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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tivation of writing something down in an essay, story or book 
form can be numerous and varied. One may cite a few as examples: 1. 
Enjoy writing and exercising creativity and/or imagination, many 
unpublished stories and essays belong to this category. 2. Keep a record on 
certain significant matters so one may recall later, diaries and notebooks 
are this type of writing. 3. Express thoughts on something or to someone 
privately not appropriate to make it public or not willing to share with the 
'someone', many poems, love letters and memoirs are written this way. Of 
course, there are many more reasons for people to write an unpublished 
paper in various forms, for example, a serious comment on a subject, an 
emotional farewell speech to the world or even a secret will for settling 
financial assets after one's death .....

When people write and publish as an author, the initial motivation 
can be quite different but it converges during the process. The 
factors cited in the above paragraph may be a part of the initial 
motivation, but once the writing is destined to be a publication, the 
real motivation is almost invariably transformed to the following 
single key factor, that is the desire to have the 'to be published 
writing' read by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While an author is 
motivated to write and publish for readership; gaining fame, making 
money, exerting influence or receiving self-satisfaction may be a 
hidden purpose under such a motivation. However, whatever 
purpose an author has in mind, his writing inspiration, energy for 
hard work and attention to publication details are ultimately fueled 
by the readership that he hopes to get for his publication.

Whether you are a regular or occasional reader of Dr. Wordman's 
columns, you may wonder what are the author, Dr. Wordman's 
motivation and purpose of publishing his columns and his books 
which are edited together from his columns? Honestly, this is a 
question I often ask myself before. Now that I have the answer, that 
is, I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inform my readers about the current 
events and significant changes happening in this world and I also 
hope, through my publications, to influence my readers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our changing world. This desire gets stronger as I 

read and recognize more and more that our media contain a 
tremendous amount of fake news and untrue reports,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events. This is why I 
always use the phrase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as sub-
title in my columns and books.

Then you may ask whom or what kind of readers I desire to 
reach with my writings? This is an easy question to answer but it 
is a big desire difficult to fulfill. First, I desire to reach American 
readers, especially the young and senior citizens who are most 
vulnerable to mass media's brain wash through their fake news 
and untrue reporting. Second, I desire to reach immigrants in the 
U.S., especially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is country. I believe that 
the U.S.-China Relation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American people 
(including Chinese Americans of course) and their lives and 
prosperity in America. Third, I also desire to reach all Chinese 
young people in China and worldwide who can read English. It is 
my sincere hope that I have many readers who will read my 
writings and gai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mainstream and 
organic media views' regard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 and the 
two countries' current and historical events, since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great nations is not only important to 
Americans and Chinese for their mutual benefit but also 
significant to all world citizens regarding their future prosperity.

Currently, there are many issues confront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 First, there is the trade war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with lots of rhetoric on blames and few honest analyses on how 
and why China, a socialist country seriously embracing 
capitalism, and the U.S., a capitalist country struggling to adopt 
and manage some socialistic programs, all for the benefits of their 
citizens, cannot understand each other's economic system and 
needs to develop and adopt policies to collaborate for mutual 
benefits. Second, there is a blame game and accusation on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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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美論壇317期上寫了一篇文
章"天要落雨，娘要嫁人，郭柯王合
演猴戱"，三個老頑童在臺上裝小可
愛，並放出風聲要中秋起義，在九
月十七日聯署截止日期前推出一組
人馬來參與臺灣2020大選。出人意
料的是，中秋不但沒有起義，郭台
銘還宣布他不玩了；如今，這鑼聲
是停了，猴戲真的就真的結束了
嗎？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劣戲一定
會拖棚，他們要倒閣下的胃口還沒
有倒夠呢。

王金平仍然在做他的千秋大夢，
已向宋楚瑜投誠表示他願意代橘出
征，這個老滑頭佔著毛坑不拉屎，
霸佔著國民黨不分區立委的位置卻
專幹一些要整死國民黨的勾當，這
種吃裡扒外的人在臺灣居然被稱為
"公道伯"，不得不令人嘖嘖稱奇。

柯文哲也有樣學樣，他也在爭取
和宋楚瑜合作，他已表態要任命宋
的愛將黃姍姍為副市長來向宋表示
善意以爭取自己的總統候選人入場
卷。宋楚瑜的親民黨本來已快要泡
沫化了，而今卻成了搶手貨，這是
不是另類的"迴光反照"？

郭台銘這個人本來是大家心目中
認為很了不起的一個能成就大事的

人，但自從他參加政治活動後這幾
個月的時間內，讓我們發現他真的
是除了有錢之外，什麼都沒有；沒
有誠信，沒有風度，沒有原則。最
糟的是他認為他在國民黨内初選失
敗是所有國民黨的人都有負於他的
那種感覺，於是他要報復，他退
黨，他退還榮譽黨員證書，他對中
常委的慰留嗤之以鼻，他威脅那些
拿了他的錢而沒替他辦成事的黨內
大佬，他還放縱手下的人，叫囂要
下架友韓的十個立委候選人如孫大
千，許淑華，柯志恩，黃昭順，沈
智慧，李永萍，陳麗娜，陳學聖，
頼士葆，李彥秀等人。他這種成事
不足，敗事有餘，魚死網破的性格
是否有些變態？

反過頭來談韓國瑜，雖然目前民
調顯示，落後蔡英文將近十個百分
點，但比較去年在同一階段時落後
陣其邁的程度好得多，只要急起直
追，這根本不是問題；問題就是韓
國瑜本人不能再有靠黨中央幫忙的
遐想，尢其不能再遐想郭台銘會迷
途知返，必須靠自己努力，重新找
回韓式戰法，才能突破難關，克敵

制勝！
蔡英文每次都能敗部復活，可見

她不是一個簡單的人，香菸走私案
和陳明文的巨額現鈔案她都能安全
過關，足見她已有充分掌控司法的
實力；但現在距離選舉日還有一百
多天，許多事情都是人算不如天
算，許多事情都可以一槍斃命。譬
如蔡英文的博士論文羅生門，風暴
正越吹越烈，絲毫沒有減弱的趨
勢。筆者看了許多關於"論文門"的
新聞報導，本人猜想蔡的論文一定
是假的，而她的博士學位可能是真
的，這話怎麼說呢，就是她的學位
是經過特殊管道，精心策劃買到
的，所以當有人要去政經學院調閲
時，政經學院都特別緊張，百般刁
難，因為他們自己知道那本邪門"論
文"來路不明，連管理人員都不能解
釋其中的"奧妙"。政經學院如今深
怕當年買賣學位的醜聞會爆光，如
今只好放低姿態，力求息事寧人。
自從蔡假論文案爆發以來，我們從
未聼過政經學院官方發表支持蔡論
文是真的聲明，似乎已經準備與真
假論文案切割，不過不被逼到生死
關頭，他們一定會継續保持沈默。
筆者建議有興趣追查此案的人，可
以向政經學院提法律訴訟，要求校
方表態論文的真偽�！蔡英文如果敢
把假貨當成真貨推銷自己，其目無
法紀的行為比較陳水扁的貪污腐敗
更加可怕，臺灣的選民們，可以接
受這樣一個騙子繼續擔任臺灣領導
人嗎？

 什麼樣水準的選民就會選出什麼
樣的領導人，讓我們拭目以待臺灣
2020大選的結果罷。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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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s currency policies but few honest dissertations on how to 
manage the U.S. federal budget and national debt problem which 
seriously destroy the credibility of the U.S. dollar and cause 
concern of China in keeping the value of her hard earned foreign 
reserve. There seems to be more discussion on disengagement with 
China than cooperative and constructive dialogues to ease the 
tension between currencies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he 
World Bank's currency basket to charter a stable evolution of 
global monetary system.

Since the end of WW II the U.S.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manage world stability but not without having numerous wars and 
conflicts which drained the U.S. treasury. Is moving into 
isolationism a solution to the U.S. domestic problems? Is 
retreating from engagement with fast rising China a right strategy 
benefitting the U.S.? Is fast development in China sustainable and 
at what cost? Must exporting American system and way of life be 
maintained as a U.S. strategy and at what cost? Is the United 
Nations a dysfunctional organization that the U.S. must exit? 
Should China be encouraged to contribute more to world peace 
keeping or viewed as an expansionist exerting her influence 
worldwide? Should the U.S. spend more on military budget which 
inevitably would stimulate arms race? Is pulling out of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a good policy for the U.S. without hurting her in 
the long run? Why are the natural disasters such as storms and 
quakes occurring more frequently today? Why aren't we work 
t oge the r t o p r even t g loba l wa rming and improve ou r 
environments? Why can't the great powers collaborate and resolve 
to stop the nuclear threat? Why can't we put a lid on military 
spending and mandate nations to devote fund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bove questions are just a few current issues among many 
more that are confronting the world. The world certainly could 
cooperate more in dealing with our clean energy needs, human 
medical care , environmenta l protect ion, peaceful space 
exploration, etc. etc. The U.S.-China Forum will continue to 
discuss these issues. I urge the readers of this column to join the 
Forum in its effort to propagate the right messages to a broader 
audience regarding current event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ow 
the world may better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collaborate to 
solve our problems. With everyone's effort, we will have a better 
world to live in and a brighter future to look forward to!

㈳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秉和   張㆒飛   陳立家   陳憲㆗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陳耀華  范湘濤   張文基兼㈳長

中研院原是受到尊重的最高學術
機構，歷任院長從蔡元培到胡適到
吳大猷，都是倍受國人尊敬的學者
大師。忽然來了個民進黨的李遠
哲，推舉貪污犯陳水扁競選總統，
發動教育改革先後成立了200座大
學，介入921地震救災捐款迄今帳目
不清，中研院帶頭參與藍綠政治鬥
爭，最後在退休前搞出「中研院院
長若是諾貝爾獎得主，退休金每月
50萬元」的新條例毫無羞恥的自
肥。

後來是民進黨的翁啟惠擔任院
長，盜用中研院生技研究成果自創
生技公司，以女兒名義，炒作股票
自肥，被法院起訴下台。

從此之後中研院名聲掃地，國人
不再尊重中研院，現在若問中研院
院長是誰，無人知道無人在意，管
他是誰，民進黨黑手把中研院玩完
了。

中選會原是受到尊重的最高選舉
管理機構，自從民進黨的陳英鈐擔
任主委之後，九位委員多為民進黨
人，以政治議識胡作非為，阻礙正
當公投申請案件，違法提前開票破
壞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的選情，
嘉義縣選票外流300多張故意不查，
造成民怨被法院起訴，陳英鈐被迫
辭職，從此中選會名譽掃地，民進
黨黑手把中選會玩完了。

台灣電力公司原來聚集了一批主
導台灣電力的政策，發電量，安全
備載的專家，對台灣電力做出卓越
的貢獻，自從民進黨執政以來，自
封的聖人林義雄發動反核運動，叫
出「我是人我反核」的聖人口號。
一方面自從民進黨林文淵接任董事
長以後，大批台電高層都被民進黨
政客取代，台灣電力公司成為肥貓
酬庸，替政治服務的國營事業。為
了執行無核家園，核四廠中途停
建，復建再停建，反覆之間損失公
帑2850億，往日15％－20％的島嶼
安全備載只剩2％的危險境地。民
進黨黑手把台灣電力公司玩完了。

香港回歸已滿二十二年了。總體
來說，"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是
成功的。它保持了香港的繁榮穩
定。"一國兩制"是根據鄧小平生前
所構想，原為台灣地區回歸後所設
計 的 。 但 香 港 依 中 英 條 約 ， 於
1997年7月期滿後交還中國，而澳門
也於葡萄牙專制政權垮台後，新政
府 於 1979年 在 推 行 非 殖 民 化 政 策
下，承認澳門主權屬中國所有，並
於1999年12月正式移交中國。而台
灣雖依開羅宣言與波茲坦公告，於
1945年二戰結束後即合法明確地重
返中國版圖。但自1949年起國共內
戰引起的兩岸對峙，及1950年6月
25日韓戰爆發，美國介入台海，將
台灣據為禁臠，作為遏制封鎖大陸
基地，使兩岸統一難以實現。因此
原為統一後台灣地區設計的"一國
兩 制 "， 反 先 行 在 港 澳 地 區 實 施
了。

2019年2月12日，香港保安局向立
法局提交修改"逃犯條例" 和"刑事
互助"條例中，有關引渡條例不適
用大陸澳門和台灣的限制。引起港
人不安，

遂爆發了百萬人上街示威遊行的
事件。截至目前為止，事態仍在持
續發展中。示威者通過罷工，罷
市，罷課等活動，幾已癱瘓了整個
香港。若事態無法於短期內獲得平
息，則香港取得的繁榮穩定，及其
他優勢即可能毀於一旦。是誰不願
意看到，香港在"一國兩制"實施下
所取得的成就呢？                                                                                      

 香港由於背靠祖國大陸，得以保
持繁榮穩定，司法制度優質，社會
風氣廉潔，監管制度高效等優勢。
尤其憲法與基本法保障的民主權利
得以貫徹落實。這些都是在英國殖
民時期所難以實現的。就拿英國統
治香港長達150年，歷屆總督都由
英女皇任命選派一項來說吧，殖民

者與被殖民者的主從關係可謂涇渭
分明，不得有絲毫踰越。如此港民
又究竟能享受到什麼真正的民主人
權呢？然則港民又為何會對現狀不
滿至此，竟掀起百萬人的示威遊
行，癱瘓香港呢？

我們不難篩選出三類人，是不
願看到香港正面發展而幕後操縱動
亂者：

其一，原英國殖民者：1982年
9月英首相撒切爾夫人與鄧小平就
香港回歸進行談判。席間鄧小平表
達了 中國政府徹底收回香港，維
護中國主權統一的嚴正立場。以後
又駁回了英方"以主權交換治權"的
要求。英人長期將香港譽為英女皇
皇冠上最明亮的鑽石。對將香港交
還中國，又如何能心平氣和呢？他
們不希望看到香港回歸後蓬勃發
展，乃酸葡萄心理作祟的自然反
應。

其二，美國霸權主義者：美國
現任總統特朗普，是戰後少見的極
右分子，甚至其所任用的親信也大
多如此。他的出現不論對美國或世
界都是個不安定因素。他選中了發
展中的中國，作為其競爭對手，於
是為著打壓遏制中國的崛起，無所
不用其極。而台灣與香港就成了他
們可運用的最佳棋子。

其三，台獨分子：在香港實施
的"一國兩制"，其成敗得失的經
驗，都將運用到統一後的台灣。
"一國兩制"在香港實施得愈成功，
則愈會受到台胞的擁護。因此台獨
分子阻擾或破壞"一國兩制"在香港
的順利實施，此乃預料中事。

中國政府與人民如何能任由此
一事態繼續惡化下去，甚至影響到
兩岸情勢與和平統一前景？因此勢
必被迫採取斷然措施，一舉撲滅所
有動亂因素。

台灣大學按照校長遴選程序合法
選出新校長管仲閔，突然民進黨政
府以政治意識的原因，找出莫名其
妙的理由，教育部拒發䀻書，但教
育部的作為亦遭到各界大力質疑，
衍生出一連串關於校長遴選制度以
及學術自主的黑幕，以折損三位教
育部長，耗時一年的醜惡代價平息
了抜管事件。民進黨黑手把台灣大
學玩完了。

高雄市原來是世界第三大貨櫃大
港，工業重心，自從民進黨執政
20年，高雄港變成名不經傳的小港
口，年輕人大量北漂謀生，現在高
雄市政府揹負3000億的債務，民進
黨黑手把高雄市玩完了。

國家發展委員會的前身是行政院
經濟建設委員會，擔任主任委員都
是財經精英，如趙耀東，郭婉容，
蕭萬長，管中閔。民進黨執政後現
在來了名不經傳的陳美伶，去了一
趟德國，就無知的批評台灣的建築
物應該學德國不需要冷氣空調，全
國哄堂大笑。民進黨黑手把國家發
展委員會玩完了。

中華航空原是代表國家的航空公
司，航線遍佈全球，民進黨執政後
完全不顧專業才幹，把中華航空高
層都作為酬庸的肥缺，利潤下跌，
組職紊亂，引發兩次嚴重罷工事
件。中華航空下屬的19個子公司的
董事長大多被民進黨過氣政客霸
佔，無一專業。

華航~何煖軒，2016年，航空門
外漢

華信~謝世謙，2016年，華航總
經理兼任，老華航

虎航~張鴻鐘，2016年，張燦鍙
姪子，老華航

華膳~葉菊蘭，2017年，民進黨
國母，空廚門外漢

華夏~趙 麟，2016年，老外交，
維修門外漢

華儲~陳宗義，2016年，民進黨
前立委，運儲門外漢

華旅~謝欣霓，2016年，民進黨
前立委，旅遊門外漢

台勤~張 揚，華航副總兼任，老
華航

桃勤~郭榮宗，2019年，民進黨
前立委，地勤門外漢

諾富特~委外經營，何煖軒兼任
董事長

民進黨黑手把中華航空玩完了。
韓國瑜在酒吧製片宣傳高雄的酒

吧精緻文化，拓展關光事業。被總
統府發言人黃重諺辱罵高雄市長韓
國瑜是「喝醉的土包子」。以總統
府發言人的高度無端辱罵一個地方
的市長，民進黨黑手把總統府玩完
了。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應該是民進
黨成立的隸屬行政院為執行轉型正
義事務成立的機關，該會副主任委
員民進黨的張天欽為迫害侯友宜，
在內部會議提及「我們本來是南
廠，現在變西廠，後來升格變東
廠」，引發全國憤怒的滅東廠運
動，民進黨黑手把促轉會玩完了。

任何一個機構一旦被民進黨的黑
手伸進去，這個機構就玩完了。這
樣的例子太多太多，不勝枚舉，總
之，民進黨不下台，他一定玩完整
個國家。

◎范湘濤

◎盛嘉麟

◎謝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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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雨欲來風滿樓

不顧大局 剛愎㉂用不顧大局 剛愎㉂用不顧大局 剛愎㉂用
◎周固猷

古云：無商不奸，尢其在今日商場如戰場的競爭
環境下，全憑溫良恭儉讓的作風，不可能作到執牛
耳的大企業。郭台銘如果迷途知返，歸隊團結，擁
韓倒獨，在公，為民除害，名青史，在私，堅持誠
信，商譽不墮，光宗耀祖，公私均沾其利。

但是，一旦名利薰心，奸性不除，在大是大非之
分界點前，被「名利」二字，引入歧途，於公私兩
造均屬不幸。冷眼旁觀，郭先生之種種跡象和走
向，不似有勒馬之意，明知不可能而任性逆流，大
有箭在弦之繃緊狀況，脫黨之勢，呼之欲出。但願
我老朽頑冥不靈，錯判郭先生，則華夏千秋，必獲
得十四億個祝福，全民皆幸。

萬一不幸，頑冥不靈的是郭先生，千山萬水我獨

行，則萬民萬物，均恭送董事長一句衷心之語「一路
順行，不需帶走半片雲彩」。郭台銘選擇「不顧大
局」，而堅持「剛愎自用」，真是令人扼腕，他至今
還没有明白；鈔票不代表選票的真理！他如果毅然大
力支持韓，則必定名留青史，氣度輝煌，名利双收，
萬人崇敬。但是如今他在政治上的表現，已經在「奸
啇」的頭銜上，再加上「鼠目寸光」四個字烙印，愚
蠢至極，名利倶毀。這種人最好遠離大位，否則在
「商人無祖國」之臼巢�，國將不國，天下欲不亂，
未可得也！ 

民進黨㉂肥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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