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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反滲透法》勢在必行

《反滲透法》內容明定——不

得接受滲透來源指示、委託或資

助，捐贈政治獻金，或從事選罷

法中各項競選活動，違者可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0萬元以下罰金。

輿論分析，《反滲透法》之立

法，應該是美國在背後施加壓

力。尤其總統大選在即，強行通

過《反滲透法》容易升高朝野衝

突，給藍營藉口，為大選增添變

數。對於選情穩定的民進黨而言，

並沒有一定得這麼急著通過《反滲

透法》的理由。唯一的合理解釋，

當然就是有「外力」介入。

當「反滲透」即將於 2019年

年底交付三讀之前，國臺辦第一 

時間批評民進黨「開民主的倒車」，

而央視則說，若通過《反滲透法》，

以後「媽祖進香團」就不敢去中 

國大陸進香了！知名評論員汪浩

說，中共如此氣急敗壞地猛批一 

部臺灣內部的立法，這是非常罕 

見的事，所以，《反滲透法》一定 

是踩到了中共的痛點。

民進黨發言人李晏榕則表示，

這段時間，包括國民黨、親民

黨、新黨，有非常多的政治人物

刻意誤導《反滲透法》的內容，不

但完全扭曲《反滲透法》條文中

規範的內容，甚至用假消息、謠

言、製造恐懼的方式，想讓民眾

對《反滲透法》起疑慮。

其實，《反滲透法》之訂定，

臺灣不是首例。根據中央社報

導，目前多個西方民主國家都有

推出或進行類似立法，以因應境

外勢力滲透與干預。澳洲的反滲

透法案分別為 2018年 6月 28日

通過的《間諜與外國干預法》，以

及 2018年 12月 10日通過的《外

國影響力透明法》。澳洲司法部長

在法案通過後表示，這些法案是

供澳洲國安部門用以對付前所未

有、日漸頻繁境外威脅的重要工

具，還強調目前正身處一個「特

務更多、更多強權介入、使用更

精緻手段對澳洲從事諜報破壞的

空前時刻」。

美國為防範各種境外滲透與

干擾，陸續通過《反外國宣傳與

造謠法案》、《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案》，並正推動相關法案，防止

中國政府與共產黨的政治影響操

作。加拿大則於 2018年 12月通

過《選舉現代化法案》），全面修

正加國選舉法令，包括：對競選

支出設定新限制，以及制定防止

外國干預的措施。紐西蘭 2019年

12月 3日通過緊急立法，禁止外

國政治捐款，以免 2020年國會大

選時，給予外部勢力可乘之機。

反對《反滲透法》者，普遍提

出《反滲透法》通過後，會有「白

色恐怖」，或說是「綠色恐怖」的

後果。

對於這個說法，陸委會重申，

《反滲透法》構成要件嚴謹，由司

法機關嚴謹認定與判斷，絕對不會

「動輒入罪」。陸委會說，《反滲

透法》並非針對特定對象或身分，

也不觸及一般兩岸交流。臺商、臺

幹、臺師、臺生、陸配，正常的

經商、工作、生活、就學、返鄉互

動，都不會受到影響。

陸委會指出，舉凡兩岸間的 

商業往來與投資行為、宗教活動 

與文化交流、赴陸探親訪友聯 

誼、領取中國大陸學校的獎學金，

或是從事一般旅遊活動等，只要

不涉及接受境外敵對勢力的滲透

而從事不法活動，都不會有問

題，民眾無須過度擔心。

筆者認為，這項立法的主要

目的是防堵「境外勢力」。不用

說，臺灣的敵國是誰？誰在操控

臺灣的選舉？就是北京當局。這

項立法絕非民進黨專斷專行，臺

灣只是被動地跟隨在以美國為首

的「反共」同盟下的一個環節而

已。《反滲透法》的緣起是有一隻

看不見的手在推動著，而且必須

在大選前完成。

是不是有一隻看不見的手？

且看就在 2019年 12月 29日，原

本反對的郭台銘改口：「蔡英文這

法案必須過，我也曉得中間是有

一些，因為我已經跟 3個黨鞭都

通過電話，瞭解為甚麼要倉促立

法，今天我在這邊不好說。」

有甚麼不好說？顯然就是外

力介入。美國老大哥一出手，國

民黨團與郭台銘立即見風轉舵。

美中雙方都在使力，沒有模糊地

帶，必須選邊站。

回頭來看總統大選，美中兩

國已經從幕後現身，逐漸浮上檯

面。北京方面的介入自不待言，

不過隨著美中衝突與矛盾的加

速，臺灣大選這場雙方的代理人

戰爭，美中都有輸不得的壓力。

尤其是習近平，內外交迫下，急

需在臺灣問題上得分，用以紓解

黨內的壓力。香港的「反送中」已

經讓習近平添堵，萬一臺灣大選

又讓反對「一國兩制」的蔡英文

連任，對於習近平來說，是裡外

皆輸。中共為甚麼在《反滲透法》

上動員它在臺灣的所有力量，幾

乎是傾巢而出，包括長期潛伏的

同路人都出來反對該法？因為，

萬一該法一旦通過，可以預料的

是，中共鑽臺灣民主的漏洞，在

臺灣多年經營的布建與內應，都

將在大選後灰飛煙滅。北京想用

收買等方式統一臺灣的盤算，將

徹底破功，除非武統，否則不可

能有其他方式了。但是武統談何

容易？美國把臺灣納入印太戰略

的一個重要「戰略資產」，必不會

讓臺灣孤獨抗共。北京想武統，

所遭遇的阻力將較以往為大。

此外，美國力挺蔡英文的信

號是非常明顯的。川普政府一連

串護臺的舉措，還包括：臉書刪

除挺韓的粉絲團等，剪除了韓國

瑜陣營的網軍，當然這些多半來

自境外。還有就是蔡政府大舉清

除地下賭盤，這些也都是北京

當局操控臺灣大選的重要環節。

根據觀察，臉書也好，或者是境

外資金的流入，這都可能是美方

提供的情資，光憑臺灣自己的能

力，既清查不了來自海外的資金

流向，也影響不了臉書。

我們可以這麼說，美國已經

直接動手清理中共對於臺灣的介

選力量。最明顯的是，美國總統

川普所簽署《2020財年國防授權

法》。該項法案對美國國防部長提

出建議，包括：應推動加強臺灣

安全交流政策、與臺灣進行實戰

訓練與軍事演習、強調符合臺灣

正當總統大選前11天，臺灣立法院
於2019年12月31日完成《反滲透
法》三讀。這項立法為一項里程

碑，臺灣陸委會表示，先進民主

國家都在積極立法，防範境外敵

對勢力滲透。2019年初，中共提
出「兩制」臺灣方案，對臺統戰

滲透分化作為日益嚴重，已經威

脅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社會秩序

及民主政治正常運作。《反滲透

法》有助於強化民主防衛，也能

讓交流單純化，維繫穩定有序的

兩岸交流。

這段話的原文是這樣：子貢

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

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

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人都喜歡，壞人都憎恨，

孔子這段話應用到當今，目前世

界上表現最突出的人，不就是美

國第 45任總統川普嗎？

那如果用中國古聖人孔子的

認識來判斷，川普是個不折不扣

的好人了。而且，川普身上聚焦

的，何止是鄉人，也不單單是美

國人，而是全世界人的目光。這

麼說，川普還不是個普通的好人，

而是個大好人了。

川普這個人好到甚麼程度？

看看喜歡他、憎恨他的人表現得

多麼淋漓盡致，就可以略知一二

了。從 2016年美國大選以來，有

很多從前不熟悉他的人，都愛上

了他，成了他的鐵桿粉絲。人們

自發的印製帶有「TRUMP」字樣

的帽子、旗子、標牌，為他助選；

他到場的集會，總是人山人海，

孔子觀點： 
川普是個大好人

當年，孔子的弟子子貢向孔

子請教了一個如何辨別好、壞人

的問題。子貢問孔子：「一個人，

如果全鄉的人都喜歡他，這人怎

麼樣？」孔子回答說：「這不能肯

定。」子貢又問：「一個人，如果

全鄉的人都厭惡、憎恨他，這人

怎麼樣？」孔子回答說：「這也不

能肯定。一個人，如果鄉里的好

人都喜歡他，壞人都憎恨他，那

他一定是個好人。」

人們排隊，等候和他在一起的時

刻，聆聽他的聲音；他的一名 95

歲華裔鐵粉，為了能投他一票，

行使自己的選舉權，認真學習，

努力備考，通過了美國入籍考試；

他的粉絲甚至遍布政界，比如有

「熱帶川普」之稱的巴西總統波索

納羅，就以川普為榜樣；世界各地

的善良民眾更是翹首期盼，自己

的國家也能誕生一位像川普這樣

的總統，給他們帶來公正與幸福。

人們愛川普的率真，他敢於

講出美國民眾的真心話，他敢於

在「政治正確」這個社會氛圍中講

出別人不敢講的事；人們愛他的勇

氣，他是一個有能力抽乾沼澤、

改變世界的好人，但是要知道，

排乾華盛頓沼澤，這是一件多麼

危險、多麼有難度的事，這是一

件其他人不敢想，或是敢想卻做

不到的事；人們愛他的擔當，他是

一個身家幾十億的富翁，他的日

子過得很好，他有名，身處上流

社會，如果不當總統，他可以既

輕鬆又快樂。愛他的人發現，這

彈劾川普怎麼看？孔子觀點讓人恍然大悟

2019年12月18日，美國總統川
普成為遭眾議院彈劾的第三位總

統，眾議院的彈劾理由是「濫用

權力」與「妨礙國會調查」。彈

劾川普這件事，究竟該怎麼看？

中國古代聖賢孔子的觀點，讓人

恍然大悟。

不對稱防衛作戰能力，並在《臺灣

旅行法》基礎下，進行美臺高階國

防官員交流，擴大在人道主義救

援與救災方面合作。

除此之外，該法案要求五角

大廈針對設立「美臺網絡安全工

作組」的可行性提交報告。報告

還針對臺灣 2020年總統、副總統

選舉，要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在

選舉結束後不超過 45天，就中國

影響臺灣選舉的活動向國會參、

眾兩院情報委員提交報告。中國

官方只能回應說，美方妄圖「以

臺制華」，完全是癡心妄想。

是不是癡心妄想？這其實很

難說。但是，美中兩國的衝突點

已然形成，「新冷戰」的態勢的

確已經成形。蔡英文一面倒向了

美國，這無疑是符合臺灣的利益

的。至於國民黨還轉不過彎來，

抱著失效的「九二共識」，又無

力挽回紅統化的局面。現在不是

會不會輸掉大選問題，而是輸多

少，選後會不會小黨化問題。國

民黨多位黨員在《反滲透法》上繼

續反對，只是曝光自己身分而已。

筆者認為，大選結束後，如

果蔡英文如預料中的贏得大選，

那麼，臺美雙方將在軍事上形成

更緊密的關係，美方也會在情

報、經濟與外交方面給予臺灣一

定的甜頭。臺灣這些發大財的兩

岸政治買辦，財路已經快斷了，

臺灣要發展經濟，隨著美國的政

策改變，臺灣的發財之路應該又

要轉向親美。國家經濟搞起來，

發達了國家資本，才有蓬勃的庶

民經濟。光靠口號喊庶民經濟，

沒有國家政治經濟的保障，庶民

經濟只是靠補貼政策的空中樓閣。

更重要的是，美方必然會強 

烈要求蔡英文清除共諜，逼迫臺 

灣朝野只能靠向美國一邊，絕不 

允許親共勢力在臺灣蔓延。很簡

單，美國要保證臺灣絕不會靠向 

中共，不然他對臺灣的投資、布局

與授權，都可能一夕間風雲變色。

所以，大選後，《反滲透法》

立刻會開始運作，臺灣要捉匪諜

了。清除這些間諜後，美方才能

安心把 F16V給交機，F16的亞

洲維修中心才能順利運行，這是

牽涉到美國國家利益的。這對臺

灣有好處，臺灣或許將是地下的

美國的第 51州，除了人民沒有美

國公民權之外，形式上等同於美

國直接控管，臺灣的確是美方「以

臺制共」的角色，作為第一島鏈

抗共的最前線！

麼多年，他們終於等到一個能引

領美國走回正統的頭號總統，因

而，虔誠的美國人，為他祈禱。

恨他的人，心中充滿的了恐

懼，他們知道，川普能識破他們 

的詭計，他們不遺餘力的搞垮 

他，總之，川普一天待在總統位置

上，對這些有不可告人秘密的利益

集團來說，就一天不能高枕無憂。

恨他的人，在讓人驚異與咋

舌的 3年中，動用了全部社會資

源、國家機器，開足馬力對他進

行人身攻擊，對他發動前所未有

的全方位調查，他們不信從川普

身上找不出破綻來。所謂的「通俄

門」不過是幌子，他們設想，川

普如此龐大的產業、幾十億美金

的身家，他們相信一定能從中找

出破綻，把這位總統拉下馬。萬

萬沒想到的是，他們硬是找不出

任何紕漏來，這說明甚麼？說明

川普做得太正了，正到和這個社

會目前通行的套路不符，試想，

誰能擁有這麼龐大的資產，而不

出一點差池呢？這簡直不僅讓民

主黨驚歎，世界上所有關注此事

的人，也驚歎不已。

共產黨有句話，說媒體是黨

的喉舌。在「自由」世界裡，那些

不知道是誰的喉舌的主流媒體，

每天變著花樣汙蔑川普，中國有

句成語叫「人言可畏」，更有句

俗語叫「唾沫星子淹死人」，就

說明，語言的攻擊力有多麼可

怕，尤其在所有媒體一邊倒的攻

勢下，不怕白的變不成黑的。不

過，即便如此，川普硬是用推文

真言破了謊、破了謠，仔細想

想，這真是四兩撥千斤的奇蹟，

真是發生在現實世界中每個人眼

前的奇蹟。

民主黨為甚麼一定要搞倒川普？
他們再等幾年不行嗎？

下一個問題就是，民主黨為甚

麼一定要搞倒川普？他們等幾年再

上臺執政不行嗎？這些民主黨人，

很多人有名氣，有社會地位，為甚

麼一定要賭上一切，非要把川普拉

下總統的位置呢？（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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