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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f no procedural surprise, will be held on 
November 3rd with more or less mail-in ballots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agenda occupying voters mind can 
always be put in the two major categories of Foreign Policies and 
Domestic Issues since they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residency. 
However, each of the two categories contains many complex problems 
which challenge the President's ability and measure his or her 
performance. The voters' attention on these issues and their score cards 
generally get sharpened as the election campaign enters into the last ten 
weeks. This year is of no exception, the various foreign and domestic 
issues began to stack themselves with a few critical ones rising to the top 
of the voting population's mind.

At this point, what are the critical foreign policies and domestic issues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n? Among foreign affairs, of course 
war and casualty are the most critical issues, b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espite of his unorthodox practice, his foreign policies are generally 
scaling down military conflicts and commitments by either withdrawing 
US troops from foreign land and reducing commitment in world obligation 
or shifting so called 'security and defense' burden to allies or applying 
'negotiation and sanction' tactics against a few targets. These approaches 
were applied in the  Middle East ('ending the senseless wars' policy), 
Europe (NATO versus Russia) and Asia (Korea Peninsula, Japan and Iran) 
except the South China Sea (involving China, ASEAN, Australia and 
India).

Trump has deliberately linked the China Relation to US domestic issues 
by accusing China as the culprit for US economic downturn, large trade 
deficit, falling competitiveness in technologies and even the disastrous 
COVID19-19 pandemic disease (the U.S. has the highest death toll in the 
world). Therefore, China Relation has been pumped up as the most critical 
foreign affairs issue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rump 
Administration not only hired staff with 'McCarthyism' ideology but also 
allowed them to infest the White House with their anti-China one-track 
mind (with little first hand experience in dealing with and knowing China, 
unfortunately) . The current status of US-China relation can be 

characterized with I. "continuing trade war with no end in sight", II. 
"destroying successful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and deny them 
the U.S market", and III. "provoking China on her sovereignty issues 
(Hong Kong, Taiwan, Xinjiang, South China Sea, etc. dividing Chinese 
people against their government )".

Whether the above China issue overshadowing other foreign affairs 
will also overshadow all domestic issues or not is a billion dollar 
election question. Among domestic issues, economy (unemployment), 
pandemic, violent protests (racial discrimination, BLM, and gun 
violence) are intertwined as the most critical domestic issue. 
Infrastructure, border wall, immigration, gender equality etc. etc. are 
pushed below the critical level, because the top three domestic issues 
(economy-unemployment, pandemic and discrimination-violence-gun 
control) are all portrayed as one lumped issue. In this year, the above 
lumped issues are also artificially tied to the US-China relation as 
Trump Administration deliberately cast China as the single culprit or 
create the image that China is the single source for our problems: China 
stole our jobs by selling us cheap goods. China stole our technologies 
and became leader in technology such as 5G communication. China 
created the Corona virus and caused the U.S. pandemic with world 
highest death toll and huge economic set back.

Trump's election strategy seems to be betting on that the voters can 
be easily fooled by creating a monster image (China) to be responsible 
for all of our problems. I think the U.S. voters are not so dumb, 
especially they see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really have 
a working strategy to deal with the monster if it really exists as it is 
painted. In the trade war, China agreed to buy more goods from the 
U.S. yet the U.S. apply more sanctions to Chinese companies which do 
not solve the trade imbalance. Arbitrarily forbidding Chinese tech 
companies to do business in the U.S. or confiscate or close dow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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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may loot a one-time benefit but it forces the Chinese 
corporations to be more independent of the U.S. industries in the future. 
The antagonizing maneuver against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nly accelerates China's military defense. Can the U.S. risk a major 
war (likely nuclear war) with China? I think the American voters can see 
through the above scenarios and realize that the White House staff and 
Pompeo's 'China strategy" is a 'Mirage Solution' to the U.S. problems.

Floyd's death under police brutality created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It even propagated world wide even though domestically we 
always tried to deflect the (300 years)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sue into 
another tangential subject. BLM triggered violent protest. Police and 
protesters clash. Gun violence and gun control surface as a debate topic 
as they do every election-cycle. The National Riffle Association (NRA 
founded in 1871) has always been a big donor 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an avid lobbyist for gun ownership based on the 2nd Amendment. 
This year this issue probably will not become a serious debate subject 
since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is in limbo. However, a recent news that the 
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 Latetia James has filed a lawsuit on 8-6-
2020 to dissolve the NRA on the ground that its current and former 
officials have engaged in a massive fraud against donors. The lawsuit 
demands millions of dollars for restitution and penalties.

At the White House, Trump (whose charitable foundation paid $2m 
settlement last year in a lawsuit launched by James) commented lightly 
on the NRA lawsuit: "very terrible thing." He urged the group to move 
to Texas and said, "It would be a great place for the NRA". One can see 
that the gun issue pales in importance compared to another coming trade 
talk with China in a few days, sanctioning Hong Kong Executive Carrie 
Lam to travel to the U.S. and Trump's recent executive orders that would 
impose new limits on Chinese social-media apps TikTok and WeChat 
and set a 45-day deadline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to purchase 
TikTok's U.S. operations. All these anti-China activities seem to occupy 
Trump's attention and serve as ammunition to his re-election strategy 
creating a 'Mirage Monster' even though China has so far acted with 
calm and rational responses by standing firm on her principles and 
avoiding to get dragged into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lthough the Democrat Joe Biden does not spurt an exciting election 
campaign, but I am afraid that a 'Mirage Solution' will not secure a 
second term for Tr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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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選舉制度是要能夠選賢與
能，但是實際上美式選舉制度根本
達不到這樣的目的。

【賢能難以參選】
參選條件苛刻，且與賢能無關。
譬如在美國要獲得共和黨及民主

黨的提名，需要財力人脈，社會知
名，條件多多，但都與賢能無關。
結果，這次2020大選，共和黨提名
的 是 早 已 惡 名 昭 彰 的 現 任 總 統 川
普，民主黨出線的是平庸遲鈍的拜
登。兩人俱為七十已過的高齡者。

【允許選舉謊言】

在民主選舉進程中發展出所謂的
選舉語言，在這次競選過程中，已
進到無限上綱的地步，候選人藉著
選舉語言可以隨意攻擊抹黑對手，
可以隨意開出空頭支票的政見，社
會 民 眾 不 以 為 意 ， 使 政 客 說 謊 無
忌，粗口無忌，恐嚇無忌，可以不
負責任，竟能騙得選票。

譬如川普總統的言論，包括政績
成就，政策承諾，數據資訊，防疫
知識，媒體統計80％都是謊言。無
論媒體如何揭發，死忠的川粉，視
若無睹，擁戴赤誠不減。

【戰爭破壞撕裂】

在位總統為了贏得連任，獲得勝
選。可以不惜發動對外戰爭，鞏固
民氣掙得選票。可以不惜破壞國家
安定，製造仇恨恐懼，團結選票。
可以不惜撕裂族群製造對立，鞏固
基本盤，掙得選票。也就是說，為
了勝選可以不惜損害國家，重創社
會。

譬如川普非但不譴責右翼民兵持
槍 殺 人 ， 反 而 要 求 他 們 穩 住 stand 

hold，備戰stand by。並且不斷在中
國 南 海 ， 台 海 試 圖 製 造 意 外 衝
突，希望有助於總統選情，使中
美兩國都付出沉重代價。

譬如蔡英文製造仇中反華，攪
亂兩岸動武，鞏固民氣，卻掙得
2020年總統選票。

【選前驚奇演出】

在臨投票日的前幾天突然發動
驚奇演出，影響民眾投票意願，
出奇致勝。

譬如川普最近忽然染上新冠病
毒，住入醫院三天，然後驚奇的
號稱痊癒，回白宮辦公，藉機製
造他也是新冠病毒受害者，甩鍋
中國，同時展現自己是強壯克服
病毒的勝利英雄，贏得選票，讓
群眾忘了他才是防疫無方的罪魁
禍首。50％的美國人根本懷疑川普
染病只是選前驚奇演出的假戲，
意圖反敗為勝。

譬如2004年陳水扁發動的驚奇
演出，319兩顆子彈槍擊事件，以
0.228%的些微差距，反敗為勝，贏
得台灣的總統選舉。

譬如2006年陳菊發動的驚奇演
出，走路工事件，以1114票的些微
差距，反敗為勝，贏得高雄市長
的選舉。

【選票計算困難】

對立愈嚴重，選戰愈激烈，選
票 審 查 愈 挑 剔 ， 使 得 計 票 愈 困
難。

譬如2000年布希和高爾的總統

選戰，退休老人聚集的佛羅里達
州，選票使用落後的人力打孔機，
由於老人手勁不夠，打出來的票有
許多齒孔脫落不徹底，雖然意圖明
確，仍然引起爭議列為廢票，創傷
高爾。

美國總統是間接選舉，最後由選
舉人的票決定勝負，目前美國共有
538名選舉人，結構為100位參議員
與435位眾議員，外加首都華盛頓特
區特有的3張選舉人票。除了緬因州
Maine及 尼 布 拉 斯 加 州 Nebraska之
外，各州的選舉人團只能有一個立
場，全數投给勝選人，結果候選人
忽略選情穩定的大州，爭奪幾個搖
擺小州的選票，造成全國得票較
多，深得民心的候選人敗選，善於
拉攏搖擺小州，奪取較多選舉人
票，即使全國得票較少，竟然勝
選。歷史上已經發生五次。

譬如2000年的總統選戰，高爾在
全國選票勝過布希543,895票，竟然
敗選。

譬如2016年的總統選戰，希拉蕊
在全國選票勝過川普2,868,686票，
竟然敗選。

2016年總統大選的郵遞投票約佔
25％，3300萬張，今年美國因為疫
情嚴重，2020年的郵遞投票估計約
佔70％，9000萬張，美國郵局顯然
難以負荷突增的大量選票，郵遞的
及時及安全無法保障，糾紛難免。

【選票政治操作】

美國現任總統川普邪惡詭詐，早
已開始佈置選票相關的政治操作。

川普今年五月任命他的大金主
DeJoy出任郵政總長，DeJoy上任後
號稱撙節開支，立即撤除全國大量
的郵筒，減少分揀郵件的自動分揀
機，滯緩了美國郵遞服務達50％，
使得以往三天可送到的郵件，如今

 ◎盛嘉麟

一般情況下，在一個主權國家內
部是不可能劃下疆域分界線的。大
陸與台灣既是同一個國家，自然不
會在內部設下分界線。不論是大陸
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或台
灣出版的中華民國地圖，都沒有把
大陸與台灣用分隔線隔開。但筆者
注意到，自從台獨政權上台後在公
共場地，及機關單位已很少看到中
華民國全圖了。其用心顯然是希
望，民眾能逐漸淡忘，兩岸是屬同
一個國家。台灣海峽的所謂中線，
據說是在美國督促下，於1951年劃
下的。當時大陸還沒有建立起真正
的空軍。因此制空與制海權都還掌
握在國民黨手裡。然則美國人要求
劃下中線，就不是為著防護台灣的
安全，反而是為著防止台灣海空軍
進攻大陸了。這看來確有些奇怪。

美式大選 ㈰薄西山美式大選 ㈰薄西山美式大選 ㈰薄西山

據新聞報道，近日基辛格在一個
研討會上表示，美國和中國兩國必
須為兩者的競爭設立一個規則，所
有的競爭都在這個規則內進行。如
果繼續當前這種無序的競爭狀態，
很可能重新演變成第一次世界大戰
之前，全球政治都處於不確定的混
亂中。

基辛格談話有下列幾個重點：第
一，兩國必須討論和確定一個兩國
都不能跨過的界限，並且在比較長
的時間里將這種政策和方法落實到
位。第二，美方也應該放棄全球霸
權的思想，必須更換一個角度看待
問題；白宮應該意識到，當今世界
（包括美方）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具
備在戰略和經濟上對他國擁有壓倒
性的優勢。第三，進入二〇二〇年
雙方的競爭明顯加劇，並且這種競
爭 已 經 不 限 於 經 濟 領 域 ， 包 括 科
技、軍事等很多方面雙方都存在摩
擦，這種競爭給全球都帶來了不穩
定，這種狀態必須要立即要得到改
善。

 基辛格這番話是在苦勸白宮重新
認識中國。今年兩國的摩擦加劇，
白宮還在想辦法遏制中國的發展。
美方將包括華為在內的多家科技公
司列為制裁對象。在經濟上想辦法
讓更多的外資從中國離開，並將製
造業重新全球分配。但是從諸多努
力結果來看，白宮並沒有達到預期
的目標。今年上半年，中國吸引外
資730億美元，依然是最受外資歡迎
的市場之一。同時中國已經與14個

國家達成了人民幣結算協議。基
辛格正是看到了這一點，認為單
純的採用遏制的辦法已經難以阻
擋中國的崛起，反而會加速美方
的衰落。他希望雙方能夠制定規
則，在規則內競爭，實際上是想
要保證美方的世界領導地位。

 基辛格是美著名的政治家，在
很長時間內，對美外交問題有很
深遠的影響。一九七一年基辛格
作為尼克松的特使訪華，並推動
了兩國建交，多年來為兩國關係
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當然基
辛格作為美國外交智多星，首先
要為美國利益服務。二〇一八年
基 辛 格 對 於 美 方 挑 起 的 貿 易 爭
端，就曾經袖手旁觀；他也曾經
暗示川普政府應該聯蘇抗中；近
期 美 方 受 到 新 冠 疫 情 的 影 響 嚴
重，美GDP下降了31%，並且情況
持續惡化中，基辛格就曾威脅，
如果美方不好過，中國也不會好
過 。 不 過 可 以 看 到 雖 然 基 辛 格
97歲 了 ， 但 是 他 的 觀 點 依 然 犀
利，他已經看到美方在與中國的
競爭中不佔據優勢。

基辛格以上談話,其實與二〇一
五 年 ， 哈 佛 大 學 艾 利 森 教 授
（Graham Alison) 所寫的

 一本書，《注定一戰：中美能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有點異曲同
工；該書引述古希臘 歴史學家修
昔底德（Thucydides)描述伯羅奔尼
戰爭（Peloponnesian War ） 斯巴達
和雅典之間四十年戰爭的慘景，

暮鼓晨鐘   振聾發嘳暮鼓晨鐘   振聾發嘳暮鼓晨鐘   振聾發嘳
莫掉進"修昔底德"陷阱 ◎范湘濤

當時美國人到底是怎麼想的呢？
筆 者 認 為 ， 美 國 人 卻 有 深 謀 遠
慮，非一般中國人可以看穿。

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出
類拔萃的民族。歷朝歷代達到的
輝煌成就，都非一般國家可以望
其項背。這樣的強盛直到鴉片戰
爭後才逐漸衰落。但其原始內涵
的部分，卻並不會隨國力的衰退
而消失，改變。或許一般人不會
覺察注意到，中華民族內涵本質
不變的部分，但有戰略眼光者卻
絶不會忽略，錯過這些細小，卻
影響巨大，長遠的因素。法國的
拿破崙就說曾過，中國是一頭睡
獅，讓她沉睡吧。她一旦醒來將
會震撼世界。不管這是傳說，還
是真有其事。但中國這頭睡獅確
實已完全清醒過來了。但她並無
意震撼世界，只想要回原屬於她
應有的部分。 在她還未完全清醒
前，曾受過多少流氓惡霸的欺凌
壓迫。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
部血淋淋的苦難史。

西方帝國主義也好，霸權主義
也好，他們是瞭解中國的過去及
其潛力的。既然已把中國這頭睡
獅吵醒了，只能設法讓她不致再
發出震撼世界的威力。其最有效
的方法莫過於讓其內部分裂，互
相牽制，互相抗衡。李登輝執政
時，不是曾配合日本右翼人士，
提出過所謂"中國七快論"嗎？ 但
在中共領導下的大陸，團結得像
鋼鐵一般，根本沒下手將其分裂
的機會。只好利用，因國共內戰
而 長 期 分 裂 的 兩 岸 對 峙 ， 於
1999年拋出了欲長期分裂中國的
所謂"兩國論"。這一舉動不論有
意，無意都實際配合了西方帝國
主義，及霸權主義長期以來欲割
裂中國，削弱中國的意圖。此一
圖謀一旦得逞，則中華民族將再
無恢復國力，並實現其偉大復興
的機會。

筆者多年前曾在一篇拙文中寫
道，"台灣既不是一條船，也不是
一隻鳥，將永遠無法飛離大陸"。
台灣離開大陸太近了，除非獲得
大陸同意，是無法離開大陸的。
即使在外力幫助下獨立了，大陸
也不難隨時將其收回。這樣簡單
的現實，難道台獨分子就沒有想
到過嗎？台獨分子真不願做中國
人，何不離開台灣到外國去，還
兩岸同胞一個太平清淨呢？

海峽中線並非一條實際存在的
界限，它是在美國人主導下產生
的 。 其 性 質 猶 如 英 國 人 於 1914
年 ， 在 中 印 間 劃 下 的 麥 克 馬 洪
線，是非法的。台灣一如大陸，
都 是 是 中 國 不 可 分 割 的 組 成 部
分。兩岸暫時分開的只是治權，
而非主權。除非獲得主權國家同
意，否則即使經過一百年，主權
也是無法撼動的。         

追究原因是原本的霸權與新興勢力
的互不相容。雖然書名是[注定一戰
］，但艾里森多次在公開演講強調
這本書的目的是防止戰爭，不是對
戰爭進行預測，不認為戰爭是個好
主意。戰爭是一個瘋狂的想法，是
一個災難性的想法。如果出現了這
樣的情況，政治家不能怪罪於某些
歷史，這是他們失敗的行動，他們
本可以採取避免一場戰爭。這本書
的目的是激勵中國人、美國人和世
界其他地方的人思考：我們能做什
麼來防止戰爭。艾利森和季辛格一
樣，認為美中兩國實力相當，雙方
都沒有完勝的可能性，一旦交戰，
必定是一個魚死網破的局面，不但
兩國會走向敗亡，同時為世界人類
文明帶來巨大災害。艾利森教授指
出美中兩國合作才是正道，他舉出 
二〇〇八年，美中合作阻止了金融
危機擴大；美中兩國今後可以在防
止核武擴散，改善氣候變化問題，
尋求新能源方面可以尋求更廣大的
合作。

季辛格不僅是一個傑出外交官，
艾利森也不僅是一個優秀的歴史學
家，他們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熱
愛美國的赤子之心更是天人共鍳；
希望兩位老先生苦口婆心，能夠產
生暮鼓晨鐘的效應，在當前肅殺的
政治風潮中取得一點振聾發聵的作
用，為那些整天口中只會喊打喊殺
的無腦無心無肺的三流政客們帶來
一些清新的空氣，為人類和平繁
榮，健康發展帶來新的方向和希
望。

◎謝芷生

遲至七天，配合川普打擊郵遞投票
的不可靠，預先鋪陳未來郵遞投票
的弊病。

按照歐巴馬2016年2月留下的慣
例，提名大法官若發生在總統選舉
年，應該讓给新選出的總統提名。
但是川普2020年9月無視慣例，強
行提名右翼的保守派48歲的法官巴
雷特Barrett出任大法官。目的在搶
先改變最高法院大法官保守派與自
由派的比例，從5：4 改為6：3 ，
這次總統大選環境複雜，極有可能
重複2000年高爾及布希的糾紛，最
後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判決保守派共
和黨的布希勝選。川普未雨綢繆，
造成6：3 的態勢對川普更為有利。
以往總統提名的大法官多為60多
歲，在司法界深孚众望的精英，但
是川普卻提名48歲年輕的Barrett法
官，希望長期保持保守派大法官的
勢力，不被更換，真是用心險惡。

川普面對不利的選情，正在煽動
改變選舉人團只能有一個立場的投
票傳統，希望能夠鬆動選舉人票，
從中圖利，這樣會使得民意與總統
大選益發脫勾。有如以前中華民國
的國大代表選出總統。

除此之外，面對不利的選情，川
普一再放話，鼓勵民眾在寄出郵遞
選票之後，11月3日再去投票所投
票，企圖造成郵遞投票的弊病，作
為不接受敗選的藉口，製造社會動
亂，從而延長川普的總統任期。

【美式選舉結論】

選賢與能徹底失敗，反而有利於
說謊邪惡狡滑者獲勝。

為了選舉勝利，不惜以損害國
家，重創社會為代價。

選票計算細瑣困難，糾紛作弊愈
來愈多，社會成本愈來愈高。

配合勝選的政治操作愈來愈邪
惡，不擇手段，污染社會，弱化國
力。

我們從2020的總統大選，川普的
所作所為，看出美國為此付出沉重
代價，美式選舉不再是自由民主的
標竿，更不是普世價值，而且日薄
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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