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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罷免 韓國瑜表示不提訴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

臺灣高雄市長罷免案在6月6日出
爐，市長韓國瑜遭到93萬罷免同
意票否定，罷韓確定通過，將於12
日卸下職務。9日下午，韓國瑜透
過臉書發文，證實不提訴訟，尊

重人民意志。

【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

導】北京當局多年來頻頻阻撓臺灣

外交關係，任何試圖友臺的國家或

者官員都會遭到中方警告威脅，

例如捷克前議長柯加洛（Jaroslav 

Kubera）就被北京再三阻撓訪臺，

但這反倒加強了現任參議院議長維

特齊（Milo  Vystr il）訪臺意願。

如果順利成行，此次將是有史以

來訪臺層級最高的捷克官員，此

事亦象徵捷克與臺灣之間的兩國

關係提升。

綜合媒體報導，據 9日最新

消息表示，維特齊計畫由商務代表

團與科學家陪同，從 8月 30日至

9月 5日之間訪臺。立法院長游錫

堃 9日稍早透過臉書以「傳來『捷』

報！」發文表示：「跟大家報告一個

好消息！捷克參議院議長維特齊

（Milo  Vystr il）無懼中共打壓。」

已經在臺灣時間 9日下午 3點召

開記者會，「宣布將今年 8 月底訪

問臺灣。」

游錫堃還提到，他正式致函

邀請捷克參議院院長維特齊率領

團隊來臺灣訪問；針對維特齊議

長堅持跟自由民主站在同一陣

線，以向全世界宣示捷克的獨立

自主，「如此勇氣我深感敬佩，並

誠摯歡迎」。參議院議長在捷克

的憲法位階上僅次於總統，不只

是深化民主同盟，更為國會的外

交開展了新的里程碑；游錫堃亦直

呼，「維特齊議長我們臺灣見！」

外交部表示，捷克參議院議

長維特齊（Milo  Vystr il）9日宣

布，「應我國立法院游錫堃院長邀

請，將於 2020年 9月初率領捷克

參議員及企業界代表訪問臺灣，

以深化臺捷雙邊關係。外交部對

此表示誠摯歡迎，也將與立法院

妥為協調準備，提供維特齊議長

乙行到訪的各項協助。」

維特齊議長在 2020年 2月底

獲選，接任猝逝的柯佳洛議長遺

缺，而維特齊議長在上任之後曾

公開表示：「捷克作為獨立自主國

家，不應在強權壓迫下屈服，應

彰顯捷克前總統哈維爾（Vclav 

Havel）精神，延續捷克重視自

由、民主及人權的傳統。」外交部

強調，捷克參議院甫於 2020年 5

月 20日以 50票對 1票的絕對多

數，通過了提案支持參議長訪問

臺灣。「維特齊議長本年 4月 15

日在參議院致詞時，特別感謝臺

灣捐贈捷克口罩，同時讚揚我國

「捷」報！ 捷克參議院議長無懼北京打壓 訪臺灣行程曝光

其一，個別事件與制度爭

端。美國抗議源於個別事件：一名

白人警察因執法不當而導致一名

黑人嫌犯死亡。香港抗爭源於制

度爭端：中共推行惡法（《逃犯條

例》，試圖把非法綁架合法化）；

最後又悍然推出另一惡法，所謂

「港版國安法」，徹底砸毀一國兩

制，公然背信港人、背信英國、

背信國際社會。

其二，人性之惡與制度之惡。

激發美國抗議的是敏感的種族歧

視，是針對殘存的人性之惡而非制

度之惡。美國制度嚴禁種族歧視，

且有明確處置法規。而在香港，

港人爭取雙普選是追求和捍衛良

善制度，抵禦中共惡質制度的入

侵。在中國，法律不管歧視，而

陳破空：美港抗議可以等同類比嗎？十大不同
【看中國2020年6月9日訊】發生
在五月底和六月初的美國民間抗

議逐漸趨向平和，和平逐漸占上

風而暴力逐漸平息。中共宣傳機

器或親共輿論試圖把這波美國抗

議，與過去一年來的港人抗爭扯

上，尤其在所謂暴力方面簡單等

同。透視實際情況對比美港或美

中抗議，至少有十大不同。

高雄市長韓國瑜罷免案6日下午結果出爐，罷免同意票遙遙領先，確定罷免成功。(中央社)

社會普遍存在歧視。中共用制度

之惡強化人性之惡。

其三，移民國家與單一民族

國家。與很多亞洲國家不同，美

國是最大的移民國家，種族多元

且混居，多元文化融於一爐，出

現種族問題，或者時不時發生種

族衝突，可以說在所難免。如日

本、韓國那樣的單一民族國家，

就不存在種族問題。至於中國，

少數民族如：西藏人、維吾爾人，

相對獨立地居住於他們的原生

地，如果出問題只能來自中共上

門惹事；而在廣大漢人居住地，

就鮮有這類種族問題。

其四，和平抗議與暴力抗

議。發生在美國的這波反種族歧

視的抗議浪潮很快演變成暴力，

有其大背景：除了那名白人警察跪

壓八分多鐘致黑人嫌犯死亡的情

節令人怒不可遏；更有大瘟疫的影

響因為禁足令，人們已經被憋得太

久，亟需發泄，由此找到了一個發

泄口；再者，大瘟疫伴生的經濟困

境，不僅帶來大量失業，而且讓低

收入階層更為艱困，有人趁機打

砸搶。

而在香港，從去年六月開始

的大抗爭原本和平，無論百萬人

上街遊行、兩百萬人上街遊行，

還是八十多萬人集會，都以和平

開始、以和平落幕。但當警方施

展暴力、黑社會發起暴力，即當

共產黨策動暴力之後，憤怒的港

人開始反抗，勇武派登場，他們

的「攬炒」（同歸於盡）行為實在

是逼上梁山，實屬正當防衛、自

衛還擊。

其五，主動暴力與被動暴力。

由上可見，從抗議主體而言，香港

抗議呈現被動暴力，而美國抗議

呈現主動暴力。

其六，新聞自由與輿論控制。

發生在美國的抗議，自始至終都

在媒體、記者、鎂光燈的全方位報

導下，使事件得以從不同視角全

息呈現，這對抗議者的情緒，是

一種有益的釋放。而發生在香港

的抗爭，受到中共官媒的蓄意隱

瞞或惡意扭曲，對國內民眾不報

導，或選擇性、扭曲性報導，用假

新聞誤導視聽，反而激發更多憤

怒、衝突與仇恨。

其七，司法獨立與司法不公。

美國民眾在抗議，美國司法同時在

行動，執法不當的四名警察都受到

起訴，進入獨立司法程序，抗議

民眾稍可得到安撫。而在香港，

於前黨主席朱立倫被點名，親朱

人士對此表示，針對是否願意投

入補選，只要黨需要，朱立倫會

跟全黨一起承擔。

桃園市長鄭文燦今天出席贈

獎典禮時，接受媒體聯訪期間談

及高雄市長罷免案，他表示：「民

主政治，每個政治人物都需要對

他的城市、他的選民來負責。」

屏東縣長潘孟安在出席贈獎典禮

時，亦在接受媒體聯訪時提及，

「尊重民意的抉擇，不管未來誰是

高雄市長，我們都希望能夠一起

合作，共榮共存。」潘孟安也說：

「無論高雄市長將來是誰，屏東的

大門永遠是敞開的，基本上是合

作無虞。」

此外，民進黨呼聲甚高的行

政副院長陳其邁今天上午接受廣

播節目「周玉蔻嗆新聞」訪問時提

到，高雄的代理市長人選，行政

院會基於整體考量，當中包括政

治安定、市政無縫接軌等角度，

以便高雄快點啟動建設，儘速開

機重新往前走。等到 12日中選會

公告罷免結果，行政院就會對外

說明。

當主持人幾次追問陳其邁是

否有意願出任代理市長或者爭取

參與市長補選，陳其邁回應，如

果有決定會告訴大家。

根據三立新聞報導，韓國瑜

在遭到高雄市民罷免後，依法可

以提出罷免無效之訴，若是經過

法院判決無效確定，韓國瑜的罷

免案就無效。外界都在觀察，韓

國瑜是否會藉由提出訴訟，來替

國民黨爭取些許緩衝時間，好利

藍營尋找到合適的補選人才。然

而，韓國瑜 6月 9日下午透過臉

書發文證實，他將不會提出任何

訴訟，「針對罷免的結果，我尊重

人民的意志。」

至於個人未來動向，韓國瑜

表示，等到高雄市長職務卸下之

後，會暫時沉澱休息，針對外界

對於他未來的各種揣測傳言，他

亦鄭重再度強調，都不在他目前

的規劃之內。韓國瑜亦表示，認

識他的好朋友都知道，「我是一個

直接坦蕩的人，從以前到現在，

只要有任何動向或想法，我一定

會親自向大家報告，而非藉由任

何管道放出消息，懇請外界不需

多做揣測，耗費媒體資源。」韓

國瑜亦希望，大家能夠將寶貴的

資源及力量放在關心弱勢族群生

活、下一代的教育，以及疫情後

臺灣的振興方面，這才是臺灣社

會最必須受到正視的一塊。

最後韓國瑜也不忘感謝各位

好朋友一路走來的陪伴與扶持，

「你們給了我最大的力量與勇氣，

讓我能有機會再次挺身為人民服

務，這是我畢生無比的榮幸。」

未來高雄市長補選事宜  
藍綠營動態備受關注

至於接下來高雄市長的補選，

中國國民黨將由誰出馬參選備受關

注。根據中央社報導，侯友宜在出

席由《遠見雜誌》主辦的 5星首長

贈獎典禮，並接受媒體採訪，針

對高雄市長補選國民黨的提名人

選，侯友宜表示：「任何人只要願

意承擔，為社會、國家，為高雄來

做事，我不但樂觀其成，也會齊心

齊力地支持。」

侯友宜表示，在此次的高雄

市長補選上，國民黨要抱著一個

不避戰、不畏戰、不怯戰的態

度，「要齊力迎戰，大家好好地努

力做事，來繼續守護高雄市。」由

防疫成果，並強調支持臺灣參與

世界衛生組織（WHO）。」

外交部說明，臺捷雙邊的實

質關係已有長足進展，民間來往

互動密切，近兩年來國人赴捷克

觀光人數都創下新高。根據 2020

年 2月捷克國營廣播電臺（Czech 

Radio）民調顯示，「三分之二民

眾明確希望強化與臺灣的關係。

即使中方反對，也支持與臺灣加

強關係」，這正代表著維特齊的

訪臺決定是符合捷克社會的期待。

根據週刊《Reflex》報導，捷

克現任的參議院議長維特齊表示，

已經下定決心訪問臺灣，預計在今

年秋天成行。維特齊明白，在他宣

布訪臺計畫之後將會面臨到不少

的壓力，也可能會傷害了在中國

經營的捷克企業，但他仍然決定

這麼做。事實上，捷克總統齊曼

（Milo  Zeman）與北京關係密

切，是歐洲政壇最「友中」的領袖

之一，至於維特齊則表示兩人在

訪臺上的意見不和，總統對於北

京的態度反倒成了促使他決定訪

臺的原因。

據報導，捷克智庫「解析中國」

（Sinopsis）研究員吉魯斯（Filip 

Jirou ）聲稱，臺灣在對抗疫情與

捐贈物資的表現上，很有加分作

用，北京施壓WHO排擠臺灣，反

倒突顯臺灣的「正面」角色。此外，

捷克總統府與中共駐捷克大使館曾

持續脅迫前議長庫貝拉應該取消訪

臺，多次恐嚇，且雙方更有過「極

不愉快的密談」。今消息一出，震

驚捷克政壇。維特齊表示，將展開

調查，讓真相大白於天下。

無論黑警作惡還是黑社會施暴，

大都被日益不公的香港司法網開

一面（少數人受到很遲、很輕微

的查處），更不用說中共便衣國

安、公安的無惡不作，盡都隱藏

在黑幕之後。民眾的冤屈得不到

聲張，民怨與民憤在不同層面上

不斷積累。

其八，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

在美國，總統說要派出國民警衛隊

維持秩序，但遭到部分州長、市長

的反對；總統說可能調動軍隊平

息暴力，但國防部長表態不贊同。

這裡，暫且不論所涉及的各自職

權，僅說各自的立場與感受不同

就可以做不同選擇。正是這樣的

權力制衡，避免了美國走極端。

事態的最終平息，也將是在這樣

的平衡立場下。而在中國大陸，

若發生民眾抗議，不僅地方政府

不能對中央政府說不，而且，所

謂中央政府往往都只有極端手段：

鎮壓，統統鎮壓，乃至於武力鎮

壓、血腥鎮壓。

其九，警民互動與官民互動。

在美國的這場抗議並不只是黑人的

事，許多白人和其他族裔也加入抗

議，聲援他們所認為的黑人所遭遇

的歧視和不公，而警民和官民互

動也是另一番場景。按理說，民

眾抗議，警察維護秩序，官員力

保轄區安定，警民之間、官民之

間，難免衝突，然而卻呈現人性

場景：

執勤的警察們單膝下跪，向抗

議民眾表達支持和致敬；當有白人

警察落單，有人想襲擊，卻有黑人

民眾群起把他保護在中間。

類似這種充滿人性和人情的警

民互動和官民互動絕不可能在中

國出現，甚至，在曾經是「一國兩

制」的香港，也愈來愈稀罕。

其十，外國聲援與外國干涉。

這段時間，英國、德國、加拿大等

多國都有民眾示威，聲援美國民眾

的示威，但他們並沒有被美國政府

指控為「外國勢力」，更沒有被貼

上「別有用心」的標籤。可見，美

國政府與中共當局在文明、心態、

氣度上的巨大落差。

民主的美國，猶如健康體，可

能遭遇病菌，但這個健康體的免疫

體系 -民主制度，具有消減病毒、

恢復健康的自主功能。極權的中

國，猶如癌症體，一旦遭遇病菌襲

擊，無法承受，等待這個癌症體

的，就只能是死亡。

  (轉載：自由亞洲電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