美國在亞投行問題上完全孤立徹底
失敗，但倘若安倍訪美後真的決定加入
亞投行，外
界也不應太
感意外。

美國的抉擇：讓日本充當亞投行特洛伊木馬？

涉嫌拍片侮辱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和詆毁耶
穌的新加坡少年余澎杉昨日上庭受審。陪同
出庭的父親表示，要向李光耀的兒子、現總
理李顯龍道歉。國家法院裁准余澎杉以 2萬
坡元（11.3萬港元）擔保候審，但禁止在審
訊期間在社交網站貼文。

11萬保釋 禁社交網貼文

余澎杉（Amos Yee）在 3 月 27 日將自製
影片放上網，指李光耀 「像耶穌般渴望權力
和具惡意，又扮慈悲」 ，周日被捕。他昨日
在父母陪同下出庭。其父在庭外接受訪問時
含淚表示，要藉此機會向總理李顯龍道歉，
余澎杉離開時則面露笑容，向記者揮手。他
面對 3項控罪，其中蓄意傷害宗教罪的刑罰
最重，可被判最長 3年監禁。根據警方最新
說法，余澎杉只有 16歲，但在新加坡仍會

被視為成年受審。本案會於本月 17日作審
前會議。 （綜合報道）

涉侮李光耀少年受審 父含淚道歉

涉嫌拍片侮辱李光耀的余澎杉（右），昨由父
親（左）和母親陪同上庭，離開時他向記者微
笑。 （法新社）

大馬十多名警員和通訊與多媒體委員會人員周一下午突擊前往《大馬內幕者》的辦公室，蒐集電話和電腦等資料，其後拘捕網
站3名編輯主管。 （網上圖片）

大馬政府以《煽動法
令》和《通訊及多媒體
法令》控告 5 名資深傳
媒人，再次惹來打壓新

聞自由的抨擊。研究大馬政治的香港城
市大學亞洲及國際研究學系教授凱斯
（William Case）向本報指出，首相納吉
布 2013年艱難連任後，加強利用《煽動
法令》檢控異議者，顯示政府弱勢乏自
信，而動用《通訊及多媒體法令》，則反
映大馬對網絡異見相對寬容時代不再。

2月以來158異見者被捕

根據《大馬內幕者》網站統計，反對
派領袖安華 2月在爭議聲中因雞姦罪名
成立入獄後，已有最少 158名議員、律
師、傳媒人、學者和活動人士遭當局以
《煽動法令》或違反《和平集會法令》
逮捕，包括在國會演說聲援父親的安華
女兒努魯伊莎。凱斯形容，納吉布政府
早在上屆大選慘勝後，已一改初年革新
面貌，重回打壓異見舊路，但不少爭議
法律如《內部安全法》在上屆大選前已
取消，殖民時代殘留的《煽動法令》是

其僅餘的 「真正可用武器」 ，故動用得
比以往更頻密。事實上，納吉布曾承諾
廢除《煽動法令》，但最後食言。

清掃網絡異見 東南亞大勢

凱斯認為，大馬政府加強打壓異己，
是缺乏信心和弱勢的徵兆。他指出，這
可能是因為巫統在上屆大選表現欠佳，
納吉布威信下降，再頂不住黨內保守力
量，加上黨外保守政團冒起對巫統構成
壓力，亦可能迫使政府轉趨強硬。

今次政府亦動用針對互聯網的《通訊

及多媒體法令》來拘捕新聞網站主管。
凱斯稱，馬哈蒂爾政府早年開發檳城為
「大馬矽谷」，礙於外商憂慮，設置較寬
鬆網絡輿論法律，形成嚴管傳統媒體、
寬待網上新聞慣例，上屆大選顯示政府
在網絡陷入劣勢，通訊及多媒體部長阿
末沙比里選後便宣稱，當局正研究倣效
新加坡加強監管新聞網站。凱斯形容，
有新加坡先例一開，大馬政府跟風的壓
力會較小， 「這其實是整個地區的大趨
勢，像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同樣開始對
網絡媒體不再寬容。」 明報記者 周宏量

學者：政府弱勢 搬僅餘武器箝制
自從反對派領袖
安華終審罪成
後，反對派指大
馬當局加強搜捕
異見分子。圖為
安華的支持者上
周六在首都吉隆
坡示威，抗議現
首相納吉布政府
不公。

（法新社）

《大馬內幕者》是馬來西亞其中一
個最為 「惹火」 的新聞網站，經常批
評政府施政，屢招當局反擊。該網站
及其母公司The Edge的同名財經雜誌
上月初發表多篇報道，涉及由首相納
吉布任董事會主席的官方國家戰略投
資機構 「一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
（1MDB）連串醜聞，包括涉嫌拖欠
本地銀行業界逾 50億令吉（約 105億
港元），令政府備受壓力。

不過《大馬內幕者》並不是只針對
執政黨，去年曾發表要求人民公正黨
籍的雪蘭莪州務大臣卡立下台的文
章，令後者面對更大逼宮壓力，結果

卡立入稟控告《大馬內幕者》誹謗。
《大馬內幕者》以外，《當今大

馬》（Malaysiakini）和《今日馬來西
亞》（Malaysia Today）都是該國經常

針砭時弊的新聞網站，同樣常惹官
司。《大馬內幕者》編採主管被捕
後，《當今大馬》隨即在網上聲援。

（綜合報道）

《 大 馬 內 幕
者》新聞網站
報道指國家最
高機構 「統治
者理事會 」否
決修改伊斯蘭
刑事法。
（網站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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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內幕者》屢惹官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