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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recent Foreign Affairs, Snap, 2-15-2019 (online), there is an essay 
entitled, Will China Seize Taiwan? Wishful Thinking in Beijing, Taipei, and 
Washington Could Spell War in 2019, authored by Prof. Peter Gries and a PhD 
student, Tao Wang. The paper appears to be a research work on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consisting of some close monitoring of the events happened in recent years 
concerning Taiwan Strait and some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media reports 
including other scholars' assessment on the central issue - how China will unite 
with Taiwan? The authors took an observer's position to examine the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U.S.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was historically regarded as a domestic dispute by two side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on the Mainland and Republic of China (ROC) on Taiwan. Each 
side claimed itself as the legitim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entire China, but the 
U.S. was intimately involved in this dispute by the fact that she first recognized 
and supported ROC (1911-1979) and later recognized PRC (1979- present) but 
wished to maintain a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 with PRC and an informal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The main conclusion of Gries and Wang's paper is to warn the three sides that 
there is a danger of war if every side maintains its own wishful thinking: Firstly, 
China is determined to reunite with Taiwan. She feels a growing confidence in her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to do so and use force if necessary. China is 
witnessing the rapidly deteriorating Cross Strait Relation due to Taiwan's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DPP) anti-China Policy making peaceful reunification elusive. 
An interpreted belief was cited that the U.S. would sit out if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occurred. Secondly, Taiwan's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s leaning 
towards pro-independence. The DPP Leader feels that Mainland China, with too 
many domestic problems and pressure from the U.S., is too sensible to take a 
military action to reunite Taiwan. A complacency attitude in Taiwan is resulting in 
a weakened military force by giving up compulsory military service and relying 
more on the U.S. military weapon sales. Thirdly, the U.S. is considering America 
first, not likely to send troops or want to send troops on behalf of Taiwan in the 
event of a military conflict at the Taiwan Strait. President Trump seems to think 
he can rock the boat such as toying with revisit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or using 
Taiwan as a bargaining chip against Mainland China without consequences. 

Gries and Wang concluded, the above wishful thinking by the three sides 
might lead to a dangerous situation. China might think that the Trump era would 
offer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reunification. China can easily take Taiwan 
by force even possibly having no bloodshed, but the authors feel it may provoke 
the U.S. with an unpredictable reaction from Trump Administration. Here I would 
like to command Gries and Wang for their discussion and warning of a possible 
military conflict at the Taiwan Strait. However, I would also like to add a deeper 

analysis than their observations on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so that the three 
sides could understand, deal and resolve the root and obstacles of the 
reunification issue.

It is well known to the scholars who study the U.S. - China relation, 
including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that the U.S. has adopted a "Status Quo" 
Strategy for Taiwan Issue, meaning to maintain the separation of Taiwan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in a status quo. Under this strategy, the U.S. honors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insists that the Mainland China cannot take Taiwan by 
force so long as Taiwan does not declare independence. (Gries and Wang 
termed this as "Dual Deterrence" in their paper) The "status quo" was 
maintained in the 80's and 90's when Taiwan was having a decent GDP while 
Mainland China was busy improving her economy. However, this strategy no 
longer works as China has improved her economy to be the number two in the 
world making Taiwan heavily depended on Mainland China in trade. This 
trend started during the Chen Shui Bian Administration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2001-2008) and accelerated during the Ma Yin Jeou 
Administration (Kuo Min Tang, KMT 2009-2016) while China rised rapidly 
bypassing Japan becoming the number two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n DPP 
regained power and leaned towards pro-independence pushing an anti-China 
movement.

The anti-China movement has its root in Japanese descendants left in 
Taiwan post WW II. This small population grew and gained power through the 
party of DPP and had a tie with Japan and her right wing parties  (LDP+). The 
growth of DPP owed to the support of Japan and the tolerance of the U.S. 
under the "Status Quo" Policy. The current DPP Administration, Tsai Yin Wen, 
(2016-) just lost heavily in the mid-term (2018) election. Apparently, DPP's 
anti-China Policy backfired. Mainland China has always been taking a 
paternal view about Taiwan looking forward to its reunification like expecting 
a runaway child to return home. Taiwan benefitted from Mainland China's 
favorable policies offered to the Taiwanese, but Taiwan government behaved 
like a spoiled teenager taking those benefits for granted. The recent vivid anti-
China movement gave Mainland a wakeup call.

Although the rapid rise of China from a poor country ranked in the bottom 
of the world to her number two position surprised many, but the process was a 
humble one. As a very poor and weak nation, China experimented with 
communism and learned through many mistakes, diplomatically swallowing 
quite a few abuses. As a large country she was modest on the world stage, 
gradually beginning to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capitalism and market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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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的台灣大選蔡英文獲得7.13%的支
持率，以817萬票大勝韓國瑜的552萬（
38.61%），創造台灣歴史上的總統當選
人的最高得票數， 這個勝利的幅度甚至
超越民進黨的預期。 韓國瑜將這次選舉
定位為中華民國的生死存亡之戰，也激
發起久違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海和藍營
忠貞份子的熱情，但是殘酷的現實是這
也許是老藍營人士的迴光返照。 經此一
役，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必定隨風而去，
代之的是借殼上市的台獨政權，而蔡政
府必將進一步的朝著台獨的目標前進，
不惜做為美國反華勢力的鷹犬，兩岸關
係也必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大陸幾十年
來的兩岸政策必須面臨深刻反思和調整
，中國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可避
免的挑戰！ 

相對於2016年的大選，那時國民黨的
候 選 人 朱 立 倫 僅 得 到 381萬 選 票 （
31.2%），韓國瑜多得了171萬票，而宋
楚瑜這次僅獲得60萬8千票（4.25%）比
2016的157萬6千票（12.84%）少96. 8萬
，所以整個泛藍僅增加了74萬票，但是
蔡 英 文 卻 比 2016年 的 689萬 票 多 得 了
128萬票。 這次選舉投票率達75. 9%比
4年前高8%，有效票數高了202萬。 所以
這次選舉不是韓國瑜個人的失敗，他很
成功的整合起傳統藍營的支持者，但是
蔡英文更成功的用 「顧主權」 喚起過去
廿多年來受台獨教育影響 下的，已經沒
有中國情結的年青一代踴躍投票，而這
就是造成蔡英文能夠超高票連任的最大
原因。 

2018年韓國瑜成功的激起島內民眾，
特別是南部庶民階級對於蔡英文和民進

黨施政的不滿，導致台灣九合一大選國
民黨的大勝。 一年多以來，蔡英文的
施政沒有任何顯著的改進，而且各種負
面新聞不斷，但是在 「顧主權」 的號
召下取得選戰的主導權，導致藍營人士
也急於批判 「一國兩制」， 並贏得了
勝利，這代表了台灣許多人，特別是年
青人否定 「一國」 的心態!

隨著時間的過去，島內有中華情結的
人將越來越少，大陸希望透過民族感情
和讓利的方式，來促進和平統一的進程
將是一個不能完成的任務！ 因此大陸
當局必須重新檢討過去，計畫將來!

兩岸統一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須
完成的任務，否則中國如何能夠得到世
界的尊重，又如何能夠應對一帶一路宏
偉計畫實行過程中所將面臨的各種挑戰? 
過去的政策在制定時有它合理的時空背
景，也带來具體的成果：除了促進兩岸
的和平交流和相互理解外，它給了中國
和平發展的時間，使得中國迅速的，全
方位的，成為了世界第二的強國能夠有
足夠的力量保護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中
國的發展模式也成為一個獨立於西方的
成功模式，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肯定和
借鑒。 當然，這也引起美國反華力量
的擔心，他們絕不願意和中國進行一個
大規模的戰爭，但是也必定會用任何其
他手段，諸如貿易，金融，科技，價值
觀等等領域的隱形的戰爭，stealth  war, 
而香港和台灣就是實施隱形戰爭的戰場
。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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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China decided to embrace the West, accepting capitalism and trading her 
market for industrialization. She was cautious and industrious with rigor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nning. In four decades, China had transformed herself 
and succeeded in her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yet maintaining a governance 
model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er own. Now China i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the world economy with the ability to assist other developing nations.
Barring the evolvement of the anti-China sentiment in Taiwan through textbook 
revis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the reunification would be peaceful and smooth 
since the PRC constitution provides a liberal multiple governance system to 
coexist in China. (Hong Kong is an example even with her own currency) 
Clearly, it is the current DPP Administration that has created an urgency 
('window for action') for Mainland China to set a timetable to reunite with 
Taiwan. The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reunification perceived by Dries and 
Wang was attributed it to the fact that Trump Administration might have given 
China the impression that his Administration will sit out if China would use 
force to unite Taiwan. Hence, they imply that window is open before the US 
2020 election. I disagree with this assessment; rather I believe that the 'window' 
is really mandated by the behavior of the DPP Administration. Since the 
majority population in Taiwan has spoken through their 2018 election, accepting 
the One China Doctrine and willing to increase interac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it would be logical for the U.S. to sit out the Cross Strait Reunification 
Process unless the U.S. deliberately wanted  to initiate a war.

The "Status Quo" Strategy does not make sense anymore. There is 
indication that Japan has revised her China policy realizing her interests is really 
in Mainland China not a wishful thinking of reoccupying Taiwan. Japan is 
embracing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OBOR OR BRI) initiative for mutual 
benefits. Japan must have realized that muddling with the minority pro-
independence group in Taiwan does not help he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The 
same logic applies to the U.S. China policy. Targeting China as an enemy has 
little justification, whereas collaborating with China brings mutual benefits to 
both nations. Especially, when the majority of people in Taiwan has spoken, any 
interference from the U.S is meddling and cannot be twisted as Human Rights 
action. 

So while we should warn the three sides of the danger of war in the Taiwan 
Strait like Gries and Wang did, more importantly, we should make a deeper 
analysi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to advise the parties to revise their 
policies to support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of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which not only fulfills the Chinese mandate for reunification but also insures a 
peaceful Asia and a prosperous world.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 )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www.us-chinaforum.org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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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选举终于落幕了，对于藍營来
说，固然是很失落，但对绿营来说，真
的有那么值得高兴吗？

台灣的选举過程熱鬧非凡，但是如果
外在力量才是决定台湾的命运和台湾的
未来的因素，誰當選真的有那么大差别
嗎？

83岁的范光棣先生，一生见过各种大
风大浪，他对一些问题的领悟也许可以
供给我们做参考。

他的这篇文章對於台灣選後失落或興
奮的心情之外，提供一個真正需要大家
思考的问题。

也许有不少人已经看到过这篇文章
了，但本刊例外转载了这篇文章，希望
大家能認真思考什麼才是真正影響台灣
前途的问题。一编者

我是一位83歲的老哲學家.我正忙著寫
一本重要的有關老子的書.但看到在台灣
親戚朋友及大家,都捲入在茶壺裏的總統
選舉風暴.忍不住還是說一些我該說的
話。其實台灣選誰對台灣的將來影響不
大.因為台灣的將來不決定在台灣手中.而
在中國及美國手中。

韓國瑜.郭台銘.柯P,任何一位都可以保
證4年台海和平.蔡英文再當選,天也不會
掉下來,也不敢宣布獨立.連獨立公投都不
敢.就像現在一樣。四位候選人都在談拼
經濟.但拼經濟是騙人的了,兩岸關系沒搞
好怎麼拼經濟？對兩岸關係.各位候選人
好像已經有了一個共識.都承認一個中
國.而那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都不接受一國兩制。但你不接受一國
兩制你接受什麼呢？表示他們都沒有辦
法解決兩岸問題。首先談談綠的立場.其
實我很懂台獨的立場.我還可能是最早提
倡台獨的人之一。

60多年前,我就在我的日記裏寫著,假
如外省人平等對待台灣人,我就 主張統
一。假如外省人不平等對待台灣人,就主
張獨立。我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朋友,一位
最老最好的朋友叫劉福增,他不但主張台
灣要獨立,他還希望台灣變成美國的一
州。

最近還交了一位更奇怪的朋友叫蔡炳
堂,他一直拿資料給我看,想證明台灣國際
法上是屬於日本的。

其實我家裏也有一大半是主張台獨
的。我們不要談一大堆理論,我們已經選
上三位主張台獨的總統,假如台獨是可能
的話他們早已經做了。

 ◎張文基

台灣選舉大體已揭曉，民進黨與國
民黨的票差超過250萬，蔡英文的得票
數遠高於2008年的馬英九，可以說是獲
得大勝。

台灣所謂外省人的人口比例相當本
省人的11%，而國民黨這次的得票率相
當民進黨的70%。這點說明國民黨的表
現，並不是那麼的差。

根據社會學調查，一般社會的潛在
排外人口的比例大約是15%。處於安定
情況下，其比例可降低到5%以下。但
遇到經濟不景氣或受到外來刺激情況
下，這15%的排外人口便可能急劇增
加。嚴重時，不只是會受散佈排外情緒
的民粹主義政客誘導，甚至可能演變為
法西斯恐怖政治。就此意義，國民黨儘
管承受民粹主義的強大壓力，依舊能夠
取得超過550萬的選票，誠屬不易。

但是，國民黨難道就沒有其他的敗
選原因了嗎？這也未必見得。首先，選
戰剛開始，韓、郭之間的內鬥，以及隨
後郭、宋的攪局，就至少讓韓國瑜少得
了100萬票（宋楚瑜分掉他60萬票）。

其次，香港的冗長亂局，似有意為
台灣選舉做"反中"議題的鋪墊。這使得
相當多的台灣年輕人與香港反中的年輕

幾十年來，台獨的夢想就是建立一個
類似星加坡的國家，蔡英文知道兩岸發
生戰爭就是台灣的災難，所以她的勝利
演講花了不少時間談兩岸問題，並提出 
「和平，對等，民主，對話」 的八字方
針，她的目標是和平的走向最終的獨立
，而非和平的走向統一！ 

最終台灣問題的解決模式可能就是
1949年的和平解放北平模式，也就是必
須讓台灣發現除了和平談判走向統一別
無他路，這包括軍事和經濟兩方面的雙
重壓力和思想價值觀上的理解甚至認同
。 今天的現實是過去這些年來，台灣當
局和台灣兩黨的精英普遍的迷信美式價
值觀的普世價值，以此做為拒絕一國兩
制的理論根據，今天臺灣許多名嘴在網
路上散佈 「全球反中」 的謠言，而事
實上是由於過去29年美國路線的失敗，
造成世界正逐漸形成 「西方反中」 與 
「 其他國家反美」 的陣營。 大陸的對
台宣傳卻基本上沒有對此做出有理有力
的駁斥。 此外，蔡英文上任以來不斷的
實施切香腸式的漸進性的台獨行為，如
切斷歷史和文化紐帶，卻沒有受到任何
嚴厲的處分，這個情況必須改變！ 爲了
生存，台灣必定會拼死拉住美國，特別
是在軍事領域。 在中美全面博弈的今天
如何讓美國人體認到促進兩岸和談是最
符合美國長遠利益的選擇不僅靠外交上
的折衝，更是必須建立切實可行的底線
，而且要言必行，行必果，有隨時準備
保護底線不惜抗爭的勇氣。 

台灣大多數人的問題是，和他們所認
同的美國反華人士一樣，錯誤的把中國
共產黨的思想和制度看成是一個不變的
邪惡物件，卻不知中共是一直在摸索改
正中前進，習近平上任後強調不忘初衷
，執政為民，強力反貪，更在強調自由
貿易的國策下快速的讓中國更自由，更
開放，更融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 這難
道不是台灣大多數人民的追求嗎？ 

張文基畢業于臺灣大學，美國加州理
工學院博士，南加大退休教授。現任中
美論壇社社长，電視臺及媒体特約時事
評論員。

◎俞力工

人認同起來。另外還值得提出討論的
議題是，究竟北京一方對台灣打出的
"貿易制裁牌"（尤指削減旅台遊客人
數），能夠起到什麼作用？如考慮到
美國對大陸進行的商貿制裁攻勢，竟
凝聚了國內的愛國心與反美情緒，得
出 "制 裁 措 施 在 台 灣 起 反 作 用 "的 結
論，應該是相當符合實際情況。

其實，從國際大棋盤角度審視，台
灣、香港的命運從來就不會掌握在自
己手中。有朝一日，中美之間取得諒
解或達成協議，台灣必然會像香港一
樣和平回歸。所謂台獨運動實際是個
自欺欺人的假議題。虛假之處在於既
不可能公然宣佈獨立，也不可能膽大
到在統一前迫使對岸使用武力。同
理，大陸一方不論朝野，也不該讓此
假議題亂了陣腳，或喪失理性判斷。
台灣問題就是中美問題，大可不必避
重就輕地揮舞大棒，誤把港台這"反中
"的道具，看成是幕後指揮的總司令。

作者：俞力工，旅居奧地利的老保
釣，國際政治學教授，時事評論專欄
作家。

台獨大佬包括我的初中同班同學李
遠哲,本來不是想勸退蔡英文而推出台
獨工作者嗎？

連台獨工作者都說.假如他當選他不
會宣布獨立.他說：台灣本來就是一個
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怎
麼,中華民國不是外來權嗎？

應該趕快推翻建立台灣共和國呀？
所以台獨工作者也在玩文字遊戲了,我
們選上了台獨總統.(任期) 還有個個月
呀！怎麼還不宣布獨立呀！不敢嘛！表
示台獨從來是騙人的。現在連主張台獨
的也在抱著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這個爛攤
子,真是笑話！

這爛攤子是70年前被中國人民唾棄
的流亡政府,勉強稱得上主權獨立的國
家,因為還有17個鼻屎小國承認你。也
因此你有得選中華民國的總統。現在看
起來這四位總統候選人真的沒有什麼差
別。他們都解決不了兩岸關系,他們都
反對一國兩制。一國兩制你不要,那還
有別的方案嗎？

沒有的話,只剩下一國一制了。我告
訴你,一國兩制其實是騙大陸人的,我看
這次香港反送中以後,大陸人民會開始
反對在台灣實施一國兩制了。結果是大
家都在拖,藍的不想統一想辦法拖,綠的
知道不能獨立,想辦法盡量拖。

拖是沒用的,拖不垮中國,只有拖垮台
灣。我說台灣的人是茶壺裏的風暴,這
個茶壺正飄在大海中。

而在大海中正有一個真的大風暴,就
是中美爭霸戰。這大風暴會決定台灣的
命 運 也 會 決 定 世 界 的 命 運 。
簡單地總結一下,中國在30年內趕上西
方三百年的現代化。這30年來該學的
學,該偷的偷,結果是,不但趕上,而且在很
多重要的科技項目已經開始超過西方。
我可以斷定的說,綜合國力中國已經超
過美國。所謂綜合國力要看三方面,第
一經濟第二軍力第三科技。經濟最重要
的 不 是 GDP 而 是 工 業 總 產 值 。
中 國 的 工 業 總 產 值 已 經 超 過 美 國 .日
本.德國加一起。

軍事上看起來是較弱的,因為武器數
量上遠遠少於美國。但軍力強可以嚇嚇
小國！但是嚇不了同樣擁有核武器的大

國。其實小國也嚇不了了,你看北韓一
有 核 武 器 就 把 美 國 擺 平 了 。
像委內瑞拉及伊朗這麼反美的國家,以
前 美 國 早 就 打 進 去 了 ,到 現 在 還 不 敢
動,表示美國已經今非昔比,比大家想像
的弱得多了。所以軍事強不敢打是沒有
用的。科技方面值得驚訝的是,在重大
影響人類將來的科技項目上,中國遙遙
領先。諸如量子通訊.核聚變研究,微中
子研究,石墨烯及可燃冰研究等等。

你們可能聽都沒聽過這些名稱,但 5 
到10 年之內我們的生活肯定會被他們改
變。其中最重要的是量子衛星,他的重
要 性 ,跟 上 世 紀 的 原 子 彈 的 重 要 性 一
樣。誰成功發射量子衛星,誰就掌控這
個世紀通訊業的命脈。

中國在二零一六年六月十八日成功發
射世界第一顆量子衛星,現在已經三年
了,我還等著美國趕上呢。

記得這一天以後歷史會記載,這一天
是 中 國 正 式 超 過 美 國 的 一 天 。
讓我說明一下 ,中國以前發明了製造瓷
器的技術,這個技術中國保持秘密上千
年 ,一 直 賺 全 世 界 的 錢 。
西方工業革命有多少秘密呀？中國再一
千年也偷不到,幸虧西方科技的最偉大
發明電腦及互聯網有一個大漏洞,可以
駭進去.沒有秘密了。

所以中國30年來全偷了,該學的全學
了,而開始超越 (美國) 了。

這會兒好了,量子通訊的功能比現在
的數位通訊不但上千倍,最重要的是它
完全保密,中國的新發明沒人偷得了。

軍事上中國已經可以保密,而美國沒
辦法,軍法有言：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美
國還用打嗎？總而言之：中國實質上已
經超過美國,美國近30年來一直忙著打
仗,突然醒來發現已經被中國超過了,所
以川普會說：他要美國重新偉大,正是
因為他知道美國已經不是最偉大的了。
美國以為現在是他最後機會把中國壓下
去,所以發動了貿易戰,又企圖阻止華為
手 機 在 美 國 上 市 。 大 家 做 夢 都 想 不
到,中國的手機超過美國，而且遠遠的
超 過 .你 能 阻 止 優 秀 的 商 品 進 入 市 場
嗎？還要用國家安全緊急令去阻止,這
不是笑話嗎？這真的是狗急跳牆的動
作。但是都太晚了,太晚了。中國說不
想打,不怕打.要打奉陪到底。這是很有
底氣的話.也是很真實的話.不但中國已
經贏了.美國只是加速衰退。

我預言：美國的衰退會來得比任何
人想像的快及慘。你不相信.你就等著
吧。假如我上面說的是對的話.我們就
要好好考慮台灣的將來了。我覺得統
一是唯一的道路.而且越快越好.真的有
一點急。

因為現在中國忙著跟美國爭霸.習近
平天天忙著在全世界布局.不但有一帶
一路,還在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台灣
對他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問題.把美
國壓下去以後.收回台灣是輕而易舉
的。他對台灣算是最溫和最柔軟的領
導人.他不但說會尊重台灣人的生活方
式及現有社會制度.還說：一國兩制的
內容可以跟台灣各界商討,他已經對台
灣釋放了最大的善意。因為這次香港
的反送中事件,大陸有很多反彈,開始懷
疑一國兩制。我覺得我們在大陸改變
他們的主意之前,要趕快跟他們談好。
沒有解決兩岸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台
灣的經濟困境。台灣的政治家一直都
在談西向或南向現在又在談北向。其
實,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中向。全世界
都在向中,因為中國是現在全世界經濟
的火車頭。台灣越快搭上一帶一路這
個 重 大 改 變 世 界 的 經 濟 列 車 越 好 。
有些台灣的特別問題,像我們大學太
多,學生不夠,很多大學都面臨關門,我們
應該打開大學門,大陸有的是想上大學
的學生，我們可以把台灣變成全中國
的高等教育中心。另一方面：大陸正
在推行復興中華文化大業,台灣因為歷
史 原 因 把 中 華 文 化 保 存 得 相 當 好 。
這方面我們可以提供大陸不少幫忙。
還有一點台灣在地理跟文化上,處於東
西文化之間,我們西化的時間比較長,強
度比較深,這其中的利弊都可以供大陸
的參考。我覺得,統一是對台灣人民最
好的。我們這一代有榮幸看到中國的
復興,中國的崛起,我們應該興高釆烈,參
加投入及分享這個中國盛世的開始。
兩岸關係是人民之間的感情問題,要解
決這個歷史留下來的問題。台灣不能
敵視對方,更不應該認賊作父。現在是
我們主動對大陸釋放善意的時候。自
動釋出善意,自動談和平統一,非常重
要,這樣才能爭取對台灣最好的條件,等
到兵臨城下,就沒什麼好談的了。你看
白人在非洲有那麼多殖民地,黑人武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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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台灣選舉

給台灣鄉親的一封公開信，尤其是深綠的
◎范光棣

革命,勝利以後,白人通通被趕回歐洲,唯
有南非白人,在還沒有被黑人推翻之
前,自動跟黑人談和平轉移統治權,結果
唯有在南非白人留下來,還活得好好
的。所以：我建議台灣主動跟北京談和
平 統 一 ,我 主 張 漸 進 式 統 一 最 好 。
首先盡量保持現狀.在中華民國及中華
人民共和國之上,設立一個 "大中國" 機
搆.由兩岸領導人做召集人.商討統一事
宜。

所達成共識每實行五年後.由台灣人
民公投接受否。還有一個機會,我覺得
是台灣可以爭取的。不是有很多人想要
台灣入聯合國嗎？這是不可能的,但有
可能的是請聯合國進駐台灣。

最近,美國退出各種聯合國組織,很多
國家覺得聯合國總部設在紐約是不太好
的,開始有很強大的聲音,要把聯合國總
部移出紐約,最常被提到的地方是瑞士
跟中國。我覺得這是大好機會爭取把聯
合國總部移到台灣,你當然這要經過大
陸的同意。

我想這個大陸可能同意,因為中國在
聯合國的地位越來越有影響力,總部的
一個很好的方法。

對台灣來說,這是再好不過的了,台灣
可以永遠成為和平島,把現在的國軍轉
變成為聯合國維和的軍隊,把省下來的
錢完全花在人民身上,建立一個大同社
會,成為世界的模範。

念完這封信的人,大部分會說我在放
屁,沒關係,就算我在放屁好了,請你留下
來或者分享出去,五年或10年以後你回
來 再 看 我 講 的 是 不 是 真 的 在 放 屁 。
有人會罵我老不死或滾回中國去,我在
這裏先回答你。人都會老也都會死,你
要能活得像我這麼老，還要有一點運氣
及一點口德。至於滾回中國去,我已經
在中國台灣，而且我的祖宗八代都住在
台灣,我生在台灣也準備死在台灣。沒
有人有資格叫我滾到哪裏去,我還可能
有一點資格叫一些人,滾到美國或者日
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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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哲學博士，加拿大约克大學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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