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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否認協商聯合核演習 南韓稱因用詞不同
南韓總統尹錫悅透露正與美方商議參與核
武計畫、軍演，美國總統拜登之後卻否認。南
韓總統辦公室今天表示，因為記者提問用的是
針對擁核國之間的用語，讓拜登 「不得不否認
」，重申雙方的確有相關討論。
南韓聯合新聞通訊社報導，總統辦公室宣
傳首席秘書金恩惠今天透過書面簡報說明，拜
登（Joe Biden）對記者提問 「現在是否與韓國
（南韓）討論共同核演習」，簡短回應 「沒有
（No）」，是因記者提問沒頭沒尾， 「當然也
只能回答沒有」。
金 恩 惠 表 示 ， 共 同 核 演 習 （Joint nuclear
exercise）是針對擁核國之間的用語，南韓未持
有核武，因此不適用核演習一詞。她重申，南

韓與美國正為因應北韓核武威脅，就美國持有
核戰略資產的運用討論共享情報、共同規劃、
共同實施方案等。
尹錫悅先前接受南韓朝鮮日報專訪時表示
，為因應北韓核武威脅，南韓正與美方商議以
美國核戰力進行共同規劃及演習，媒體推測，
雙方可能進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水
準的雪貓（SNOWCAT）軍演，也就是由美方
「以傳統空軍戰術支援核作戰」。
去年 11 月進行的韓美安保會議（SCM）中
已包含核戰力共同規劃與聯合軍演，意指未來
美國的核武政策、戰略及作戰規劃等相關內容
，將反映南韓政府的意見。

路透：拜登和岸田文雄料13日就會在華盛頓會面
麥卡錫喬不攏極右翼 美眾院未能在首輪選出議長

一名參與準備工作的人士今天告訴路透社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和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預料 13 日就會在華盛頓會面。這將是岸田
上任以來首度在白宮出席美日領袖會談。
美日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而北韓一再試
射飛彈，北韓領袖金正恩指示在新年度倍增核
彈持有量，也令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盟邦憂心不
已。
日本讀賣新聞上週也引述日本政府人士的
話報導，日本與美國政府正協調 1 月 13 日在華
府舉行岸田文雄與拜登的領袖會談，岸田在會
談上將向拜登說明日本政府修訂 「國家安全保
障戰略」等 3 份文件的內容，及日本決定將大
幅增加防衛經費等，希望有助深化日美同盟。

日本政府上月宣布 2023 年度預算案，國防
經費將提高 1/4 以上，包括以 16 億美元購買美
國製戰斧巡弋飛彈。這是日本自二戰以來最大
規模擴軍計畫的一部分，將使日本在俄烏戰爭
引發的區域緊張局勢下，得以提高軍費來嚇阻
區域對手中國和北韓。
白宮不願評論其尚未宣布的會談計畫，日
本駐華府大使館也拒絕證實會談日期。
岸田與拜登曾在去年 11 月 13 日出席東南亞
國家協會（ASEAN）峰會時舉行場邊會談，兩
人當時討論烏克蘭衝突、北韓接連試射飛彈，
及南海和東海的緊張局勢，並在地緣政治緊張
升高之際，同意強化美日同盟關係。

第 118 屆美國國會今天開議，共和黨睽違 4
年後重掌眾議院，卻因黨內極右翼杯葛，共和
黨領袖麥卡錫連續在兩輪議長投票失利。這是
一世紀以來，眾議院首次未能在首輪投票產出
議長。
第 118 屆美國國會今天中午開議，眾議院卻
因議長選舉陷入膠著遲遲未能開始運作。
目前共和黨內議長人選呼聲最高的麥卡錫
（Kevin McCarthy）因黨內極右翼勢力跑票杯葛
，連續兩輪投票都僅獲得 203 票，離當選門檻
218 票還有 15 票距離。
首輪投票，共和黨極右翼勢力提名前 「眾
院自由黨團」（House Freedom Caucus）主席畢
格斯（Andy Biggs）挑戰麥卡錫，民主黨則提名
首位眾院民主黨非裔領袖、紐約州眾議員傑福
瑞斯（Hakeem Jeffries）角逐議長寶座。
在 19 位共和黨員 「跑票」情況下，麥卡錫
僅拿到 203 票，畢格斯得到 10 票，2018 年曾與
麥卡錫競爭共和黨領袖、來自俄亥俄州的保守
派眾議員喬丹（Jim Jordan）則獲得 6 票，另有 3
票投給其他黨內成員。
相較之下，傑福瑞斯獲得全數 212 位民主黨
議員團結支持，更加凸顯共和黨內鬥分裂問題
。
這是自 1923 年以來，眾議院首次未能在首
輪投票產出議長人選；當年眾議院表決 9 次才讓
時任共和黨籍眾院議長吉勒特（Frederick Gillett

）連任。
第 2 輪投票，共和黨極右翼改提名喬丹角逐
議長，喬丹本人雖在表決前呼籲黨員票投麥卡
錫，麥卡錫仍只拿到 203 票，喬丹獲得 19 票；
民主黨部分再次票票入匭，212 票都投給傑福瑞
斯。
過去眾議院議長選舉多為形式投票，選前
人選多已底定。但這屆國會共和黨眾院占 222 席
，僅多民主黨 10 席，麥卡錫只有失去黨內 4 票
的空間，讓共和黨內極右翼勢力更有籌碼與麥
卡錫談判。
麥卡錫近日雖做出一系列讓步，包括同意
未 來 5 名 議 員 就 能 提 出 「罷 黜 議 長 」 （vacate
the chair）動議，但極右翼仍不買單，要求恢復
1 位議員即能提動議的規定。這項規定過去多次
被拿來要脅議長，民主黨籍的裴洛西（Nancy
Pelosi）2019 年拿下議長寶座後修改規定，僅黨
團領袖才能提出罷黜議長動議。
麥卡錫今天上午與共和黨員舉行閉門會議
，試圖在議長選舉前做最後努力，但仍未有重
大進展。他會後受訪批評黨內部分成員只顧自
己位置，不顧國家，並放話自己是眾院發言最
長紀錄保持人， 「我不在意也創下最多次議長
表決紀錄」。
根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眾議院 1856 年曾花費近 2 個月、133 次表決才選
出議長，是截至目前耗時最長的議長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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