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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滲透法》通過  效果立見

三讀通過《反滲透法》

臺灣中央社 12 月 31 日報

導，2019年立法院會期最後一

天，在立法院院長蘇嘉全的主持

下，三讀通過了《反滲透法》。該

法案定義了「境外敵對勢力」、

「滲透來源」等，並確認了相關刑

期與罰金。

在立法院今日反滲透法二讀

辯論發言結束之後，國民黨立法

院黨團為表達不滿，由總召曾銘

宗帶領十多位立委靜坐在發言臺

前面，出示「抗議惡法、選票制

裁」橫幅，戴著寫有「抗議」兩

字黑色口罩，在隨後的草案逐條

辯論過程中不再發言，也不參與

投票表決。最終，在三讀表決之

前，國民黨黨團高喊反對口號，

離開現場。

剛剛通過三讀表決的《反滲透

法》規定，「境外敵對勢力」是指

與中華民國交戰、或者軍事力量

對峙的國家、政治組織或團體，

或提出採取非和平手段危害中華

民國主權等主張的國家、政治組

織或團體。

「滲透來源」是指來自境外的

敵對勢力政府、政黨組織和團體

等，由其所設立、實質控制的組

織、機構、團體，或由其所派遣的

人員。

若是違法接受「滲透來源」

資助、委託和指示，進行政治捐

款、捐贈來影響公民選舉投票活

動，或違反選罷法進行各種違法

競選活動，將獲刑5年以下監禁，

並處於 1000萬元新台幣以下罰

款。若是接受「滲透來源」資助、

委託和指示而進行相關遊說活

動，則會得到 50萬元以上、500

萬元新臺幣以下罰款。

如果接受「滲透來源」資助、

委託和指示，而針對中華民國國

防、外交、大陸事務涉及國安或

國家機密進行遊說活動，則獲刑 3

年以下監禁，並獲得 500萬元以

下罰款。

在《反滲透法》條款中，若

也同時觸犯了刑法第 149條至第

153條（妨害秩序）或違反集會

遊行法第 31條之罪者（妨害合法

集會、遊行），或選罷法中妨害選

舉罷免或公投等條款，都將加重

其刑至二分之一。此外，《反滲透

法》還規定了投案自首的條款，根

據其自首情況，或是減輕刑期，

或是免於處罰。

法案效果立竿見影

針對反滲透法順利過關，國臺

辦大為不滿，國臺辦發言人朱鳳蓮

在記者會上，稱《反滲透法》的通過

是「綠色恐怖」，「挑起對抗」，

「自食惡果」。對此，一些網友們

【看中國記者鍾琺報導】儘管遇到

國民黨黨團的反對，中華民國立

法院今日還是三讀通過了「反滲透

法」。此法案涉及國防、外交、國

安和兩岸事務等遊說，及境外敵對

勢力捐獻政治獻金、資助、違法從

事競選活動，除了最重獲刑5年監
禁外，還有鉅額罰款。法案的通過

引起國臺辦的不滿，首家北京同意

落地的臺灣媒体《大師鏈》宣布將

暫時「放棄台灣市場」，反滲透法

效果立竿見影。

代價的社會運動，今次反送中運

動也帶給香港人很多新的抗爭的

想像，也連同國內很多中華民族

的朋友，為了爭取自由民主奮鬥

的過程，我很希望大家能走在一

起，團結一致，在新的一年，對

於《看中國》的朋友和香港所有手

足、市民，都能看到我們的社會

走向真正民主自由，大家努力！」

香港立法會議員涂謹申：「《看

中國》頻道是一個很好的平台，

有真正的意見交流。香港很多視

頻、網絡都很偏頗，《看中國》能

香港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很

快就過年了，我們當然希望新年

香港平安一些，也希望香港可以重

歸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

港，基本法得到保障。新一年希

望大家工作順利、身體健康，也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開開心心。」

香港民主黨主席、立法會議

員胡志偉：「很快就進入 2020

年，我在此向《看中國》所有讀

者觀眾拜個早年，祝大家新的一

年心想事成，萬事勝意。香港面

對一個非常複雜、也付上很多

夠讓人講出心裡的說話，無論批

評哪個國家、哪個地方、哪個人

物的意見，只要公正都能夠暢所

欲言，是一個很重要的平台。我

恭祝《看中國》新一年能夠拍多

些更好的視頻，讓更多的嘉賓暢

所欲言，我們一起為香港，為中

國，為世界的人類文明和重要的

人文價值爭取實現。我祝願所有

看中國的聽眾、讀者有更好的新

一年，能接收更多更好的資訊，

完整全面，分析獨到，以致對世

界的掌握，對人生、生活的生活

香港政要祝福《看中國》讀者及觀眾們新年好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道】香

港經歷了逾半年的反修例運動，多

位政要願新的一年香港繼續守護一

國兩制，祝賀看中國讀者觀眾新

年好。

紛紛反嗆，「把反分裂國家法廢掉，

我們就廢反滲透法」、「只要是中

共和臺灣這些親共政黨反對的法

條，那一定是對臺灣有益處及保障

的，一定要大力支持」。

首家落地北京的台灣媒體《大

師鏈》也宣布暫時「放棄臺灣市

場」。對此立委王定宇則說，「反

滲透法」前腳剛剛通過，這家涉

及國安疑慮的集團，馬上宣布退

出臺灣。「藥效迅速喔！」；臺灣

基進也在臉書貼文表示，《反滲透

法》都還沒公告實施，立刻就有人

對號入座啦！基進並稱：「恭喜在

2019年末，就有紅色資本跟臺灣

分手，臺灣更自由啦 ！」

12月31日，中華民國立法院長蘇嘉全主持院會三讀通過「反滲透法」。(張浩安/中央社）

【看中國記者李晴採訪報道】

今年聖誕新年傳統消費旺季，受反

修例運動氣氛籠罩，聖誕節假期間

舉行的冬日美食節，攤位較往年明

顯減少，但有逆市首次來港參展的

商家，卻意外感受到港人的消費力

依然強勁。

濟州島黑毛豬受熱捧    
過年前加訂百隻應市

香港彭大集團今年與韓國黑

毛豬供應商韓國湯姆萊茵公司

（TAMRIN）合作，將濟州島產

的黑毛豬首次引入香港，在美食展

開幕日首 4小時，第一批貨就被

搶購一空；到第二日下午，原本

預算賣足 5日的 30隻豬（每隻約

120斤）存貨已全被搶光。

香港彭大集團，董事總經理黃

許冠華（黃太）說，經營豬肉緣起

於去年大陸豬瘟，豬肉價格飆升，

香港市民買不到健康美味的豬肉，

而她常到韓國逗留，又試過優質美

味的黑毛豬，才想蒐羅韓國美味引

入來港，讓香港人多一個選擇。

黃太表示，現時已向供應商

TAMRIN加訂 100隻豬，期望在

中國新年前全部售出，讓港人在過

年時能夠品嚐優質豬肉。

願為港人送上幸福感

濟州島四面環海、無工業污

染。高德勳表示，「黑毛豬生長在

濟州，空氣和自然環境都非常好，

在韓國市場佔據優勢，雖然價格高

過其它，但亦人人愛吃。」

黃太也有感近期香港人受到衝

擊，「感覺過去的幸福感失去了」，

作為本土企業，也希望將價廉物美

的好產品帶到香港，「我去濟州島

看到黑毛豬的飼養過程，感到黑毛

豬都很幸福，我想將濟州島的幸福

感帶到香港來，希望能鼓勵到香港

人不要氣餒，要繼續努力加油。」

辭去教職學種果樹       
青無花果衝出亞洲

MUHWADAM公司負責人

姜小花，將韓國青無花果首次帶到

香港參展。青無花果產自全羅南道

海南的清淨山腳下，依山傍海，獨

特的緯度和日照，令果子吸收天然

雨露及日月精華，無農藥、無污

染，青無花果不開口、不生蟲，甜

度高、黏性好。

姜小花 5年前還是一名教師。

發現了青無花果獨樹一幟的口感和

港冬日美食節再現人潮 韓國豬熱賣斷市

的掌握更美好，祝願各位有平安和

更好的一年。包括香港、中國內

地、臺灣，以至所有國家。  

香港立法會議員郭家麒：「在

此向所有《看中國》的讀者和觀

眾致以新年祝賀。未來一年雖然

香港面對很大困難，由送中條例

引起的爭議令香港，特別是年輕

人受到很大打擊，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但直到目前，政府除

了正式撤回條例外，甚麼也沒做

過，⋯⋯但我相信所有香港人和

中國人都不會灰心，因為對抗暴

政和專權政府，需要很大的耐性

和堅持。半年前我們也沒可能估

計到，或有數以百萬的香港人走

出來抗拒強權，也沒可能想像到

傷害香港的送中條例最終會被撤

回。歷史是由人寫出來的，所以

我很希望每個香港人、每個中國

人，都要繼續這份堅持。」

  香港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祝

賀《看中國》的讀者新年進步，身

體健康！鼠年和平、幸福快樂。

希望香港這麼大的矛盾和衝突早

日化解，香港人早日得到民主自

由的制度。」

  此外，香港立法會議員林卓

廷、香港立法會議員黃碧雲、香

港支聯會秘書蔡耀昌、前立法會

議員鄭家富、區議員廬俊宇，也

都向《看中國》廣大讀者及觀眾們

送上新年祝福。

營養價值，才開始學習栽培和加工

生產。青無花果在室內切片後機器

烘乾，不破壞食品所含的營養成分

和維他命，衛生無菌，不僅在美國

成為暢銷有機食品，且在當地獲

FDA認證。

青無花果產品種類繁多，初次

來港，產品受到港人歡迎，讓她體

驗到港人口味，「香港人的口味和

韓國人很相近，都愛吃果醬麵包，

回去後，我會更努力，研發出更多

更好的產品帶來香港。」

濟州紅海參勝補藥

另一位參加美食節的韓國新韓

ECO會長鄭仁喆，他 7年前開始

建廠研發紅海參產品。他介紹，紅

海參主要生長於深海，但在濟州島

15∼ 20米以下深海生長的紅海參

則最好，因其緯度和溫度得天獨

厚。雖然紅海參在其他地區也有生

長和漁夫捕捉，但惜無人研發出產

品。而他研發的產品在中國和韓國

都獲得專利，在全球獨一無二。

他說，紅海參具超強的生命

力，對身體各個器官的消炎效果和

消除疲勞效果佳，能補充人體所需

的各種維他命、膠原蛋白等成分，

是有別於藥品的健康食品。

商戶：人流減消費力不減

彭大集團黃太總括今次美食節

銷情，她表示受近日香港氣氛差所

影響，本身對今次銷售無大期望，

卻未料雖然人流未比以往多，但連

續幾日銷售都節節上升，她對今次

銷情非常滿意，部分商品更是一早

售罄。

除了韓國參展商，以滷鴨舌聞

名的臺灣老字號「老天祿」食品亦

首次來港參展試水溫，攤位也是人

頭攢動。

民進黨籍立委在議場內拉開布

條，合影慶祝。(張浩安/中央社）

國民黨立委坐在議場戴口罩、擺標

語，表達反對《反滲透法》立法。

(張浩安/中央社）

香港政要願新的一年，香港繼續守護一國兩制，祝賀《看中國》讀者觀眾新年好。(周秀文／看中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