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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強投誠 牽動臺灣大選

這起案件非同小可，已經捲起

軒然大波。對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韓國瑜來說，無異是在艱困的選情

上，再加上一計重棒。王立強向澳

洲政府提供的情報中，指名中共在

2018年地方選舉時從香港以海外

名義，捐款給韓國瑜 2000多萬人

民幣。韓國瑜競選辦公室回應說：

這又是一個利用意識形態來編造的

信息。

北京方面第一時間出面聲明王

立強是詐欺犯，還有相關的「判決

書」，結果澳洲方面說：王立強只

是化名，狠狠打臉北京當局。由於

案件涉及北京對於臺灣大選的大外

宣與大撒幣，國民黨第一時間和北

京當局一鼻孔出氣，同一口徑的指

稱王立強是假間諜，也引來輿論的

質疑。

隨後，王立強事件向上延燒，

不僅扯出了向心夫婦，還拉出了他

們和中國富商黃向墨和向心夫妻過

從甚密。根據澳媒報導，黃向墨長

年透過向澳洲朝野政治人物捐款等

方式試圖政治影響。黃向墨今年初

才被澳洲政府取消永久居留權並禁

止入境，理由是他與中共有干涉澳

洲內政的嫌疑。澳洲工黨參議員鄧

森就因不當收受黃向墨的旅遊捐款

而辭職。

這起案件，牽涉臺澳雙方的情

報單位，曝光了北京當局以香港為

據點，以商養政，用幾家公司當幌

子，針對特定的政治人物進行收買

與攏絡。據臺灣《鏡週刊》指出，

王立強還寫下 12頁中文報告，這

份報告被翻譯成 17頁英文的版

本。其中具爆炸性信息的是：他也

捐贈給 10名臺灣特定陣營的政治

人物。目前，這起跨國合作，打擊

共諜的案件還在進行中。

這起案件，一直以來坊間便傳

聞中共對於臺灣政治人物進行著政

治收買。這次事件，算是讓傳聞得

到了一定的著落。其實，臺灣自

1996年來每次總統大選，中共當

局的干涉與介入真是何年無之。但

是，這幾年被逮補並判刑的共諜有

多少？幾乎是沒有。所以，王立強

口中所說韓國瑜收了他老闆 2000

萬人民幣，也就立刻讓他的民調快

速下滑，臺灣選民是接受這個指控

的。目前王立強所供訴的部分，臺

灣還在透過管道取得，不過，儘管

全數獲得這些情報，恐怕與實際情

況相比，也只是冰山之一角。

正當向心夫婦被限制出境，

民進黨所提的「反滲透法草案」已

經二讀順利通過。該法案必須具

備「境外敵對勢力的指示、委任

和資助」要件，且只針對「政治獻

金」、「受指示助選」、「遊說」、

「破壞及會遊行」、「散播假信息

干擾選舉」等 5種犯行，並明定罰

則。早先澳洲政府在去年通過《反

外國干政法》，主要也是針對中共。

如果從更大的層面著眼，這起

共諜案是中美雙方冷戰中的一環。

美中從貿易戰開始，不僅在意識形

態上迥異，雙方在軍事與政治利益

上更是不可避免的對撞。由於北京

當局企圖在太平洋海域滲透，破壞

區域的平衡，美國隨著全球戰略的

轉變，已經把焦點從反恐轉向了印

太。對於中共對這些國家的滲透與

拉攏，美國要重新布局。對於親共

的任何勢力，美國不會坐視他們的

行為。

澳洲先前的政府也是親中，菲

律賓、柬埔寨等國也是，就連太平

洋的一些島國也被滲透。索羅門與

吉里巴斯與臺灣斷交，先前傳出帛

琉與馬紹爾也可能不保。美國在太

平洋的戰略布局，臺灣是抗共的最

先鋒。這些島國與臺灣斷交，形同

被北京戳了缺口。

也就是，美國已經回過神來要

處理太平洋海域的親共勢力，老美

絕不許這些國家靠向中共。就在這

個背景下，臺灣的親共勢力的好日

子算是已經過完了，老美要臺灣島

內的政治勢力表態，你是親美？還

是親共？你要當美國的朋友？還是

敵人？

臺灣在野的國民黨顯然站錯了

隊。韓國瑜對於「一國兩制」表態

的太遲。他進香港中聯辦，已經是

犯規，隨後對於香港反送中事件，

他的態度冷漠。他簽了所謂「無色

覺醒」，等於是認了這份赤化臺灣

的宣言。

美國給他機會補課，可是韓國

瑜拒絕了 AIT主席莫健的邀請，

不去美國訪問，這是非常嚴重的表

態。對於美國來說，國民黨從蔣介

石以來，一直是親美反共的政權，

經濟、軍事與科技等各個方面都仰

賴美國。曾幾何時，臺灣政黨輪

替，國民黨在中共的滲透下逐漸變

色。反倒是蔡英文政府取代國民黨

的親美路線，獲得美國官方的肯定

與支持。

舉例來說，藍、綠雙方都主張

必須捍衛「中華民國主權」。可是

當美國願意賣給臺灣最新的武器裝

備，自稱正藍的國民黨國會議員竟

然強力杯葛「新式戰機採購特別條

例」草案，企圖阻撓預算通過。

接下來，國民黨提出一份全然

親共的不分區名單。不僅輿論大

譁，國民黨黨內從政黨員也哀嚎不

斷。因為，該名單無視於臺灣主流

民意反共的事實。最先流出的版本

還有主張「武統臺灣」的邱毅，無

論如何，國民黨把吳斯懷等人放在

安全名單，對於臺灣與美國的軍事

合作關係來說，等於放置了一個非

常不安全的變數。對於美國來說，

國民黨已經背叛美國，打算投向中

共。美國焉能坐視不管。如今臺灣

的親共者，再也無法從北京那裡得

到好處！這條媚共求榮，「兩岸一

家親，悶聲發大財」的生財之道，

已經隨著臺灣的《反滲透法》的即

將通過，而畫上句點。任何想當兩

岸買辦的政治掮客，已經無路可

走。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秀一

手給你看，誰犯規，誰就倒大霉！

目前韓國瑜的民調已經無量崩

跌，韓國瑜本人甚至要求他的支持

者接到民調電話時表示「唯一支持

蔡英文」。有評論指出，他已經

澳洲爆出王立強共諜投誠自首

案，牽扯出北京方面對臺灣大選

的操控。同一時間，王立強的頂

頭上司向心夫婦被臺灣檢調單位

留置並移送北檢複訊。目前被限

制出境。

日本的協商和內部討論，特別是在

美國的協調下，韓國最終改變了 

立場。

包括：美國國防部長馬克．埃

斯珀、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印太

總司令、國務院負責東亞太事務的

助理國務卿等人近期才會陸續訪

韓，敦促韓國延長韓日軍事情報保

護協定。

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堅定

的認為，韓國和日本應將國防和安

全問題持續從兩國的其他關係中剝

離」。美國不希望因為韓日兩國

的矛盾遲遲得不到解決，而再次出

現韓國宣布終止協定的事情。

除安全風險更有經濟考量

《日本經濟新聞》11月25日報導

稱，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太事務的

助理國務卿戴維．史迪威 (David 

Stilwell)談到延長《韓日軍事情

報保護協定》和駐韓美軍防衛費

分攤金額問題之間的關係時說：

「我認為並不應該將兩者關聯在一

起。」這一表態，是基於除了現實

的安全風險，也是多方的經濟考量

和相互博弈的結果。

對韓方而言，此前最令人擔憂

的是韓美關係惡化問題而影響自身

安全。路透社報導稱，美國將《韓

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視為衡量韓

國對韓美同盟重視程度的標桿；此

在美國協調下 
韓日達成妥協

韓國最大的媒體《中央日報》

稱，韓國青瓦臺國家安全室第一次

長金有根 11月 22日表示，「韓國

政府決定暫停終止《韓日軍事情報

保護協定》通知的效力，前提是韓

國政府隨時可以終止《韓日軍事情

報保護協定》的效力」。並稱「在

韓日圍繞出口管理政策進行正常對

話期間，韓方將暫停就日本限制出

口向世貿組織提起的申訴」。

此前韓國政府一直堅持，除非

日本改變原有態度，否則終止情報

共享協定將是不可避免的。通過與

外，《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終

止後，對朝安全防護網則可能會出

現漏洞。

美國軍方認為，當前朝鮮的核

武器與導彈威脅已經不能與 3年

前相提並論，安全風險大幅提升。

根據情報局推測，朝鮮目前至少擁

有 60個核彈頭，並成功試射了射

程超過 2000公里的潛射彈道導彈

(SLBM)，已經有能力直接對美國

本土進行導彈打擊。一個不爭的事

實是，在終止情報分享的幾個月

中，日本對朝鮮導彈發射的偵測和

預警能力已經明顯削弱。《韓日軍

事情報保護協定》一旦真的終止，

韓日之間將無法共享情報，美國只

能分別從韓日兩國獲取情報再進行

綜合分析，這樣壓力將隨之增加，

風險亦隨之增加。

川普政府認為，韓國廢除《韓

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會導致駐韓

美軍更加危險。因此，韓國就必須

為駐韓美軍支付更高費用。而美方

近期要求韓國將分攤金額從原來約

9億美元提高 5倍到 50億美元，

而韓國只願意承擔 10億美元。美

國防部長馬克．埃斯珀近日表示，

須與韓國在年底前就提高額度的防

衛費分攤額簽訂協定。

韓國《朝鮮日報》近日引用華盛

頓外交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稱：「如

果防衛費談判不能按照川普總統的

中美日韓四方博弈 經濟防務安全出路何在

自今年8月分以來，韓日兩國由於
貿易爭端導致情報共享的矛盾鬧

得不可開交。近日，韓國宣布有

條件取消終止《韓日軍事情報保

護協定》(GSOMIA)後才暫時停
歇。但圍繞美韓防衛費用分攤，

以及日韓貿易爭端的紛爭並未消

停。與此同時，中國近日有意展

開與韓國的軍事安全合作，令東

北亞局勢變的撲朔迷離。中國在

東北亞的目標和韓國總統文在寅

的計畫能達成一致嗎？

承受不了壓力，心理的防線已經被

擊潰，因此出現許多脫序的言行。

從他正式代表國民黨參選以來，負

面新聞不斷，從豪宅炒房開始，直

到最近的砂石業的指控，他都無法

正面回應，一律說不清楚。更嚴重

的是，他與國民黨高層貌合神離，

各選各的，甚至傳出他們已經在布

局大選後的廢墟重建工程，他與吳

敦義在爭國民黨主席之大位。為甚

麼？因為這個位置可以搭建「國共

平臺」，踵繼連戰家族的地位，變

成共產黨在臺灣的第一買辦。如

今，隨著美國的出手，曾拿過共產

黨「統戰紅利」的人恐怕已經膽顫

心驚，夜不成眠。該案最後會如何

收尾？我看，還在於國民黨是不是

能夠浪子回頭，美國願不願意再給

你們一次機會！

國民黨的選情已經大壞！總統

民調已經難以挽回。不分區名單如

此紅，究竟能夠剩下幾席，局勢不

樂觀；區域立委方面，恐怕會崩

盤，目前民調看來是如此。

國民黨批評這一切都是民進黨

的陰謀。其實，民進黨影響不了澳

洲政府，更影響不了美國的媒體與

美國在臺協會。正確的說，國民黨

是被自己親共路線所害，就在美中

對立的國際局勢中，就在共產黨被

民主國家孤立與圍剿的形勢中，國

民黨賭錯了邊。

對於民進黨與國民黨來說，這

是一場選舉。可是對於美國來說，

這是一場大型戰爭中的小戰役。美

國在集結同盟，可不容許所謂「雙

邊都押寶」的模糊態勢。習近平喊

出一國兩制，也不容許模糊空間。

也就是，臺灣這樣小型的國家只能

選邊站，不是美國，難道還要靠向

中共？一國兩制的下場，香港不是

正在上演中！？

對於國民黨高層而言，他們還

沉醉過去。如今，局勢丕變，國民

黨還在親中？他們和北京方面已經

不是眉來眼去而已，簡直已經到了

珠胎暗結，難以回頭的程度。這個

百年大黨走到今天這一步，全然就

是背叛了兩蔣「反共復國」的祖訓

所致。大選後，如果國民黨真如民

調所顯示的那樣潰敗，這個黨恐怕

就是泡沫化，對於臺灣的民主政治

來說，不見得是好事，但是是非常

深刻的一次教訓。

要求進行下去，美國將考慮撤走一

個旅的兵力。」但當被媒體問到縮

減駐軍的可能性時，埃斯珀部長

回應說：「我們不會因為這個（防

衛費問題）就對同盟做出威脅。」

「（防衛費問題）是一種談判。」

中韓防務關係靠近

中韓防務關係靠近，一石激

起千層浪。據雅虎新聞稱，2019

年 11月 18日，第六屆東盟防長

擴大會議期間，韓國防長鄭景斗和

中國防長魏鳳和就軍事安全合作簽

署協議，雙方同意建立更多的軍

事熱線並推動鄭景斗 2020年訪問 

中國。

據韓國《中央日報》報導，中

國已任命精通韓語的「韓國通」—

中國駐蒙古國大使邢海明為新任駐

韓大使，這是中方重新開始重視中

韓外交的信號。內交外困下，北京

方面也在多方協調習近平訪韓的日

程安排，除了經濟和外交上的考

慮，制衡美國在韓國部署中程導

彈，分化或削弱美韓同盟之企圖昭

然若揭。

文在寅自身除了面臨和日本的

貿易爭端紛爭，以及與美國的防衛

費分攤的艱難談判，還得面對國內

民意支持率的大幅下降（從早期

的 80%降到了 40%以下）。現在

又有傳聞稱，其政治對手、前總統

朴槿惠正在籌劃復出。文在寅可謂

「四面楚歌」，明年的國會選舉岌

岌可危。

文在寅何去何從

首先看經濟合作。中日韓自由

貿易協定談判於 2019年 11月 27

日在韓國首都首爾舉行。由於在此

之前 3國已經簽署了《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RECP），此

次談判可能會獲得一些進展。

再看防務安全合作。中韓雙方

經濟上走得再近，也解決不了軍事

安全合作上的巨大鴻溝。韓國如果

同中方在軍事安全上走得太近，無

疑會與美國在安保問題上產生巨大

的矛盾，並讓自身處於進退兩難的

尷尬境地，這一點文在寅不可謂不

知。在美國舉國上下把中共視為美

國和文明世界最大安全威脅的當

下，文在寅想在安全防務上跟北京

合作，並以此為籌碼來與美方談

判，對美國說不，無疑會適得其反。

就像此次韓日爭端中，文在寅

用終止協定來應對與日本的貿易爭

端。結果，韓國自身被貿易爭端打

得傷痕累累不說，又因為損害了美

國在東北亞的安全利益，最終只能

讓步。如此看來，沒有美國的首

肯，韓國同中共的軍事合作不就是

竹籃打水一場空？拿捏不好，小心

賠了夫人又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