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Macao and the Philippines are located in Asia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but sharing 
one common fact - colonized by the Western powers. Macao has now a population of nearly 
600,000 and a GDP over $46 Billion and a GDP per capita of $55,860 (and kept growing sinc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OCTS) took effect) whereas the Philippines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100 Million, a GDP of $300 Billion and a GDP per capita of $3,050 after being 
independent for 70 years. Certainly, the OCTS worked very well for Macao (Hong Kong too!) 
but the Philippines has not fared so well. This paper reviews their history and governance 
models to fi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ll-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Abstract

No matter who gets elected as the next US President, we hope that the President will keep an open 

mind to listen to the American people while sitting in the Oval Office. This election was distracted 

by too many negative smears which overshadowed many important issues. This letter discusses 

citizens' views on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a form of an open letter to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S. 

*For the full-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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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憲中
美國總統大選終於以地動天摇

的方式結束了，川普以一個政治

界的新手，披襟斬棘衝破了美國

兩黨的精英階級的合力阻撓，眾

多主流媒體的攻擊和貶低，及民

意調查的不利結果而取得了最後

勝利。這個結果決不是偶然的，

它代表了美國人民的覺醒，代表

了不流血的成功革命。人民選擇

了與過去卅年不同的價值觀，嘗

試走與過去不同的道路，這將對

美國，世界，中美關係和兩岸和

平有顛覆性的影響。

無可否認改變這次大選的轉折

點是在距離總統大選日只有十一

天的十月廿八日聯邦調查局局長

科米（James Comey）對希拉蕊任

國務卿期間使用私人電郵處理公

務事件，涉嫌違法重啟調查。 在

此之前主流媒體及評論員們異口

同聲的宣佈了希拉蕊必定當選的

判斷。科米的決定違反了FBI幾十

年不成文規定：在選舉前六十天

之內不採取任何足以影響選情的

新聞宣示，因此他受到了希拉蕊

陣營的猛烈抨擊，和各界人士的

質疑。然而，莫忘記在此之前，

今年七月時科米高調宣佈放棄要

求聯邦檢查官起訴希拉蕊後，她

的 陣 營 從 來 不 吝 于 高 調 讚 揚 科

米，並以FBI的決定做為有效的擋

箭牌躲避一系列對她和比爾幾十

年間貪腐違法的指控！ 

為 什 麼 科 米 做 了 這 麼 大 的 轉

變？ 因為他已無法控制住手下辦案

人員的集體反彈壓力！ 近年來對克

林頓夫婦及他們的集團的調查明顯

的 指 出 許 許 多 多 犯 罪 的 事 實 ， 然

而 ， 由 於 政 治 原 因 奧 巴 馬 的 司 法

部，國務院和聯邦調察局對希拉蕊

違法違規事件的不起訴，不處罰決

定，使得美國執法中堅人員對領導

階層產生嚴重的不滿，造成士氣低

迷，許多資深探員深為不齒，寧可

犧牲個人退休福利，紛紛請辭。維

琪解密的許多爆料大多是情治界人

士冒險所提供，因為他們不願見到

美國的淪落。雖然十一月六日，迫

於政治壓力，科米再次宣布維持此

前不起訴的決定，然而未能改變選

民 對 權 貴 階 級 貪 贓 枉 法 的 深 痛 惡

絕。

我親身觀察了美國四十多年來的

沉淪，能感受到美國百姓的失望挫

折 和 無 奈 ！ 他 們 曾 寄 希 望 于 小 布

希，也寄希望于奧巴馬，但是都失

望了！ 許多感受到自己生活的下降

也看到國債,財政赤字,金融,教育 ,醫

療,福利，邊界管理,反恐無力，貧富

兩極,政府無能,等等問題。而兩黨的

精英人物還是老調重彈，講的冠冕

堂皇而事實上是為幕後的金融寡頭

服務。就在這個時候川普出現了，

他無視許多傳統政治精英的政治正

確套話，指出問題的本質，就像在

枯乾的原野上點起燎原大火。 

川普所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他

的許多承諾諸如：改稅法，在 10年

時間內創造2500萬個新就業崗位、

打擊非法移民、為國會議員設立任

期限制、國會議員離任後5年內不

得從事遊說工作、重新談判北美自

由貿易區協定以及廢除現任總統奧

巴馬的醫療改革等，未必能很快立

杆見效，然而，他必須展現領導

力，讓民眾看到新的方向和希望， 

顯然民眾相信他的能力。 

川普的外交理念將和過去五十年

以來的所有總統不同，他傾向于回

歸美國建國領袖的傳統保守主義政

策： 1.他反對違反美國人民利益的

對外軍事干涉行動，例如過去十幾

年間發生的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

亞戰爭。 2. 他明確的聲明希望和中

國及俄羅斯基於發展共同利益的和

平繁榮友好關系而非戰爭和破壞。 

3. 他堅決反對TPP。 

可以預期他的當選將緩和當今世

界許多地區，包括東亞的緊張態

勢，雖然在經貿领域將有尖銳的折

衝。TPP的破局對日本和台灣的蔡

英文都是重大打擊。 在這種情勢下

也許有助於兩岸對「共建一中」達

成共識，而穩定的兩岸關係對兩岸

人民及美國人民都是有利的。 

2016年是世界各地人民覺醒的一

年，從土耳其，英國，西歐，菲律

賓到美國。島內各政黨如果不能從

中取得教訓，必將被歷史淘汰！

◎張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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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否有其普世價值？要回答

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弄清楚“民

主”和“普世價值”的定義。“民

主”的定義比較明確，根據韋氏字

典，它是一種由民意決定國家大事

的政治制度。但何謂“普世價

值”？我們就得仔細想想了。

由字面上看，“普世價值”應是

一種為絕大多數世人贊同的事物，

體制，或行為規範。它有點像幾何

學中的“公理”。是顯而易見，不

須求證的；而且它還是放諸四海皆

準的。

“民主”真能符合如上的定義

嗎？讓我們先看它的普世性，英國

著名政論雜誌“經濟學人”，將當

世167個主要政權（包括台灣，但

不包括約30個超小國家），按其民

主化的程度，分為四大等級。排名

最前的20國屬第一級（全面民

主），排名介於21和79之間的屬第

二級（有瑕疵民主），排名介於

80和116之間的屬第三級（民主集

權混合體），介於117和167之間的

屬第四級（集權政體）。按這個分

類法，今日世上至少仍有超過三分

之一的國家未採用民主制度，因此

民主制度並無其普世性。

再說民主制度便一定勝過其他制

度嗎？倒也不然。各國國情不同，

集權政體有時比民主政體更能照顧

她的人民。讓我們比較世上兩個人

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和印度。中共

於1949年建國，印度於1947年脫離

英國獨立，二者當初均一窮二白，

站在同一起跑線上。60多年下來，

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遠快於印度，

2015年中國人均收入是印度人的六

倍多。而在民主化排名榜上，印度

頗為靠前，位列36。中國則名列

136，接近靠尾！

再以兩個小島國家，星加坡和毛

里求斯為例。星加坡1965年被逐出

大馬聯邦，不得已獨立時，國土，

資源，市場樣樣短缺。但在李光耀

近50年“良性獨裁”治理下，星國

奇跡般地成為世上最富有國之一，

其2015年國民人均收入高達5萬6千

多美元！星國的民主排名？不高不

低的74。

毛里求斯原為英國屬地，1968年

獨立時，基建已頗有基礎，建國條

件勝過星加坡。經過近50年的正常

運作，目前她的年平均過民收入約

為一萬一千美元，尚不及星加坡的

五分之一。而毛里求斯的民主排名

則高據第18，是“全面民主“過家

之一。

筆者愚見，民主制度優點很多，

但說它有“普世價值”，不敢苟

同，不敢苟同。

民主有其普世價值嗎？
◎張紹遷 

陳立家先生《中美合作共創世

界和平新局》一文，道出了善良

人共同的心聲，在下亦馨香祝禱

這一天早日到來。無奈中美兩

國，南轅而北轍，現正走在最大

相距點上。

邦與邦之間，亦如人與人之

間，不外乎三種關係：或戰，或

和，或不戰不和。中美處於哪一

種關係呢？不能只看一時一地，

即使在韓、越打得如火如荼，中

美亦未正式宣戰，故非兩國關係

全貌。若更推前些，晚清積弱招

致的八國聯軍有美國在內，那也

不是兩國之間的戰爭狀態。勒索

到巨額賠款的八國，唯獨美國以

庚子賠款嘉惠了許多中華學子，

培養了一代人才。中華也有反

饋，對美國長期抱有好感，即使

某段時期當局迭掀反美運動，可

是收效甚微，民間大眾親美愛美

崇美如故，今天美國科技的尖端

發展及經貿的巨大項目都有中華

腦袋在起作用。全面而論，只能

說中美兩國一直處於第三種情

況。

人與人（無論個體或集體）之

間，非因外力而自生的愛惡，必

定是由於內在的互有相投而合，

或互相牴觸而鬥。那麼，中美有

何內在的互相牴觸及互相吸引之

處呢？首先，由移民組成的美

國，其天性崇尚自由自在及誠信

交往。這一點上，與古老的中華

倒有契合之處。幾千年來華人的

最大追求就是“鳶飛魚躍”無拘

無束的境界，君臣朝廷的組合以

及品行操守的培養，都植基於個

人，嚴格講求各盡自己本分，這

與美國異曲同工。所以儘管滿清

末葉因腐敗而遭列強瓜分，唯獨美

國幾乎一無染指。尤其值得吾人再

三思議者，在一度為了別國的利益

中美兩國廝殺得難解難分之際，那

背後挑唆的罪惡帝國建議美國以核

彈制華時，美國堅拒。

兩國刻正處在不戰不和的境地，

雙方當權的內部卻出現了“中美必

有一戰”這種不耐煩和不知死活的

論調。何以會如此呢？還得從人類

本性談起。“弱肉強食”是一切動

物的生存本能，唯大智大慧始悟統

治分兩種：以力服人抑或以理服

人，亦即實行霸道抑或王道。霸道

省事，擺出實力就行；王道費時費

事，必需每個人從檢點自身做起，

“推己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中華聖賢以王道設教，但是

聖賢亦悲歎“王道迂闊而莫為”，

所以湯武革命之後的種種史實記

載，全都基本上屬於霸道。歷朝歷

代不是沒有愛民的統治，可是一律

誤於以天下為私產的傳承制度，即

使偶有王道政治亦如曇花一現，必

為後繼昏君的橫行霸道所斷送。

但王道所包含的中道思想（“允

執厥中”）和恕道思想（“如心之

謂恕”），已經深透到百姓的日用

平常，深印人心。即使尚未能在現

實中造就穩固持久的王道政治，卻

維持了全世界最悠久而從未中斷的

中華文明。晚清末葉，一方面由於

私天下的繼承制度積澱出極端的腐

敗，另方面海禁初開迎來了五花八

門的理論和主義。源自人心中本來

就有的王道思維，樸素簡單，不合

喜新崇奇的口味，所以革命先行者

們，蜂湧的把舶來品的各種主義奉

為顛撲不破的真理，各以武力強加

於人，纔有了百年不斷的革命。

古中華專注精神層面。聖賢開其

端，千百年數不盡的諸子百家，不

約而同皆對個人的思維品行，從處

世為人到治國平天下，研究得精微

透徹。個人各盡本分，應“止於至

善”，為臣、為君、為父、為子、

為朋友都有所“止”的標準，不能

過，也不能不及，要恰到好處。以

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也研究人，而大

異其趣，對人間各種關係無暇細

分，但對肉眼所不睹的細胞、菌、

素，對大而無當的星球太空等等研

究透徹，進而上天下地、出神入

化，可是解決不了人與人的種種矛

盾，對耍無賴一籌莫展，甚至對普

通人在性和戀愛上玩新鮮花樣也不

知如何是好，把一切野蠻粗暴全歸

於“恐怖”而愈反愈恐。人間矛

盾，唯王道可解。

現今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各個國

家，對內對外盛行的都是霸道，王

道迄未聞也，中華的百年革命早把

老祖宗傳下的王道學問掃除得乾乾

淨淨。但吾人完全不必犯愁，王道

本由人性而來，並非中華獨得之

秘，花不開此園必能生於別園。人

類終究會懂得王道的，像美國這樣

認認真真維護人性，仔仔細細一點

一滴的格物致知，總有一天會找得

王道的。自毀長城、自將王道拋得

一乾二淨的國家，正在努力摸石子

過河；但摸石子可以過河，卻絕對

找不到只能由良知良能而得的王

道。或許再等個一二百年，從西方

進口王道吧。從歷史的長河來看，

一二百年只如一霎那間而已，要等

也行。

民主面面觀系列之二

對國民黨我們可以一分為二的

來看：一部分為“獨台”派，大

佬包括馬英九、吳敦義、朱立倫

等；另一部份為“親統”派，主

要人物有洪秀柱、胡志強、蔡正

元等。獨台派心裡想的是台獨，

嘴上講的是“保持現狀”，與綠

營台獨不同的是他們對外親美但

不媚日，但有幾分懼日；對內懼

綠，不敢與民進黨正面衝突，討

好綠營卻失去藍營，同時也被綠

營看扁。由過去八年馬團隊執政

時期的作為，便能看得一清二

楚。親統派正視歷史，有正義

感，也敢講一些尚未被一般台灣

所謂主流民意所接受的觀點，能

為台灣老百姓福祉著想。這次洪

秀柱訪問大陸不卑不亢的表現，

可圈可點。

但是到目前為止親統派仍然走

不出“中華民國”稱號的羈絆，

這在未來中國的統一過程中仍是

一個不大不小的障礙。

北京願意接納洪秀柱團隊的來

訪是一步好棋，起碼能夠起到對

台灣較親中的力量的鼓勵作用。

但若是期望國民黨，以一個整體

來看，在國家統一的過程中起到

不流血的革命新征程的開始：不流血的革命新征程的開始：

川普當選對美國，世界和兩岸的影響

◎王敬之

主要積極的作用，將是一個過高甚

至錯誤的估計。由習近平會見洪秀

柱團隊時的談話內容，可以看出北

京並沒有過高的期許。統一主要還

得大陸的做法及政策要接地氣，重

點了解台灣各行業老百姓的需求。

其實台灣老百姓要求並不很高，也

就是生活小康，有安全感，社會有

公平正義而已。漁民有漁場，農民

的農作物有市場，年輕人有良好的

就業機會，經濟穩定小幅增長便

可。

最近大陸結合台灣一些藍營人

士，如蔡正元，共同努力營救出台

灣被非洲海盜扣押台灣漁船的輪機

長沈瑞章，便贏得了不少台灣民

心。往後若大陸在沖之鳥200海里

的海域內保護台灣漁民的捕魚權

利，將能贏得更多的台灣民心。

蔡英文政府媚日懼日的做法，

在這次民進黨邱義仁帶頭的對日漁

業談判中表露無遺。口裏自詡“愛

台”，卻處處做着賣台的事。老百

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蔡政府與大陸

做法的差別將日益明顯，台灣回歸

祖國懷抱之日將不遠矣！

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國民黨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
◎佟秉宇

A Citizen's Open Letter to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S.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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