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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簽署《反滲透法》

根據《中央社》與《自由時報》

報導，自去年年底通過《反滲透法》

後，外界熱議不斷，不少人憂慮此

法等同戒嚴，導致陸委會數次發佈

聲明，及召開記者會澄清說明。

至於先前提及有關紅媒滲透，

以及敏感科技保護的部分，相關官員

表示，過去在制定「反滲透法」的過

程中，已經有長期討論了，不過是否

修法納入規範，要「尊重新國會」。

蔡總統 13日接見華府智庫訪團

時亦表示，臺灣「這裏就是守護民

主價值的第一道防線」，而去年 31

日通過的《反滲透法》，則是在強化

民主防衛機制，未來也希望能夠與

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針對民主素

養、民主防衛機制，以及媒體識讀

等課題加強交流，讓臺灣能夠持續 

世界的民主做出貢獻。

總統府日前在網站預告，1月

15日將公佈《反滲透法》，總統蔡

英文當日上午 10點 40分也會在總

統府敞廳發表迴廊談話，內容除了

有選後穩定政局，慰留內閣團隊之

外，亦包含反滲透法交付內閣，在

後續要執行的 3項工作。

勝選後首場記者會 
15日上午，總統蔡英文於總統

府敞廳發表談話，並接受媒體的提

問，這也是蔡英文繼 11日出席國際

記者會後的第一場記者會。

根據《新頭殼》報導，蔡英文在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合報導】繼

臺灣立法院2019年12月31日三讀通
過《反滲透法》之後，蔡英文總統於

1月15日簽署、公佈《反滲透法》。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編譯報導】

近年來，中國不斷在南海區域建立

人工島，更在這些人工島進行大規

模軍事建設。外媒分析，在這些島

嶼的軍事部署存在致命弱點。

2009年，中國向聯合國提交

一張標示著「九段線」的地圖。 自

那時開始，南海區域至少七個珊

瑚礁和小島上進行人造島工程，

包括渚碧礁、美濟礁、赤瓜礁、

東門礁、南薰礁、永暑礁和華陽

礁。 美國政治外交雜誌《國家利益》

（National Interest）報導，根據

《亞洲海事透明度倡議》，北京建造

了超過 3200英畝的新土地，許多

島嶼上都建立了軍用機場，以及防

空和反導系統。

北京在渚碧島造地 403萬平

方米，部署了超過 3千名軍人，在

美濟島則造了 552萬平方米的陸

地。還在這些島礁建立供轟炸機、

戰機起降的跑道和機庫。菲律賓媒

體《每日詢問者報》（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2018年曝光中國

在南海的 7處造島工程幾乎完工，

這些島礁成了北京的軍事堡壘。

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

心（CSIS）的亞洲海事透明倡議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AMTI）報告指出，中

國 2017年在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

繼續建島，並要將這些島礁打造成

功能齊全的海空基地，軍事設施包

括地下儲存空間、行政建築、大型

雷達和感應器陣列。渚碧礁的地道

建設可能用於儲存彈藥；美濟礁的

工程則包括地下彈藥儲存空間、停

機坪、導彈掩蔽體以及雷達陣列。

《國家利益》文章分析稱，美國

海軍的第七艦隊和日本海上自衛隊

南海九段線軍事建設存在致命弱點 中國留學生涉偽造日本軍官證

【看中國記者憶文編譯報

導】美國國務卿邁克   蓬佩奧

（Mike Pompeo）1 月 13 日

表示，斬首伊朗第二號人物蘇

萊曼尼，是阻止美國敵人挑釁

更廣泛大戰略的一部分，因為

他策劃對美國資產迫在眉睫的

襲擊。該威懾戰略同樣適用於

中國和俄羅斯。

據英國《衛報》報導，蓬

佩奧在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

表題為《恢復震懾：以伊朗為

例》的演講。著重提到川普政

府的戰略：對伊朗獨裁政權進

行「真正的威懾」。

2018年川普退出伊朗核

協定後，美國再次實施制裁，

伊朗的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

國內人民抗議一度蔓延至 100

多個城市。川普近日用波斯文

和英語發表推文，他表示支援

伊朗抗議者，同時警告伊朗政

權不要殺害示威民眾，全世界

特別是美國都在關注。

蓬佩奧還提到恢復對烏克

蘭的軍事援救，以防禦支援俄

羅斯的分離主義份子。他還指

出，為了回應中國把有爭議的

島嶼軍事化，美國針對中國商

品加徵關稅，美國在南海的海

軍演習有所增加，這些均屬美

國政府威懾戰略的一部分。

【看中國記者聞天清編譯

報 導】2019 年 12 月 6 日，

位於佛羅里達州彭薩科拉

（Pensacola） 的 美 國 海 軍

航 空 站（Naval Air Station 

Pensacola）發生恐怖襲擊案

件；該航空站接受培訓的沙特

空軍少尉阿爾沙姆拉尼殺死了

3人，炸傷了 3 人。在調查

過程中，美國司法部要求蘋

果公司提供解鎖沙特受訓軍

官 iPhone 手機的 明，蘋果

公司以不能侵犯加密隱私為由

拒絕。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報

導，1月 13日，美國司法部

部 長 巴 爾（William Barr）

稱，為了調查，美國司法部已

向蘋果公司提出 明解鎖沙特

少尉阿爾沙姆拉尼 iPhone 手

機的要求，但蘋果公司表示不

能接受。

其實，雙方爭論已持續了

多年，蘋果公司認為使用者資

料資訊屬於人權，在 2014年

底停止協助美國政府部門解鎖

iPhone手機資訊，並推出更

加安全的作業系統；蘋果公司

稱，若讓美國政府輕易解鎖獲

得手機資訊，將導致駭客或中

共等獨裁政府利用這些漏洞獲

取使用者資訊。 

【看中國記者憶文綜合報

導】美國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率團訪問英國，美方

週一（1月 13日）對英國政府大

臣們表示，在英國 5G網路中使用

華為技術將使跨大西洋情報共用面

臨風險。

據英國《衛報》報導，美國副

國家安全顧問博明率領的特別代表

團向英方提交了新的情報檔，這是

有關在未來電話網絡中依賴華為技

術存在安全風險的新證據。據悉，

這 Images些新證據是技術性的。

華為是向沃達豐、英國電信和

其他手機公司提供設備以提供高

速 5G網路的三家公司之一，另外

兩家是瑞典的愛立信和芬蘭的諾基

亞。英國電信公司認為，華為的一

些產品比競爭對手更便宜、更先進；

美國一些專家認為這是由於北京政

府給華為提供了巨額補貼。此外，

加拿大司法部在 1月 11日也表示，

美國對華為公司首席財務官孟晚舟

的指控，在加拿大也是犯罪，應當

以涉嫌欺詐將她引渡到美國。

除博明之外，美國代表團的主

要官員還包括：美國國務院助理國

務卿克裡斯   福特（Chris Ford）

和國際電信特使羅伯特   布雷爾

（Robert Blair）。美方代表團表

示，中國間諜為解放軍工作的同

時，也為華為工作，該公司還在支

援中國穆斯林維吾爾族的「再教育

營」中「發揮了作用」。英國消息

人士最初表示，美方僅會見公務

員，但美國代表團表示，他們已經

與至少一名內閣大臣進行了交談。

英國首相詹森曾預計將在短期

內對華為做出最終決定。但英國

安全機構一再說他們可以遏制任

何安全隱患。英國情報部門MI5

負責人安德魯   派克（Andrew 

Parker）上週末稱，他「沒有理

由認為」使用華為技術會威脅到與

美國的情報共用，並建議英國應該

讓華為在這個島國繼續業務。

但是，美國一位高級官員表

示：「國會已經明確表示，他們希

望對我們的情報共用進行評估。」

第二位成員表示，美國總統希望不

要在此問題上與英國發生衝突，但

補充說：「唐納德   川普 (特朗普 )

蓬佩奧談威懾戰 
適用於中俄

恐襲調查涉隱私 
蘋果拒解鎖手機

    中：美國副國安
  顧問博明
（Gettyimages）

記者會上表示，選舉已經結束了，

對政府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維

持政府的穩定，因此在選後的第一

個上班日，就已經完成了內閣請辭

程序。

她也已請蘇貞昌繼續擔任行政

院長一職，政府沒有空窗期，政局

就會穩定，而政府在選舉過後，一

切都持續運作如常。現在立法院正

在召開臨時會來審查中央政府總預

算，這也是本屆立委最後一個任務。

蔡英文亦感謝朝野政府共同努

力，並表示，執政團隊一定會不負

所託，積極回覆人民的期待。

蔡英文簽署《反滲透法》 
蔡英文表示，她今天已經簽

署、公告《反滲透法》。由於這部法

律在選舉期間獲得衆人討論，她也

多次強調《反滲透法》不是反交流，

而違法的構成要件是非常嚴謹的，只

要不是接受中國政府的指示、委託或

是支助，違法提供政治獻金、違法進

行遊說、違法從事競選活動、破壞集

會遊行與妨礙選舉，都是屬於正常

交流，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蔡英文提到海基會設置諮詢服

務的窗口，向提供民眾相關資訊。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成功連任。（圖片來源：flickr/總統府） 

美國安顧問訪英推華為禁令 

正在密切關注」。

去年春天，英國表示將允許華

為在未來的 5G網路中提供非核心

技術，例如手機桅杆和天線，此前

承諾的內閣以 5：4投票贊成。華

為也一直否認中國政府曾要求它在

其技術中引入秘密的「後門」，並

提出與採用其技術的國家簽署「無

間諜協定」。但是，美方認為，

這不足以減輕華盛頓的擔憂，美國

堅稱存在監視風險。

儘管美英之間長期存在的情報

共用關係不會立即受到損害，但美

方表示，美國國會議員希望在未來

的立法中對此進行審查。在 1月

底英國正式離開歐盟之後，倫敦與

華盛頓和布魯塞爾的貿易談判臨

近。對於華為的最終決定將被視為

至關重要的早期信號，將表明英國

希望朝美國軌道邁進多遠。

的近五十艘驅逐艦，讓解放軍止步

於北太平洋。南中國海的多個東南

亞小國無法對中國的核導彈潛艇構

成威脅，因此成了解放軍虎視眈眈

的區域。

文章認為，北京大費周章造島

和建立軍事設施，卻忽略了一個致

命的弱點：從長遠來看，這些人造

島是無法達到良好的防禦功能，因

為艦隊會移動，而這些島嶼只能固

定在一處，永遠不會動。汪洋中的

小島面對各種資源供應的難題，無

法儲備足夠的部隊、地對空導彈、

糧食、水和電力，以供部隊執行防

禦功能。

儘管該地區本身具有巨大的戰

略價值，但是防禦條件相當弱。在

與美國進行的任何軍事對抗中，幾

乎可以肯定這些海上哨所無法抵擋

空襲和巡航導彈的襲擊。

【看中國記者蘇菲綜合報導】

日本時間 2020年 1月 14日，

一名中國留學生涉嫌偽造日本陸

上自衛官的身分證被日本警方逮

捕，警方正在調查偽造的證件是

否被不當使用；日本的陸上自衛

隊（簡稱「陸自」）是日本自衛

隊的陸上部隊。

綜合日媒報導，日本警方

14日在東京都台東區松谷逮捕

了 23歲中國籍留學生王詩超，

罪名是涉嫌偽造偽造文書印文。

警方發現，王詩超持有的偽造身

分證，與官方印發的正版非常相

似，上面印有「小笠原謙」、「陸

曹長」以及仿造公章等，照片卻

是王男的大頭照。

報導稱，王詩超是日本語言

學校的學生。他向警方供稱，因

為自己愛好生存遊戲，在扮成自

衛官時會使用這張身分證，但並

沒有冒充自衛官的目的。據稱，

去年 8月，王詩超透過網路通訊

軟體，以 1800日圓（約新臺幣

500元）價格，向一名中國人購

入這張偽造的身分證。日本防衛

省陸上幕僚監部公關室表示，迄

今為止，尚未發現王詩超曾入侵

相關設施。 另外日本的陸上自衛

隊表示，部隊中並沒有名為「小

笠原謙」的自衛官。

日本《中文導報》2009年報

導，2009年 7月 9日，日本警

視廳和靜岡縣員警，以偽造公文

的罪嫌逮捕了中國男子趙太峰等

4位中國籍嫌疑犯。這次王詩超

向中國人購買的是日本自衛官的

身份證偽證，製造偽證的人只是

單純為了謀利還是另有目的？ 還

有待進一步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