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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時期簽署的協議。

據捷克媒體 Denik N 報導，針

對布拉格與臺北市締結姐妹城市協

議的署名問題，布拉格市府國際關

係處長楚拉維（Martin Churavy）
說，布拉格市政府曾就此問題向捷

克外交部提出諮詢意見，外交部建

議在協議簽署名稱使用臺灣，即

「臺灣臺北市」。該報導稱，針對

刪除與北京姐妹城市協議中的「一

中條款」事宜，布拉格市政府多次

與北京當局交涉，結果得不到任何

回應。布拉格市議會通過決議正式

解除與北京姐妹城市關係。

今年 3 月率團訪臺前，賀吉

普接受臺灣中央社的專訪。他說，

在布拉格與北京結為姐妹城市協議

中放入「一中」條款是個錯誤。各

國城市之間的關係應該與「一中」

條款無關，布拉格與北京之間廢除

這個條款不會影響捷克與中國大陸

的關係。他將嘗試與北京市進行交

涉，如果失敗，寧願廢除布拉格與

北京的姐妹城市關係。

賀吉普還說，北京對捷克所

做出的投資承諾，其實很多都沒

得到兌現。在捷克大舉投資的華

信能源董事長葉簡明突然失蹤，

而且他還是捷克總統齊曼（Miloš 
Zeman）的顧問。賀吉普說：「我

這樣做，固然違背總統的政策，

但我相信，現在是捷克重新思考

對中政策的時候。」

作為市長，賀吉普每年都會與

在布拉格的外交官舉行會議，他透

露，北京當局曾要求驅離臺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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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締城市協議 署名臺灣

臺灣中央社 12 月 3 日引述捷

克新聞社（CTK）消息稱，12 月

2 日，捷克首都布拉格市政會議通

過了該市與臺北締結姐妹城市協

議，預計將在 12 月 12 日送交布

拉格市議會審查。賀吉普表示，與

臺北市成為姐妹城市之後，布拉格

將會送捷克學生到臺北去學習中

文，也會學習臺灣在醫療數位化和

捷運方面的先進經驗；他也透露，

布拉格動物園可望獲得臺灣贈送的

穿山甲，詳細事務將在布拉格與臺

北簽署姐妹城市協議時再商定。

11 月 15 日，臺北市政府發言

人周台竹稱，對於臺北與捷克布拉

格締結姐妹城市的協議內容，臺北

市政府立場是使用原協議中的署

名：臺灣臺北市。臺北市過去締

結姐妹城市都有使用「臺灣」的先

例，包含與馬來西亞檳城、菲律賓

馬尼拉、美國休士頓、洛杉磯與芬

蘭赫爾辛基等，這些都是在國民黨

【看中國記者鍾琺報導】捷克布拉

格市長賀吉普（Zdeněk H ib）
稱，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臺北將

與捷克首都布拉格締結姐妹城市，

2020年 1月將與臺北市長柯文哲
正式簽署協議。針對協議署名問

題，臺北市政府立場是維持原協議

中使用的名稱：臺灣臺北市（The 
City Of Taipei, Taiwan）。

【看中國記者王維中採訪報導】

12 月 1 日，港人一天舉行了三場

遊行，超過 38 萬港人上街，反對

警方濫用催淚彈傷害孩子；感謝美

國通過人權法案，呼籲盡快制裁中

共極權，以及呼籲港人繼續爭取五

大訴求的初衷。

「孩子不要催淚彈」遊行  
早上 10 時，中環愛丁堡廣場

舉行「孩子不要催淚彈」親子集會

及遊行，有數百人出席，不少家

長帶同子女，他們手持寫上「No 
More Tear Gas」、「Universal 
Suffrage（真普選）」等字句的氫

氣球，遊行至政府總部，沿途高喊

口號要求警方停止使用催淚彈同

時，促請政府公開催淚彈成分及清

理社區。

民主黨議員林卓廷批評食衛局

局長陳肇始長久以來包庇警方，

容許警方拒絕披露催淚彈的成分：

「我們一定在未來立法會、區議會

都要逼政府不要再濫用催淚彈，還

有要他快公開有毒成分。」

感謝美國保護香港大遊行

中午則在中環遮打花園舉行

「感謝美國保護香港大遊行」，現

香港一日三場大遊行 逾38萬港人反警暴反極權

義、沒有感情，更重要的是沒有團

隊精神。」

「蘭萱時間」主持人蘭萱提問

目前國民黨在臺灣總統大選及立委

選舉中是否還有逆轉勝的可能性，

宋楚瑜認為，除非國民黨能夠將那

些能力強的人才都請回來的話，這

也是國民黨唯一的機會。當主持人

蘭萱提問誰是能力強的人，宋楚瑜

手指著自己說：「你對面那個，不

就是最能幹的人嗎？」他表示，國

民黨目前至少要重新思考該黨的發

展戰略，只要找到一名真正具有孫

中山先生、蔣經國先生理想作風的

領導者，才有可能重新找回創黨的

理想。只要還沒有送到「安寧病房」

之前，國民黨還有機會。面對韓國

12 月 3 日上午，親民黨總統候

選人宋楚瑜接受了廣播節目「蘭萱

時間」專訪；宋楚瑜說道，如果國

民黨能夠推出一名合適的總統候選

人，例如：郭台銘、王金平和朱立

倫，或者其他能幹的人選的話，他

自己是沒有機會參選 2020 年總統

大選。

對於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

以及國民黨目前的現狀，宋楚瑜提

出了一些批評的意見。宋楚瑜指，

國民黨每天的內鬥都是在為了搶資

源、搶位子，結果將能力強的黨員

往外推，郭台銘等很多人都因這種

原因而離開了國民黨。如此下去，

這樣的國民黨怎麼可能會好？宋楚

瑜說：「一個黨沒有理念、沒有道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學者李靜君表示，北京政

府近年在全球擴張，亦透過香

港充分展現出來，並激起人民

強烈抵抗。但是北京當局的做

法，反倒讓港人認識到普選的

重要性。

北京用三大機制 正在世界擴張

據報導，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社會學系教授李靜君

表示，香港近年是社會運動不

斷，現在全球關注的「反送中」

運動也延燒近半年了；香港的

處境並非特例，是北京當局近

年全球擴張的一環，而香港正

位於這股抵抗力量的前沿。

研究北京在非洲投資的

李 靜 君 指， 北 京 當 局 是 透

過「經 濟 治 略」（Economic 
statecraft），也就是針對當地的

基礎建設、自然資源和金融所

進行的國家投資；還建立「恩

庇侍從」（Patron-clientelism）

體系，即是吸納菁英階級與草

根階級；更運用教育與媒體等

「象徵性權力」，來掌握論述

話語權。

為維護權利 港人爭取真普選

李靜君表示，正因為北京

當局掌握了香港主權與其政治

制度，所以在香港能夠更加

徹底的執行這些機制，同時

透 過 制 度 移 植（Institutional 
transplant），使得香港內部殖

民化（Internal colonization）。
只是，北京政府的種種做法，

最終激發香港社會強烈反彈，

導致「購物之城」變成了「抗爭

之城」。

李靜君指出，1997 年前的

香港雖然只有少數、間接的選

舉，但是港人重視的價值，是

受到當時的港英政府所保障

的，港人即便沒有民主，卻能

夠擁有民主帶來的權利；而今

港人將「真普選」作為重要訴

求，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知到若

缺乏政治制度作為基礎，其他

的制度將可能無法保存。她強

調，北京政府做的太過極端，

反倒致使廣大港人認識到了真普

選的重要性。

瑜如何下架民進黨的問題時，宋楚

瑜認為，韓國瑜根本沒有這個條

件、經驗和能力。

臺灣中央社報導，對於宋楚

瑜的言論，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表

示，現在講這些都已經晚了，他依

然堅持支持韓國瑜當好高雄市長。

身為國民黨重量級人物，王金平於

11 月 2 日在臉書上分享了一段有關

到苗栗輔選的短視頻，並寫道：「我

支持韓國瑜把市長做好。」帖文還

標註了「一瓶礦泉水」、「一碗滷肉

飯」、「當年的感動」等關鍵詞。在

這則帖文的留言中，王金平再次強

調：「我支持理念跟我一樣，也能

夠實踐的候選人。」

英國 BBC 新聞 11 月 15 日報

導，11 月 13 日，宋楚瑜以親民黨

主席正式宣布參選 2020 年臺灣總

統，這已經是他第 6 次參加臺灣選

舉。因此，對宋楚瑜近 20 年來沒

有缺席過臺灣總統大選的行為，臺

灣網友稱之為「年年有瑜」。

外界關注的是宋楚瑜這次參選

之後如何與鴻海創辦人郭台銘進行

合作，對臺灣政壇施展影響力。

宋楚瑜：藍營候選人給機會 北京促港變「抗爭之城」

【看中國記者鍾琺報導】臺灣 2020
年總統大選競爭日益激烈，親民黨

總統參選人宋楚瑜在接受新聞媒體

採訪時坦承，如果國民黨總統候選

人提名的是郭台銘、王金平或者朱

立倫等人，他就沒有參選的機會。

員，被他拒絕了，他有權邀請想邀

請的人士參加活動：「既然已經邀

請了，就不可能要求邀來的客人離

開」。賀吉普也特別感謝臺灣投

資捷克，為當地創造新的就業機

會。而北京當局對捷克的投資不但

很多沒有兌現，而且也不是真正的

投資，大多是兼併捷克當地公司。

有些在捷克投資的中國公司高層賄

賂聯合國官員，在美國被判刑。對

此，賀吉普公開表示，不歡迎這樣

的公司投資捷克。

賀吉普率領代表團訪問臺

灣的行動，也招來了北京當局的

報復；布拉格愛樂樂團（City of 
Prague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布拉克弦樂四重奏樂團（Pražák 
Quartet）、 布 拉 格 廣 播 交 響 樂

團（Prague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布拉格瓜奈里三重奏

樂團（Guarneri Trio Prague）等捷

克知名藝術團，先後半年時間內被

取消了在中國大陸巡迴演出。 7 月

18 日，針對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耿爽

的言論，賀吉普在臉書發文稱，北

京當局應該多關注對捷克未兌現的

投資承諾；樂團原預計到中國大陸

進行的演出接連被取消，證明了北

京當局不是值得信賴的夥伴。

9 月份，捷克文化部長左拉列

克（Lubomír Zaorálek） 還 為 此

接見中國駐捷克大使張建敏，批評

中共政府片面取消捷克樂團演出

「嚴重傷害中國的形象」。

布拉格市長賀吉普稱，2020年 1月與臺北簽署姐妹城市協議。（中華民國總統府）

場美國旗飄揚。一位白衣青年認為

美國總統川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

主法案》有鼓舞作用，希望盡快制

裁中港官員：「心理作用有一定震

攝作用，尤其是香港有很多官員子

女用政府津貼在英美讀書，他們做

這些事，是會被整個西方世界抵

制，可能除了大灣區哪裡都去不

到。我有個善良建議，官員執行中

共命令前要想清楚後果是甚麼。」

Charly 說：「共產黨是應該最

先被制裁的。因為他們在各個產

業，不同的政府機構、不同集團去

剝削香港人，侵占香港人的生存空

間，其實共產黨在不同國家都有一

些邪惡的罪行，所以我們要對這政

權說『天滅中共，全黨死清光』。」

市民計畫遊行至美領館遞感謝

信，惟通往美領館的花園道路口被

警察封閉把守。市民沿著下亞厘畢

道途徑律政司，在美領館後方象徵

性遞交感謝信，由市民扮演川普，

民眾高唱美國國歌，高呼「感謝川

普總統先生」。

之後民眾沿政府山通道步行，

在多個通往禮賓府的路口遇防暴警

察把守，民眾群情激昂，怒罵「驅逐

共黨 、光復香港」、「殺人犯」等，

並一路和平理性地返回遮打花園。

主辦單位估計約有 6000人出席。

毋忘初心尖沙咀大遊行

最後是下午三時，網民在尖沙

嘴發起「毋忘初心大遊行」，提醒

港人繼續爭取五大訴求的初衷。發

起人 Swing 對於有 38 萬人參與遊

行感到開心，因為香港市民沒有忘

記初衷。

圖說：數百人出席「孩子不要催淚彈」親子集會及遊行（周秀文／看中國）

圖說：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陳

可仁 /看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