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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會暴力應受譴責
上周六的暴力衝擊，是反對派一場有組織、有預謀
的行動，目的是以違法手段阻撓法案委員會運作。反
對派以為在議會搞事可以有《立法會（權力及特權）
條例》作保護傘，然而，雖然特權法對立法會議員作
出多項保障，包括議員在立法會會議上享有絕對的言
論自由，進出立法會開會時免受逮捕等，但特權法並
不保障議員的肢體行為，議員在會議廳內襲擊傷人、

毀壞公物或他人財物等，照樣可被刑事檢控或民事追
究。反對派議員上周六的行為，不但涉及襲擊傷人、
毀壞公物，更是通過暴力手段阻止立法會議員進入會
議廳執行公務，這些行為已經嚴重違反了特權法以及
香港的刑事法例，理應作出檢控，讓反對派議員承擔
刑責。
香港珍視民主法治，立法會更應帶頭踐行。然而，
反對派剝奪其他議員的議政法定權利，用反民主、反
公義、違法暴力的手段，爭取他們口中的所謂 「民
主、公義」 ，這是對香港議會民主、程序公義的踐
踏，也暴露反對派的雙重標準。更令人側目的是，以
往立法會內議員儘管政見不同，也多是唇槍舌劍，鮮
有 「動手動腳」 ，反對派主流政黨過去亦一直表示反
對議會暴力，但現在他們卻赤裸裸地使用議會暴力，
理應受到社會各界譴責。

大會審議免陷衝突漩渦
現時草案已經提交立法會超過一個月，但連委員會
主席仍未選出，情況極不理想。修例具有迫切性，必
須趕及在台北兇殺案疑犯出獄前完成，否則公義將得
不到伸張。面對反對派的不斷攪局，不斷阻撓會議進
行，各界不能聽之任之，應一方面在法律上作出反

制，包括依法追究反對派的違法行為，阻止其 「冒牌
委員會」 繼續召開會議，另一方面應將草案直接提上
立法會大會處理，避免深陷於委員會衝突的漩渦。
事實上，《議事規則》並沒有規定審議法案必須有
法案委員會，只不過為了更好地聽取議員意見，才成
立委員會進行審議。但現在反對派卻鑽制度空子，利
用委員會會議進行 「拉布」 ，他們根本不是理性討
論，而是一味阻撓會議進行，委員會已經達不到審議
修例、聽取意見的地步，而且反對派至今仍沒有收手
之意，說明委員會已經難以再履行職責，已經沒有存
在的意義。
既然如此，大可以由內務委員會再次召開特別會
議，討論及表決是否終止委員會運作，並將草案直接
交上大會恢復二讀。只要有關決議得到內務委員會通
過，這樣委員會將立即停止運作，修例也會交由立法
會直接處理。這樣做的好處是避免長期在委員會不能
正常運作之下，影響修例進度。而且，反對派議員有
意見也可以在大會提出，不會出現所謂無法表達意見
的問題。再加上同一條法案其實也沒有必要在法案委
員會及大會重複審議，將修例直接提上大會，由具有
法定權力的立法會主席主持會議，是破解目前困局的
有效方法。

特朗普連消帶打藏危機
學研社成員
中美貿易戰再燃戰火，美國將 2000 億
美元中國輸美產品關稅上調至 25%，剛
學研集 結束的第 11 輪經貿磋商亦未能達成協
議，中國亦宣布對 600 億美元美國商品
提高關稅。中美股市都明顯下挫，但經濟學家的分析
並不是太悲觀，認為哪怕出現更差的情況，對中國整
體 GDP 的影響也只有百分之零點幾。加上中國擁有龐
大內需市場，有不少手段可調節經濟增長，關鍵還是
看自己如何做。

既打中國 也打民主黨
有人認為，特朗普如果對所有中國貨品開徵關稅，
刺激美國通脹上升，最終聯儲局加息拖慢經濟增長，
同樣不利其連任。這個道理正確，相信特朗普已考慮
到這點，但他近日多番強調的一句話，值得我們重
視，他說： 「他們（中國）或許想要拖到 2020 年大
選，看他們能不能走運，碰上一位民主黨人贏，這樣

吳桐山

他們就能繼續每年從美國賺 5000 億美元。」 這個意
思，特朗普在上周初未上調關稅前已表達過，11 日又
發推文再強調一次。他還緊接說：自己會贏得選
舉，原因是美國歷史最好的經濟和就業數字等等。如
果協議在他第二個任期上談判的話，那會對中國更加
不利。
特朗普之所以不斷重複這個意思，目的是連消帶
打，既打中國，也打國內民主黨人。特朗普想告訴美
國人：中國就是希望在民主黨人身上找數，經濟變
差是因為他捍衛美國利益，如果民主黨人膽敢藉此攻
擊他，就是與中國打龍通，想特朗普輸就是出賣美國
利益。
特朗普這一確是高招。要知道他的支持者本來就
是民粹主義者，絕對會相信特朗普這一套話語。雖然
民主黨的支持者多是知識水平較高的人，懂得經濟學
ABC，但在勾結中國這樣的罪名指控下，恐怕也只能
噤聲。

須做好打持久戰準備
特朗普一直說：徵收關稅等於將錢由中國轉移去美
國，對美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事實當然不是如此。
但大家必須注意，明年的美國大選已有 21 人宣布角逐
民主黨候選人，卻沒人敢明確指出這些謬誤。這從一
個側面說明美國確實存在對華不友善的氣氛。誰敢說
真話，誰就會被特朗普扣帽子：你就是那個中國等
的軟腳蟹談判對手，你會出賣美國利益。
特朗普這一招連消帶打不容易應付，他已經為美國經
濟可能的放緩找好 「替死鬼」 ，內有聯儲局、外有中國
等貿易夥伴，中國有必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不過話
又說回來，現在距離明年大選還有很長時間，政治一日
都嫌長，特朗普也是見一步走一步。對中國而言，當前
對美出口只佔整體出口的 15%左右，對美貿易惡化並非
不可承受之痛。關鍵還是理順國內政策，對美貿易惡
化，確實令我們對內政策的犯錯空間變小了。

蔡當局「抹紅」媒體居心何在？
台灣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海峽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協會副理事長 潘錫堂
台灣蔡當局多次指控大陸 「散
播假消息」 ，其安全機構日前赴
立法院的報告，更直指大陸直接
對在台陸媒或 「同路媒體」 提供
特定報道內容及帶 「風向」 ，甚
至在備詢時還表示， 「同路媒
體」 是他們發現有部分在台媒體
宣傳內容與報道口吻均與大陸對
台威脅言論語調相通，包括電
子、平面媒體及網紅都有成為大
陸 「同路媒體」 的現象。但被問
及 「同路媒體」 具體為哪幾家
時，備詢的安全機構副首長皆以情報工作為由不願透
露，遭多位立委批評講話不負責任，帶風向充當打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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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路媒體」 指控嚴重
其實，台灣安全機構認定島內有大陸的 「同路媒
體」 ，堪稱很嚴重的指控，必須嚴肅面對，不能只是
隨意說說，應該要提出確切的證據，包括三個層面：
第一層，大陸與 「同路媒體」 接觸的證據；第二層，
「同路媒體」 的內容看似被同化的可信證據，但切勿
隨意挑選幾個個案即草率認定，應可運用 「內容分析
法」 結合量化與質性方法，方可較準確認定；第三
層， 「同路媒體」 影響或分化台灣的確切證據，必須

運用 「效果分析」 方法，斷不可自說自話或 「先射
箭、再畫靶」 。
事實上，蔡當局上台 3 年來施政失能，民意支持度
每下愈況，為了爭取勝選連任，竟不惜升高兩岸對
立，製造 「反中」 與 「恐共」 的意識，進而假借台灣
安全與防護民主之名， 「抹紅」 反對黨與媒體，企圖
製造寒蟬效應。台灣安全機構提出此種毫無具體事證
支持的指控，堪稱放棄情報中立原則，曲意迎合主政
的民進黨，令民眾難以接受。
好不容易，台灣走過白色恐怖時代，現在民進黨又
走回當年威權老路，不聽話、常批評時政的媒體，遭
打成 「大陸同路媒體」 ，甚至遭受不忠誠的指控，無
異於民主與言論自由的大倒退。尤有甚者，蔡當局最
近還進一步假借必須防堵大陸對其政經系統的滲透，
擬制訂完整的反統戰、反滲透法案，藉以全面反制媒
體、商業等新型統戰模式，條文主要將針對媒體、商
業等較新的統戰模式設計，特別針對 「假新聞」 、
「間諜活動」 與 「大陸在台代理人」 等三大統戰方向
手。其中， 「大陸在台代理人」 則分兩大部分，包
括阻斷大陸用以滲透台灣的各種資金流，及對 「中資
挹注的媒體機構」 進行一定程度的新聞自由限制。

為大選埋伏圈套
前述該項法案的立法目的極其可議，不僅不乏具有
壓制新聞媒體、異議人士及故意入人於罪之心，尚且

犯罪受懲教

更生展前程

懲教署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主席
受坊間電影橋段影響，有人可能以
為本港在囚人士會在獄中遭受不人道
的對待。其實，時移勢易，現今的懲
教署，只會善待罪犯，協助罪犯擺脫
犯罪思想，好在出獄後再次融入社會。無論在囚人士
的個人背景如何，署方都一視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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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錯能改 善莫大焉
古語有云：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 人生漫漫歲
月，犯錯在所難免，最重要的是認清錯誤，重新做
人。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懲教署擔任的角色，就
是在羈管期間，協助在囚人士反省過犯，繼而積極學
習，為前路裝備自己，重新做人。
現時本港社會，部分人士對監獄的觀感仍有偏差，

起心動念企圖將非其族類者羅織為 「大陸在台代理
人」 而予以懲處。該項立法主旨不禁使人回想起 1949
年以後國民黨來台的戒嚴時期，經常恐嚇民眾並把提
出異議者都說成是 「大陸同路人」 加以處置，甚至用
這種 「恐共症」 持續戒嚴。
再進一步言，若依蔡當局的邏輯，蔡英文民意支持
度低迷不振並非是治理無方，而是假新聞中傷，假新
聞的來源是大陸，因此這屬於台灣安全問題的範疇，
任何人只要批評蔡當局，均全部屬於假新聞，都可能
是大陸的同路人與打手。可以預見，蔡當局此套 「大
陸謀台日亟」 的論述，將可能貫穿整個 2020 年選舉，
而所謂 「大陸同路媒體」 則是先埋伏好圈套，凡是不
支持蔡英文選 2020 年的媒體，或是政治不正確的媒
體，或是沒有主張 「反中」 「抗中」 的媒體，甚或是
支持藍營選 2020 年的媒體，均會被打成 「大陸同路媒
體」 ，意圖煽動選民情緒，升高兩岸敵意，以達到動
員催票的目的。
總之，一個負責任的台灣當局，應有能力結束兩岸
敵意，使得兩岸關係得以和平發展，而非千方百計全
是為了勝選而不惜進行惡劣的政治操作。如今民進黨
為了維繫其岌岌可危的執政權力，不惜指使情治安全
機構 「抹紅」 不願扮演蔡當局宣傳喉舌角色的媒體，
動輒以含沙射影的方式，進而創造 「大陸同路媒體」
的名詞，意圖迫媒體就範，實令民眾痛心疾首，不禁
大嘆 「媒體與言論自由的距離愈來愈遠」 。

蕭楚基

以為本港的監獄充滿暴力、虐待和欺凌。基於這個誤
解，自然會有個錯覺，主觀地認為監獄職員是偏向用
暴力處理問題。然而，高壓手段是不能令罪犯改過
的。筆者可以告訴大家，今天的監獄已經完全不是部
分人所想的那個樣子。現今的懲教署，是透過確保羈
管環境穩妥、安全、人道、合適和健康，並配合與社
會各界持份者攜手創造更生機會，讓罪犯意識到自己
所犯的過錯，並願意改過，將來刑滿出獄後不會重
犯。
懲教署擁有一支自強不息、克盡厥職的工作團隊，
以及完善的監察系統。不但確保監獄能有良好的紀律
和秩序，而且亦可營造穩定和諧的羈管環境。署方更
於去年制訂了部門未來的 「策略發展計劃」 ，積極發
展 「智慧監獄」 系統，開拓各項新措施，包括 「發展

智慧管理」 、 「推行工序創新」 、 「培育知識型懲教
人員及優化更生人士融入社會的能力」 及 「應用智慧
型院所設計」 。署方期望透過 「智慧監獄」 系統，提
升羈管效率及院所保安水平，保障懲教人員及罪犯的
安全。此外，當局更會定期翻新懲教院所的設施和進
行改建工程，從而改善羈管環境，令設施更現代化。

懲教署助犯人遷善
對罪犯而言，懲罰固然重要，但是令他們改過遷
善，成為奉公守法的公民，就更加重要。由於絕大部
分在囚人士最終都會重返社會，因此提供適切的更生
計劃，絕對是懲教署核心工作之一。署方委派擁有專
業資歷的職員，為每位在囚人士提供有系統、有成效
和切合需要的更生計劃。透過輔導面談和心理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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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美貿易
關係發生突變，
特朗普忽然宣布
恢 復 對 2000 億 美
元 中 國 入 口 商 品 徵 收 25% 關
稅，並已由 5 月 10 日起實施，
劉鶴副總理率團赴美談判暫未
取得成果，中國於 6 月 13 日宣
布對 600 億美元美國商品提高
關稅。特朗普還擬將貿易戰升
級，指正準備對 3000 多億美元
的 中 國 入 口 商 品 徵 收 25% 關
稅。這如落實將相當於全面封
殺中國貨入口。顯然中美經貿
關係又走到了十字路口，前景
如何，令人關注。

國際
視野

凌昆

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上周六
會議，被反對派暴力衝擊阻礙，造成前
所未見的混亂場面，令外界震驚及憤
怒。周二的會議，則再次因反對派攪局
而被迫取消。反對派暴力衝擊立法會，癱瘓議會運
作，明顯觸犯《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及《侵
害人身罪條例》，理應予以檢控。同時，法案委員會
連番被暴力阻礙，說明反對派反修訂已到了無底線、
無原則、無法無天的地步，再繼續糾纏只會不斷拖延
時間。既然反對派無心審議修訂，這樣法案委員會的
存在已沒有多大作用，不如直接將草案提交立法會審
議表決，將爭議在大會上一次過處理，勝過在委員會
大打泥漿摔角。

港事
講場

做好貿易戰升級準備

修例草案應直上大會審議

http://www.hkcd.com

談判突變原因多樣

令震蕩更大的是特朗普慣用
的變臉魔術：事前他還不斷地
營造樂觀預期，指中美將很快
達成協議，並期待與習近平主
席再度會面，但旋即使出殺
。突變的發生引起了連串問
題，包括為何會出現突變？突
變後中美經貿以至整體關係的
發展前景怎樣？凡此種種，對
中美兩國以至全球政經形勢的
影響均應予以較深入的探討剖
析。
表面上，美國認為中國在談
判中立場倒退，正如特朗普所
指不允許 「推倒重來」 。劉鶴
已反駁指控，事實上指責毫無
道理：雙方既未達協議便根本
不存在 「推倒重來」 ，在談判
中雙方自必有進有退，力求取
得最佳交易，一些變化在所難
免。又如中方官員所說常有
「被承諾」 ，即美方強指中方作出承諾。這些指控
實質上是美方極限施壓手段，希望藉此迫中方就
範，同時也反映了特朗普心急求成，希望早日取得
成果以壯大其競選連任的政治本錢。他說中國勿等
到他連任才讓步，到時條件會更苛，更不要寄望等
到拜登上台再談云云，其實都顯露了他心中的浮
躁。當然，如果美方以為可借由極限施壓迫中方讓
步，便大錯特錯了。
實際上突變出現還可能有更深層及複雜多樣的原
因。其一是當前中美矛盾很深，分歧一時難解。經
過一輪談判後，能妥協的都取得了協議，故雙方均
說有重要進展。但另一方面餘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
頭，雙方均難以退讓，正如中方所言在原則問題上
不能讓步。劉鶴指雙方有三大具體分歧點，包括是
否全面撤銷關稅等，但仍只是表面的分歧，未及根
本。

美鷹派欲中美經貿脫
當前，中美進行的一場修昔底德型博弈，美方的
目標是要由遏制中國來保住其 「一哥」 霸主地位，
取得經貿利益還只是次要目標。在這事上，美國並
非鐵板一塊，特朗普相對來說是鴿派，為了個人政
治前途對中國可放軟點以求早得協議，但鷹派卻不
允許這樣做，必須借經貿手段盡量打壓中國而絕不
能輕易妥協。就在突變前不久，另類右翼(alt-right)
理論旗手班農便於接受美媒訪問時指出，中國是美
國 所 面 對 的 前 所 未 有 的 「 生 存 威 脅 」 (existential
threat)，務必要全力打壓。有美方評論便指班農發
聲，乃代表鷹派警告特朗普勿對中國放軟手腳。如
是突變的發生表示鷹派已壓住特朗普，在對華政策
上取得主導權。鷹派的主要目標是搞中美經貿 「脫
」 ，而不是在取得協議後繼續擴展經貿合作。
類似情況其實早已出現過。2017 年後段，中美曾
通過談判達成協議，主要是中國承諾每年增購 700
億美元美國產品。對此特朗普是接受的，因已為多
個行業取得巨大利益而個人亦政治得分，但對鷹派
來說這結果殊不理想，因未有迫使中國在其他方面
如知權保護、國企營運讓步。其後美國反悔，故慣
於 「推倒重來」 的正是美國而非中國。這次突變性
質上實是 2017 悔約的翻版：鷹派成功阻止了協議的
達成。
劉鶴指出談判未有破裂，雙方未來還會在北京繼
續會商。內地評論亦有中美進入 「邊打邊談」 格局
之說。但如前文論述，即使談判未有破裂並繼續，
再談下去也難望取得真正突破及全面妥協，最多是
保持接觸及交換意見，和做一些技術性事務的安
排。特朗普全面推行及升級關稅戰，表示美方重點
已由談轉打，今後所謂 「邊談邊打」 將是打多談
少。事情發展至此地步殊非偶然而有其歷史必然
性，中美修昔底德型博弈已無可避免，美國要打，
中國也無法掛 「免戰牌」 。為今之計是丟掉幻想準
備戰鬥：對面臨的一場升級版貿易戰絕不能輕忽，
務必全力認真應付。
去強化在囚人士的改過動機，提高他們對更生計劃的
接受程度。同時，亦積極引入非政府機構的資源和服
務，協助罪犯重建新生及強化改過決心。
隨懲教署的工作不斷進步及優化，監獄的環境及
罪犯刑滿出獄後的表現持續向好。根據署方資料，
2018 年涉及監獄暴力行為的個案共有 483 宗，較 2017
年大幅減少 63 宗；自我傷害個案方面，則由 2017 年的
99 宗大幅減少至 2018 的 48 宗，減幅超過五成。更生
工作方面，過去十多年香港的再犯罪率（以獲釋年份
計）已有明顯跌幅，由 2000 年的 39.9%大幅下降至
2016 年的 24.8%。由此可見，懲教署近年的工作卓有
成效，為維護香港的治安，擔當極為重要的角色。
筆者衷心期盼，所有入獄人士都能在獄中反思己
過，並勇於改過自新。他日刑滿出獄後，成為一個奉
公守法的公民，不再重蹈覆轍。違法破壞社會秩序，
於法理所不容。入獄服刑，是一個反省、學習、悔改
和重建的過程。從人生經歷的角度來看，在囚人士從
懲教署所獲得的，是一個轉化和開拓的機會。如果能
夠明辨是非，誠心悔改，何愁不能回饋社會，作出貢
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