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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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湘濤   張文基兼㈳長

Tibet is way up high in the Himalaya Mountains tranquil and 
peaceful. The Tibetans have a unique religion subject to the test of 
time like any other religion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pace is slower in 
Tibet due to its remoteness. However, the world has changed 
especially in transpor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are impacted by the fas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ade in the 
past century. Naturally, Tibetans are impacted as well and they 
deserve to have the modern elements available to them just like 
anyone else in the world. Tibetans may choose to absorb the 
technological impact and any social changes that come with it in 
their own pace but that are Tibetans' choice, not the outsiders' nor the 
Dalai Lama XIV's. This belief of mine was influenced and firmed up 
by reading the book written by Dalai Lama XIV's elder brother, 
Gyalo Thondup,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 (co-authored with Anne F Thurston, 
published by Public Affairs 2015). The book tells the extraordinary 
story of the Dalai Lama family, his selection to be the spiritual 
leader, how Tibetan people were controlled, and Dalai Lama's exile 
from the religious holy land to political battles for his exile 
government fighting for Tibet's Independence, independent of 
Tibetans' will but more dependent on world politics.

Of course, living in the U.S. far away from Tibet, I am exposed 
to more international news concerning Dalai Lama than any Tibetan 
will. Dalai Lama was often featured as a celebrity by Western presses 
partly because he would grab any opportunity of high exposure such 
as any invitation from any head of state and partly he would often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forums raising the flags of human rights, 
freedom and democracy. He had opportunities to remain as a spiritual 
leader in Tibet and influence Tibet's governance and Tibetans' 
welfare but he was manipulated by world politicians into exile of no 
return. It is a pity for him that he cannot accept the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which has been accep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even by the oldest monarchy States. Tibetans now have the freedom 
to practice their religion and enjoy being a free citizen like anyone 
else in China with no political bondage imposed by any religion. 
Dalai Lama is now 82 years old, with his wisdom, he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at the destiny of a modern Tibet should be.

Interesting enough, just about the time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was publish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ublished a white 
paper about Tibet. I did not read this document until recently someone 
alerted to me its existence. I read the entire document and the Gyalo 
Thondup book once again, and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ibet has gone through a very much needed transformation in the 
past six and half decades (1949-2015 when the white paper was 
published). Tibet has joined the total of China's 56 ethnic groups 
experiencing a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 true independent republic nation marching towards 
modernization.

2. Separation of Religion and Politics is no doubt a correct policy 
compared to a religion controlled political governance system. Modern 
citizens understand it and Tibetans now understand it. Dalai Lama's exile 
government representing the old system (Tibetans are slaves to monks 
and local landlords) is in no position to speak about Tibetans' freedom 
and rights. How can any other nation equates Dalai Lama to freedom and 
democracy is beyond me. I believe that the faults of the old system, 
absolute religious power, class and slavery system, poverty etc., 
described in the white paper, are true (corroborated by Thondup's book).

3.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or Tibetans is remarkable if we 
compare to what happened to the American Indians when the European 
settlers came to America. Tibetans are treated and respected as equal 
partners in the new Republic nation. In 1951, amid som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supported by external organizations,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ached an agreement to allow peaceful 
transition of governance. Dalai Lama XIV, then, telegrammed Chairman 
Mao: "Tibet's local government and Tibet's common citizens and 
monasteries jointly suppor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nder Chairman 
Mao's leadership to expel the foreign forces out of Tibet and uphold our 
mother nation's sovereignty."  In 1954, China and India signed a Tibet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Agreement which eliminated the special 
privileges left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based on prior unequal treaties. In 
1956, similar Trade and Transportation Agreement was signed with 
Nepal giving Tibet a fairer deal.

4. Monastic figures held important roles in Tibet society in the past 

and those roles were diminished since 1959. The religious rivalry 
between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was historical.  Panchen 
Lama was part of the elaborate process by which Dalai Lama was 
chosen. The current system solved the historical issues and made 
Tibetans more uni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helped Tibet 
financially to develop its infrastructure and economic system. From 1952 
to 2013, the subsidies to Tibet amounts to 544.6 billion Yuan, 95% of 
Tibet's budget. In the past 20 years nearly 6000 selected talents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rest of China to work in Tibet. One credit may be 
given to the external support groups for Tibet Independence is that their 
noises made the Chinese Central Government more conscious in 
evaluating its achievement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ibet. One 
must say the results are impressive. 

5. All the noises on the world stage demanding Tibet to be 
independent are clearly politically motivated from geopolitical strategic 
viewpoints. India since Nehru has been supporting Tibet Independence 
with the same motive as her control of Bhutan as a strategic policy of 
weakening China, perhaps a legacy inherited from the British Empire. 
The U.S. with her anti-communism strategy shared that purpose, thus 
Gyalo Thondup's story of CIA involvement in Tibet is absolutely 
believable. Later after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 with China, the 
U.S. shifted her position to human rights 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chorus 
on Tibetans being suppressed. As China rose economically so did Tibet, 
these noises became more subdued. Judging on comments from recent 
tourists visiting Tibet, Tibetans are not only better off than decades 
earlier, they became models of China's effort in eliminating poverty.

6. China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with any agitation challenging 
her legitimacy, sovereignty and policies regarding human rights and 
racial issues. China is still concerned with Dalai Lama's activities and any 
echoer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ven though China is in a ever 
better position to defend her governance in Tibet and China as a whole. 
The progress in Tibet and in the entire China is her best defense. There 
are still anti-China plots using Tibet or whatever can be twisted into a 
negative story,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gained more self-
confidence as seen from their diplomatic actions and over all PR work. 
The recent incidence of India sending troops into China-Bhutan border 
was handled rationally and successfully. Hence, Dalai Lama is no longer 
a threat but a nuisance. 

As a religious leader Dalai Lama should have realized that his quest 
for power and control of Tibet was not justified. He should have returned 
to Tibet and practiced his religion with his followers. As Buddhists say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return to safe shore". Dalai Lama still has the choice 
as long as he is alive.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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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ans Don't Have A Problem, Dalai Lama XIV Does!

中共十九大涉台政策保持對"台
獨"的高壓態勢，充分展現中共對於
一切形式台獨分裂活動「零容忍」
的決心和意志，讓蔡英文坐不住。
26日首次回應，提出兩岸執政黨應
展開良性對話，並強調現在正是改
變的契機。其基調還是去年就任中
華民國總統時承認九二歷史事實， 
希望迴避九二共識的字眼，但是這
樣的論述在過去的兩岸互動已經證
明不可行。 

綠營卻認為蔡的談話是對中共
19大的正向回應，並期盼11月在越
南舉行的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經濟領袖會議架構下與中國大陸
能善意互動合作，習近平與宋楚瑜
的互動是否與去年有所不同，將是
一個兩岸關係變化的重要觀察指
標。

目前可知台灣在蔡英文在治理
下，經濟與競爭力快速下墜中，她
急於解決兩岸僵局。所以在9月24日
民進黨全代會提到黨要有兩岸新論
述，是寄望若能突破兩岸僵局，她
的連任之路將可邁開一大步。 

蔡英文2020必然要尋求連任，孱
弱的中國國民黨未必是她最怕的對
手，她更擔心受到獨派支持的賴清
德挑戰。蔡若能在2020之前穩下兩
岸關係，賴的空間將受到擠壓。

惜蔡深陷反中、暗獨思維，卡住
了台灣的未來，在台灣的政治經濟
現實下，對于蔡英文來說，突破了
兩岸僵局，等于是買了一份政治保

險，提高勝出的機會。可惜她低估
了十九大後，習近平對國際社會的
影響力與控制力，兩岸關係只是中
國在全球、在國内重新架構秩序的
一角而已。

中國國民黨在兩岸論述上依舊陷
於進退兩難，只守、不攻。藍軍近
日頻逼賴清德表態，流於為法理
"台獨"宣傳搭舞台，國民黨若無自
身明確定位，將很難走得久、走得
遠。應對目前政局，國民黨只是坐
等蔡政府內政問題出包。2018地方
選舉，兩岸議題或非主軸，待
2020大選，這場仗不知如何打？

誠如反獨救台聯盟成立宣言中所
說：愛台的政治工作者要作的事應
該是為台灣著想，而非圖一時政治
投機而已。

因"台獨"思維的存在，在民進黨
和共產黨之間產生了一個無法調和
的結構性政治矛盾。共產黨不可能
放棄統一，獨立是中共兩岸關係政
策中不會出現的選項。    

中共於十九大中堅決反對"台獨
"，今後將致力於國際空間的圍
堵，壓縮"台獨"的國際空間，顯現
"台獨"尋求國際社會支撐之路已到
盡頭。

觀察北京近年來所發展「損小、
效高、快打、速決」的用兵理念，
應不會重蹈一九九六年覆轍，大張
旗鼓進行文攻武嚇。推測大陸應該
會在未來情勢必要時，直接進行
「首戰即決戰」的「內視鏡外科手

術」戰法，一舉完成「兩岸統一」
的國家戰略目標。一旦台海發生戰
爭，美國會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台灣
嗎？有鑑於此 ，維持僵局現狀，
"台獨"遲早會自食苦果！ 

習近平透過十九十將中共的立場
及可能因應的方式讓台灣人民了
解，未嘗不是一種危機管理的方
法，中國大陸將會採取自己的方式
來處理台灣問題。 

現在的問題是，十九大後兩岸關
係的變化所呈現"新秩序"面向是什
麼，台灣又如何在"新秩序"之下，
尋求自己的空間？這既取决于國際
力量的變化，也取决于中國大陸内
部力量的變化。蔡英文只有充分考
慮到全球與中國内部秩序重建這兩
大背景因素，或許才能更好地理解
"台獨"獨還有多少政治想象空間，
才能更好地處理兩岸之間的關係，
建立維穩的兩岸關係"新秩序"。

如果蔡英文繼續打她的「政治太
極拳」，大陸不會再隱忍其兩岸政
策的「含糊其詞」。兩岸若在「九
二共識」「一個中國」架構下，以
對話代替對立，以交流增進互信，
應是維繫兩岸關係的重要支撐。任
何違反這種模式冒進的主張或政
策，都將損害兩岸關係的和平發
展，是中美兩大強權所不樂見的。

長期以來不少美國人對華裔持有
兩極的偏見：一方面欽佩華人聰明
勤奮，努力工作也不惹麻煩，但是
另方面覺得華人只關心個人和家庭
利益，從美國獲取的多，貢獻不
夠。 然而，回顧歷史即使在1960以
前飽受歧視的年代華裔對美國都有
超過人口比例的貢獻。 今年的美國
退伍軍人節華裔美軍互援會（成立
於2003年伊拉克戰爭期間）聨合洛
郡 軍 人 及 退 伍 軍 人 事 務 部 （  
LACDMV ）主辦了一個與其他慶祝
活動不同的方式：除了向所有退伍
軍人致敬外，特別表彰華裔美軍的
貢獻，同時對於有志參軍的華人提
供資訊並回答有關職業生涯規劃問
題。。 

從南北戰爭開始華人參與了每一
次美國的主要戰爭，湧現出許多感
人的故事，不幸的是這些事蹟大多
被遺忘了，在 11 月 11 日和 12 日的
兩天活動中，我們透過退伍軍人的
親身演講，圖片展覽和紀錄短片讓
廣大社區瞭解華裔的貢獻。 

每天展覽從早上  9 點到下午  6 
點，地點是  San Marino City Center 
，  1800 Huntington Drive ，  San 

Marino, CA 91108 。 11日（週六）
9點 舉 行 開 幕 式 ， 洛 郡 Supervisor 
Barger 及聖瑪里諾市長孫國泰及退
伍軍人嘉賓參加。 閉幕式定於12日
下午4點舉行，嘉賓包括聯邦眾議員
Ed. Royce ，趙美心和擁有華裔最高
軍 銜 的 前 陸 軍 二 星 少 將 ， Bill 
Chen。 陳少將的父親是飛虎隊員，
他的哥哥，弟弟及女兒三代五人都
是退伍軍人。 

二戰期間華人在美國和夏威夷的
總人口只有 10 萬，而加入美軍參戰
的達到兩萬人之多，是所有族群中
最高的。 為了感謝他們的犧牲和奉
獻，今年美國參眾兩院都分別提議
案「授予二戰華裔美軍集體國會金
質獎章」。 然而這種榮譽獎章的頒
發需要2/3眾議員的連署， 可能需要
多年不斷的努力。 我們希望透過一
系列的活動支援他們的提案。 

中美論壇的宗旨之一就是促進華
人與廣大社區的相互理解，因此希
望華裔同胞能夠踴躍參加此項免費
的活動。更多訊息請聯络温國富，
909-576-5808.

◎張文基

Abstract
� � The author predicts that Cataloni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 will not 
succeed simply because there is no external support and the reason for 
independence is selfish and not justified. The constitution of Spain does not 
permit Catalonia to declare independence.
Full paper see http://www.us-chinaforum.org/ifay222A.pdf Chinese 
version卡特隆尼亞獨立運動和局外觀 - 台灣該獨立嗎? see The Observer 
Magazine published in Taiwan

External View of Catalonia's Quest for Independence

◎阮大正

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在《十
九大政治報告》中提到對台政策
時，明確重申"九二共識"和"一個中
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兩
岸關係發展的方向，就是要共圓中
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夢，就是要建立
兩岸的"命運共同體"。兩岸關係不
僅是要"求同存異"，還要"求同化異
"，求民族的認同、文化的認同、國
家的認同，透過兩岸經濟、社會的
融合來"化異"。同時強調"我們所追
求的國家統一不僅是形式上的統
一，更重要的是兩岸同胞的心靈契
合"，也就是"兩岸一家親"理念。

在反台獨方面習近平除了重申
「六個任何」，「絕不允許任何
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
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
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習近平
同時强调"我们有堅定的意志、充分
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打敗任何形式
的台獨分裂圖謀"，更首度提出"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加强统一的
力度。目前大陸雖有實力以武力统
一 台 湾 ， 但 武 统 不 利 其 规 劃 到
2050年的两階段發展戰略，且武统
後的善後工作代價太大，除非萬不

得已，和平统一仍是大陸的優先選
择。但是"反獨促統"的立場明顯轉
趨強硬，

習近平發表《十九大政治報告》
後，賴清德以六個決心都不會改
變:1.捍衛台灣主權、2.維護國人自
由 民 主 人 權 、 3.發 展 經 濟 壯 大 台
灣、4.深化兩岸和平發展、5.維護國
人對未來選擇權，及6.捍衛區域和
平安全; 蔡英文也以重複她的四不: 
1.善意不變、2.承諾不變，3.不回到
對抗的老路, 4.不在壓力下屈服。回
覆習近平的《十九大政治報告》。
但中國大陸要求蔡英文不僅要承認
"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更要明確
回答两岸關係的性质，即認同两岸
同属一個中國，雙方才能開展對
話。

在蔡英文任用自認為是台獨的政
治工作者的赖清德擔任閣揆及一連
串"去中國化"作為、中國大陸内部
要求武统的氛圍下，習近平仍然主
張"和平發展、和平统一"，由此可
见其信心和定力，習近平也非常强
硬地告诉國際和大陸内部的人，中

國已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
雖然台湾形势有改变，但台湾是"逃
不掉的"，台湾若踩了红線，也不要
輕忽大陸的决心。

目前两岸官方交流中断，陸生、
陸客减少去台湾，解放軍的軍機軍
艦經常繞台，台湾外交處境也更為
艱困。習近平的對台方針，已從台
灣藍色執政的和平發展階段轉向為
綠色執政的冷和時期。反台獨的宣
示更强，拉攏台湾人民的措施"尊重
台灣現有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逐
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
就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
遇"，懷柔戰略則更靈活，更加軟。

「台灣未來何去何從？」美國前
國 務 卿  亨 利 季 辛 吉  很 久 前 曾 說
過,台灣有三條路可走：一、和北京
談判，達成和平解決協議。二、宣
布獨立（40年前也許有可能，現已
不可能了）。三、等待中共內部變
化，甚至垮台，然後結合大陸新的
政治勢力，中華民國政府重返大
陸。目前唯一可走的路是與大陸和
解，這本來是馬英九政府打下的基
礎，但蔡英文沉溺於台獨的美夢，
以障眼法的「維持現狀」，不接受
「九二共識」，以致處處碰壁，如
不改弦易轍，只有死路一條。

面對大陸對台政策的戰略清晰、
策略靈活，台灣的人民與執政者都
應積極思考如何進一步維護台海局
勢和平穩定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表彰被遺忘的英雄：表彰被遺忘的英雄：表彰被遺忘的英雄：
㈵殊的方式慶㈷退伍軍㆟節

◎廖介民

最近兩年以來台灣島內經濟惡
化，民生凋敝，政爭不斷，外交孤
立，令海內外的臺胞們憂心忡忡。 
在世界局勢面臨結構和價值觀轉型
的關鍵時刻，我們憂心台灣朝野如
果不能立即糾正錯誤政策將無法維
持島內安定及兩岸和平現狀。 威
脅台灣人民福祉的最大因素就就是
島內的台獨勢力和他們的台獨政
策，因此在海外的我們效法中山先
生成立興中會的精神在臺灣光復
72周年的歷史時刻於美國成立「反
獨救台聯盟」，希望聯絡島內外有
志之士救台灣於危難之際。

任何台獨企圖，不論是改國號的
台獨，還是掛羊頭賣狗肉式的李登
輝賴清德所主張的「台灣已經是一
個獨立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
國」的台獨，只會迫使大陸的武力

統一，而戰爭將無可避免給臺灣帶
來重大的傷害，這絕對不符合台灣
人民的利益。

來自臺灣的我們深知臺灣民眾過
去四百年的特殊的歷史經驗和痛
苦，然而，絕大多數臺灣人的痛苦
與中華民族近代歷史的傷痛是不可
分割的。 不可諱言，臺灣和大陸有
許多現實和制度性的差異，而這些
差異可以透過時間以和平的方式消
弭。 習近平的對台政策的基調就是
強調走和平發展之路，謀互利雙贏
之道，追求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 
只要臺灣當局適當的表達「一個中
國」的認同大陸可以等。 

島內民意調查一再顯示即使不少
臺灣人民對統一還有疑慮，但是超
過 85% 的民眾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
的子孫，而台獨的基本教條就是否

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這是
自絕於臺灣人民。 

2008 年的金融危機清晰的彰顯
了美國主導的政經制度和價值的
缺失，當西方實力不斷下滑時，
中 國 的 綜 合 力 量 持 續 高 速 度 上
升，跨越了經濟，軍事，科技，
體育等等各方面。 各種民意調查
都顯示大陸人民絕大多數建立了
「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 世界求變，中國
道 路 已 經 吸 引 了 眾 多 發 展 中 國
家，也被大多數G7 國家接受，將
是領導世界改變的重要力量。 

臺灣最好的出路就是珍惜中華
民 族 紐 帶 ， 採 取 積 極 正 面 的 態
度，求同存異，認同兩岸同屬一
中，利用臺灣一些特殊的優勢参
與大陸的發展大格局為人民謀取
最大的利益。台獨理論和主張是
臺灣人民福祉的最大威脋，我們
必須堅決反對它！

(2017年10月25日)

反獨救台聯盟宣言反獨救台聯盟宣言反獨救台聯盟宣言

民進黨與台獨的膨脹靠的是卑鄙
欺騙的手段，炒民粹，挑撥族群茅
盾，操控媒體及選舉作業。得到政
權后致力於營私斂財，系統性反中
去華，賣台媚日，違憲違法，豪無
政績，以致台灣經濟倒轉。陳水扁
的團隊貪污，罪証確鑿，判決入
獄，但民進黨再度當權后，全力救
扁出獄，蔡英文自身不正，不但無
清黨政策，而極力於向國民黨奪產
掠財，在國家財政預算上大作手
腳，增加軍費向美國買過時軍備。
外交失利情況下，又自打嘴巴，恢
復李登輝，陳水扁時期的金錢買邦
交。

蔡英文上任以來，經濟毫無起
色，年青人就業困難，陰獨政策已
使大陸停止讓利，觀光陸客人數大
減， 巴拿馬斷交引起多米諾骨牌效
應，蔡英文提出新南向政策，希望
能向南促進貿易，招攬觀光遊客，
最近居然向中央銀行動用一千億台
幣，用作給南向國家無息或低息貸
款做開發基礎建設。此舉對台灣人
民無利并不能提升台灣的競爭力，
蔡政府經由經濟部放言台灣可組織
企業聯盟來承包南向國家的基礎建
設工程。這樣把老百姓的錢轉放進
商人的口袋是開發台灣經濟還是公
款貪污洗錢？

近日由立法院高金素梅委員質詢
行政院長賴清德知道，以上所說南
向經濟開發一千億是人民的儲蓄
錢，不是政府預算立法院無法追
蹤，一千億竟然只經過幾十人經
手。此項貸款給無邦交國家無主權
擔包，風險沒有保障，基礎工程招
標如果公開競爭，台灣企業毫無保
障可得標，如果暗箱作業，那就成
了蔡政府官商勾結，洗錢貪污的最
佳屏障。天啊，台灣老百姓是那�
好欺好騙的嗎？一千億是三十億美
元人民的血汗錢呀！

照目前蔡政府的強勢作法，這新
南向政策勢在必行。從前車之鑑，
可以預料，這種暗箱作業必有弊
端，南向國家得了好處，還可能繼
續要脅。台灣的老百姓沒有辦法捉
奸，大陸政府可以。以如今大陸的
外交實力和技巧，不難把暗箱作業
曝光，為台灣人民保護他們的血汗
錢。用國內的反貪法向台灣的貪污
犯發出通輯令，捉拿法辦。為台灣
老百姓肅貪除奸，維護他們的儲蓄
金， 這種作法會得到台灣人民的
心，這種統一台灣的方法不是統戰
也不是武統，而是正義之統。全球
各地的華人都會贊同這種正義之
統！

台獨將亡於正義之統
◎張語㆟

當前國際局勢多變,中國的崛起特
别的亮眼, 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是
維繋世界和平的重要共同願望, 而
影嚮中美關係中的一個主要關鍵因
素在於台海局势， 然而主導台海局
勢不稳定的主要問題又在於台獨，
如今台獨勢力已經由暗獨轉為明
獨,當前情勢急迫，台獨己成為了破

台灣的執政黨民進黨，不管明的
暗的已走向台獨，看到台灣因為台
獨日漸走向沈淪，使得海外一些台
灣同胞非常的憂心與焦慮，台獨在
未見其利已經深受其害，台獨依然
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會把
兩岸推向戰爭，大陸不會容忍台灣
走向台獨，美國也不可能為了支持
台獨與大陸一戰，台獨不但破壞兩
岸的和平與互信的基礎，中華民國
的外交及參與國際社會的空間將因
大陸的反制遭到孤立與挫敗，台灣
將因失去大陸的市場及所連帶造成
的影响，造成經濟衰退及萎縮，這
將深深影響到台灣二千三百萬同胞
的安全與福祉。

台灣雖然曾因甲午戰爭失敗割讓
給日本50年，但台灣自古以來是中

國的領土，從歷史和文化上來說，
寶島台灣更無法和大陸切割，台灣
的宗教信仰，所拜的神，民間所唱
的歌仔戲、所演的布袋戲，無不蘊

含著中原的故事與華夏的文化，台
灣是目前在這個世界上保有最好最
完整的中華文化的地方，到過台灣
的大陸同胞，無不讚美台灣看上去
比中國還"中國"，台灣的同胞要珍
惜及保存這些得來不易的成果。

旅美台胞為何要成立"反獨救台聯盟"
◎謝㊪煌

壞區域和平的主要原因, 所以當今反
台獨行動已無庸置疑的成為維護和
平的重要任務。

對台灣來說，未來最佳和唯一明
智選擇是主動與中國大陸拹商在一
中的架構下有尊嚴的爭取最大的福

利！ 反之，若還一意孤行往台獨或
獨台方向發展，無論經過任何的演
變過程, 最終就是等於選擇了"無尊
嚴式的被統一"，有識之士必定能
看出前者為最佳選項。何樂不為! 

台灣各政界的代表性人物，尤其
是以國民黨為首的泛藍團體應該馬

Abstract
  Hong Kong had a history as a colony ruled by the British Empire for 155 
years. As a Pearl of Asia, Hong Kong was reluctantly returned to China in 
1997. Not like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Taiwan have no sane reasons for 
pushing for Independence. The Independence push comes from foreign 
influence with sour grape mentality. The Chinese people worldwide, HK, 
Taiwan even in Singapore should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Independence 
and who wants to push for it!  
Full paper at   http://www.us-chinaforum.org/ifay222B.pdf

Who Wants Chinese People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Push for Independence

首是瞻, 率先主動撥亂反正，心繋台
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共創中
華兩岸雙贏的新局面,聯手合作遏制
台獨勢力。 我們是台灣人，我們當
然也是中國人，而且我們還要做堂
堂正正的中國人。

華裔美國退伍軍㆟華裔美國退伍軍㆟華裔美國退伍軍㆟

新秩序新秩序新秩序

㈩㈨大後 台灣何去何從？㈩㈨大後 台灣何去何從？㈩㈨大後 台灣何去何從？

◎秋海棠㈻㈳ 徐㆗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
Dr. Wordman

共創㆗華兩岸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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