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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社會團體互相鬥爭。儘管北京

在努力破壞，但臺灣的民主制度正

被證明很健康，而且很活躍。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資金介入

臺灣大選。據臺灣最高檢察署統

計，境外資金多來自中國大陸，

且針對總統候選人部分是 100%。

據統計，截至 11 月 30 日，相關

單位共受理 378 件、586 人，其

中賄選及暴力案件分別有 170 件

和 34 件；而其它包含假資訊、選

舉賭盤及境外資金介入等案件共有

174 件，264 人涉案。

另外，正在澳洲尋求政治庇護

的中國籍男子王立強接受媒體採訪

稱，他曾經參與香港銅鑼灣書店綁

架案。並稱 2018 年九合一選舉期

間曾捐款幫助韓國瑜選舉；從香港

以海外名義，捐款給韓國瑜 2,000
多萬人民幣。韓國瑜競選辦公室對

此否認。

臺灣立法院 12 月 4 日邀請陸

委會、內政部、國安局等十個機

關首長，報告「境外勢力影響、操

作、干預大選」。陸委會主委陳

明通指，選前會嚴格審查中國大陸

人士來臺，內政部則加強收集情

報，防止中國大陸以暴力、賭博、

假資訊影響大選。

陸委會主委陳明通表示，中國

大陸加大對臺施壓恫嚇，意圖使臺

灣接受「一國兩制」，北京更以各

種方式影響民主國家選舉，也介入

臺灣民主機制正常運作，已經是國

際社會普遍認知和公認的事實。

陳明通說：「本會將持續關注

陸方可能發動的介選手法，尤其對

中國大陸人士申請來臺案件，針對

申請來臺之身份資格，活動內容以

臺灣政局疑雲密佈 北京介入

臺灣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

舉，將於 2020年 1月 11日舉行，

與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共同構成

2020 年公職人員選舉。該屆選舉

為臺灣第 7 次正、副總統公民直

選，採用普通、直接、平等、無記

名、單記、相對多數投票制度。當

選人將於 2020 年 5 月 20 日宣誓

就職。

日前《紐約時報》發表文章

《中國已經失去了臺灣》，作者

Natasha Kassam 認為， 中國大陸

在臺灣撒下了一張大網，也將繼續

使用自己的軍事和經濟槓桿。毫無

疑問，中國大陸還將繼續操縱新聞

報導，試圖在即將到來的臺灣大選

中，為親北京的候選人提供支持。

北京毫不掩飾其加劇臺灣社

會分裂的意圖。中國官媒《環球

時報》4 月份發表的一篇社評稱：

「台海問題不需要通過一場真正的

戰爭來解決，但大陸可以有各種手

段將民進黨統治的臺灣‘黎巴嫩化

'。」Natasha Kassam 認為，北京

正試圖從內部侵蝕臺灣的政體，北

京認為可以讓臺灣的各個民族、政

【看中國記者李正鑫綜合報導】

2020 年臺灣大選進入一個月倒計

時，多跡象表明，中國大陸多種策

略在介入臺灣大選。據臺灣最高檢

察署統計，介入選舉的資金多來自

中國大陸。

除了老將、也有新兵，讓年輕人有

機會扛起臺灣的責任。他呼籲，第

三張選票要請大家支持，讓民進黨

立委席次在國會過半，讓蔡英文率

領國人守護臺灣、維護民主、建設

國家，也可以更有力量照顧國人，

「敬請大家支持三號英德配、三張

選票顧臺灣」。

當天下午，賴清德陪同民進黨

立委參選人賴惠員等人，到臺南市

新營區的廟口向當地民眾拜票，再

次受到大批鄉親的歡迎。賴清德致

詞時提到，香港為爭取民主自由，

700 萬港人當中，就有 200 萬人上

街頭，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香港

事件提醒臺灣人這次總統、立委選

舉很重要，「臺灣不能變成第二個

據中央社報導，臺灣中央選舉委

員會 12月9日上午舉行 2020年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參選人號次抽籤，由

親民黨宋楚瑜及余湘抽中 1 號，國

民黨韓國瑜及張善政抽中 2 號，民

進黨蔡英文及賴清德抽中 3號。

抽籤結束後，賴清德接受媒

體訪問時表示，雖然目前是競選時

間，但蔡英文總統因公務行程、不

克前來，由他代表抽籤、抽到幸運

號碼 3 號，「代表三張選票護臺灣、

英德配贏得大選、民進黨立法委員

席次過半」。

賴清德說，「英德配」贏得大

選，主要目的是守護臺灣主權、維

護臺灣民主，這次區域立委選舉，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

道】12 月 10 日是國際人權日，

香港支聯會每年都舉行「聖誕卡

送暖行動」，呼籲香港人為仍被

囚禁的中國良心犯和天安門母親

送上祝福。讓他們在極權黑獄及

打壓中，仍見到人間的關懷，溫

暖他們抗爭中的心靈。

今年支聯會重點關注 12 位

在囚良心犯：姚文田、黃琦、王

全璋、余文生、秦永敏、劉賢

斌、胡石根、周世鋒、朱承志、

李明哲、伊力哈木、黃雪琴；都

是因實踐言論自由、捍衛人權而

被關押，甚至重判入獄多年。

當中黃雪琴是廣州獨立記

者，她曾來港參加 6 月 9 日反

對《逃犯條例》大遊行，並發表

〈記錄我的「反送中」〉，其後被

廣州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帶走

刑事拘留，被指定居所監視居

住，家人更被騷擾，估計與她早

前曾發文評論香港「反送中」運

動有關。

支聯會主席的李卓人批評大

陸人權狀況近年不斷倒退，很多

維權人士和良心犯都因行使言

論、宗教、集會而被監禁，更沒

有得到公平審訊的機會。他希望

港人透過今次行動，向被囚的維

權人士和良心犯送上祝福。

李卓人期望未來中、港兩地

的抗爭者能更好連結，互相支

持，「希望大家一齊，中港同心

對抗一個專制政權。」支聯會呼

籲港人簽寫聖誕卡，讓他們在困

境和折磨中，得到支持和力量，

也表達港人對爭取正義、自由、

人權、民主的共同心願。

同日，香港網民也在多區發

起「和你 Lunch」活動，在中環

的活動中，發起寫聖誕卡活動；

皇后像廣場噴水池位置有大批市

民聚集，有市民自發派發賀卡，

籲在場市民寫聖誕卡給在獄中過

聖誕的人士。

香港，要用手中 3張選票顧臺灣。」

他細數總統蔡英文與他在擔任

行政院長任內照顧年輕人、農民、

育兒津貼等政績，並批評中國打

壓臺灣，孤立臺灣不能參加國際組

織、挖走臺灣邦交國，但蔡總統維

護臺灣主權寸步不讓，非常勇敢。

賴清德說，蔡總統提出的政見，當

選後會由行政院擬定政策，還要送

到立法院三讀通過後才能實施，所

以這也是民進黨要在立法院過半的

重要原因，「不只要守護臺灣主權，

更要落實總統的政見，大家才能享

受到更好的政策」。

另外，賴清德先前曾讚韓國瑜

曾說喜歡令狐沖，或許有機會能和

韓一起聊武俠小說、聊令狐沖。對

於當天兩人在中選會碰面，賴清德

說，在中選會的時間有限，因此只

有互相問候、沒有多聊。

至於韓國瑜日前稱自己與賴

清德和臺北市長柯文哲是「被網軍

霸凌三兄弟」，賴表示，他對台灣

的熱誠和對民主的堅持跟韓國瑜截

然不同，並沒有特別稱兄道弟的地

方，也沒有什麼相似之處。

賴清德 「三張選票顧臺灣」 港支聯會 寄賀卡給良心犯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2020 臺灣總統大選明年一月即將

開始，12 月 9 日，中選會舉辦第

15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號

次抽籤，「英德配」由民進黨副總

統候選人賴清德代表抽籤，抽中 3
號。會後賴清德向外界喊話，「三

張選票顧臺灣」。

及行程安排等等事項加強聯合審

查。對於有疑慮的案件，增加查核

密度與管理強度，若有違法違常的

情事，政府也會嚴正執法，確保兩

岸交流正常有序的進行，避免影響

干預明年的選舉。」

天鈞政經團隊發文認為，北京

改變策略攪局臺灣大選：由於民進

黨政府採取「親美抗中」的政策，

因此，北京推出的「惠臺 26 條」

在臺灣產生影響力更多的是體現在

國民黨不分區立委名單中，並且基

本撕裂了國民黨內部。如果親北京

人士進入了立法會，那麼他們可以

利用合法方式調閱、獲取相關的政

府機密文件和信息，後果不堪設

想，體現出北京的黑手正在接近臺

灣政界最核心的部分。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11 月 27
日舉辦「臺灣 2020 年總統大選」

座談會，渥太華大學 Scott Simon
教授表示，臺灣是東亞民主國家及

亞太和平基石，2020 年總統及立

委選舉攸關臺灣及區域的未來。中

國大陸統一臺灣及介入選舉的意圖

明顯，蔡英文堅守臺灣主權及現

狀，韓國瑜則主張更緊密的兩岸關

係，但也曾反對過「一國兩制」。

十月底高雄市警方截獲百餘個中國

大陸金融憑證Ｕ盾，轉帳金額近

六億元人民幣。Ｕ盾是新型態地下

匯兌工具，警方追查流向，嚴防中

國大陸透過地下匯兌，匯入大量資

金來臺介入選舉。

2020 年台灣大選進入一個月倒計時。 （圖片來源：nicholashan/Adobe Stock）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發明《送中條例》的香港律政司司

長鄭若驊，上月 14 日出訪英國時

被挺港示威者包圍跌倒，她聲稱左

手手腕脫臼兼骨折，之後前往北京

治療。消息指，鄭若驊其實希望辭

職留在倫敦，但北京方面下令要她

回到香港，因此外界戲稱她是「被

送中第一人」。

據 英 國 的《金 融 時 報》

（FINANCIAL TIMES）報導，香

港律政司長鄭若驊 11 月 14 日前

往英國出席講座並發表演說，抵達

現場時被數十位挺港人士包圍，混

亂中她跌倒受傷。之後，她發稿痛

批示威者，更在中國駐倫敦大使館

見記者，提到自己左手腕脫臼並骨

折。知情人士爆料，「鄭若驊當時

想留在倫敦，並辭去政府職務，直

到北京下令要她回家」。

鄭若驊 12 月 3 日回到香港時

透露，她在英國接受手術後，被中

國駐倫敦大使送到北京，媒體問其

為何不回港治療，鄭僅稱「是大使

館的安排」，並對「中國中央政府

與領導的關懷及支持」表示感謝。

值得留意的是，就在鄭若驊返

回香港之後不久，其丈夫潘樂陶旗

下安樂工程發公告，指競爭事務委

員會人員到其全資附屬公司進行調

查。鄭若驊透過新聞秘書回覆，稱

報導提及的案件正由競委會調查，

律政司司長不適宜作出任何評論；

鄭若驊對報導所提及的公司並沒有

實益股份。

大陸富商郭文貴透露，面對香

港當前亂局，鄭若驊曾兩度請辭，

都遭到高層拒絕。北京察覺其意圖

後，隨即派出專案組及駐英大使劉

曉明與鄭若驊會面，告知鄭若驊

必須回到香港。最終她被迫以「治

療」為名搭專機前往北京與中共領

導會面。

郭文貴還爆料，北京明確向鄭

若驊提四條要求：第一，不能再提

辭職；第二，必須立刻離開英國，

直接回香港，或直接跟專案組人員

回北京，由領導與鄭若驊談話；第

三，若不遵從上述兩條，鄭在中國

的資產，個人、家人安全都將無法

保證；第四，要求鄭若驊即刻坐專

機回北京。

郭推斷，鄭若驊到北京後，當

局可能向鄭展示了一些軟肋把柄，

回港後，鄭的安全除了速龍，應該

還有北京派出的特保（特別保鑣）

擔任。

香港律政司長 欲辭職留英觸怒北京 反送中  國際人權日港人集會

【看中國記者明思綜合報導】

12 月 10 日是國際人權日，香港

民眾在金鐘舉行“國際人權日集

會”反送中活動，但港警前一天

仍在多區亂射胡椒球彈及胡椒噴

霧，導致多人中彈送醫。

《立場新聞》報導稱，12 月

10 日傍晚，約 500 多人在金鐘

連儂牆舉辦“國際人權集會”，

悼念以往全世界爭取人權者，與

聲援香港爭取人權自由的抗爭

者，並回顧反送中運動中，抗爭

者為人權奮鬥的血淚史，以此為

港人打氣。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國

際人權日前一天晚間，香港反送

中抗爭者分別在旺角及大埔堵路

抗議，要求政府回應民間訴求，

至 10 日凌晨仍未散去。

大批防暴警察出動後，在山

東街、西洋菜街及通菜街一帶狂

射胡椒球彈及胡椒噴霧驅散，更

有不少市民回家經旺角轉車遇上

警方清場，被警員無辜推撞。

報導稱，當天有記者中彈後

身體不適，不斷咳嗽，另一名男

子後腦中彈，失足跌倒，還有一

名男子被胡椒噴霧射中左眼，傷

者更一度驚慌大叫。

還有市民吸入胡椒噴劑後身

體不適，隨即面青倒地，現場義

務急救員立刻替傷者清洗急救，

當中至少 3 人最終要送院治理。

防暴警察持槍在內街快速

推進，並不斷亂槍掃射，路經

現場的無辜市民爭相走避，場

面十分混亂。但暴力清場並未

嚇退抗爭者，直至次日晨 8 點

多，大批抗爭者仍在旺角彌

敦道近信和中心一帶行動。

賴清德出任蔡總統副手 , 為 2020

大選全力衝刺（圖片來源：中央社）

聖誕卡送暖行動（圖片來源：看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