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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與英大使
「絕交」文翠珊企硬

密電外洩風波衝擊美英特殊關係
特朗普表示他不認識達羅克，稱對方在美國不
受歡迎，華府將不會再與他有接觸和交流。特朗
普同時狠批文翠珊的脫歐工作，表示曾告知對方
如何處理脫歐，但她選擇另一條路，導致英國陷
入混亂，「英國即將出現新首相，這對英國人是
好消息。雖然我很享受上月國事訪問英國的行
程，但英女王才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人」。
文翠珊透過發言人表示，已與特朗普政府聯
絡，形容電文外洩事件不幸和不可接受，稱大使
需就派駐國家的政治狀況，作出誠實和坦率的評
估，儘管她個人不認同達羅克的批評，但將繼續
全力支持達羅克。
正在華盛頓訪問的英國國際貿易大臣霍理林表
示，今次風波可能損害英美關係，繼而影響英國
國家安全和利益，他將在會晤特朗普女兒伊萬卡
時，就事件向對方致歉。

(

英國駐美國大使達羅克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外交電文日前曝光，引發英美
外交風波。特朗普前日在 twitter 表示，華府將拒絕再與達羅克打交道，並批
評力挺達羅克的英國首相文翠珊，指文翠珊在脫歐問題上表現一團糟，形容樂
見英國首相換人。文翠珊發言人其後表示，對外交電文外洩感到遺憾，強調文
翠珊仍全力支持達羅克。特朗普昨日繼續在 twitter 發文批評達羅克，指對方
行徑滑稽，是一個非常愚蠢的傢伙。

特朗普任內
美 英關係轉差
2017 年

或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最差

1月

65 歲的達羅克是英國最富經驗的外交官之
一，與白宮高級顧問康韋、署理幕僚長馬
爾瓦尼、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和前白宮
發言人桑德斯關係良好，若他被華府杯
葛，可能使英美官員交流受阻。現階段
暫未知華府是否已把達羅克列為「不受歡
迎人物」，但他原定前日獲邀出席特朗普與
卡塔爾埃米爾(國家元首)塔米姆的晚宴，美方最
後卻取消邀請。
《紐約時報》指出，美英關係表面親密，但其
實早已出現問題，特朗普這次的行為，如同向即
將卸任的文翠珊政府「無禮道別」，更可能為美
英關係增添裂痕。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賴特
形容，特朗普的行為令英國感到煩厭，美英關係
恐跌至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最差水平。
英國聯同法國和以色列於 1956 年入侵埃及、
爭奪主要航道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引發包括美
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指責，華府認為這次侵略再次
體現殖民主義，時任總統艾森豪威爾親自致電英
國首相艾登施壓，同時向英國施加經濟壓力，最
終迫使英國停火，並失去蘇伊士運河控制權，艾
登政府亦告垮台，事件令英美關係跌至冰點。
■綜合報道

2月

英國首相文翠珊成為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
後，首位訪美的外國
領袖。
文翠珊指華府禁止部
分穆斯林國家公民入
境是「錯誤」和「造
成分化」。
特朗普在 twitter 分享

11月

英國極右團體的反穆
斯林影片，文翠珊發
言人指特朗普做錯，
特朗普指文翠珊應聚
焦英國國內的伊斯蘭
恐怖主義。
文翠珊發言人表示，

12月

英國不認同特朗普承
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
首都的決定，稱此舉
無助推動地區和平。

2018 年
7月

2019 年
5月
■侯俊偉
侯俊偉（
（左）指洩露電文調查範圍包括
伊朗。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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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擬容許華為有限
度參與建設當地 5G 網
絡，美國國務卿蓬佩
奧警告，華府可能拒
絕與英方分享情報。
特朗普批評文翠珊將

《金融時報》
：或疑歐派幕後策動
打擊
「親歐」
大使
英國駐美大使達羅克的私人外交電文
遭洩露，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評論文
章，認為英國駐外大使需就派駐國家的
政治局勢作出全面分析，內容敏感在所
難免，今次風波的罪魁禍首是將電文洩
露給傳媒的人，幕後黑手疑是英國政府
內的疑歐派人士，企圖打擊達羅克這位
政府內的親歐派精英，形容脫歐分歧早
已在英國政界引發「內戰」。而這次披
露電文的記者奧克肖特屬疑歐派，亦是
脫歐黨黨魁法拉奇的盟友。

■英國示威者反對與
美國結盟，
美國結盟
，向穆斯林
開戰。
開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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洩密者可被囚兩年
評論認為，英國政府必須徹查機密外交
電文為何會落入傳媒手上，由於洩密者或
是英政府職員，洩密者或已觸犯針對政府
人員和政府承包商的《官方機密法》，最
高刑罰為監禁兩年或無上限罰款。《官方
機密法》列明，倘若政府人員在未有合法
授權下，在涉及國際關係、國防或執法事
務上，披露具損害性的資料，危及英國海
外利益，便已干犯法例。
■綜合報道

6月

脫歐談判弄得一團
糟，指下任英國首相
應派脫歐黨黨魁法拉
奇與歐盟談判。
英國駐美大使達羅克

7月

在私人外交電文中，
指特朗普管治無能，
特朗普回應指華府不
再與達羅克打交道。

■達羅克批評特
朗普的外交電文
外洩。
外洩
。 法新社

黎耀康
美國曾是英國殖民地，
兩國語言、法制、宗教等
!!
均有共通之處，加上英國
?2
戰略地位重要，故美英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長期維持親密盟友關係。然而時移世易，
英國經濟和國際影響力逐步下降，近年更
因脫歐陰霾，需尋求與美國建立更緊密貿
易關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因此能為所欲
為，肆意對英國指指點點。
英國公投脫歐後，英歐將來貿易關係長
期陷於不明朗，英國因此把目光轉向最大
貿易夥伴美國，磋商自貿協定。特朗普早
前訪英期間備受禮待，可見英國政府對他
之重視。
相反對特朗普來說，英國的重要性遠遠
較低，儘管特朗普 2017 年 1 月上任後，
隨即與文翠珊會面，二人更手牽手步
過白宮走廊，但此後特朗普對英國
則顯得不夠友善，他去年訪英前
便曾狠批文翠珊處理脫歐不力，
更揚言結束與英國的自貿協定談判。
美國亦要求英國跟隨華府，封殺中國科企
華為，甚至以美英情報共享機制相要挾。

撇除特朗普，美國政界整體對英國亦稱
不上友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早前訪英
時，更表明一旦英國脫歐後與愛爾蘭重
現「硬邊界」，導致《受難日協議》被削
弱，美國便不可能與英國簽署自貿協定，同樣
涉嫌以自貿談判作籌碼，干涉英國內政。前年英國曼
徹斯特發生恐襲後，美國情報機關亦擅自向傳媒「爆料」，
洩露英方調查進展，引起英方不滿。
無疑過去兩年多，美英兩國仍然在北約軍費等多項議題緊密合
作，但當觸及華為、伊朗、氣候變化等分歧，特朗普對英國的要
求往往不屑一顧，凸顯美英關係根本不對等。特朗普屢次對文翠
珊出言不遜，這次更輕言與英國駐美大使達羅克「絕交」，除
了出於特朗普個人性格口沒遮攔，美國在美英關係所佔的主導
地位，亦顯然助長他的氣燄。
達羅克的言論以至特朗普的回應，某程度上只是茶杯裡的風波，難以真正撼動美英
合作，然而事件亦正正是兩國關係現狀的縮影。特朗普的無禮看似是瘋言瘋語，實則
反映在英國有求於美國的背景下，美國實無需再給唐寧街半分面子。

如何招架特朗普

普曾聲稱及時煞停美軍空襲伊朗的行動，
懷疑特朗普可能說謊，而英方必須弄清楚，
洩露電文對誰人最有利。
■綜合報道

特朗普在訪英前夕，
批評文翠珊的脫歐方
案只會扼殺英美達成
貿易協議的機會，又
指文翠珊未有在與歐
盟談判方面聽取他的
建議，但數小時後改
口稱讚文翠珊。

不對等的特殊關係

美政界不友善 非特朗普一人

下任首相難題：

英政府疑涉俄黑客 旨在破壞英美關係
英國駐美大使達羅克的機密外交電文外
洩，引發英美之間的外交風波。英國外相
侯俊偉承認，英國政府正調查是否敵對國
家入侵英方電腦系統，洩露外交電文，企
圖破壞英美外交關係，矛頭直指俄羅斯。
侯俊偉表示，英國政府正調查今次重
大洩密事件，外交部相信是俄羅斯般的敵
對國家所為，目的是破壞英美關係，但承
認目前未有證據證明。
英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有人詳細閱覽這批
電文，再挑選一部分披露，試圖引起最大的
尷尬和傷害，指入侵方式跟俄羅斯一貫手
法相似。英國《太陽報》則稱，英方亦調
查伊朗是否為洩密幕後黑手，原因是達羅克
在兩周前撰寫的電文中，提到美國總統特朗

(

特朗普稱樂見首相換人

■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
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
。
美國總統特朗普經常肆意
抨擊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今
次甚至將矛頭指向英國駐美大
使達羅克及首相文翠珊，直言
希望看到英政府換屆，對英國
的攻擊力度比以往更甚。由於
文翠珊即將卸任，她自然可無
後顧之憂地力挺達羅克，但特
朗普難保他日會再度炮轟英
方，如何招架將是下任首相無
法迴避的難題。
多名英國保守黨資深成員
指出，別國領袖在網上大放
厥詞，試圖報復英國的高級
外交官，行徑不能接受，即
使對方是英國的重要盟友美
國也是一樣，形容「我們不
能向這樣的瘋狂行為屈

網上圖片
服」，預料無論誰人成為新
首相，達羅克均能完成餘下
任期，直至明年 1 月才離
任。英國前外相夏偉林亦警
告，英國絕不能應別國要求
撤換大使，下任首相必須繼
續支持達羅克。

傳約翰遜物色接任人
英國前外相約翰遜和現任
外相侯俊偉正角逐保守黨黨
魁，接近約翰遜的消息人士
稱，一旦約翰遜成為首相，
他可能委任內閣秘書兼國家
安全顧問塞德威爾接任駐美
大使。分析指出，今次事件
勢令約翰遜和侯俊偉面臨尖
銳提問。
■綜合報道

■英國民眾舉行反特朗普示威
英國民眾舉行反特朗普示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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