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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affairs are more like weather news nowadays, the foreign 
affairs happening today are reported quite accurately with little surprises 
by multiple parties but predictions of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longer than a few days are anybody's guess, at best speculative. No 
matter how many political analysts from any party (country) are writing 
about the issues involved in the foreign affai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ffair is rarely predictable. The more serious (often more complex) is the 
affair, the less one can predict its evolvement. The North Korea (NK) 
nuclear threat is one of those foreign affairs which has become totally 
unpredictable in its outcome even though the issue was on the world 
stage over decades. Along with status review and analysis, there are 
usually plenty of proposals for dealing with the issue, however, in the 
case of NK nuclear threat, the proposals for solutions have been swinging 
between hard-line applying maximum military and economic sanction 
pressure to soft-line exploring diplomatic dialogue leading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both with the same goal of achieving de-nuclearization 
on the Korea Peninsula. 

Trump as a non-conventional President, perhaps free from U.S. legacy 
policy, baggage of NK 'strategies' from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and 
personal indoctrination of classified information on NK, took a bold and 
fresh approach to tackle the NK issue on his own initiative outside of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Pentagon guidance. As remarked by Christopher R. 
Hill in his recent article, The U.S. Needs a New North Korea Strategy, in 
Foreign Affairs Snapshot, September 5, 2018: "After Singapore's Failure 
(meaning Trump's meeting with Kim in Singapore), It is time to Change 
Course." Christopher R. Hill is a Professor of the Practice in Diplomacy 
at the University of Denver. He is a four-time ambassador, also served as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from 2005 
to 2009, during which he was head of the U.S. delegation to nuclear talks 
with North Korea. Therefore his statement of "Singapore's failure" is a 
weighty conclusion, even though Trump's Administration may not be so 
readily admitting failure. 

Hill's conclusion is based on the factual 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events, from mutual angry threats between the U.S. and NK, to NK and 

SK warming up their relation through dialogue, meeting and 2017 Winter 
Olympics, then to Trump and Kim's agreement to a summit in Singapore (a 
Nobel Peace Prize worthy effort and music to many in Hill's words) and 
finally returning to today's NK rhetoric calling the U.S. deceitful after the bi-
lateral negotiation effort yielding no fruitful result. The main thrust of Hill's 
essay is calling for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having SK, Japan and China all participating, especially advising that 
working with China has far more advantage than working against China. 
This proposal of changing strategy is nothing new, since China has always 
understood the essence of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in NK case and pushed all 
parties including Russia to work together for achieving de-nuclearization in 
Korea Peninsula. 

Citing China unable to endure U.S. leading in solving China's neighbor 
NK's nuclear issue as the reason, Hill claims that the U.S. should engage 
China in a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This is somewhat outdated consideration. 
China cares about 'face' so does the U.S. in the diplomatic world, but the two 
giants are both mature nations capable of making rational decisions.  China 
not only is the only country that understands NK (and her generations of 
leaders)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but is also far more serious than any country 
in viewing the NK issue as a long-term regional security problem. Studying 
the history since Korean War, I would rather conclude that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view embraces and bears the East Asia regional security in mind 
simply because she is surrounded by a number of nations including NK, SK, 
Russia and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cern of the U.S. with respect to 
NK nuclear threat is more of her somewhat selfishly defined national 
security from nuclear attack point of view than from East Asia regional 
security. The U.S. Defense Secretary, General James Mattis, has put it plainly 
that the presence of the U.S. military in SK will shorten the time for 
responding to a NK nuclear attack to seven seconds from 15 minutes by the 
detection system stationed in Alaska. Defending SK to have a second Korea 

War is hardly expected.
th thEver since the 34  US President, Ike Eisenhower, to 37  President Richard 

thNixon to 40  President Ronald Reagan, all have believed that a full engagement 
with China will be beneficial to the U.S. with a view of "a better China is better 
for the U.S. and better for the world". Even today in Trump's Administration, 
Treasury Secretary Mnuchin and other official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still 
hold this view. Many nations in the world in Africa, Europe and South America 
also believe in this notion. The opposite view of "China Threat" can only be 
interpreted as a fear that China will become a world dominating power shaking 
the leadership position of the U.S. and her close military allies. As the third 
world desires to progress further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re countries 
are advancing economically, they look for leadership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in military strength. Since WW II, the U.S. has been a super power in 
military and in the size of economy. The rise of China, because of her large 
hard working popul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implementing strateg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not surprise anyone for her growth to be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Hill is right that working with China is 
far better a strategy than working against China in solving the NK nuclear 
threat. I would extend that conclusion to a broader context concerning other 
issues, especially in global trade.

As US-NK bilateral negotiation falters, what is the option for the U.S.? 
Returning to applying maximum pressure both militarily and economically 
through a UN-wide sanction is not a sure strategy since we came that way. The 
crux of the matter is that NK wants to have a genuine peace treaty and the U.S. 
wants to have a real verifiable de-nuclearization in NK. The past tentative 
agreements broke down were basically because one side or the other violated 
the agreement. So the issue is how can we ensure a negotiated agreement will 
hold. Here multi-lateral participation and a multiparty agreement can offer 
more accountability to participants than a bi-lateral agreement. If all six parties, 
the U.S., China, NK, SK, Russia and Japan, can really hash out a plan and 
timetable for military withdrawal and de-nuclearization truly with regional 
security in mind under an umbrella of regional peace treaty, a genuine nuclear 
free and peaceful Korea Peninsula may eventually be realized. A recent letter 
from Kim to Trump suggested a second summit and implied that NK desired to 
complete de-nuclerization within Trump's term by 2020 and the absence of 

thballistic missiles at the NK 70  national anniversary parade are good gestures 
from NK for moving forward, however, for achieving real progress, a serious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 will likely be more fruitful than a 
bilateral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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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㆒程

前不久,沈君山先生在臺灣去世,四
十多年前,他與連戰,陳履安和錢復都
因為「家世顯赫」而被大家稱爲四公
子;另外三人後來都登上臺灣政壇,當
了大官,只有沈君山始終只在教育界工
作,從教授幹到校長,自已樂在其中。

沈君山在大學時是足球和籃球校
隊,除了自己的物理專業外,他還是業
餘圍棋六段,曾經獲得世界橋牌賽百慕
達杯亜軍,出版過許多本文集,能言善
道,口才一流,有人稱讚他為才子,筆者
認為一點都不為過。

沈君山雖然没有正正式式當過官,但
國民黨高層卻没有讓他真正閒著,一九
七八年"團結自強基金會"成立,便聘請
他為秘書長,負責與"異議"團體的溝通
重任,另外一些不宜政府出面的國際大
事(如奧運國籍問題處理)也交由沈君
山以民間代表方式辦理。

一九八零年,臺灣發生美麗島暴亂事
件,沈君山便成了當時國民黨撫平那次
社會暴亂事件傷痛的不二人選,他提出
"以理釋惑,以德化怨"的主張得到社會
大眾的普遍認同；其後幾年,他多次以
自強基金會秘書長身份來美為國民黨
"統戰",主要對象是臺獨團體如世臺
會,臺灣同鄉會和FAPA等機構;另外有
一些主張和平統一的團體也在他"統戰
"的目標內。筆者當年和一些朋友辦了
一份"論壇報",經常批評臺灣政治,可能
因爲這個原因也成了他想要關注的對
象,他每次來洛杉磯,一定會主動打電
話給我們要和大家餐敘,我們當然熱烈
歡迎他的光臨;每次聚會,他都是單槍
匹馬一個人來,每次都要求付他自己那
一份餐費,把自己當成是大伙中的一
員，非常接地氣，每次都會以問答方
式暢答各種問題,從科學研究,橋牌圍
棋釣魚,政治人物和政治議題,甚至他
和紀政的愛情發展都無所不談,毫無禁
忌；和他這樣的人物擺龍門陣,實在是
一種享受,完全忘了他的"特務"身份(特
別任務);筆者曾經寫過幾篇對他的專
訪,刊登在當年的論壇報上,現在自己
重讀當年的專訪,整理出一些對他的印
象:「他的才子氣質和能言善道,是擔
任魯仲連的最佳人選;他處污泥而不染
的性格,使他在政壇上淺嘗輒止;臺灣
社會上充滿了政治火藥味,有沈君山這
種藥中甘草,真是社會之福」，如今沈
先生走了，筆者為一位舊識的仙逝有
些傷感,更為臺灣社會失去這樣一位甘
草型人物感到悲哀。走筆至此,更感慨
的 是 回 想 到 當 年 所 謂 的 「 威 權 政
府」,都會想到要請出像沈君山這樣的
魯仲連來調解社會矛盾,現在臺灣由民
進黨執政的所謂「民主政府」,卻以轉
型正義為名専幹東廠形式的勾當，要
把理念不同的人都要斬盡殺絕,這對民
主二字,是何等諷刺?

時至今日，我還記得沈君山講過和
紀政關係的一段笑話,他說他是自強基
金會的秘書長,紀政是副秘書長,依照
共產黨的方式,他們應該理所當然地被
分配成一對,因爲共產黨的格言"愛人
必須是同志"(引起哄堂大笑)。現在借
此 文 也 來 談 談 我 另 一 位 舊 識 紀 政
吧:1968年上半年,紀政在 Pomona 附近
一個大學體育系受訓，準備參加當年
在墨西哥舉辦的奧運會；那段時間,她
在南加州附近所有的大小比賽,筆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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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會召集一些朋友舉著青天白日旗去
現場爲她搖旗吶喊,她看到我們為她加
油,像看到親人一樣,每次比賽完畢,一
定會跑到我們這邊來道謝聊天,和大家
照相留影,絲毫没有架子,給大家留下
的印象非常美好。後來在她和沈君山
在「同志，愛人」期間,兩人一起，
1979年去名古屋為臺灣爭取能夠以"中
華臺北"名稱繼續參加奧運會,没想到
幾十年後的今天，紀政會在臺灣發起
為東京奧運正名連署,玩起臺獨的把戲
來了。如果說以前印象中的紀政是一
碗清香的雞湯,現在的印象是這碗雞湯
已被老鼠屎污染而感到噁心。紀政被
稱為"羚羊",是讚美她跑得快,可惜這種
動物的智商並不高,是否當初為她取此
稱號者早己在褒揚聲中寓藏了對紀政
小姐的貶損之意?紀政小姐有沒有想
過,民進黨能給的職位,國民黨以前早
都給過你了,在這遲暮之年還要為民進
黨丟下的幾根骨頭折腰呢,既對不起舊
主（國民黨）更對不起舊愛（沈君
山），真是何苦來哉......？

◎裘國英

美㆗貿易戰解析

特朗普發起對華貿易戰，最先似真
似假，打打停停，反復無常。後來卻
不斷昇級，一波比一波凶狠，大有中
國不屈服就要置中國於死地之勢。看
到美國出拳越來越重，中國國內外出
現了各種對中國帶著消極、負面、甚
至責難或幸災樂禍的聲音。有的說，
中國輸定了，或將輸得很慘﹔有的將
貿易战歸咎於中國，說中國如此這
般，所以引來美國的懲罰，有活該之
意﹔有的批評中國的一些學者、官員
過讚自己的成績，卻不知道這些成績
的基礎其實不穩，連生存和發展都受
制於人﹔有的責怪習近平不肯讓步、
不肯談判﹔有的抱著看中國出醜的心
態，終於有機會宣泄了；有的对中国
受伤感到很擔心或无奈。

這次貿易战將怎樣發展下去，目前
沒人能預見，任何言之鑿鑿的斷言都
是瞎說。將來的結果大致有幾種：一
是特朗普受到國內的壓力，（包括農
民失去了中國市場，美國境內製造業
抱怨零件、材料進口成本高了，美國
在華的企業嚴重受挫，消費者抱怨物
價上漲等等），軟下來，休兵不打
了﹔也可能中國作些象徵性的讓步，
棄卒保车護帥，大事化小，中美繼續
一起賺大錢﹔也可能美國聯歐日對付
中國，中國深陷四面受敵的困境﹔也
可能中美兩敗俱傷，但中國損失比美
國嚴重﹔也可能，……

有些人覺得中國不應強硬，不要惹
惱美國，導致對中國封喉，打亂了中
國經濟繼續高速成長，讓中國的經濟
深度衰落。我認為，中國就應該對美
國強硬。首先我們要認識到，這次貿
易戰表面上是貿易，實質是美國要永
遠稱霸，骨子裡不想中国发展和強
大，所以長期來千方百計抑制中國，
使用貿易戰衹是其中一項。特朗普商

人背景，樣樣都外行，唯有在商業方
面有點資歷，而且自认比别人聪明，
所以在貿易方面動腦筋毫不奇怪。要
知道，不管美國哪個政黨得勢，無論
誰入主白宮，美國都是要為難中國
的。特朗普變化無常，沒誠意，沒信
用，奧巴馬更陰險，他剛在上海、北
京或加州庄園和氣地與習近平見過
面，一轉身就背後捅中國一刀，令中
國難堪、吃悶雷。

克林顿当政，"誤"炸中国驻南斯拉
夫大使馆；小布殊上台不久，就派飞
机来海南岛附近挑衅；若果喜辣厉上
台，难保中美不会在南海发生军事衝
突。她對中國的不善，已有悠久的歷
史。早在90年代中，當她老公當總統
的時候，她就在河北懷柔舉辦的一個
國際婦女大會上，大罵中國。喜辣厉
也很可能在當選後用軍事力量在南海
向中國施壓，製造軍事衝突。

在貿易戰上，中國與美國硬碰硬，
當然損失會很重，就如當年中國與美
國在朝鮮半島硬碰硬，雖然美軍損失
數萬人，中國的損失是美國的數倍，
但中國換來的是保家衛國，讓剛成立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能夠把虎視眈眈的
美國拒之門外，也讓美國及世人知道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民族不是好
欺負的，美國人終於領教到在錯誤的
時間、錯誤的地點與錯誤的對手打交
道的滋味。同理，這次貿易戰，美國
不但反復無常，後來更以強權訛詐欺
壓不講理的方式，逼迫中國就范。如
果中國屈服，可能換來暫時的不那麼
痛苦，卻造成長期的不能快樂起來，
從此中國就要屈就於美國及其西方盟
友強權，受他們的擺佈控制，就如台
灣的國民黨與民進黨，要抱著美國的
大腿來生存，美國要他們高價买過時
的武器，成為美國為難、抑制中國的
一個棋子。

現在中國人有兩個選擇，一個是在
美国強權之下苟且偷生，依附人家，
希望人家恩賜一些廚餘過日子﹔另一
個是發揮艱苦奮斗的精神，寧願束腰
帶餓肚子一段時期，但保留中華民族
的尊嚴，奮發圖強，換來最後的真正
的繁榮昌盛。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在
記者招待會上說得好，中國人是不怕
嚇的，比以前甚麼"不要傷害中國人
的感情"之類的窩囊話強多了。五十
年前，中国人饿着肚子把核弹搞出
来，才有往後五十年不受美国的入
侵。如果中國沒有核子力量，當年美
機被迫降落海南島，小布殊就很可能
派特種兵去中南海把江澤民抓走。回
想當年，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说，中
国人即使没有裤子，也要有核子，多
么豪气！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沒有骨氣的
話，是最大的悲哀。美國有匯集多民
族的精英的優勢，加上得天獨厚少自
然災害，從未受過戰爭重創，成為財
大氣粗、高傲橫蠻的超級大國﹔但因
為它衹有幾百年歷史，缺乏文化和歷
史的沉積，因此不能理解世界上唯一
延續不斷有六千年歷史的文明的中華
民族的意志。

我們知道，如果中國屈服，美國在
很多方面都可以向中國施壓，例如不
準中國航母超過三艘；不準中國對境
外來的網絡監控，讓美歐可以利用網
絡在中國製造動亂，發生甚麼紫色革
命…… 這不是說笑話，看看最近美國
國會通過甚麼法案，鼓勵美國高官去
台灣，允許美軍與台軍一起軍演，公
開要與中國過不去，還想把中国在南
海岛的设施摧毁，美國已經動用美國
的國內的法案來制裁、欺壓中國的企
業……

在貿易戰之前，中國的學者、官
員、媒體、企業都在宣揚中國在經
濟、科技和各種領域的成就﹔貿易戰
後暴露了中國仍有很多問題，比如有
些技術或物資仍掌握在外國手上，很
容易受到別人的控制、封鎖。於是有
人就趁機大肆嘲笑、否定。前一段時
期，著重正面宣揚的做法，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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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為著敦促台獨政權，向其
增購軍火，恐嚇說，大陸軍備支出，
已是臺灣的 15 倍，大陸有可能趁美
國不備，向臺灣發動軍事突襲。 美國
遠在太平洋彼岸，恐遠水救不了近
火，因此臺灣必須增強自我防衛力
量，增加軍火購買量。 目前臺灣軍購
數額，約占其GDP 2,16%。 而美國長
期要求其軍購的比例是3%。 以目前
臺灣的經濟實力，若要符合美國的要
求，將影響其經濟發展，人民生計。 
大陸幅員是臺灣的266倍，人口是60
倍。 美國如何能要求臺灣與大陸進行
軍備競賽 呢？ 大陸近年相應提高軍
備開支，並非針對臺灣，而是美日反
華勢力。 幾個台獨分子豈能迫使大陸
提高軍備支出呢？ 

美國既然要求台獨扮演其馬前卒，
為其防堵大陸，就應當無條件提供軍
備。 否則就會像李敖生前所說的「做
看門狗，還得自備狗糧」。 人若混到
這步田地，還有何顏面見祖宗？ 台獨
被美國逼急了，而又拿不出更多錢來
買武器，竟自欺欺人地說，臺灣只要
不宣佈獨立，大陸就不會實施武統。 
真是這樣嗎？

「武統」這個名詞，過去很少聽人
提起過，因此咋聽之下，還有幾分陌
生。 自從台獨二次上臺執政後，「武
統」就被一而再地提出。 這是一個不
祥的徵兆。 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台獨
政 權 上 臺 後 ， 拒 絕 承 認 「 九 二 共
識」。 過去形容一個人自私自利，就
說他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 
而今日卻有人為著一己的傲慢與面
子，明知只要接受「九二共識「，兩
岸緊張態勢就可以緩和，各行各業，
尤其是觀光業就可以興旺，年輕人就
可不必受失業或低薪困擾，而遠渡重
洋去謀生， 兩千三百萬同胞就可以安
居樂業，生命財產就可以獲得保障。 

憶才子 嘆羚羊憶才子 嘆羚羊憶才子 嘆羚羊
沈君山和紀政

雖然有人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之類
的大話，整体来说，還是對的，不
必全盘否定，激勵自己的意氣，肯
定 自 己 的 成 績 ， 與 清 楚 自 己 的 不
足，不要過於驕傲，應拿捏恰當。
现在负面的冒出来，令不少人感到
很洩氣。這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
個極端。

我們看問題要全面、客觀。前一
段時期宣揚比較多正面的成就，並
不等於說甚麼問題也沒有了。這些
正面的成就，要與三十年前、六十
年前的情況來比較，有這些驚人的
成就，中國人當然值得自豪。現在
發現了或出現了一些問題，卻極大
的嘲笑、否定前一段時期的作法，
其實更加不客觀、不中肯。對很多
人 來 說 ， 這 是 一 個 警 示 ， 一 個 經
驗，一個教訓，為將來的提昇進步
提供了動力和參考。然而有一小撮
的人，卻似抓到人家的痛處一樣，
得意忘形，大作文章。實情是，一
直不想中國好起來的人，很長時間
找不到甚麼好機會、好題材唱衰中
國，現在如獲至寶。

中國沒有名牌的包包，為甚麼？
很簡單，西方在這方面對中國沒實
施封鎖、制裁。西方卻在高科技和
軍事用品，對中國制裁、封鎖，結
果中國造出核彈飛彈、飞天神舟、
奔月嫦娥、入海蛟龙、高速火車、
快速電腦、量子通訊等等。現在美
國對中國這般限制，那樣制裁，未
嘗不是好事，結果將是加速中國在
科技領域的研發。

這次貿易戰，美國人口口聲聲說
中國偷美國的技術，他們主要指美
國企業來華投資，要將有關技術轉
讓，或把秘密告訴中國，不肯就不
能 進 入 中 國 。 這 種 說 法 是 似 乎 有
理，卻是強權強詞奪理。你窺見中
國廣大的市場可以讓你發財，你才
願意用技術轉讓作為交易的條件﹔
你 不 願 意 ， 人 家 沒 有 強 迫 你 成 交
呀。好比你想來我這個國家觀光，
你不願意我的海關檢查你的行李，
你可以不來呀。再譬如，我有一個
超市商場，人流旺盛，你想我給你
擺個攤位賣牛肉麺，我要求你告訴
我用甚麼料子，你不肯就拉到。美
國人說中國這種作法，不合規矩。
誰定的規矩？！美國人橫蠻高傲，
就是喜歡用自己定的規矩強加於別
人，所以用美國的法案來限制別人
與 伊 朗 做 生 意 ， 壓 迫 別 國 改 變 制
度、政權和文化，挑起南海爭端，
把台灣當作一個獨立的國家來搞軍
演或軍艦訪台，廢掉國際公約，無
視國際法，入境美國要檢查手機通
訊內容，…… 美國利用這個"中國人
偷美國技術"議題來妖魔化中國，所
以無論貿易戰如何進行和結局，已
經達到中傷中國的目的。可惜中國
沒有盡早作出回擊。

無論特朗普用貿易戰對付中國，
或喜辣厲在南海挑起軍事衝突；無
論誰坐在白宮挑動台獨作亂，最後
導致中國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無
論，…… 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美國
民眾、政客和媒體操縱、欺騙，對
中國、中國人深度不了解，他們衹
得 到 被 妖 魔 化 的 中 國 的 概 念 ， 所
以，中國應該注意做美國民眾的工
作，讓他們了解到中國人、中國文
化的和諧包容的特徵，可以與美國
一起把這個世界搞得更和諧美好。

萬 一 貿 易 戰 對 中 國 造 成 巨 大 傷
害，中國老百姓要過苦日子，這當
然不是我們所願意看到的。但從某
一意義上來說，這也可能是好事。
這幾十年來中國經濟不停的高速發
展，人民生活大大改善，卻帶來很
多副作用。例如年輕的一代不但不
能吃苦，也不曉得中華民族經歷過
的苦難。中華民族五、六千年累積
的堅韌不拔、艱苦奮斗、克苦耐勞
的基因迅速退化，貿易戰帶來的苦
日子有利於尋回流失的優良特質。
又例如，土豪亦必受到重大衝擊，
他們被打醒，他們的發達與國家的
興衰息息相關。至於那些日本馬桶
蓋迷和希望自己的寶寶成為美國人
的黄皮白心的香蕉，要不乾脆成為
假洋鬼子，自我感覺良好, （但人家
並不當你是一等公民）要不猛醒到
自 己 到 底 仍 是 炎 黃 子 孫 ， 應 有 骨
氣，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山姆的連環計

◎裘國英

從中美貿戰開打以來，美方用盡各種招數，招招都有目的，分述如下:

1.提高関稅：期望中國大量工廠經營失利，國家稅收減少，失業率提高，社

會不安。

2.美國降稅：期望産業返美，資金返美，中國也競相降稅，企業出走，資金

外流，國家稅收減少。

3.美元增息：促使其他貨幣貶值,美元回流美國，為美股續造牛市。

4.退出伊核：激怒伊朗，製造荷姆茲海峽緊張，衝高油價，使中國購油成本

增加，推動中國進口的原料價格上漲，消耗中國外滙，增加中國製造成本。

5.軍訪南海，再提星戰：期望中國如同過去俄國，將大量資金用在軍備

上，財政拖累中國。

6.不實宣傳：美媒配合造謡，聲稱中國經濟下滑，一帶一路失利，而美國持

續榮景，除有利期中選情外，影響國際投資決策。

7.外交攪局：繼續在中國周邊製造事端，對中國倡導的組織見縫插針，金磚

國家如南非無端受害，貨幣下跌，破壞中國和鄰國及組織中國家的關係。

8.科技封鎖：宣傳中國留學生都是間諜，緊縮科技交流機會，不收中國科技

領域留學生等。

說實在的，川普是美國歷屆總統中，對中國最具憂患意識，最有作為，可以

說最徹徹底底，全方位對付中國的總統，美國居然還有政客，處處挖他牆角，

扯他後腿。

川普的連環計，排列一下其實也有夠縝密的，先用貿易戰，造成中國出口下

降，工廠停産，工人失業，社會不安，再用金融手段，促人民幣貶值，(當然

也可能是中方因應美進口関稅提高)，資金外流，不動產價格下跌，股市下

跌，促成中國金融危機，再搞石油漲價，讓中國外滙快速流失，一方面又搞軍

備競賽，區域矛盾，消耗中國國力，破壞一帶一路協作計劃，使中國百億，甚

至千億對外投資，借款泡湯。封鎖科技訊息，減緩中國科技發展，所幸中國國

力雄厚，領導睿智，未受奸計所害。

不宣佈台獨，大陸就不會實施武統嗎？不宣佈台獨，大陸就不會實施武統嗎？不宣佈台獨，大陸就不會實施武統嗎？
◎謝芷生

然而他們卻舍此而不為，寧可受美國
要脅，向其購買用不上的軍火，中飽
美軍火商私囊。 這豈只是」自私自利
「而已，簡直就是糊塗愚蠢之極。 

古代曾留下了「蕭規曹隨「的成
語。 即為著人民安居樂業，過去的規
章制度凡是好的，適用的，就可以沿
用舊制，而無需更改。 台獨政權上臺
前，為著騙取選票，一而再地強調
會」維持現狀「，大家信以為真，把
手上的選票紛紛投給了他們。 但不料
他們上臺伊始，便大幅改變了馬英九
時期的政策，其中較引人注目的，
有」軍公教年金改革「，修改」勞基
法「，通過」前瞻條例「， 以及近日
通過的」高中新課綱「等。 而尤為重
大的是，否定了維持兩岸和平的」九
二共識「。 台獨分子竟好意思說，他
們並沒有改變現狀，沒有挑釁大陸，
反而是大陸挑釁了他們。 他們到底是
過於天真，還是企圖繼續矇騙人民
呢？ 

根據大陸「反分裂國家法「第 8 條
規定，只要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
失，即可採取」非和平方式「捍衛國
家領土主權完整。 是否形式上公開宣
佈獨立，並非」武統「的必要條件。 
請問，台獨政權再度執政後的種種表
現， 例如頑固拒絕承認」九二共識
「，意欲去中國化的」修改課綱「，
甚至欲勾結國際，尤其是美國反華勢
力，意圖「以武拒統」等作為， 兩岸
還有和平統一的希望嗎？ 

令人不安的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希
望，是否已完全喪失，不是由台獨分
子說了算，而是由大陸說了算。 因此
希望他們能以蒼生為念，不可再一意
孤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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