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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一八太陽花學運有兩個

人出了名:一個是太陽花女王劉喬

安，周刊報導她不但自己賣淫，

十萬臺幣就可陪人睡覺，而且還

兼差拉皮絛，當起了小鴣母;另外

一個是陳為廷，據週刊報導，他

是位搓圓仔好手，看到胸大的女

性就技癢，就想施展長才，最後

他還是因為不務正業，學校功課

沒法應付而遭到退學。以上提及

的兩位年青人，少不更事，又都

出自一個不正常的家庭，行為脫

序，值得社會大眾諒解。最近又

有一位太陽花的頭頭，是教授又

是院士的黃國昌博士也爆出了桃

色舊聞，據周刊報導，他在某大

學教書期間，同時跟好幾個女學

生發生過不正常的關係，其中有

一 位 女 生 姓 葉 ； 看 了 以 上 的 報

導，一＂葉＂知秋，我們認清楚

了參加太陽花學運的人，到底是

些什麼貨色，用群醜亂舞四個字

去形容那場所謂的學運，一點都

不為過。

談到以上那位黃博士，是位逢

中必反的急先鋒，現在自己組了

一個「時代力量」黨，比民進黨

更臺獨，現在臺灣居然有百分之

六的支持度，黃博士這次要參加

立委選舉；奇怪的是這位以反中

鬥士自居的黃博士，卻偷偷摸摸

拜託北京大學幫他出過書，他的

岳父母大人還堂而皇之在大陸開

工廠做生意，打箸紅旗反紅旗，

黃博士不但黃而且紅，他那吃裡

扒外的功夫，看了不能不讓人五

體投地。無獨有偶，時代力量還

有另外一個想選立委的人，名叫

林昶佐，藝名FREEDY，自己還有

一個樂隊，叫做閃靈；這位林先

生，跟他那位黃師兄一樣，開口

閉口罵中國，可是他的親媽卻在

中國做會計咨詢公司的業務，又

是一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活生生

例子。在臺灣，像時代力量這兩

個表裡不一的人物實在太多，真

是族繁不及備載......。

為什麼臺灣會越來越獨呢？中

共不能不好好反省和檢討其對臺

政策。筆者有一位在大陸做生意

的朋友曾經毫不諱言對我說，他

支持臺獨的原因是，如果沒有臺

獨則他享有的許多優待都會被取

消，為利而獨？這大概是為什麼

大陸對臺灣越讓利而臺獨卻越囂

張的原因吧？

大陸對臺政策的失敗，筆者認

為 最 重 要 的 是 放 棄 了 「 政 治 掛

帥」的大旗，拿著一塊「九二共

識」的遮羞布當寶貝，對於「一

中各表」也半推半就，難怪會引

起有野心的政客們會得寸進尺，

繼續對老共向下摸底。民進黨不

夠獨於是有了臺聯黨，臺聯黨不

夠獨於是有了時代力量黨，大家

都把搞臺獨當成爬好漢坡，走起

來虎虎生風越來越賣力。由於不

政治掛帥，老共對臺灣島內的統

派勢力不敢公開或暗地支持，臺

灣老百姓有「西瓜偎大邊」的特

性，於是統獨勢力出現了此消彼

長。由於不政治掛帥，才造成一

大批在大陸喝中國奶水回到臺灣

後 卻 高 喊 一 邊 一 國 的 臺 獨 急 先

鋒。由於不政治掛帥，才會出現大

陸中央電視臺出高價購買臺灣民視

電視臺的影集，共產黨和民進黨的

喉舌之間的關係如此麻吉，令人不

能不懷疑臺獨是老共故意放蹤的。

由於不政治掛帥，於是才有北京大

學為黃國昌出書，於是才有林昶佐

老 母 可 以 大 搖 大 擺 在 大 陸 做 生

意.......種種政治是非不明的怪事，

為臺獨火上加油埋下了生機。

總而言之，旗幟不鮮明，立場不

堅定，在政治鬥爭要贏得勝利是不

可能的。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處處

為迎合民進黨而放棄自己的立場，

才淪落到今天這步田地，老共有了

這個前車之鑑，還會重蹈覆軛嗎？

現在有一句流行話「危機就是轉

機」，大家對臺灣這次選舉充滿了

關心，讓我們拭目以待，看看民進

黨大勝後會怎麼出招，看看老共怎

麼接招，看看地會不會動，看看山

會不會搖。

筆者認為兩岸統一，兵不血刃是

完全可能的，因為老共除了壓倒性

軍事優勢之外，經濟，外交，情

報，可動用的屈人之兵的手段太

多，只看老共敢不敢和願不願動用

而已；如果老共不急于統一，我們

也不必操心瞎著急。老共高唱要和

平統一，筆者認為那只是一個不切

實際的「中國夢」，要知道，沒有

陣痛是生不出娃娃的......。

 

～范湘濤～

網上傳很多文章講到台灣的未

來 ， 幾 乎 都 以 台 灣 的 民 調 作 說

明。其實這種調查沒什麼意義，

因為台灣的未來不是由台灣人決

定 ， 而 是 美 國 和 中 國 大 陸 來 決

定 ， 而 且 時 間 站 在 中 國 大 陸 那

邊。

說時間站在中國那邊倒不是說

中 國 越 來 越 強 就 一 定 用 武 力 解

決。相信中國有足夠的智慧而不

會那麼做。他們有很多方法，經

濟手段是其中之一，但更厲害的

是工作。工作並不是中國計劃中

的選項，但一定會成為決定性的

因素；原因就是台灣經濟在走下

坡，工作機會越來越少，尤其是

好的工作崗位漸漸都出現在中國

大 陸 ， 而 且 時 間 越 久 就 越 是 這

樣。想想七十年來前往國外工作

的人，他們是因為國外工作較差

才過去的嗎？當然不是！而是覺

得國外工作更好找、待遇更好才過

去的。既然在那裡工作幾十年就在

那裡成家，自然就變成那裡的新移

民。看看有幾十、上百萬這樣的台

灣人現在住在美國、日本、歐洲、

加拿大、澳洲、新西蘭、東南亞，

你就知道我在說什麼。那麼近十五

年來前往大陸工作、生活、讀書、

並長住的兩百多萬台灣人又是如何

呢？這些人基本上在中國大陸可以

找到工作，或是創業，可以生活下

去，但是回到台灣，他們的發展機

會和生活實質就會下滑。尤其重要

的是他們與當地人結婚（大陸同

胞），男女都如此，經過十幾年生

活之後，其實就變成中國大陸的新

移民了。

當台灣持續失去好工作機會、而

好的工作機會在大陸持續增加的時

Dreams are made by stimulated brain waves, more people 

thinking alike, more intense the brain waves are generated. Yesterday a 

breaking international news reported that the leaders of Mainland 

China, Xi Jinping, and Taiwan, Ma Ying-Jeou are going to meet on 

November 7, 2015 in Singapore. 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since 1949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ill meet. This 

news not only was reported in all Chinese news media but also in 

world news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other EU 

nations, Russia and Asian countries. One could imagine the amount of 

brain waves generated had to be tremendous. Indeed, it was and it 

affected me last night. I had a dream. While it was still fresh in my 

mind in the morning, I am jotting down the bits and pieces of my 

dream in this column. The bits and pieces were images and sceneries 

but they did suggest some concrete notions. By publishing in this 

column, I hope to get other people to respond, particularly if they were 

stimulated by the same brain waves created by this significant news - 

potentially one of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news fro, China since 

1900, first, the news of the toppling of Qing Dynasty by the 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 in 1911 and second, the news of the surrender of 

the Imperial Japan in 1945, ending the WW II.

In my dream, the first image was a flag, a flag with red, 

green, blue, yellow and white color. It was a national flag waved by 

crowds of Chinese people. The scene was exciting, but it was not clear 

whether it was a celebration or a demonstration. The chanting were not 

clear until later many other images appeared in my dream. This first 

image seemed to bring my brain gradually to live and I could begin to 

see signs and writings, eventually with such clarity that I could recall 

them. 

The next image appeared in my dream was a line of writing 

in Chinese but my brain seemed to try to make a translation of it to 

English. The image was not steady but I could definitely make out the 

phrases as they flicker in and out of focus. The line appeared to be: 

（中華）  (愛國)（親民）（民主）(聯合)（共和）國 , with 

some of the words coming into and out of focus, but the last word 

國  was clear all the time. My brain seems to tell me this line of 

words represents a nation's name and I was busy trying to translate 

it into English in words such as: Chinese, China, Patriotic, 

Nationalistic, United, Democratic, and Republic. Piecing them 

together seemed to show: 

(1) Patriotic and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2)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hina or

(3) Chinese United Democratic Republic or

(4) United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y dream seemed to change from Chinese words to 

people image. The first figure appeared was not a Chinese but 

American, Dr. Henry Alfred Kissinger, sitting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chair with body leaning towards left and face smiling in a 

conversational mood with someone sitting at his left with a tea 

table in between. Then many Chinese figures seemed to rush in 

my head, Xi Jinping, Li Keqiang, Ma Ying Jeou, James Soong, 

Shi Ming-teh, Lien Chan, Wang Jin-Pyng, Yok Mu-ming, ...; there 

were no speeches nor conversations until the image of Lee Kuan 

Yew appeared, accompanied by Lee Hsien Loong. Senior Lee 

seemed to be making a speech and others engaged in but trying as 

hard as I did, I could not recall their conversations. However, the 

facial expressions were clear, mostly in a serious mood.

With difficulty of following the conversations among the 

vivid images, my brain seemed to be tired. People's images 

seemed to fade and audio sounds became quiet. Then appeared in 

my head was documents, pages flipping all in Chinese. I was 

struggling to decipher the writings on the documents and all of a 

sudden, a clear page emerged. I was excited to capture this page 

and store it in my memory. This page was the last I could recall 

before I was awakened not by any alarm clock but naturally as if I 

was given the chance to record my dream, particularly the last 

documental page. The following is my recollection of the page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added later.

The Chinese page was written in vertical lines, I captured 

the main lines and transposed them to horizontal lines to facilitate 

comparison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to follow:

中國國民親民民主均富共產黨 黨章
目的 - 統一中國，維護自立自強， 民主均富的自由中國

目標 - 聯合全國各黨各派，推行改革，建立民主法治制度，為

全民謀福
以下共有九章 未能記住。
署名的為一個團體， 有數十人之多， 團體名稱是
中國國民親民民主均富共產黨
義務黨章起草榮譽主席團 （簽名者包括許多上述進入我腦海
的政治人物）
Translation:

Principal By-Laws of Chinese United People's Democratic 

Communist Party

Goals: Unite China, Maintain Her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and Provide All Chinese People with Opportunities and Freedom 

to Pursue Good Lives

Objectives: Work with All Parties and Groups to Make 

Progressive Reform to Establish Democratic and Proper Legal 

System to Enrich the Welfa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Detailed nine 

Chapters not captured.

There are as many as several dozens of signees who 

contributed to this document under a group title, Honorable 

Presiding Leaders of the Voluntary By-Law Committee.

If a dream can be stimulated by brain waves received, then there 

are perhaps many people who are thinking about this Ma-Xi 

meeting. Although, neither side is making any comment leading to 

any expectation, but I must say, the Chines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probably thinking otherwise. Therefore, I am 

documenting the above dream as the result of one school of brain 

waves generated by the news of the up=coming Ma-Xi meet. 

A Chinese Dream - United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Bi Ming

文稿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文責自負。

～佟秉宇～

台灣的未來 台灣的未來 一葉知秋 群醜亂舞               一葉知秋 群醜亂舞                
～關宇～

從太陽花學運談起

 2016年1月8日，台獨台灣海外網

刊出大陸民運大將曹長青大文《朴

槿惠是政治慰安婦》，看此題目嚇

了一跳。原來曹先生談的是二戰時

日本徵用朝鮮、台灣少女做日本兵

'慰安 ' 工作的事，日韓兩國近日達

成和解協議，由日本政府向韓國慰

安婦道歉並賠償十億日元。曹先生

認為日本為了反中制中大局安撫韓

國，甘願委屈道歉賠償，其實日本

在慰安婦一事上並沒有錯，他深為

日本抱不平。

 曹先生認為二戰時南韓不是對日

參戰國，沒有資格要求日本道歉賠

償，但韓國一直跟日本糾纏無理取

鬧，要求賠償是耍無賴。在日本駐

首爾大使館前立慰安婦銅像公開羞

辱 日 本 ， 是 街 頭 小 痞 子 、 流 氓 手

段，是韓國之恥。

日本侵略併吞韓國台灣，韓國與

台灣都是在日本暴力控制下的殖民

地，被征服、被屠殺、被奴役。朝

鮮當然不是對日參戰國，台灣還有

人自認是日本人日本國呢，難道因

此韓台就活該被屠殺被奴役，就不

能羞辱日本，就不能要求日本道歉

賠償? 乖乖為奴， 否則就成了小痞

子、流氓手段、可恥? 曹長青，你

敢如此顛倒是非黑白，真正可恥的

是你!

曹長青又說:'多數慰安婦不是強

征的，並以當年日據時韓國的<京

城日報><每日新報>公開刊出的 '急

征慰安婦 ' 廣告， 以証明做慰安婦

並非被迫， 並且收入豐厚， 每月

可得300日元， 當時大學畢業生每

月也只得75日元.

原來慰安婦是高薪高職， 是大學

畢業生收入的四倍， 真有這種 '好

康' 嗎? ，日本政府的廣告有說明慰

安婦的工作是幹什麼嗎? 曹先生會

鼓勵自己的母親、妻子、姐妹親人

去應征賺高薪嗎? 你， 太可恥了!

曹文說中華民國在戰後已與日本

簽訂和約，遵照蔣老總統以德報怨

的指示，明文放棄對日索賠。今日

看到日韓和解， 日本道歉賠償，台

灣中華民國也想比照辦理，意圖違

反和約承諾。這不是文明理性的做

法，已經簽了約不要賠償，不可以

賴皮!

滿清政府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割讓台灣給日本， 那是因為清國被

打趴在地不能不簽， 並不証明馬關

條約是合理合法正義的。蔣介石迫

於當時國共內戰的形勢，不得已和

日本簽訂 「對日和約」放棄索賠， 

同樣這和約也不是合理合法正義

的。曹先生為什麼這樣尊重馬關

條 約和對日和約呢，那是日本軍

國主義乘人之危逼迫簽下的不義

之約。

日前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在記者會中說， 日韓會商模式並

不適用於台灣，日本也不會就慰

安婦問題與台灣設立新的平臺。

韓 臺 慰 安 婦 事 件 性 質 完 全 相

同， 日本卻有如此不同的態度，

欺辱台灣人一至於此! 在日本發生

311大地震後， 台灣人熱心捐助是

全世界第一， 這不是賤是什麼?

台灣學生反課綱運動指出 「教

育部有什麼証據說慰安婦百分之

百都是被迫的?」與曹長青的說法

一樣， 台灣自己說慰安婦是自願

的， 日本怎麼會道歉賠償?

日本徵用數十萬慰安婦，不能

說百分之百都是被迫的，可能真

有韓台人認為那是 '好康'，日天皇

賞賜的恩典， 日本政府的 '德政 ' 

而自願應征獻身報效皇國。但是

以正常人普通人的知識情理來評

判， 至少90%是欺騙的、強征的、

被迫的。台灣反課綱學生和曹長

青都已喪心病狂、喪失良知、喪

失人性了!

表面上民進黨也聲援慰安婦對

日索賠要求日本道歉， 其實那只

是做做樣子，曹長青卻責備民進

黨跟著國民黨起舞， 是 '小國民黨

'.他認為今天的日本已經不是軍國

主義了，而是愛好和平支持台灣

保護台灣的正義力量. 卻看不到安

倍晉三張牙舞爪的樣子， 軍國主

義早就在日本復活了!

曹長青在李登輝當權得勢時與

李勾搭的火熱， 以基督教友的身

份與李聚會晤談，策劃為李寫傳. 

，為文多篇肉麻吹捧李，後又因

故鬧翻， 「李傳'」也就夭折了。

曹的這篇文字之所以用<朴槿惠

是政治慰安婦>為題，只因朴赴大

陸捧了習近平的閱兵式的場， 因

此就成了 '政治慰安婦'，這未免太

牽強了。我看曹長青是安倍晉三

和李登輝的慰安男倒是事實。

曹先生雖然也和陳破空先生一

樣親日反華， 但他對另一民運大

將王丹卻不留情面的揭發， 想不

到這王丹是如此卑鄙，竟然表演

了假腦瘤騙取台灣各界的同情， 

看了曹文真是痛快!    

候，台灣人會去哪里工作呢？這

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的結果 －

更 多 的 台 灣 人 會 去 大 陸 工 作 。 

2300 萬台灣人有多少可以去中國

以外的其它國家找工作？很少，

為什麼？那是因為絕大多數的台

灣人外語能力不足，甚至於連在

香港或新加坡找工作的機會都不

大，因為那裡的好工作都需要一

定程度的英文能力。所以最後只

有去中國大陸一個選擇。

這些需要工作的基本上都是年

輕人。他們就算是心理上想要台

灣獨立，事實上也做不到，因為

他們必須去大陸工作。然後長年

在大陸工作的結果就是在大陸成

家生子，然後就變成了當地的新

移民。當數百萬台灣人都去大陸

工作和生活時，他們還會、還能

堅持獨立嗎？

這個現象正在發生。你喜歡也

好，不喜歡也罷，這件事正在進

行，而且不是官方要這麼做，是

台灣人自己選擇這麼做。

簡單的說，台灣人用口頭表達

自己要獨立的願望，但卻用腳來

表達要統一的結果。

自願慰安不必歉賠  
～阿修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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