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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為 30 至 40 枚。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IPRI）武管制計畫主任凱爾（Sh-
annon Kile）指出：「我們分析去

年的衛星圖像，發現降仙有一處朝

鮮從未公開的秘密核生產設施，

並掌握了那地區鈾濃縮設施的情

況。我們還看到位於寧邊核設施

的鈾濃縮工廠周圍有車輛行駛。」

SIPRI 認為，朝鮮將繼續把發

展核武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

不再信守中止核試驗和洲際彈道

飛彈發射的承諾，且可能已在今年

1月之前恢復數次短程彈道飛彈試

驗。早有跡象顯示，朝鮮重回武裝

挑釁的惡性循環中。金正恩今年 5
月神隱多時，首度現身就在勞動

黨軍委會提出進一步強化「嚇阻

核戰爭的能力」，以及在高度戒

備狀態下運營戰略武裝力量的新

方針。去年降仙被發覺有事後，

分析當時就認為，朝鮮已經終止

削減核武政策，轉為向美國、韓

實施「極限施壓」作戰。

或出現軍事挑釁

關於朝鮮揚言要對韓國採取

軍事行動一事，日前首爾遠東研

究所分析師金東佑表示，平壤當

局可能是在雙方有爭議的西部海

上邊界周邊「策劃」某一些事情。

因此，朝鮮半島西部海域的北方

限界線（NLL）附近，將可能會

發生挑釁行徑。多年以來，韓朝

在那裡已經發生多場衝突了。

面對朝鮮方面的放話威脅，

韓國軍方消息人士在 15 日已證

實，軍方針對邊境地區加強了監

控，以海空偵察來監視朝鮮軍方

動向，其中包括了「和平之眼」預

警機及宙斯盾驅逐艦，而在最前

線地區使用了紅外熱成像系統與

訊號情報（SIGINT）監聽分析裝

備。據瞭解，非軍事區的朝鮮軍

方前沿哨所及西海岸火炮陣地，

至目前都沒有出現有異常動靜。

聯絡辦被炸  金與正主導

炸辦公室                   
金與正強勢主導

朝鮮軍方總參謀部 16 日上午

發表公報，暗示將重新進駐據兩

韓協議解除武裝的軍事緩衝區，緊

接者下午 2 點 49 分就炸毀了這座

在 2018 年 4 月 27 日兩韓元首板

門店宣言後，於同年 9 月設立的

韓朝聯絡辦公室。韓國為此辦公

室投入近 1 千 400 萬美金。

今年 6 月初，金正恩胞妹金

與正不滿脫北者空投反朝文宣，

多次就此砲轟韓國政府，揚言廢

除兩韓軍事協議，平壤當局並自 9
日起完全切斷兩韓所有官方熱線

與通訊管道。金與正隨後於 13 日

藉口對韓國脫北者空飄宣傳汽球

一事放話指出，韓國不久後會見

到聯絡辦公室變成廢墟，並出人

意料地在 3 日後即採取行動。

加大賭注 迫美韓讓步
非營利獨立機構「國際危機組

織」的高級顧問金杜妍（Duyeon 
Kim）表示，這些傳單僅是朝方

藉口或理由而已，主要是朝鮮想

要加大賭注，而製造危機，利用

脅迫首爾政府手段，以得到朝鮮

想要的東西。

金杜妍認為，文在寅之前預

測，美國將會取消部分制裁，以換

取朝鮮關閉其核設施。不過，美國

總統川普於 2019 年 2月的越南河

內川金二會上，就已經拒絕朝鮮所

提的解除重大制裁換取放棄核設

施的要求，而讓談判陷入僵局；同

年 6 月，川金於韓朝邊境會晤之

後，已同意恢復談判，可是在 10
月分瑞典工作級別會議，又再度

宣告破局。據朝鮮方面的說法，

沒有達協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美

方抱持「舊的立場和態度」。

曾出版朝鮮研究專書的美

國《外交家》雜誌資深編輯潘達

（Ankit Panda）認為，朝鮮可能

是刻意製造這場危機的，在未來

數日或許還會有更多的行動，其

中包括：舉行具有挑釁意味的軍

事演習、對著韓國領土方向射擊

砲彈，或撕毀兩國在前年所簽署之

禁止軍事對立的軍事協議。他說，

平壤的主要目的，可能是要迫使韓

國總統文在寅於掌握國會席次優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位於朝鮮開城的兩韓聯絡辦公

室，在6月16日遭朝鮮炸毀，這距
離金正恩胞妹金與正揚言讓聯絡

辦公室變成廢墟的誑語僅三日之

隔，顯見韓朝雙方關係惡化程度

已瀕臨戰爭邊緣。有專家分析，

朝鮮突然翻臉可能是刻意製造危

機，施壓韓國迫使白宮於經濟制

裁方面能夠讓步，亦可能是為了

鞏固金與正的領導地位。

家族內部事務，而金與正也是「白

頭山血統」，亦即建國者金日成

及其後代。

分析家稱，朝鮮國營媒體描繪

金與正代表平壤對於脫北者傳達

憤怒，又在當前備受矚目的行動

中站在最前線，可能是為了鞏固

朝鮮軍方及其他鷹派對她的信賴。

利用核武極限施壓

美國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

員、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負責朝鮮事務的克林納（Bruce 
Klingner）6 月 14 日在政治外交

雜誌《國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撰文指出，由朝鮮當局

近期作為及金與正言論可見，「朝

鮮正在加強極限施壓行動」。

克林納指出，韓國對朝鮮的

政治態度，向來是以實行制裁和

施壓為主，但主張和平統一的文

在寅卻堅持實施親朝鮮政策，這

讓美方相當關注。文在寅政權呼

籲聯合國與北國取消對朝鮮的制

裁，但沒有迫使朝鮮為炸毀韓國

天安艦而道歉，此外「文總統一再

向朝鮮提供經濟支持，但朝鮮卻

執意違反聯合國關於大規模殺傷

性武器（WMD）計畫的決議」，

「美國政府非常關注文政府對朝鮮

如此不明智的慷慨解囊」。

克林納認為，金正恩政權不

斷向文在寅施壓，要求韓國說服

國際社會忽略朝鮮當局的錯誤，

以便全球向朝鮮提供更多經濟利

益、減少國際制裁，但韓國未能

替平壤爭取到美國鬆綁制裁，「過

去幾個月一直很安靜平和的朝鮮

半島，在未來幾週和幾個月內可

能會變得更加緊張」。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

究所 15 日發布 2020 年核武年

度報告指出，朝鮮被列為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WMD）的核武庫

存量，今年確實比起去年有所增

加，從原有的 20 至 30 枚核彈，

勢之下，以推動雙方經濟合作計

畫；不過也不排除與朝鮮內部政

治情勢有關，透過軍事行動來提

高金與正掌權的合法性。

研究東亞安全防禦政策的新

西蘭威靈頓維多利亞大學的國際關

係學者傑克森（Van Jackson）指

出，朝鮮炸毀韓朝聯絡辦公室可能

有三個原因：第一、朝鮮始終無

法獲得美國鬆綁經濟制裁，使得金

正恩對美國總統川普感到相當失

望；第二、由於中共肺炎（SARS-
Cov-2）疫情影響了雙邊貿易，再加

上美國升高施壓，而讓朝鮮經濟更

加雪上加霜；第三、可能是金與正

企圖樹立統治權威。

韓國首爾國民大學的朝鮮事

務專家蘭科夫（Andrei Lankov）
說，朝鮮企圖將韓國逼至絕境，且

又牽制住美國，因此藉由製造一場

與韓國有關的危機，但又不會直接

拖美國下水，迫使首爾政府急切

地依照金正恩的條件進行合作。

另外，喬治梅森大學韓國分校

（GMUK）的研究員阿布拉哈米恩

（Andray Abrahamian）指稱，近

期金與正在一連串的事件中，皆

都扮演核心角色，似乎試圖在朝

鮮國內建立她有能力嚇阻平壤敵

人的威望。

金與正權力急速竄升

據法新社報導，金與正是金

正恩最信任的幕僚之一，亦為朝

鮮最有權勢的其中一名女性。今

年 3 月，金與正第一次以自己的

名義發表聲明。最近她又代表平

壤站在最前線，強力譴責韓國境

內脫北者向朝鮮散布傳單。

雖然金與正的官方身分僅是

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

員，可是她在朝鮮中央通信社

（KCNA）所刊載的聲明中，形容

自己的權力是由最高領導人、黨

及國家賦予的。

朝鮮接班人選一直都是金氏

由韓國投資，於2018年9月方甫落成風光剪綵的韓朝開城聯絡辦公室，毀於一旦。（Korea Pool/Getty Images）

◆美國海軍的 3 個航母

戰鬥群近日同時現身印度太

平洋地區水域，這是 3 年來

首次如此大規模的軍力展示。

其中 「羅斯福號」航母在關

島附近的菲律賓海運行；「尼

米茲號」航母在美國西海岸

外的太平洋地區現身；「雷根

號」航母（The USS Ronald 
Reagan ) 離開在日本的港

口，在菲律賓海以南運作。

有分析表示，在美中兩國緊

張關係不斷升級之際，此舉

被認為是向北京高層警示，

並顯示美國海軍已經從疫情

受創中恢復過來。

◆澳洲親中智庫「中國

事 務」（China Matters） 因

為涉及違反澳洲國家利益的

遊說活動，澳洲聯邦政府若

干部會將凍結相關資助。其中

澳洲總理及內閣辦公室、國防

部和外交部將會在今年財政年

度結束（6月 30 日）後，停止

資助智庫「中國事務」。隨著

「中國事務」於 2018 年要求多

名國會議員推動澳洲與中共

簽訂一帶一路投資計畫備忘

錄，再加上「中國事務」的共

同創辦人兼總監雅可布森公

開反對「外國影響力透明法」

立法，澳洲政府於是考慮凍

結資助。「中國事務」曾以研

究考察的名義組團，招待多

名澳洲國會議員前往中國，

並與中共官員以及與統戰部

關係密切的智庫「中國與全球

化中心」主管會面。

◆美國致力剷除潛伏在

美國各大學與研究單位內疑

似中共間諜之際，有 54 名科

學家因未能清楚交代與外國

政府的財務往來而丟飯碗。

被開除的科學家中，高達

93% 與接受中方機構資助有

關。這項還在進行中的調查鎖

定 189 名來自 87 個機構的科

學家，涉案人大多是 50 來歲

的亞裔男子，超過 75% 遭調

查的案件獲得美國國家衛生研

究院大力贊助。還有將近 400
名科學家「可能有疑慮」，121
名科學家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盯

上，另有 44 人遭到他們所屬

單位的質疑。此前中共藉由

「千人計畫」拓展與美國研究

實驗室和學術機構的接觸，聯

邦調查局表示，這是「非典

型間諜活動」。

◆俄羅斯北極科學院院

長米季科的律師 15日表示，

檢方指控這位知名科學家洩

漏國家機密給中共後，已以

叛國罪控告他。米季科若被

判有罪，最高可處 20 年有期

徒刑。律師巴夫洛夫（Ivan 
Pavlov）表示，這位 78 歲的

學者每年兩次以客座教授的身

分到中國授課，他否認把國家

機密交給當局。

寰宇新聞

間、新技術和全球軍備控制方面

的準則，最終要維護一個建立在

自由和民主之上而不是在欺凌和

脅迫之上的世界。」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6
月 13 日接受德國《星期日世界報》

採訪時表示，中共的崛起從根本

上改變了全球勢力的均衡，中共

越來越接近歐洲大門，呼籲北約

盟國共同應對來自中共的潛在威

脅。這是北約首次在重要文件中

提到中國大陸。

秘書長表示，中共在經濟方

面的崛起提供了很多新的機遇，

但也帶來很多新的挑戰，首先表

現在軍事領域。中共的軍費開支

現居世界第二，據五角大樓的統

計，中共現已擁有超過 2000 枚短

程、中程及遠程導彈。他說：「中

方在核武器以及遠程導彈領域進

行了大量投資，歐洲在它們的射

程之內。所以，北約夥伴們必須

共同協力應對這些挑戰。」

北約對北京擴張的憂心與覺

醒，也同樣發生在歐洲羅馬尼亞

廢除與中共「一帶一路」的合約

上，以及歐洲各國逐步終結掛羊

頭賣狗肉的孔子學院合作案。

在歐洲對來自中方投資愈來愈

不信任的大背景下，羅馬尼亞 6月

12 日宣布，撤銷與中國廣核集團

簽署的在羅馬尼亞建設兩座核反

應爐的協議。羅馬尼亞政府在 5月

末即宣布，將廢除與中方簽訂的核

電站建設協議。此前羅馬尼亞總理

奧班 (Ludovic Orban) 曾表示，不

可能與中方合作下去。 12 日的這

項決定讓中共的「一帶一路」計畫

在東歐再度受挫。負責核電站運

營的羅馬尼亞核電公司超過 80%
的股權都由政府控制。

根據此前協議，中國廣核集

團將於羅馬尼亞國家核電公司合

作，在切爾納沃德核電廠建設三

號和四號機組。與中方解除合同

後，羅馬尼亞國家核電公司將重

新對外招標，兩座核反應爐預計

投資金額 60 億歐元。

這項決定背後因素除了歐盟

對來自中方投資越來越不信任

外，中廣核因偷竊美方核技術，

用於軍事目的，而被美國列入黑

名單也是主要因素之一，這將禁

止美方向中廣核以及與之合作的

企業出口設備。

報導稱，羅馬尼亞不願與中

方在核能領域合作，這也被視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Jens Stoltenberg）6 月 7 日 在

比利時總部啟動「北約 2030 計

畫」，闡述北約未來10年的戰略。

他表示，「我們需要與志同道

合的國家，如澳大利亞、日本、

新西蘭和韓國更加緊密地合作，

捍衛我們數十年來保持安全的全

球規則，捍衛在太空和網絡空

世界平衡被打破  北約歐盟全面應對
【看中國記者鄭清綜合報導】北

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13日接受
德國《星期日世界報》採訪時表

示，中共的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世

界各方面的平衡，呼籲北約盟國

共同應對來自中共的潛在威脅。

而歐盟國家更早關注中共在經

濟、文化方面的滲透。

為是中共在東歐地區推動「一帶

一路」踢到鐵板的標誌性事件。

2019 年肺炎全球蔓延，該病毒似

乎沿著一條特定的軌跡在蔓延，

即「一帶一路」，甚至有媒體直接

稱其為「一帶疫路」。

而北京在國際上假孔子之名，

行掛羊頭賣狗肉顛覆滲透之實的

「孔子學院」，近來也頻傳關閉。

數據顯示，美國有超過 100 家孔子

學院，其中大約 40 家已經關閉。

據國際媒體 5月 2日報導，美國加

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宣布從今年 8月

15日開始，關閉其孔子學院。

4 月中旬，瑞典廣播電臺調查

顯示瑞典的多個城市終止了與中

國的姊妹城合作。 4 月 23 日，瑞

典關閉最後一所孔子學院，成為

徹底關閉孔子學院的第一個歐洲

國 家。 而 2019 年 12 月 10 日，

比利時荷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

（VUB）透過官網證實， 2020 年

6 月後，將會關閉孔子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