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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山蓋賭場 北韓盼美投資

（綜合報導）北韓勞動黨
副委員長兼統戰部長金英哲 1 日
在白宮與美國總統川普會面時
，轉達了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
口信，請求美國進行投資，幫
助北韓在元山、馬息嶺一帶開
發賭場等觀光商品。
《東亞日報》引據美韓外
交消息人士透露，金英哲在會
談中具體提到了建造元山賭場
、增設馬息嶺滑雪場等事宜。
金正恩在 1 月新年賀詞中還公布
「元山葛麻海岸旅遊區」計畫
，視其為傾注心血的事業之一
。據南韓政府內部預測，如果
北韓在這裏建成賭場，運營國
際旅遊園區，每年可創造 5000

萬美元（約 15 億台幣）左右的
收益。考量到北韓的年均貿易
額（70 億~80 億美元），這一數
額相當可觀。
據分析，北韓認為，在其
主要出口外匯來源——煤炭出
口、海外勞務輸出等因國際社
會制裁而受阻的情況下，哪怕
是透過旅遊業也要解決困難局
面。
元山為北韓東部江原道首
府，是著名海濱城市及重要貿
易港口。馬息嶺滑雪場位於元
山新豐里，為北韓首座豪華滑
雪場。元山葛麻海岸旅遊區則
位於元山灣南部的葛麻半島。
《東亞日報》還報導說，

金英哲提到了對北韓制裁，尤
其是美國政府單方面實施的金
融制裁所帶來的痛苦。另據悉
，北韓試探了透過針對無核化
措施的補償， 「分階段」放寬
制裁的可能性。
由於美國主導的金融制裁
，北韓完全被排除在以美元為
主要貨幣的國際金融結算系統
之外。南韓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 「在柯林頓政府時期凍結澳
門匯業銀行內的北韓帳戶後，
北韓以中國人民幣、俄羅斯盧
布等其他貨幣賺取外匯，但如
果經濟規模沒有縮小，將難以
長期忍受禁止美元結算。」

法媒：美擬派軍艦穿越台灣海峽 北京試以 「兩個最」 勸阻
（綜合報導）正值美陸關係因貿易爭端與北韓核問題而陷於緊張的敏感時刻， 「路透」通訊社
發布獨家消息稱，美國正考慮派遣一艘軍艦通過台灣海峽。美法德等國媒體對此新聞皆作了顯著報
導。法國國際廣播電台中文網指出，美國軍艦據報計畫穿越台海，此舉可視為是對不斷遭到大陸戰
艦和戰機繞飛威脅的台灣的一種公然支持。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6 日提醒， 「台灣問題是中美
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接連兩個 「最」並列，分析指可見陸方明顯不安。
法廣中文網說，大陸海上勢力近年日益擴張，南海、台海、東海，船艦並發，然而，隨?大陸海
洋軍事野心的膨脹，美軍如影隨形，在南海陸方人造島周邊，不斷有美國軍艦戰機出現。陸方宣示
這裡是大陸的海域，美國則宣布，這樣做是適時地、定期地、長期地在這片國際水域維護巡航自由
的體現。
法廣指出，現在根據路透引述美國官員披露，美國軍方計畫派遣軍艦通過台灣海峽。這是一個
比較大的動作。這一消息如果最終落實，無疑給北京當頭一棒。這意味?川普的美國正採取更多行動
，來限縮北京的海洋野心。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6 日表示： 「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美方
應切實恪守一個大陸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慎重處理涉台問題，以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
地區和平穩定。」
法廣還提到，大陸官媒《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6 日發表社評怒嗆： 「中國人肯定對
此不高興」。該報警告， 「美國軍事力量最好還是離台海別太近，尤其是別主動來攪這裡的渾水」
。那樣的話，會 「將美國拖入一場與中國軍事對抗的風險中。」
德國之聲中文網也報導了相關新聞，並提及去年 12 月，大陸駐美公使李克新談及美台軍艦互訪
問題時，曾發表措辭激烈的評論。他表示： 「我可能要感謝你們美國朋友。你們不是要派軍艦去高
雄嗎？我們的《反分裂國家法》，真還沒有機會用過。如果你們把軍艦派過去，就啟動了我們這個
《反分裂國家法》。我告訴你：美國軍艦抵達高雄之日，就是解放軍武力統一台灣之時。」
此外，根據 「路透」同一篇獨家報導，另一名美國官員也透露，美國計劃改變目前處理對台軍
售的方式，不再將台灣提出的不同軍備採購要求綁在一起通盤考量，而是以個案方式個別處理。
美國之音中文網指出，了解台海軍事平衡及美國對台軍售過程的專家，包括目前已成為美國國
防部亞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的薛瑞福（Randy Schriver），經常敦促美國政府恢復過去對台軍售常態
化的做法，避免不同軍備武器系統綁在一起，金額太高引起陸方注意，一方面也不會因過程繁複費
時而耽誤台灣取得武器的時效。

嘉佩樂酒店周圍 被劃為特區
（綜合報導）美朝首腦峰會（川金會）
就將於 12 日在新加坡舉行，新加坡政府電子
憲報 5 日發布通告，在 6 月 10 日至 14 日期間
，將整個聖淘沙島劃為 「特別活動區」，特
區範圍則集中在嘉佩樂酒店（Capella Singapore）一帶，該酒店成川金會會場的可能性進
一步提高。
會場地點大熱門之一的香格里拉大酒店
，也已經被劃入加強保安的 「特別活動區」
內。不過，該酒店亦有可能只是兩位領導人
之一及其隨行官員下榻的地點。據通告指出
，川金會可包括一系列官員與代表的雙邊會
面，以及相關的社交活動。
白宮發言人桑德斯 4 日宣布，美國總統川
普與北韓領導人金正恩會面時間已經確定，
第一場會將在新加坡 12 日上午 9 時開始。她
還重申美國的一貫立場，即在北韓非核化前
，不會撤銷制裁措施。
另外，據傳南韓總統文在寅也可能參加
川金會，屆時由美韓朝三方正式宣布韓戰結
束，有韓媒甚至指文在寅擬在三方發表的宣
言中，加入互不侵犯承諾。不過南韓總統府
青瓦台 5 日澄清表示，必須先宣布終戰，再討

論美朝互不侵犯事宜。
青瓦台發言人金宜謙在記者會上表示，
正如川普總統所說，美朝正就宣布韓戰結束
進行探討，但雙方並未討論互不侵犯承諾的
有關內容。互不侵犯承諾應放在美韓朝宣布
結束戰爭狀態後考慮，且這涉及到宣言、承
諾、條約等形式。因此，暫不宜就此進行討
論。南韓外交部表示，正向美方協調川金會
後外交日程。日本 NHK 報導指出，日本外相
河野太郎將於本月 13-14 日訪問南韓和外相康
京和會面，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預定會訪
問南韓，介紹朝美會談內容。韓聯社更是報
導指出，外長康京和將於 8 日進行地方選舉缺
席投票。有觀測認為，在朝美首腦會談後或
舉行韓朝美峰會的情況下，康京和進行缺席
投票是為隨時飛赴新加坡做準備。《韓民族
日報》4 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韓朝三方終
戰宣言是結束朝鮮半島戰爭的政治宣言，核
心在於美國承諾不會向北韓發動軍事攻擊，
若在宣言的基礎上追加三方互不侵犯承諾，
特別是美國對朝互不侵犯承諾的做法，將可
強化對朝軍事體制的安全保障。

新加坡推出 「川金會」 紀念章 純金款限量1000枚

（綜合報導）為紀念 6 月 12 日舉世矚目的美國與北韓領導人峰會──川金會，新加坡造幣廠近日
推出了印有美朝首腦握手圖案的紀念章。其中純金款限量 1000 枚，每枚售價 1380 新加坡幣。
據外電報導，新加坡造幣廠 5 日發表聲明稱，該紀念章不僅記錄了此次邁向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
，也標誌著新加坡作為中立的東道主，是東方與西方之間經濟和安全的門戶。
這次的川金會紀念章分為金、銀、銅三色，其中，金色紀念章以 999.9 純金打造，售價為 1380 新
幣，全球限量發行 1000 枚，新加坡配額僅 200 枚。銀色和銅色紀念章則分別以 999 銀和鎳鑄造，售價
為 118 新幣和 36 新幣。新加坡造幣廠表示，銀質紀念章全球發行 1 萬枚，其中新加坡有 2000 枚。鎳質
章的發行則取決於市場需求。
紀念章採用高浮雕造幣技術，在正面刻上兩國首腦握手的圖案，圖案上方的左右兩旁也分別印有
北韓和美國國旗。紀念章的正面還將印有 「新加坡峰會」（Summit in Singapore）的字樣和川金會舉
行的日期，即 2018 年 6 月 12 日。至於紀念章的背面，設計師選擇以象徵和平的鴿子，鴿子下方也印上
了色彩鮮艷、互相交錯的玫瑰和金達萊。其中，玫瑰是美國國花，金達萊則屬於杜鵑花的一類，代表
北韓。

日本隼鳥2號接近龍宮小行星 月底開始探測
（綜合報導）日本宇宙航
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表示
，隼鳥 2 號探測船(Hayabusa2)已
經接近目的地 「龍宮」小行星
(162173 Ryugu )，因此先關閉航
行用的離子引擎，進入最終調
整軌道的階段。預計最快將在 6
月 21 日至 7 月 5 日調查 「龍宮」
。
日本共同社報導，隼鳥 2 號
是 2014 年 12 月從鹿兒島縣種子
島太空基地發射升空，進入太
空後的隼鳥 2 號就啟動離子引擎
在太空航行，到了 6 月 3 日進入
龍宮小行星附近，關閉離子引
擎以減速，並切換為聯胺化學
燃料引擎來調整姿態。到了 6 月
中旬將會開始拍攝，並依據所
拍攝的圖像來微調，預計最佳

拍攝高度將離小行星 20 公里處
。
隼鳥 2 號並不只是拍攝而已
，到了 9～10 月，還會直接登陸
龍宮，收集龍宮表面的材料，
分析是否存在有機物與水冰的
存在，因此這次任務也被賦與
「探索生命起源」的意義。
龍宮小行星直徑大約 1 公里
，屬於接近地球具潛在危險的
阿波羅型小行星，於 1999 年
由林肯近地小行星研究小
組所發現，之後引用日本民間
傳說浦島太郎的故事，取名為
龍宮。
隼鳥 2 號之名，是源自於前
一代-傳奇的隼鳥號任務。隼鳥
號是 2003 發現，調查系川小行
星的探測船，同樣使用 4 具離子

引擎為動力，然後航行過程卻
是屢遇險阻，先是其中 1 具離子
引擎出現推力不穩而關閉，然
後遇到太陽閃焰破壞了太陽能
電池與內存記憶體，接下來又
有燃料外洩，姿態調整儀故障
，還導致通信失聯。
就 在 2006 年 失 聯 的 1 年 以
後，大家都以為任務失敗時，
隼鳥號居然恢復了通訊，任務
重新展開，終於對系川小行星
進行採樣，並且成功送回地球
，這已經離隼鳥號發射已過了 7
年，最終隼鳥號燒毀在地球大
氣層上空，結束它波折的探測
生涯。
隼鳥號的故事鼓舞了日本
大眾，之後還拍成多部電影。

伊朗：核協議若瓦解 將增加鈾濃縮產能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 5 月 8 日片面退
出 2015 年伊朗核協議（JCPOA），並恢復經濟制
裁，引起伊朗不滿，揚言將重啟核武計畫，核協
議也岌岌可危。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米尼 4 日指
出，他已下令準備增加濃縮鈾產能，還警告歐洲
國家不要妄想伊朗會乖乖接受制裁，同時遵守限
核計畫。
哈米尼 4 日表示，他已要求伊朗原子能組織
（AEOI）準備把提煉鈾濃縮的能力提升至 19 萬

分離功單位（SWU），此增幅仍符合既有的伊朗
核協議框架。一旦核協議因美國退出而瓦解，即
增加鈾濃縮產能；他也誓言，絕不同意對伊朗彈
道飛彈計畫設限。伊朗原子能組織發言人指，伊
朗會在 5 日開始提高六氟化鈾（UF6）的產能，
並會發函通知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
哈米尼表示，部分歐洲國家的言論，反映他
們認為伊朗會遵守核協議的限制，同時承受美國
的制裁，但伊朗絕不會接受這種情況。

北韓軍方三巨頭換血分析認為有利棄核談判經改
（綜合報導）美朝峰會（川金會）舉行在
即，外傳北韓罕見地在短時間內一舉撤換了軍
方三大巨頭。南韓統一部發言人 3 日表示，此
三巨頭同時易馬是 「異例」，但暫僅確定北韓
撤換了人民軍總政治局長。分析認為這次人事
大變動若屬實，既可能是金正恩為控制軍方內
部對其改變中央政策有異議，也可能反映他刻
意任用未滿 70 歲的幹部，加強黨軍體制以便
推動經濟改革。
《朝日新聞》等日美韓媒體報導，平壤市
責任書記金秀吉接替 77 歲金正覺擔任北韓人
民軍總政治局長；總參謀部第一副總參謀長李
永吉，取代 84 歲李明洙出任人民軍總參謀長
；原專責武器開發與補給的勞動黨第二經濟委
員長盧光鐵，接替 68 歲的朴永植當人民武力
部部長（相當於國防部長）。
總政治局長是目前北韓人民軍中最高官位
。北韓中央通訊社 5 月 26 日報導金正恩視察元
山觀光區施工現場時，以 「總政治局長陸軍大
將」稱呼隨行官員金秀吉，首次揭示他已升官
。
《明報》指出，金秀吉、李永吉、盧光鐵
三人皆屬未滿 70 歲的中青代，同於 2016 年躋
身黨政治局候補委員。李永吉原任總參謀部作
戰總局長，2017 年 4 月晉升陸軍大將。2016 年
12 月，他指揮的特殊作戰大隊曾向金正恩演示
攻擊南韓總統府青瓦台的軍事訓練。盧光鐵於
2015 年出任人民武力部第一副部長。

而在制裁名單上的朴永植 2015 年 5 月起任
人民武力部部長，曾與總參謀長李明洙一起隨
金正恩出席 4 月 27 日板門店 「文金會」。金正
覺曾為北韓前領袖金正日扶靈；他 2012 年升
任人民武力部部長，今年初接替黃炳誓任總政
治局長僅約 3、4 個月。
3 日率先報導北韓軍方高層大換班的日本
《朝日新聞》分析稱，金正恩在朝美峰會前起
用軍中 「穩健派」，似為避免可能發生的混亂
。若朝美會談有棄核協議，約 110 萬人的北韓
人民軍規模可能無可避免地要裁減。美國海軍
分析中心 CAN 北韓專家高斯（Ken Gause）亦
認為，金正恩若要與美韓締造和平，就要加緊
控制軍隊。曾任南韓統一部長丁世鉉認同此舉
是先行壓制軍方內部對棄核過急的反彈。
惟首爾的北韓大學院大學校教授梁茂進則
認為，這次人事變動是 「為了社會主義經濟建
設，加強黨軍協力體制的人事罷了」。美國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智庫 38 North 專家馬登（Michael Madden）也說，金正恩安插較年輕的心
腹位居軍方極敏感高職，可推動軍方在關鍵基
建項目發揮更大作用，爭取更大國際經援及投
資。三人兼具與外國代表團接觸經驗，包括陪
同金正恩會見中美俄等領袖。金正恩上月曾讚
人民軍是 「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主要戰區」的先
鋒，像年初開始興建的元山葛麻海岸旅遊區，
人民軍也投放了大量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