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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洛西形容邀請烏克蘭干預一事，暴露特朗普視國家安全如
無物，無視2016年大選的尊嚴程序，嚴重違反美國憲法，

強調無人能凌駕法律，特朗普必須為其行為負責。
民主黨在去年中期選舉後重奪眾議院控制權，但佩洛西一直拒
絕對特朗普發動彈劾。消息人士透露，多名來自搖擺選區的溫和
派民主黨人在烏克蘭事件曝光後，紛紛以事件涉及國家安全為
由，要求佩洛西展開彈劾，終使佩洛西改變多月以來的立場。據
報佩洛西私下向黨友形容，現時正是天賜良機，民主黨必須打鐵
趁熱。

共和黨把持參院 通過機會甚微
佩洛西未有按照以往慣例，先由眾議院全體會議表決是否展開
彈劾，而是直接下令眾院旗下6個委員會，合作調查特朗普涉嫌
瀆職事宜，再向眾院司法委員會提交報告。眾議院民主黨人亦要
求白宮，發放此前舉報特朗普向烏克蘭施壓的情報官員報告細
節，以取得更多證據，該名官員日後亦可能到眾院作證。
這次是1998年共和黨彈劾時任總統克林頓以來，美國國會首
次正式展開彈劾程序。眾院轄下委員會將蒐集特朗普涉嫌瀆職的
證據，假如認為證據充分，便會交眾院全體會議表決，若彈劾案
獲過半眾院議員贊成，便會再交由參議院審議。由於共和黨仍然
控制參議院，估計彈劾案獲參院2/3議員通過的機會非常低。

拜登：咎由自取
特朗普批評彈劾案屬民主黨發動的「獵巫垃圾」，旨在於聯合
國大會舉行期間滋擾他，強調自己沒有向烏方施壓，估計事件將
有助他在明年大選爭取連任。參議院多數黨
領袖麥康奈爾則稱，民主黨人在特朗
普與澤連斯基的對話內容未曝光
前，已率先下定論，批評佩
洛西無法壓制黨內極左聲
音。
拜登則表示支持國
會彈劾特朗普，形
容對方無視國會
和法律，彈劾已
成 為 唯 一 選
擇，也是特朗
普咎由自取，
要求特朗普配
合國會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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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涉嫌向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施壓，

要求烏方調查民主黨總統初選參選人、前副總統拜登

一事繼續發酵。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前日表示，眾院將

向特朗普正式展開彈劾調查，稱特朗普為個人政治利

益，公然邀請外國勢力打擊對手，危害國家安全，亦

違背總統誓詞。

美國總統特朗普被指在7月與烏克
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時，要求對方
調查美國前副總統拜登，事件引發眾
議院對特朗普展開彈劾調查。白宮昨
日公開特朗普與澤連斯基於7月通電
話的5頁內容記錄摘要，特朗普在對
話中表示，有指控稱拜登試圖干預烏
國檢察官對其兒子亨特的調查，稱很
多人希望得悉真相，認為澤連斯基可
嘗試調查此事。
白宮對記錄總統與外國領袖通話設

有嚴格標準，國家安全委員會在每次
通話中，會派出最少兩名官員記下對
話內容，並作出基本摘錄，但不會錄
音。曾在前總統奧巴馬時期任職國防
部的法卡斯稱，官員記錄總統與外國
元首對話時，一般不會包括敏感內
容，以免內容最終被公開。
儘管記錄證實特朗普要求烏方調查

拜登，但特朗普昨日形容這是「友好
對話」，他並沒向烏方施壓。
特朗普向澤連斯基施壓一事，由
一名情報官員的匿名投訴引發，美
聯社引述消息指，白宮正審視該
宗投訴內容，最快今日向國會
披露投訴報告，報告將列為
機密。 ■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民主黨去年重奪眾議院控制權，但議
長佩洛西考慮到不少眾院「新丁」均來自民主
黨與共和黨支持度接近的搖擺選區，故不敢輕
言彈劾總統特朗普，以免該批議員明年選情受
挫。這次佩洛西宣佈發動彈劾，也是出於新晉
議員不再沉默，他們甚至公開對彈劾決定讚
好，成為民主黨「倒特」先鋒。
最少7名民主黨新晉眾議員周一在《華盛頓
郵報》撰文，指出特朗普私下向烏克蘭總統施
壓，做法已超越底線，危害國家安全，要求眾
院提出彈劾。當時正外訪的佩洛西乘搭專機返
回華盛頓時，目睹黨內情緒轉變，遂計劃展開
彈劾程序。

消息指，部分民主黨人過
去曾認為，特朗普團隊涉嫌通
俄事件的證據不足，難以說服公眾
需發起彈劾，但他向烏克蘭總統澤連
斯基施壓，以打擊大選潛在對手，足以令
民情逆轉，使他們改為贊成彈劾。
佩洛西前日在華盛頓與民主黨人閉門會

面，據報她席間表示民主黨人已對彈劾達成一
致意見。去年首次當選的密歇根州眾議員斯洛
特金直言感謝佩洛西，過去曾反對彈劾的資深
眾議員劉易斯亦稱，現時已是時候
行動。

■美聯社

路透社與民調機構Ipsos前日公佈的一
項民調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向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施壓，要求調查民主黨總統初
選參選人拜登後，拜登的支持度有所上
升，至於支持彈劾特朗普的受訪者比率，
則較本月初下跌。

民調在本月23日至24日進行，
37%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應被彈
劾，較9月初同一調查下跌
4個百分點。亦較5月份

華府公佈通俄案部分調查報告後的民調，
低7個百分點。
特朗普施壓烏國調查拜登及其兒子的

消息曝光後，令更多選民支持拜登。20%
民主黨人和無黨派人士稱，他們將在明年
開始的各州初選投票支持拜登，較上周上
升1個百分點。麻省參議員沃倫以14%支
持度排第二，升兩個百分點，桑德斯則下
跌4百分點，以13%支持率排第三。

■路透社

總 統 彈 劾 程 序
按照美國憲法，國會有權彈劾總統，假

如總統涉及叛國、貪污等嚴重罪行或其他不當行為，國會即
可提出彈劾。假如彈劾案獲眾議院半數議員贊成，並取得參議院2/3議員通

過，總統便必須下台。美國國會過去曾3次提出彈劾案，包括1868年彈劾約翰遜、
1974年彈劾尼克松和1998年彈劾克林頓，其中尼克松在國會表決彈劾案前已辭職，另外兩次彈

劾案則被參議院否決。

眾院提出彈劾
彈劾案需先由眾議院啟動，

過去一般需先由眾院全體會議表
決通過，但這次議長佩洛西提出彈劾

案後採取另一程序，直接下令眾院6個
本身正調查總統特朗普的委員會，蒐集

總統涉嫌瀆職的證據。委員會調查期間將
召開聽證會，傳召證人作供。

眾院全體表決
假如眾院司法委員會認為證

據充分，便可把彈劾案提交全
體表決。若眾院最少一半議員
贊成彈劾案，議案即可提交參
議院。由於目前民主黨在眾院
優勢達37席，估計一旦彈劾案
需表決，很可能獲眾院通過。

參院審議彈劾案
參 議 院 審 議 彈 劾 案

時，眾院成員會化身主
控官，向參議員指出總
統的不當行為，由參議
員定奪。最高法院首席
法官則扮演主席角色，
處理彈劾程序。

終極表決
若彈劾案獲2/3參議員

贊成即可通過，屆時總統將被
裁定有罪，並要馬上下台，由副
總統暫代其職，直至下次大選，但
目前民主黨在參院議席不足半數，需
最少20名共和黨議員倒戈才有望通
過。

美國民主黨重奪眾議院控制權近
一年，議長佩洛西終亮出彈劾總統
的底牌。佩洛西一直怯於彈劾會打
擊民主黨選情，不敢輕率動用這

「尚方寶劍」，況且特朗普此次涉嫌借助烏克蘭打
壓拜登一事，對公眾的震撼程度亦不見得需馬上發
動彈劾，此舉更可能給特朗普獻上選戰「彈藥」，
危及民主黨明年大選重掌白宮的機會。

與早前的私通俄羅斯指控相比，特朗普這次
「通烏」舉動的確更明顯，涉事者亦由其競選團
隊，變成特朗普以現任總統身份、利用4億美元
(約31億港元)軍援作籌碼，逼烏克蘭總統澤連斯
基就範，行為無異於以國家安全為籌碼，達至個
人政治目的，性質比通俄案更嚴重。

不過自從特朗普前年1月上任至今，涉及他的
大小醜聞無日無之，外界或已對他以權謀私、私
通外國等指控已司空見慣，即使烏克蘭一事證據
確鑿，對民情的震撼效果亦不如以往。另外相對
於俄羅斯，烏克蘭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明顯弱得
多，使特朗普企圖借烏克蘭打壓拜登的指控欠缺
說服力。

按照1998年克林頓彈劾案需時約4個月推算，
參議院預料將於明年初表決彈劾案。屆時也是民

主黨初選選戰開打之時，其中艾奧瓦州黨團會議
將在明年2月初舉行，「超級星期二」則在3月
發生，假如彈劾案能拖至初選，勢將成為選舉主
要議題。

對於烏克蘭事件主角之一的拜登而言，彈劾
案對他有百利而無一害，一旦證實特朗普濫權，
他將能鞏固目前「特朗普害怕我勝出，因此打壓
我」的論述，確立在初選的優勢。然而民主黨去
年在中選奪得多個溫和保守派選區議席，其中一
個原因正是該黨候選人主打醫保等民生議題，當
彈劾案展開後，未來數月美國政治焦點勢必集中
在特朗普身上，不利民主黨複製去年的勝利。

此外，民主黨展開彈劾後，特朗普也能以受
害者自居，把民主黨人塑造成失去理性、只顧
黨爭的政客，他前晚已迅速採取行動，上載批
評民主黨的影片，形容對方並非為國民福祉着
想。

美國民調持續顯示，即使是支持民主黨的選
民，大多數亦不支持國會對特朗普發動彈劾，反
對彈劾的受訪者比例近月更有上升趨勢，可見彈
劾對民主黨相當不利。民主黨在未來數月如何扭
轉乾坤，避免共和黨彈劾克林頓期間選舉受挫一
事重演，勢成佩洛西等領導層的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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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選民力挺 拜登支持度升

■特朗普批評彈劾
案旨在對他作出滋
擾。 法新社

■■澤連斯基捲入美國澤連斯基捲入美國
政治漩渦政治漩渦。。 法新社法新社

■拜登周一到社區
會見支持者。

美聯社

■有民主黨眾議員在國會山
莊外集會，要求特朗普下
台。 美聯社

■示威者
高舉標語
牌諷刺特朗普
愚蠢。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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