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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或將停用港澳條例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朝

野立委關切大陸第十三屆全國人大

審議「港版國安法」，蔡英文總統

24日晚間在臉書上發文聲援港人，
並提及若港版國安法立法，對香港

可能部分或全部停用於港澳條例。

此外，國安高層表示，總統蔡英文

的談話是為了正告北京政府不要一

意孤行，而非要「懲罰港人」，蔡

政府不會放棄香港人，近期也將宣

布「具體協助港人措施」。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日本解除因應疫情的「緊急事態宣

言」，何時鬆綁入境管制備受關注，

而臺灣出現在日本當局考慮的首波名

單中。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5日召開

防疫對策本部會議，並宣佈禁止入

境的物件新增印度、阿根廷等 11

個國家，日本目前列為拒絕入境的

物件包括了臺灣、中國、韓國、美

國等一共 111個國家的民眾。安

倍政府也決定，停止發放給外國人

簽證的措施從原本訂定的 5月底

延長到 6月 30日。 

臺灣是從 4月 3日起被日本列

入拒絕入境的名單中，導致持有日本

「永住者」、「永住者配偶」、「日本

人配偶」與「留學」等居留資格者，

原則上也被列入拒絕入境的物件中。 

只是，一般認為，臺灣這一次

的防疫有成，日本政府高層、日本

大報社論對於臺灣讚譽有加，認為

是民主國家防疫成功的模範生，若

是日本政府階段性的解除入境管制

措施，臺灣理應被列入第一波的解

禁名單中。

駐日代表處官員表示，目前尚

未與日本當局協商此問題，要等到

日本政府規劃好了再說。不過，他

表示臺灣不可能比中國、韓國還要

晚被日本政府解除入境管制。 22

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記者會上

表示，目前的邊境管制措施仍會持

續實施，考慮分成 3階段鬆綁管

制，首先針對商務經營者、專門知

識人才，其次才是針對留學生，最

後才會是觀光客。 

日本經濟新聞 22日報導，日

本政府若鬆綁入境管制措施的話，

將會考慮對象國的疫情是否平息、

日本跟對象國的經濟關係、人員往

來是否密切等因素，再做判斷。日

本政府會將臺灣、越南、歐洲等部

分國家列入可望開放的名單中。 

日本朝日新聞報導，中美關係

對立加劇之際，日本首相官邸 (行

政中心 )的相關人士透露 :「如果

鬆綁入境管制措施，先開放中、韓

人士入境的話，可能對世界發出錯

誤的訊息。」而日本東京醫科大學

教授濱田篤郎表示，為防止疫情自

境外移入，日本目前很難做到針對

所有的入境者實施篩檢。 如果要

鬆綁入境管制，首先得以物件國的

武肺疫情平息為前提，再針對來自

這些國家的人士實施入境之後隔離

2周的措施。 

日本如鬆綁管制 臺灣或優先入境

香港「四化危機」

程翔表示，早年就他已經說

過，梁振英上任後，香港會出現「四

化危機」。 何謂之「四化危機」？

一、「兩制」漸趨「一國」化

二、意識形態大陸化

三、西環治港常態化

四、治港班子左派化

這「四化危機」是在梁振英

上臺後逐步出現的。目前已經日

益明朗了，「兩制」已經變成「一

國」。 西環治港常態化方面，

上個月中聯辦公告 :西環對港府

有監督權 (違法《基本法》第 22

條 )。而意識形態大陸化，近日

DSE（入大學資格的中學文憑考

試）的考題都要牽涉如此多的政

治考慮，就是把大陸的意識形態

強加給香港的市民。治港班子左

派化，是指目前所有港府官員都

是左派出身，或親左派的人。 

這種趨勢在一直惡化，而港

人不想讓這些事情發生，所以被

專訪程翔:就《國安法》談香港局勢
近日，《看中國》記者採訪了資

深傳媒體人程翔，請他就香港

《國安法》問題，對當前局勢進

行了分析。

蔡英文總統在臉書上發文聲援港人，若港版國安法立法，對香港不再適用於港澳條例。(中央社 看中國）

迫走上街頭抗議。但北京當局不

從根本上解決這「四化危機」，反

而想進一步把《國安法》強加給香

港，這是在全面摧毀香港。

北京強推23條失敗
港人之前講「一國兩制變一國

1.5制」，如今變成「一國一制」。 

因為中共完全違背《基本法》的明

文規定，《基本法》白字黑字列明 :

第 23條由香港人自行立法。中共

代理立法，就是想把它的意圖強

加給港人。 

當年 23條立法失敗，現在中

共說要繞過港府，幫香港立法。

而當年 23條立法，也非港人意

願。那時中共鎮壓法輪功，在大

陸全方位迫害法輪功，而中共看

到法輪功在香港還可以繼續煉

功、請願，因此它要求香港政府

取締法輪功。但法輪功在香港是

一個合法註冊的團體，並無做出

任何違反香港法律的事情，這叫

港府如何取締法輪功呢？因此，

中共強行叫香港為 23條立法，這

本身已經違反了「自行立法」的原

則；「自行立法」明示，香港可以

自己選擇立法時間、立法方式和

立法內容。 

時任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建

議，可否將港英時期的法律加以

修改，適用於當前環境，變成港

版《國安法》。其實當時《國安

法》的七項內容，香港法律已經涵

蓋，不需要再另立新法。 這是當

時港府提出的建議，但北京不接

受，堅持為 23條立法。這就成為

後來 50萬人上街示威的導火線。

後來 23條被無限期擱置，至此，

北京耿耿於懷，認為港人沒有所

謂的「國家意識」，開始慢慢收緊

對香港的政策。 

強推《國安法》          
阻止民主派入立法會

為何現在中共要在香港強行

推行《國安法》？因為它看到，至

去年反送中運動以來，越來越多

港人開始反共。單靠林鄭政府、

建制派議員為 23條保駕護航，已

經不能成事。 而且，中共非常擔

心今年 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中，民

主派大勝，建制派失去多數議席。 

民 主 派 抗 爭 者 的 口 號 是

「35+1」，只要取得「35+1」的

席位，民主派就成為立法會的多

數派，掌握主導權，可以左右港

府政策，甚至彈劾林鄭等等。民

主派也可以在新一屆的特首選舉

中，成為關鍵力量，左右選舉。

這些對於中共來說是奪權的行

為，所以它要出「橫手」來制止民

主派獲勝。更何況，在上一年 11

月的區議會選舉中，民主派大獲

全勝，中共十分害怕此類事情再

度發生，因此急推《國安法》。 

在港人看來，本是很正常的

選舉，很正常的結果，但中共視

之為奪權，即和中共爭奪管制

權，因此中共不會善罷甘休。《國

安法》立法後，中共可以逮捕、起

訴，或者製造輿論壓力，迫使港

府撤銷民主派議員資格。因此，

中共急推《國安法》目的有二，一

是阻止民主派參選今次立法會選

舉，二是阻止民主派進入特首選

舉委員會，影響特首選舉。 

用《國安法》清除異己

程翔表示，中共還可以通過科

技手段，比如AI人面識別，查閱

手機聊天記錄，群組聊天記錄，個

人動態等判斷此人是否觸犯《國安

法》，是否「分裂國家」、「顛覆國

家政權」或「勾結外部勢力」。 

在大陸，很多人都以上述罪

名被捕。比如劉曉波，一個書

生，寫幾篇文章，說幾句話，就

被判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中共可以如法炮製，給很多人定

罪。 比如，《願榮光歸香港》的作

曲人和填詞人，中共會說，「這首

歌鼓吹港獨，危害國家統一，將

他們一網打盡」。 如果《榮光》的

作曲人、填詞人或散播者，要參

選立法會，中共會視他為「支援

港獨」而撤銷他的議員資格。總

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反送中期間，很多港人打國

際戰線，向外國求援，在海外登

廣告，中共認為這都是「勾結外國

勢力」。 因此，如果《國安法》立

法，中共會加罪於反送中運動的抗

爭者。中共會以《國安法》為武器，

清除它不喜歡的人。另外，中共用

「恐怖主義」來形容香港抗爭的年輕

人，十分不恰當。年輕人的武力抗

爭也是被員警暴力執法所迫。若無

警暴在先，也就不會有武力抗爭。

英國應有所行動

程翔還提到，英國作為《中英

聯合聲明》的締約國最有資格譴

責、抗衡中共。英國也有道義和

歷史責任為香港發聲，英國要把

《聯合聲明》23年來的執行情況，

逐項列出，寫一份報告呈交給聯

合國。報告要詳細列明中共如何

違反《聯合聲明》，而這個報告

也要在聯合國備案。這是英國必

須要做的，是英國最起碼可以做

的，報告或不能制約中共，但這

份報告會作為歷史檔案被保留，

因此是值得做的。 

港人並沒有困難。而學者范世平

提醒，港版國安法是將矛頭瞄準

了「境外勢力」，其中包括臺灣在

內的各國駐港單位未來恐將面臨

衝擊。另外，林廷輝補充說，除

了駐館之外，港版國安法上路之

後，將會有許多境外非政府組織

離開香港，並可能選擇到臺灣設

點，政府應該做好因應準備。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副教授陳明祺甫卸任大陸委員會

副主委分析，蔡英文總統文中提

及會更積極完善與精進相關的救

援工作，提供香港人民必要之協

助，此顯示「提供實質協助」是談

話的精神底蘊所在。

不過，他也分析，中國大陸

正在加大管控，極力地促使港澳

「內地化」，如果再將港澳視為獨

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個體，意義

不大。在此種情形之下，民眾對

於開放給中國大陸人士，乃至港

澳人士來台是抱有疑慮的。政府

提出了停止適用港澳條例，是在

有限的作為上，希望能對北京政

府產生槓桿作用，讓當局不要針

對香港「催逼甚緊」。希望港澳

條例 18條關於援助香港人的部

分，應該能夠更加充實，能有更

好的執行方式。

若通過港版國安法        
一國兩制承諾破滅

25 日，立法院財政、司法

及法制委員會聯席審查時，賴士

葆質詢時提問，若香港變成了一

國一制，要不要「修正」或「廢」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國安會副秘

書長蔡明彥回應，法律面問題都

可以討論，假如中國人大會議通

過「港版國安法」，代表中方對

一國兩制的承諾破滅。總統府副

秘書長李俊俋則對修法問題表示

尊重，而北京要制定「港版國安

法」，將嚴重破壞香港自治現狀。

包括國民黨立委林德福與民

進黨立委郭國文在內，有不少人

都陸續質詢「港版國安法」一事，

李俊俋重申看法，如果北京當局

通過了「港版國安法」，將會完

全改變整個香港自治情勢，不但

變成一國一制，連民主自由基本

價值都不見了。賴士葆再追問，

「港版國安法」會不會影響到香港

金融，香港資金會不會流到臺灣

來。蔡明彥答覆，會有影響，有

這個可能性。

學者：助港人是論述蘊

北京當局強行推動港版國安

法立法，引發港人憤怒，紛紛走

上街頭抗爭。蔡英文總統聲援港

人，並提到若是港版國安法立

法，對香港可能部分或是全部停

用於港澳條例且重申，臺灣會在

既有的基礎上，更積極完善與精

進相關救援工作，同時會提供香

港人民必要協助。

對此，陸委會前副主委陳明

祺 25日表示，提供港人實質協助

仍然是蔡英文總統的論述底蘊。

學者林廷輝也進一步解釋，若是

部分條例停用，仍然可以沿用港

澳條例 18條，這對於安置求援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北京方面曾要求巴西國會針

對蔡英文總統就職一事「保持

沉默」，事件遭巴西眾議員曝

光，並引發巴西網友憤怒，網

友們紛紛透過推特祝賀蔡英文

就職。蔡英文今天也透過推特

感謝巴西朋友的祝賀，並稱希

望大家都能安全、健康。 

巴西聯邦眾議員馬丁斯日

前透過推特發文說，他在總統

蔡英文就職之前收到了中國大

使館的信，要求他對蔡英文的

就職典禮保持沉默。馬丁斯

聲稱中國使館「獨裁」，接著

向蔡英文致上遲來的祝賀。此

事件引發巴西網友眾怒，紛

紛透過推特祝賀蔡總統就職；

「#VivaTaiwan」(# 臺 灣 萬

歲 )的標籤，於全球推特趨勢上

一度攻上了前 3名。 

雖然北京方面希望能夠淡

化國際上對蔡英文連任的關注

度，但在 5月 20日登場的第

15任總統暨副總統就職大典

上，多國元首及政要就已紛紛

獻上祝賀。此外還有 41個國家

共計 92人錄製影片，不過因為

考量 520就職慶典時間緊湊，

只能夠剪輯播放當中 14個友

邦、19個理念相近，以及友好

國家的 65位政要的精簡版致賀

影片於典禮上播放。但是，臺

灣外交部為了彌補不能夠一次

播映的缺憾，外交部也推出了

完整版的祝賀影片。

北京曾要求巴西國會
對蔡英文總統就職保持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