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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希拉里競選陣營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DNC）資助、調查公司福生（Fusion GPS）（它

的客戶包括俄羅斯政府）製作，這份川普與俄羅

斯有關聯的檔案是聯邦調查局（FBI）決定調查

川普的基礎。

根據國家安全記者卡特（SARAH CARTER）
的報導，聯邦調查局採納這個黑檔案，部分原因

是為了獲得美國海外情報監聽法庭（FISA）的

許可證、用於監聽川普團隊。前總統奧巴馬的兩

名高級官員還在選舉前以及選舉後對川普團隊下

令進行監聽。

同時，這些未經核實的指控也由福生調查

公司以及其他主要參與者積極傳給媒體，抹黑川

普競選以及給其擔任總統後留下陰影。過去發生

的諸多事宜正在引發疑問，為什麼聯邦調查局

（FBI）願意接受福生的指控說法？奧巴馬在監

聽川普通訊過程中，從這個他支持的候選人對手

身上獲得了什麼？

這些正在從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司法部部

長，還有特別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
的調查中揭開。

其他機構

CHRISTOPHER STEELE
前英國間諜，Orbis商業情報創始總監

HARRY REID
前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英國情報機構

JOHN BRENNAN
前中央情報局局長

CIA

BRUCE OHR
准司法部副部長，有組織

犯罪藥物執法組主任

聯邦調查局（FBI）
特工

NATALIA VESELNITSKAYA
俄羅斯女律師

麥考利夫（TERRY McAULIFFE） 
前弗吉尼亞州州長

吉爾·麥凱布（JILL McCABE）
前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麥凱布

（Andrew McCabe）的妻子

俄羅斯政府

克里姆林宮消息源

希拉里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奧巴馬
前美國總統

在 2016 年總統競選期間，希拉里既控制自己的競選

陣營，也操縱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布拉澤

麗（Donna Brazile）在 2017 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

到，希拉里陣營向當時深陷債務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支付了數千萬美元，以換取全面控制權。布拉澤麗於

2016 年 7 月被任命為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臨時主席。

這一未經證實的、川普與俄羅斯當局勾結的指控，通

過中情局到達奧巴馬手中。

奧巴馬用這些指控、指示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翰遜

（Jeh Johnson）對選舉制度的脆弱性進行評估。但是，

有幾個州反對約翰遜的介入調查，理由是聯邦政府越權。

兩位奧巴馬政府的高級官員發出「揭示」（unmasking）
請求，要求對川普團隊成員在選舉前以及選舉後的通信進

行監聽，這為他們和奧巴馬提供了對川普陣營以及在川普

當選後的過渡期內的批判性見解。

白宮還指示一些關鍵官員，比如前國家安全顧問賴斯

（Susan Rice），就俄羅斯的干預行為發表公開言論，從

而影響輿論。

總部位於紐約的律師事務所 Perkins Coie，
代表希拉里陣營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NC）

給福生支付數以百萬計的資金，作為其為川普

黑檔案工作的報酬。

希拉里競選團隊

據估計，希拉里競選團隊向

福生調查公司支付了數以

百萬計美元。這筆錢通過

Perkins Coie 律師事務所轉

賬，並且在上報聯邦選舉委

員會（FEC）時故意錯報以

避免被查。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就像希拉里競選團隊一樣，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通過律師

事務所 Perkins Coie 向福

生轉賬未披露金額（估計數

百萬美元）的資金。這筆

付款在上報聯邦選舉委員會

（FEC）時也被錯報以避免

被查。

除希拉里競選團隊和民主黨全國委

員會（DNC）之外，可能還有其他

團體為這份川普偽造檔案給福生公

司付款。奧巴馬競選團隊奧巴馬為

美 國（Obama for America） 在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8 月之間

向律師事務所 Perkins Coie 支付了

97.2 萬美元，不過目前還不清楚這

些款項是否與福生有關。

根據司法部收到的一份訴訟，這是 2016 年 7 月 15 日根

據「外國代理人註冊法」提交的訴訟，維塞尼茨卡雅（Natalia 
Veselnitskaya）被俄羅斯 Prevezon 控股有限公司聘用，

這家公司跟福生公司服務的俄羅斯公司為同一實體機構，為

反對「馬格尼茨基法案」在美遊說。

這名俄羅斯女律師在 2016 年 6 月的川普大廈與川普長子

小唐納德（Donald Trump Jr.）會面。福克斯新聞獲得的法

庭文件以及雙方通訊電子郵件顯示，在與小唐納德會面前和會

面後，她在同一天與福生聯合創始人辛普森會面。

麥考利夫是希拉里的親密盟友，

他向前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麥凱布

（AndrewMcCabe）的妻子捐款。

吉爾從前弗吉尼亞州州長麥考利夫處

獲得將近67.5萬美元，用於在弗州

參議院競選席位。在聯邦調查局開始

調查希拉里之後，她收到這筆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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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在

2017 年 6 月出席參議院情

報委員會作證，證明林奇

（Loretta Lynch）曾指示他

將希拉里調查作為「事情」而

不是「刑事犯罪」進行調查。

愛達荷州和印第安納州都聲稱國土安全部試圖破解他們

的州選舉制度。印第安納州的 IT 專家表示，國土安全部在未

經許可的情況下掃瞄了該州選舉系統近 1 萬 5 千次。

在奧巴馬總統任期結束前兩週，約翰遜（Jeh Johnson）
指選舉基礎設施為「關鍵基礎設施」，並否認州政府對聯邦政

府越權的擔憂。

喬治亞州務卿肯普（Brian Kemp）8 月 25 日告訴

Nextgov，「問題是，聯邦政府是否會在安全的幌子下顛覆

憲法、來達到實現聯邦化選舉的目標」。

根據「外國代理人註冊法」（FARA）向司法部提出的訴訟，

俄羅斯 Prevezon 控股公司聘請辛普森以及俄羅斯女律師維

塞尼茨卡雅代表遊說反對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

川普黑檔案幾乎完全依靠與克里姆林宮相關的消息來源。這些

人包括克里姆林宮的一名高級官員、俄羅斯外交部的一名高級

官員以及一個仍在克里姆林宮活動的前高級俄羅斯情報官員。

由福生聘請斯蒂爾收集和整理了一系列

備忘錄，被統稱為川普黑檔案。目前還

不清楚有多少工作是斯蒂爾完成，其他

人比如奧爾（Nellie Ohr）完成多少。

斯蒂爾被福生選中，很可能是因為他與

聯邦調查局特工和媒體記者的關係。

她被雇為川普黑檔案工

作，她曾擔任中央情報

局開放源項目研究員。

在聽取前中情局局長布倫南的簡報後，

瑞德（Harry Reid）給前 FBI 局長科

米發了一封信，要求他採取行動。瑞德

的信有在他的工作網頁上發布，大量媒

體多次就這些指控進行引述報導。雖然

瑞德在信中沒有提到川普黑檔案，但是

這些指控與檔案中的指控非常相似。

前英國間諜斯

蒂 爾（Christopher 
Steele）會見英國情

報部門，提供給他們

川普黑檔案。

美 國 CNN 在

2017 年 4 月 13 日

報導說，英國和歐洲

情報機構已經把截獲

的川普團隊成員的通

訊傳給了美國同行。

布 倫 南（John Brennan） 向

前總統奧巴馬提供了未經證實的川

普與俄羅斯當局勾結的說法。

「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他成立

了一個工作組，包括中情局、聯邦

調查局和國家安全局三個機構的人

員，持續向奧巴馬提供信息。

布倫南還向國會高層領袖簡報

了這些未經核實的說法。

中央情報局就俄羅斯干預的指控為前總統奧巴馬提供了一份機

密情報。

前中情局局長布倫南（John Brennan）已公開表示，情報機

構沒有依賴川普黑檔案所說的（組織材料）。但是，報告中的許多

說法卻與公開的黑檔案中的說法非常相似。

福生聯合創始人辛普森（Glenn Simpson）的妻子雅各比

（Mary Jacoby）在臉書發帖，中央情報局「已經跳入並立即驗證

了（這份檔案）」，電子雜誌根據她的發帖作了截圖報導。

中情局根據與英國的「五眼」情報分享協議，將有機會獲得英

國的情報。因為另一位涉案人物斯蒂爾也向英國情報人員提供了信

息，所以目前不清楚這些信息的可靠程度。

「華盛頓郵報」報導說，美國國家安全局（NSA）不願意高度

信任中情局的結論，因為它部分依賴另一個國家的情報機構。

媒體在傳播川普黑檔案中未經證實的指控方面發揮了至

關重要的作用。

根據英國法院的公開文件，前英國間諜斯蒂爾

（Christopher Steele）和他的公司目前被一名俄羅斯商人

起訴其誹謗，起訴書中指斯蒂爾向《紐約時報》、《華盛頓郵

報》、《紐約客》、CNN 和雅虎新聞的記者提供簡報。

根據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提交的法庭文件內容，福生公司

還直接付費給報導「俄羅斯干預美大選」主題的記者。

其他主要參與者，如希拉里的競選經理莫克（Robby 
Mook）和前參議院少數黨（民主黨）領袖瑞德（Harry 
Reid）也通過公開聲明推動這類媒體報導。

BuzzFeed 新聞在 2017 年 1 月公開川普黑檔案。

早在 2016 年 7 月，斯蒂

爾就和聯邦調查局特工談

論了川普黑檔案的內容。

據媒體報導，他還向聯邦

調查局特工提供了一份報

告複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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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問題仍然是聯邦調查局官員

和福生之間的確切關係。在川普

黑檔案產生前，聯邦調查局是否

對此一無所知，而又是什麼指令

讓調查黑檔案發生？這些問題可

以幫助解釋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如

此樂意接受，這一用來調查川普

的未經證實的指控。

佩 吉 和 斯 佐 克（Peter 
Strzok）之間發送的簡訊，由司

法部部長公布，顯示了一個潛在

的構陷川普的陰謀。

在一條簡訊中，他們描述在

麥凱布（Andrew McCabe）辦

公室的會議上、討論了一個「保

險單」（insurance policy），以

防止川普當選總統。

ANDREW McCABE
前聯邦調查局副局長

麥凱布（Andrew McCabe）
參與聯邦調查局的希拉里電子

郵件以及川普通俄門調查。

ROBERT MUELLER
特別檢察官、前聯邦調查局局長

穆勒（Robert Mueller）從 2001 年到 2013 年

擔任聯邦調查局局長。他被任命為調查俄羅斯干預美

國 2016 年大選的特別檢察官，由司法部副部長羅恩

斯坦（Rod Rosenstein）在 2017 年 5 月提出。

在司法部長獲得的簡訊中透露了其部下有反川普

的偏見後，穆勒解雇聯邦調查局特工斯佐克（Peter 
Strzok）。

SUSAN RICE
前國家安全顧問

賴斯（Susan Rice）在情報報告

中，對川普團隊成員的身份作出多次

「揭示」（unmasking，不要隱去）

的要求，監聽川普團隊成員在選舉

前、後的通訊。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正

在調查這些監視的用途是什麼。

SAMANTHA POWER
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NSA 川普團隊

鮑 爾（Samantha Power） 也

發出數十個、甚至數百個「揭

示」（公開）截獲通訊中收集到

的川普團隊成員的身份要求。她

後來在國會作證說，並非所有以

她的名義提出的「揭示」要求，

都是由她下令的。

國家安全局（NSA）攔截並儲

存了幾乎所有美國公民的通訊

信息，在收到奧巴馬高層官員

多次對川普競選團隊和過渡團

隊成員身份公開「揭示」要求。

川普的競選團隊以及他的過渡團

隊，可能包括川普本人，都在奧巴馬

政府的監督下進行通訊。

目前，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正在調

查奧巴馬官員對競選審議以及川普新

政府組建等敏感信息的接觸情況。

JAMES CLAPPER
前國家情報局局長

克拉珀（James Clapper）
負責監督俄羅斯干預美大選

的聯合情報報告，在國會作

證時，他回答說，調查沒有

發現川普競選團隊和俄羅斯

勾結的證據。

GEN. MIKE FLYNN
前國家安全顧問

弗 林 將 軍（Mike Flynn） 在

2017 年 12 月 1 日被特別檢察

官 穆 勒（Robert Mueller） 指

控，其向聯邦調查局（FBI）撒

謊。負責弗林面談的是聯邦調查

局特工斯佐克（Peter Strzok）。

PETER STRZOK
前聯邦調查局反情報部門副主任

斯佐克（Peter Strzok）負責

調查希拉里利用私人電子郵件

伺服器傳輸機密信息的情況以

及對川普通俄門的調查。

LISA PAGE
聯邦調查局律師

佩 吉（Lisa Page） 直 接 為

聯 邦 調 查 局 副 局 長 麥 凱 布

（Andrew McCabe） 工 作。

她和斯佐克（Peter Strzok）
之間發送的簡訊顯示，她有偏

愛希拉里以及鄙視川普的傾向。

JAMES COMEY
前聯邦調查局局長

作為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

（James Comey）負責調查希

拉里使用私人電子郵件伺服器

處理機密信息，以及川普陣營

與俄羅斯勾結的指控。

福生由前《華爾街日報》記者辛普森（Glenn 
Simpson）和弗里奇（Peter Fritsch）在 2011
年共同創立。該公司負責製作川普黑檔案。

RUSSIA

FBI

媒體

Fusion GPS公司幾乎只使用與克里姆林宮相關的消

息源構建川普檔案。該公司同時也被俄羅斯政府僱用，

對馬格尼茨基人權法案（Magnitsky Ac）進行遊說。

在前任局長柯米（James Comey）的領導下，聯邦

調查局（FBI）調查了希拉里用私人電子郵件伺服器發送

機密材料以及川普與俄羅斯勾結的指控。

司法部部長獲得的 9,500 多條簡訊顯示，參與調查的

一些關鍵人物中存強烈偏見，偏好支持希拉里、反對川普。

TRUMP 
DOSSIER

關鍵
問題

一份不完整的對手研究，被前聯邦調查局（FBI）
局長科米（James Comey）認定為「猥褻和未經證

實」，卻成為川普（特朗普）通俄門指控的推動力。

何以「成功」？

大紀元根據公開途逕獲取的資料，還原捲入川普

通俄門檔案的聯邦最高層——聯邦調查局（FBI）、中

央情報局（CIA）以及奧巴馬行政當局。

總統大選川普黑檔案的利益鏈

希拉里的保險單大紀元
調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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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事務所

文｜JASPER FAKKERT、JOSHUA PHILIPP

DAVID KRAMER
參議員麥凱恩（John 
McCain）的副手

JOHN McCAIN  
美國參議員，亞利桑那州

國務院前雇員、現擔任麥

凱恩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

克雷默（David Kramer）於
2016 年 11 月前往倫敦與

前英國間諜斯蒂爾會面，

並要求獲得川普黑檔案複

印件。

麥凱恩（John McCain）
從他的副手克雷默手中獲

得川普黑檔案，隨後麥凱

恩向前聯邦調查局局長科

米（James Comey） 提

交這份報告。

NELLIE OHR
奈莉·奧爾（Nellie 
Ohr）是司法部前官員奧

爾（Bruce Ohr）的太

太，被福生公司僱用 奈 莉 · 奧 爾 的 丈 夫 奧 爾

（Bruce Ohr）於 2017 年 12
月被降職，在被媒體披露

其與福生聯合創始人辛普森

（Glenn Simpson）以及前英

國間諜斯蒂爾（Christopher 
Steele）祕密會面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