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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是一個天災人禍動蕩不安的
一年，由於新冠疫情在美國和西歐
的迅速惡化，今年的耶誕，明年的
元旦將是二戰後從未有的低沉和暗
淡。 然而，隨著全球多種疫苗的研
發成功和即將大規模的使用，以及
"無所不能"的川普即將下臺，也許
在明年，辛丑年，可以是一個撥亂
反正，全球互助的新開端。 

多年後人們回顧歴史，將發現
2020是人類歴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
年，是自從17世紀以來西方主導世
界秩序的時代轉移到更平等和多元
的時代，而亞洲，特別是中國所代
表的東亞文明重新發揮光芒的時
代。 

庚子和辛丑對於近代的華人更有
特別的意義，120年前的庚子八國
聯軍打入北京城，徹底的打破了華
人對傳統中華文明和價值的信心，
辛丑開始新政的步伐，中國走向全
盤西化的道路，痛苦摸索120年，
企圖尋找一條適合中國的發展道
路，新冠病毒的檢驗帶給華人對這
種摸索一個前所未有的自信!

回想庚子年開始時正是新冠瘟疫
在武漢大規模爆發的日子，由於開
始時地方主政官員們的失責造成中
外許多人的合理指責，但是有些
人，特別是海內外的公知們却是藉
機無限上綱的把這些錯誤說成是中
國大陸制度的必然結果，是沒有採
用西方民主自由法治的後果。

然而，病毒是無情的、也是客觀
的檢驗，這個無硝煙的戰爭，迅速
擴散到全世界，而發達的西方國家
整體的表現是如此的無能，到如今
仍然陷入疫情的深淵，而東亞國
家，不論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卻
都基本上控制住了疫情的傳播，而

中國經濟更是迅速反彈，今年11月
中國貿易順差754億美元，創歷史
最高水準，頭11個月的貿易順差達
4599.2億 美 元 ， 超 過 去 年 全 年
4215億美元的總值。

新冠瘟疫對世界經濟的傷害和造
成的生命損失都是二戰結束以後最
大的。 以美國為例，估計在1月
20日拜登就職時將超過40萬人，逹
到二戰期間美軍的死亡人數，40萬
7千 人 ， 如 果 疫 情 不 能 被 迅 速 控
制，最終的死亡人數有可能會超過
南北戰爭的62萬。 爲了控制疫情的
傳播速率而實行的人員流動限制，
造成了GDP的下降，美國爲了維護
社會穩定採取了一系列的紓困財政
政策，造成赤字和公債的飄升，整
個經濟損失將超過10萬億美元，也
是二戰後單一事件最大的。 

美國的人均醫療費用，在2017年
是 10224 美 元 ， 遠 超 過 於 其 他 國
家，美國的醫療設施、人才、和國
力都是世界第一，爲什麼在與病毒
的戰爭中是如此的失敗？ 難道不是
觀念、行爲、和制度上有值得反省
的地方？ 

抗擊新冠不力促成川普的失敗，
但川普現象依然存在，拜登上台的
最大挑戰是必須在上任六個月之內
在抗疫和經濟復甦給全國人民帶來
希望。 這須要一個穩定的世界環
境，先決條件就是要撥亂反正，改
變川普所打破的，二戰後美國所主
導建立的國際分工和貿易秩序！ 世
界急需建立新的貿易、投資、科
技、環保和大數據各領域的規則！ 
這必須得到中國的參與和支持！ 川
普的對華貿易戰是損人更不利己的

完全失敗，必須改正！ 
美國要中興最重要的是觀念上必

須改變：美國深層的問題是幾十年
錯誤的金融政策和利益分配所造成
的，歸罪中國，如川普所做，不能
解決美國的問題，必須反求諸己。 
在政治上須要用客觀、理性和科學
的態度看待不同的文明、不同民族
所採取的不同政治制度。 近年來美
國政治人物一昧的用宗教性的、排
他性的觀點將不同的文明和制度看
成威脅和敵人，是違背了美國深受
歐洲啟蒙運動影響的、理性的憲法
精神！ 

美中兩國有各種不同，但是更多
的是面臨共同的挑戰。 首先人類的
前途之一就是太空探索，在這個廣
闊的、無限的宇宙里，沒有任何單
一的國家有足夠的資源開發這個領
域，更何況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
在未知世界裡有遠超過我們文明的
"人類"存在，如何與他們接觸、應
對、是各國都將面臨的可能威脅。 

最近一個抖音視頻顯示川普和龐
培奧用國語唱"我愛你中國"，這顯
然是一個高科技合成的產物，但是
製作的是如此之好，也帶來一個立
即的威脅，那就是將來如何確定什
麼是真？ 什麽是幻？ 隨著人工智
慧的高速發展，一個迫切的問題是
如何保護個人隱私？ 如何限制高科
技公司透過大數據的收集，滲透到
各個層面，變成了一個無人能控制
的壟斷性怪獸？ 最近中國叫停螞蟻
金融的上市，也反應出中國在多年
來對"高科技"商業的放任後開始嚴
肅的考慮這些問題。

美中兩國應該拋棄狹義的國家界
限，共同探討人類面臨的重大挑
戰！

The US-China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since it affects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ld prosperity and peace. The US-China 
bilateral relationship has taken a path of accelerated deterioration since the 
arrival of the new century. Strangely, the recent global pandemic COVID-
19 attack, a common threat to mankind, should have coerced every country 
to work together to face the world's common enemy, yet we see rhetoric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clearly diverting their energy away from the 
pandemic and the troubled global economy caused by the virus.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GDP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some hawks as 'China 
Threat' (to the U.S. and projected to the world) based on mostly 
ideologically biased assessment with little rational analysis.

The political anti-communism policy has a deep root in the U.S. foreign 
policies which have become a legacy driving the U.S. 'China policy' 
despite of China's departure from the Lenin-Stalin style of communism 
long since the 1960's and her persistent searching for a socialistic system 
suitable for China over the past seven decades. In a fair analysis, China's 
success in her economical development actually was owing more to her 
embracing of capitalism perhaps than to her failed experiments with 
grandiose socialism, which might have yielded some valuable lessons for 
her to attempt capitalism.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analyze 
the "competition issu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hich seems to be the 
basis for their 'Thucydides trap' (Graham Allison) and the root cause of 
their mistrust and rhetoric. Through a rational analysis free of legacy 
arguments, the author arrives a conclusion, as contained in the title of this 
article, engag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a beneficial China 
Policy.

We shall take a broad perspective of comparing the two great nation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ollowing five domains, which are fundamentally 
related to a great nation's ability to compete, to arrive at our conclusion:

I. Demographics
The U.S. and China have a total territory of 9,833,517 sq km (land 

9,147,589 sq km and water 685,924 sq km) and 9,596,960 sq km (land 
9,326,410 sq km and water 270,550 sq km) respectively, a coast line of 

19,924 km and 14,500 km each, farm land of 15,226.3 hectare (0.47 per 
capita) and 11890 hectare (0.09 per capita) with comparable 
temperature range. China has more mountains and deserts thus less 
agricultural land. The U.S. has two long coast lines in Pacific and 
Atlantic oceans whereas China has only one coastline in the Pacific. 
The U.S. has about 329 million people（median age 37.7, life 
expectancy 75.8, growth rate 0.37%, birth/death rate 12.4/8.2 per 1000) 
versus China 1400 million (corresponding figures 37.7, 80.1, 0.8%, 
12.1/8) yet the U.S. has 20% more cities than China. So in this 
comparison, the U.S. no doubt has been blessed far more than China 
with more resources (for example, oil reserve) and fertile agricultural 
land (food production). Other than the population difference which can 
be an asset or liability depending on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manage 
the Human Resources for productivity, the U.S. has a clear advantage 
to feel more competitive and secure.

II. Economy
The U.S. and China a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GDP $21.43T, GDP 

per capita $36K and rate of GDP increase 2.3-2.9%) and number two 
economy (correspondingly, $14.36T (67% of US), $4266 (12% of US), 
6.1-6.9% (2.6X of US)). Their trade amounts to $559B with U.S. 
exports $106.6B (aerospace, food, engines, vehicles, IC, energy and 
copper) and imports $452.2B (phones, PC, toys, games, sports, 
monitors, seats and electrical) with an imbalance of $345B which 
should be offset by about $40B net service gain by the U.S. The U.S. 
services export to China has grown steadily over a decade from $13B 
in 2007 to to $56B in 2017 obviously with growth potential in the long 
run.

Looking into the trade patter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t was 
clear that China's export advantage is in the so-called first categ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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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products, namely products derived from agriculture, 
forestry, animal husbandry, fishing, etc. which contains food and 
household necessities. China's total output is about $1021B versus U.S. 
$169B, a ratio of six to one. In the second category of manufacturing 
goods, namely, mineral, electricity, gas, construction material and 
appliances of mechanics and electronics, etc., China's net output is 
$5597.8B versus the U.S. $3901.4B, a ratio of 1.4 to 1. In the third 
category of products , namely high technology and items not included in 
the first two categories, China's net output is $7744.2B vs the U.S. 
$17,357.1B, a 45% ratio. The above analysis plus the labor productivity 
data (China $8253/person vs the U.S. $10,110) clearly show that the 
U.S. indeed depends on China for low end consumer products but 
definitely holds an upper hand on more advanced products with 12X 
labor productivity. The U.S. sets a self-constraint limiting sales of high 
technology products to China out of national security argument, which is 
hard to justify other than labeling it as a sense of insecurity - an 
undesirable trait in any competitive situation.

II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Military
The U.S. has ten more foreign diplomatic relations than China has, 

namely 190+/-10. I cannot put down a definitive number since search 
engines do not return a definitive number even from the website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One website reported that the U.S. has ten more 
foreign relations than China but the U.S. has 273 foreign offices which 
is 3 less than China has. The above numbers were cited elsewhere as 
well. The U. S. spends $643B (2018) on military/defense budget (36% 
of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1.785T) vs China spending $71.58B ( a 
ratio of 9 fold). The U.S. maintains about 800 military bases (after a 
recent reduction of 100) in seventy foreign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whereas China is known for sure to have one in Djibouti where a U.S. 
large military base also exists. Afghanistan, Cambodia, Myanmar and 
Tajikistan were also reported having presence of Chinese military bases 
but Cambodia openly denied it.

(to be continued)

現任行政院長，連買給孫女三千
元漫畫書，也打發票號碼，準備報
公帳。故孫院長的高風亮節，亷能
自守 ，怎能不讓人懷念？

前一陣子看到整修行政院長官邸
的新聞, 想跟各位分享這篇～

【旅行㈳經理生命感悟】

有幸能為孫院長安排他一生唯一
一次陪伴孫夫人到歐洲的純旅行， 
當 時 個 人 在 旅 行 社 擔 任 業 務 經
理…………受天下雜誌殷允芃小姐
委託………安排院長到奧地利與法
國18天.. 辦理簽證需要存款證明...

從他家回到辦公室接到孫夫人電
話告知，提出存款證明有困難，若
因此無法取得簽證便考慮不出行.. 
讓人感動！

行政院長職位 ，等於古時候的宰
相，幹了六年竟然連存款證明都提
不出來，讓我不敢置信，又倘若連
10萬存款證明都沒有， 此行費用又
怎能支付? 

將 此 事 回 報 後 方 知 此 行 肇
因……讓人感動鼻酸～當年他從奈
及利亞聯合國建電廠工作結束 ，聯
合國挽留續聘，但當時國內某位院
長尊敬的長輩一通電話……因為國
家的需要 ～便在奈國工作結束後，

婉拒聘約返台，當時自西非返台須
經法國轉機，第一站是蔚藍海岸的
尼斯.. 過境時 ，孫夫人從過境室看
到 外 面 風 光 明 媚 ， 說 好 想 去 一
趟……孫院長當時承諾"一生一定
要帶她遊尼斯一次"！

沒想到返台後，一路公職不曾間
斷，承諾之事只得放在一邊.. 直到
二度中風..… 終於退下公職，但行
動已不便.. 加上積蓄有限 ，便不了
了之... 

此事被天下殷允芃得知，甚是感
動！因為當時天下出了全台灣第一
本 "人尚在世" 的傳記「孫運璿傳 
」一賣就賣了100版。

原本應由孫院長提取的版稅 ，因
為簽約時，孫院長要求將他所有版
稅全部捐出公益.. 而傳記雖賣的
多，但孫院長卻無分毫進入私人囊
袋... 

因此，當得知孫院長有此心願未
了；天下便提出由天下負擔支出，
安排他夫妻前往歐洲圓夢.. 因緣際
會 我就是承辦人.. 

多次因此進入當時位在重慶南路

A Rational Analysis on US-China Competitiveness Supports An Engagement China Policy (I)

2005年蔣介石日記開放至今已有
14年之久，大陸的學者去閱讀過的
人根據登記記録上，已超過900餘
人 ，而 臺 灣 去 的 學 者 卻 至 今 才
100人左右，可能是臺灣的學者認
為，蔣介石資料我們那有不知道
的？ 

蔣介石日記自1915年寫到1972年
為止，（因陽明山一場車禍而停止
再寫）總共長達57年之久，世界上
的國家領導人，有此恆心一天都不
間段去記載每天的事務，不易找到
第二人！ 蔣介石日記幾乎全用毛筆
書寫每天一頁或兩頁每天共一百字
到兩三百字而己，從未間斷過。 日
記儲存多年，由蔣家人第三代捐
出，由宋家媳婦安排運到舊金山史
坦 福 大 學 ， 胡 佛 學 院 ，  Hoover 
institution 儲存。    紙張達1000多頁. 
並且己成紙磚塊. 史坦福大學校方
化了近百萬美元，用高科技方法一
頁 一 頁 分 開 來 ， 再 複 製 成
8.5"x11"紙張，每月一小檔案，每
年一大檔案，供人去閲讀。 進入圖
書館，不准帶手機不凖帶帽子或皮
包不可複印或照相，完全由舘內提
供的紙及鉛筆，一邊看一點點抄。

蔣日記是當今參考抗戰及國共內
戰唯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至於有
人質問這些日記之可考性？ 大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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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著名學者如北科院揚天石教授
等，在最初開放時由大陸政府出
了經費住在史坦福大學附近店，
花了兩三年抄寫，原先目的在於
希望找出一點蔣介石的問題，以
便作負面宣傳，結果這幾位學者
看了被感動，發現蔣介石日記的
歴史真實性，並是對國家民族，
既有功勞且愛國的情操。 最後寫
了幾本書不敢在中國大陸發行而
去了香港發行，而幾乎觸怒了官
方，此消息被傳開大陸一般人及
學者及各研究機構去香港看了這
些書，也紛紛自費或公費到舊金
山史坦弗大學去閲讀，讀後也無
法去歪曲蔣介石其人及抗戰歷史. 
否則會被那前面那幾位名學者笑
話。 

 
10年下來，這900人的著作和資料
散佈至大陸，幾乎已無法讓大陸
學人，去否認蔣介石的為人及主
導14 年的抗戰之歴史，否則會被
人 認 為 程 度 不 夠 及 對 歴 史 的 無
知！ 

所以最近㡬年在大陸己沒有人
再稱，"蔣介石與國軍不抗日的說
法！"。

的家， 與院長夫妻洽談.. 家裡陳設
與我家差不多... 

每次去，院長一定西裝筆挺地坐
在輪椅上表達感謝之意，縱使剛做
完辛苦復健後， 也堅持一定要出面
致謝.. 而我才只是全台灣2000家旅
行社裏一個經理.. 

為了不讓簽證取得成為孫家夫婦
不能成行的原因 ，我馬上寫了兩封
英文信分別給奧地利與法國駐台簽
證官...

內容為 "孫先生是前任行政院長 
為全國人民所尊敬者 ，此次欲往貴
國私人旅行 ，至盼惠予禮遇簽證是
祈".. 信送入兩國簽證處.. 

奧地利簽證辦事處看過後當場要
我提示孫先生夫婦護照 20分鐘內核
發簽證...

法國簽證處一向給人難搞的印象.. 
信在上午送進簽證處 當天下午3時
許 ，接到簽證官用很濃的法國口音
英文詢問 ，通知在4點前將護照送
進簽證處 ，次日早上領件... 速度超
快 完全免費... 後安排前往維也納和
Salzkammergut湖區 (真善美電影拍攝
區) 並在歐洲之星旅行社老闆 Jenny 
Wu 張春娟和導遊 文以莊小姐 (現為 
德國漢堡歌劇院聲樂家) 以及 法國

旅行社UTA的協力下 18天遊玩了維
也納 Salzkammergut湖區 ，法國蔚藍
海岸的尼斯以及巴黎... 完成了孫院
長夫婦的心願...

當年院長壽80時，其子 孫一鶴為
了慶祝其父生日 特請了80位長輩 ，
各寫一篇文章記下他們眼中的孫運
璿.. 集結成冊， 出版了 孫運璿80生
日 書 (正 確 書 名 已 忘 )... 總 共 印 製  
100本...

為了表示謝意 ，送了我一本.. 拿
回公司報告總經理 許文馨.. 總經理
便拿去看看 ，沒想到一借去看就借
了20年沒還.. 到現在我都還沒看過
該書內容.. 20年已過 ，不知那本書
許總經理是否還能找得到....

期間也遇到其女孫璐西教授共同
參加行程討論，也多次和遠在倫敦
的另一位女公子通電話討論.. 此次
經驗 ，永生難忘..

偉㆟ ， 如此平凡...……

讓我也描述㆒㆘親身經歷。

約30年前，我在《龍潭小人國》
當業務主管。有一天，園內傳來騷
動，竟是已退休的孫院長在園區內
參觀，被民眾發現。

心想票口的同仁認識電影明星，
竟 不 認 識 孫 院 長 ？ ！ ……慚 愧 之
餘，拉著董事長，進園區迎向院
長。院長拗不過董事長盛情，進了
貴賓室，但說有自備簡餐，堅持不
接受午宴邀請。

……我靠到院長旁邊……院長，
我們沒發現您光臨，如您再推辭在
這裡用餐，我們所有員工，今天會
很難過……院長接受了，但要求隨

扈，把帶來的簡餐當午餐，不可浪
費（隨扈們其實都是高階警官，自
願追隨院長，也推辭我安排的桌
餐，僅接受熱湯，飲料）。

餐後，院長仍堅持付費，董事長
堅持不收，最後是把付的餐費，給
當天所有的服務人員當小費，圓滿
解決。……然而最感人的事在後
頭，《拍紀念照》！……

院長中風，當時坐著輪椅，照相
前說：大家都站著，我坐著不禮
貌，大家給我幾分鐘……就看院長
拄著拐杖，慢慢的，一點一點，奮
力從輪椅上站起來，而站在身旁的
我，看到院長汗水從鬢角一絲一絲
地冒出來，不由得讓我眼眶泛溼…

臨上車前，我問了問隨扈，各位
怎不事先跟龍潭分局打招呼說一
下？

隨扈回說，會挨院長罵，去任何
地方，每次都是院長讓他們先去買
好 票 ， 再 推 院 長 進 去 參
觀。…………《哲人已遠，典範長
存》。 

看到現在紛亂的政壇，那一個政
客不是億萬富翁，那一個政客參選
不是為了領每票30元的納稅錢，那
一個政客不是為選上而選，全都不
是為增進人民福祉，全都是為政黨
利益，為個人官位，甚至不惜操控
媒體造假，反正只要能當選一切都
可改變，改變的是人民跟著政客搞
詐騙，卻改變不了人民經濟困頓的
深淵。

小老百姓的我，只能這麼說：
《若您也認同，歡迎分享》此文

世風㈰㆘ 風骨難尋世風㈰㆘ 風骨難尋世風㈰㆘ 風骨難尋
懷念孫運璿院長

◎劉祥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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