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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與臺北市締結姐妹市

上海宣布與布拉格            
解除友好城市關係

根據中央社報導，13日，臺
北市以「臺灣臺北市」之名和捷克

首都布拉格市締結為姐妹市，14
日，上海市政府網站發布了「上

海市解除與捷克布拉格市友城關

係的聲明」。

聲明稱，捷克布拉格市政當局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所以解除

與布拉格市友城關係。在這之前，

北京市也於 2019年 10月與布拉
格市解除姐妹市的關係。 14日，
中華民國陸委會透過文字說明並

強調，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

臺灣相關城市和國際間締結姐妹

市，是正常、健康的國際城市交

流，是臺灣的權利，亦是民眾的

期待，北京當局無權置喙。

中華民國陸委會表示，政府

的兩岸政策一貫，不會屈服於壓

力下，也不會妥協，因此，呼籲

北京當局不要在國際上以「一中

原則」限縮臺灣的生存空間，應

該務實的共同面對兩岸關係新局。

捷克市長賀瑞普           
敢對北京當局說不

2016年，布拉格市與北京締
結為姐妹市，可是現任市長賀瑞普

（Zdeněk Hřib）於 2018年 11月上任
之後，對臺灣立場十分友好，他

曾推動廢除與北京市協定中的「一

中條款」，導致在 2019年 10月
與北京解除姐妹市關係，並引發

中國大陸外交部的不滿。

賀瑞普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

時表示，布拉格難以接受 2016年
與北京簽的姊妹市協定中，具有

政治性的「一個中國條款」，布拉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13
日，捷克首都布拉格與臺北市締

結為姐妹市，14日，身為布拉格
友城的中國上海市即刻宣布，解

除與布拉格市的友城關係。陸委

會當日表示，北京政府無權置喙

正常、健康的國際城市交流，並

呼籲北京當局勿以「一中原則」

限縮臺灣國際空間。

【看中國記者盧乙新綜合報

導】臺灣 2020總統大選的結果出
爐後，眾人驚見蔡英文以 817萬
高票當選，順利連任。流亡美國

的富商郭文貴近日表示，在這一

次的選舉中，不是蔡英文贏了，

而是中國共產黨輸了，這是中共

與美國的較量。

郭文貴：是中共輸了    
不是蔡英文贏了

根據信傳媒報導，流亡美國

的中國大陸富商郭文貴對臺灣大

選結果大力讚揚，他亦不忘提

醒，這是臺灣人民的勝利，同時

也是香港人民的勝利，是許多國

際支援的結果。郭文貴表示：「蔡

總統應該明白，不是她贏了，是

共產黨輸了，這個選舉，這是中

國共產黨和美國的較量。 」郭

也透露，美國在選舉之前的數個

月，就曾派出一組智庫來到臺灣

調查選情，針對北京對臺灣的滲

透，亦催生了臺灣保證法。

郭說：「這些人支援臺灣的民

主，是因為共產黨，臺灣選舉贏

了，也是香港人民贏了，這是起

碼的常識。 」郭文貴表示，臺灣

選舉是中國共產黨與美國兩大集

團的一場較量，也是共產主義與

資本主義之間的較量，民進黨派

誰都會贏得大選，即使是陳水扁

出來選也會贏，李登輝也會贏、

賴清德也會贏。但是，這四年你

若幹的不好，民進黨就會輸得很

慘，臺灣人民會把你弄下來。

郭文貴提到選前對海外臺灣

人演講時，很多人支援他反共，

但是一談到臺灣選舉，就說蔡英

文要搞臺獨，所以要支援韓國

瑜。郭文貴說：「我跟大陸人好，

但我恨共產黨，我也不支援臺

獨，蔡英文過去這幾年複雜的情

況下，她也沒有做出極端（臺獨）

動作，你不支援蔡英文，我們就

變成香港啦！」

郭文貴比喻說：「我給你一桌

白菜、豆腐，你不喜歡，但沒有

毒啊！國民黨這桌是共產黨準備

的豐富大菜，韓國瑜是牛肉、鮑

魚，但裡面是毒啊！有砒霜啊！」

「你說小英沒魄力，最起碼小英不

賣臺，也沒給你幹甚麼壞事，你

看香港的林鄭月娥有魄力，結果

香港被她弄成甚麼樣子，不就完

蛋了嗎？ 」郭文貴還說：「美國

（華盛頓）我見過所有的人說，這

臺灣大選是中美較量 不是蔡英文贏了 是北京輸了

殺」，也就是在失去知覺之後，

遭人推出氣窗而墜樓致死。

墜樓案的五大疑點

綜合網民的說法，此案件至

少出現 5大疑點，包括：
疑點一：事主墜下的氣窗不

僅位於走廊的高處，還極為狹

窄，正常成人難以攀爬通過，再

加上該窗戶的較低位置全是密封

的，無法打開，事主得歷經一番

辛苦才能經過氣窗爬出去跳樓。

因此，事主沒有理由捨易取難，

選擇在這邊跳樓。

疑點二：事主跳樓的姿勢，

是非常古怪的頭下腳上，令人懷

疑他是否是遭人「推落街」。從

影片來看，事主墜樓的經過與

姿勢都很奇怪。事主首先是將頭

部，以及膊頭從氣窗伸了出窗

外，接著腿部卻在頭的上方繼續

伸出窗外，採取頭下腳上的詭異

方式墜樓。

疑點三：事主因墜樓時猛撞

向右邊的混凝土時，已毫無反

應，似乎早已失去知覺。事主墜

樓的那一刻，先是猛烈的撞向右

側牆外的一個類似橫梁的石屎構

築物，接著再反彈墜樓。但是，

整個過程卻不見事主有明顯反

墜樓案再添一例          
港警照稱無可疑

根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

事故中，一名 34歲的郭姓男子以
「頭下腳上」的奇怪姿勢，自大廈

高層的狹窄氣窗「緩緩」跌出窗

外，墜樓身亡。事發後，雖然有

CID探員到場搜索，但探員卻在

調查一輪後，聲稱墜樓者的死因

無可疑，但是這樣的說法顯然未

能平息公眾疑慮。

事發前，附近單位一名外傭

已經用手機拍攝下事主墜樓的全

過程，市民們根據影片及現場相

片，列下至少 5大疑點。外界多
傾向郭男是「被墜樓」、「被自

【看中國記者鍾琺報導】

2020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與立
委選舉，國民黨慘敗。成功連

任立委的江啟臣與蔣萬安宣布

辭去國民黨中常委，並呼籲所

有中常委總辭及國民黨必須進

行改革。 1月 11日，國民黨主
席吳敦義已正式宣布請辭，以

此為敗選負責，曾永權等副主

席及一級黨務主管也一起在 1
月 15日向國民黨中常會請辭。

中 央 社 報 導，1 月 13 日
晚，國民黨立委江啟臣宣布辭

去該黨中常委職務，呼籲所有

國民黨中常委明天一起總辭，

組建國民黨臨時決策委員會。

江啟臣發文寫道：「委員會成

員應由本黨執政縣市的縣市首

長、正副議長及立法院黨團推

舉的一定比例代表所組成，並

推舉代理主席，即刻進行國民

黨的路線與權力結構的改革。」

江啟臣認為，短短 1年多
的時間內，臺灣社會從「討厭

民進黨」轉變為「不信任國民

黨」，造成很多國民黨優秀人

才在競選中失敗，這是國民黨

必須進行深刻反省的地方。江

啟臣言及：「為甚麼國人不再

信任國民黨？為甚麼國民黨已

經與時代脫節？唯有痛定思痛

的改革，才能有再次奮起的機

會！唯有讓國民黨徹底地脫胎

換骨，才能再度的重拾社會大

眾的信任！」

同樣連任成功的國民黨立

委蔣萬安、現任臺北市議員徐

弘庭也響應江啟臣，跟進辭去

中常委職務。蔣萬安臉書寫道：

「國民黨歷經二次總統敗選，檢

討改革已經刻不容緩，我贊同

江啟臣委員的觀點，改革國民

黨，先從國民黨決策核心中常

會開始。即日起，我辭去國民

黨中常委職務，國民黨必須建

立新的決策模式，重新獲得民

眾的信賴！」

繼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宣布

與高層一起向中常委總辭後，

1 月 11 日晚，郝龍斌也發文
稱，面對這次總統大選和立委

選舉結果，他即刻起，辭去國

民黨副主席。按照國民黨黨章

規定，黨主席缺位時，應由副

主席依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順

位代理，在 3 個月內選出新
任黨主席。但目前吳敦義、曾

永權和郝龍斌等黨主席、副主

席、一級黨務主管全部辭職，

導致國民黨黨中央將進行全面

改組，國民黨的黨務也將有「看

守小組」來負責。

應，也沒有聽到他尖叫，令人質

疑該男在跳樓前，就已經失去知

覺，並非是自願墜樓。

疑點四：事主在墜樓時，身

上並沒有背囊，可是他在墜樓

後，卻被人發現身邊有背囊。觀

看手機影片，我們能確認，事主

墜樓時並沒有揹著背囊，但是發

現屍體的市民則發現，事主的身

旁有裝放著大量個人物品，包括

護照等證件，令人起疑。

疑點五：事主獨自一人搭乘

升降機前往大廈高層後的 10分
鐘才墜樓，其間究竟發生了甚麼

事？根據現場人士的說法，男事

主進入大廈大概為 8時 20分，他
獨立乘升降機前往 29樓，並於 8
時 30分身亡，此亦意味著：該男
10分鐘後才墜樓亡。事主究竟在
這 10分鐘內，在 29樓中發生了
甚麼事？事主既不是該樓住戶，

為甚麼還要到那邊呢？

香港「被自殺」頻傳

香港自去年 6月反送中示威
開始，浮屍突然增多，墜樓的離奇

命案也陡然增加，如去年 9月發
生的案件，1日之內 6人墜樓，8
人死亡、被自殺，然而港警卻一概

聲稱「無可疑」。

部隊宿舍墜樓 港警稱無可疑 呼籲改革 國民黨要員請辭 

【看中國記者盧亦欣綜合報導】

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至今，已經

有多位民眾從高處墜落身亡。13日
早上8點多，再度發生墜樓憾事，
一名34歲的男子從香港高翔苑紀
律部隊宿舍29樓墜下，事後港
警再度聲稱無可疑。依據目前網

上流傳該男子墜落瞬間的影片可

知，這名男子在墜落之前就明顯

已經沒了意識，外界質疑又是一

起「被自殺」事件。

格期待的是非政治性夥伴關係。

賀瑞普表示，在與北京政府交

涉的過程中，他們完全感受不到尊

重，連布拉格樂團在中國大陸的演

出都被取消，寫信聯絡，對方也不

回應，這實在不是夥伴之間應有的

對待方式，所以布拉格只好決定中

斷與北京的姊妹市關係。

雖然布拉格與北京先前的衝

突，對捷克與北京的關係造成衝

擊，也成了這一年捷克媒體的焦

點。不過，賀瑞普強調，他與捷

克外交部長討論過，雙方都認為

締結姊妹城市是每一個城市自己

的權責，並沒有涉及國家與國家

之間的關係。

自稱「臺灣迷」的賀瑞普表示，

臺北市與布拉格有很多共同價值，

包括熱愛民主自由，盼雙方關係能

更深化，從夥伴關係轉而締結姐妹

市，未來在永續發展、智慧城市及

文化方面進行合作交流。

賀瑞普於 12日在德國媒體上
發表評論，他並未提倡與中國斷交

或切斷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但他呼

籲歐洲民主國家該認真思考，是否

應與「這樣一個危險且不可靠的夥

伴」建立密切關係。

臺北市長柯文哲與布拉格市長賀瑞普在布拉格市政廳簽署姊妹市協定。(中央社)

次如果韓國瑜要是選上了，美國

會覺得奇怪。 」郭文貴也透露，美

國是高度重視 2020大選，而且也
準備好了韓當選後的預備方案。

如果韓國瑜當選          
美對臺政策將調整

郭文貴表示，因為有香港反

送中的例子明擺著，如果臺灣人

民還是要選韓國瑜當總統，表示

這裡的選民是有問題的。因此，

韓若是勝選的話，北京一定會對

臺灣動手，而美國將要對臺灣推

出一系列政策，絕對不會讓臺灣

繼續成為往中國輸出核心技術與

軍事技術，以及躲避美國制裁的

跳板，而且美國還會立法，針對

在臺灣那些受到中共同化、靠攏

中共的人進行懲罰。

如果北京武力犯臺        
勝負將由美國決定

郭文貴披露，美國有全面監控

北京當局一舉一動的能力，包括郭

台銘抵達美國與川普見面之前，有

先前往香港、深圳、上海、北京，並

與誰會面。另外，這個高階的智庫，

也是高度關注北京政府對臺灣的

一舉一動。當簽署保密協定以後，

郭文貴曾詢問這些人：「你們怎麼阻

止中國打臺灣？ 」其中一位家中三代

都是美國軍人的核心成員對郭文貴

說：「美國人可以在世界上用任何方

式，對任何形式敵人 take down。 」

另一主事者表示：「如果中共

對臺灣動手，甚麼時候開始，由他

們決定，甚麼方式結束，由我們說

了算。」

上海解除與布拉格友城關係，陸委會：北京無權置喙國際城市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