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

328

The book, China's Vision of Victory, authored by Jonathan D.T. Ward, 
316pp, Atlas Publishing, March 2019 was reviewed by Tanner Greer in a review 
article, Can American Values Survive in a Chinese World?, published in Foreign 
Policy, pp 68-70, Fall 2019 (foreignpolicy.com, 10/12/2019). Dr. Jonathan D.T. 
Ward is a multi-lingual China-India relations specialist with a doctor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He had spent over a decade living and traveling in Russia, 
China, India, Latin America,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He speaks Russian, 
Chinese, Spanish, and Arabic. Dr. Ward, a frequently invited speaker, founded 
the company, Atlas, a consulting firm advising American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etc. He was interviewed on Fox News but as usual the 
questions were brief tailored with Fox's current interest such as the Hong Kong 
protests rather than getting into his book. Tanner Greer, a writer and strategist 
residing in Taiwan, on the other hand, did make some analysis of Ward's book 
with his own opinion in his review. However, Greer's opinion and America mass 
media's narrative (such as Fox, CNN, ...) 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often contain 
a deep bias revealed by Ward's book and visible in Greer's review. Hence, a 
review on the review and the book is meaningful. 

Ward with his credentials as a keen observer of Chinese politics operates his 
political consultancy from Washington. His book title certainly catches attention 
of many people concerned with US-China Relations. With China rising rapidly 
gaining wealth and power relative to her peers in the world, what do the leaders 
in China hope to achieve with the nation's new found clout is the central 
question posed in Ward's book. Greer said that Ward's simpl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is 'supremacy'. Greer cites Ward's book as a useful anecdote to "the 
delusion that Chinese leaders seek nothing more than to roll back U.S. 
hegemony in the Western Pacific (or just satisfied by becoming the dominant 
East Asian power). Ward guided readers through many Chinese official 
documents to show how wide-ranging the Chinese leaders' ambitions are, from 
projecting the strength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to be second to none 
by 2050 to a China-centered future where the U.S. led system will be discarded 
an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will emerge.

Ward traces the Chinese desire to shape the future of all mankind to a notion 
being taught to schoolchildren: China was once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the seat of wealth and the beacon of civilization) - China's 
natural role in the world order - a role disrupted by a century of humiliation, 
foreign invasions. The age of suffering is over and now comes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Ward stresses repeatedly that the popular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deal lies much more outsid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However, Greer expresses objection to Ward's view by claiming that 
Ward is wrong about CCP not being the driving force behi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Greer discounts Ward's conversations with common folks and his 
findings in Chinese books and think-tank reports, rather Greer claims that the 
critical issue is what the Chinese leaders in Zhongnanhai believes on which 
Ward has nothing to report.

Greer technically agrees with Ward's implicit question throughout his 
book: whether the U.S. should acquiesce to China's vision of victory? Greer's 
reasoning is plausible since he says that the U.S. is a strong nuclear-armed 
nation blessed with rich resources, with positive influx of immigrants, and 
situated between two oceans with no near-enemy. China would not pose a 
credible geopolitical threat to the U.S. However, Greer raised the issue of 
ideological threat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 are locked in what Xi Jinping has 
called "fierce competition" ... in the ideological sphere." "The Chinese 
leaders assert that this ideological competition threatens the existence of the 
CCP and to national rejuvenation." Greer further writes, "This is the root 
motivation behind the "interference"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conducted by 
the West." These operations are not just about shaping the opinions of foreign 
policy elites in China but also aim at the enemies China's leaders fear the 
most, from Christians and Ulghurs fleeing from religious persecution to 
Taiwanese, Hong Kongers, etc. who live in America. Ideological threat may 
be greater than geopolitical threat, however, Greer is outdated and wrong in 
emphasizing CCP's fear of ideology threat and CCP being an insecure 
regime, as I shall explain below.

Greer's above logic may be acceptable when the Communist China was 
just established. The U.S. being the strongest nation was holding the anti-
Communism flag and leading the world against Communism. Mainland 
China was a new Republic facing an opposing regime retreated to Taiwan. 
The Ideological threat of 'Democracy against Communism' was genuinely 
felt by CCP, but China experimented with Communism with failures and 
bitter lessons for nearly three decades. Then China changed her ideology by 
gingerly embracing capitalism and reforming her own socialism.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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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在明年一月十一日的總統
大選。基本已底定為，民進黨蔡英文，
國民黨韓國瑜，親民黨宋楚瑜等三組人
馬。

今年的台灣，全都被島內的政治新
聞和報導所壟罩。這表示台灣絕大多數
的人，日子都還過得去。包括三十歲以
下的年輕人，他們也不嫌待遇低，天天
在網路上說三道四。台灣的真實情況如
何？去年的地方大選，應該可以反射到
台灣的一些真實情況，亦即「人心思
變」。因為日子沒那麼好過，換檔換派
換人，看看會不會有改善和變化。

這半年來的政治廝殺，我們有些感
覺和看法，理應可以描述出台灣的一些
社會現象。

一、台灣的政治人物，基本上仍然
是藐視市井小民，認為這些選民，只要
給他們一些小利小惠，都可以騙倒他
們。特別是蔡英文，擅長用國家財政，
詐唬老百姓。所謂的「政策買票」，於
是高鐵可以延到屏東，還有宜蘭。能
源，可以騙台灣人民，核能發電會死
人，於是拼命燒煤發電，或許是有許多
回扣可賺。結果因為空氣汙染導致平民
百姓健康出現問題。

郭台銘欲爭國民黨提名的總統候選
人，儘量包裝自己，也說三道四表達了
一些政見，最霸氣的是，六歲以下的小
孩，國家養。如果國家養不起，他出錢
養。大多數的人，似乎半信半疑，至少
存著希望。台灣人真的很好騙。

二 、 台 灣 媒 體 十 有 八 九 倒 向 民 進
黨。當然也是種「政策收買」。媒體在
台灣包括電視、報紙、期刊以及公關公
司、民意調查機構等。確實是經營困
難，它們能生存都靠業外收入。於是向
政府標案成為媒體主要收入。動輒每年
好幾億，小的企業也有好幾千萬。這樣
的吃，這樣的餵，媒體等才能活下來，
怎能不「奉命」和「聽話」呢？

全 世 界 ， 沒 有 一 個 地 方 像 台 灣 一
樣，媒體十有八九，全部攻擊韓國瑜一
個人。謊話只要說十次，也會讓平民百
姓相信的。「黑韓」行業，創造了多少
企業的生機，也讓許多知識份子沉淪。
太多的電視「名嘴」，一夜之間成為
「黑韓」專家。就為了多很多的通告
費，以及私下收受的許多金錢好處。

台灣知識份子們失格，吃軟飯，不
要人品、信口胡說八道，全世界國家
或地區，可能只有台灣有，真的是很
悲哀，政治利益像照妖鏡，把這些自
以為社會菁英的名嘴，一下子捅出來
了。他們自以為是唐僧，照妖鏡子照
出來的是豬八戒。

三、台灣的網軍和網紅，儼然成為
第五世界的大軍，亦即第四權媒體以
外的第五權，稱它們為第五世界的大
軍，並不為過。這些人根本搞不清楚
政治的東西南北，只要是賣弄姿色，
敢幹譙的男女小青年，只要點閱數超
過萬人，就有人來「收購」，付出代
價，你就攻擊誰。黑韓大軍，在第五
世界，更佔相當的數量。這些人也學
習那些吃過官司的男女名嘴，瞎混一
遍，胡亂掛網。

這些都還其次，最可惡的是，警察
怎麼可以任意將異已的網民，送交司
法單位？用送交司法來恐嚇反對蔡英
文政府的網民？當然司法單位，也只
有判無罪，因為是甚麼甚麼嘛，但也
足以造成「寒蟬效應」。這樣動用警
察權和司法權來威脅反對派的網民，
這和戒嚴令時代的壓制新聞自由和異
己有甚麼兩樣？

四、韓國瑜的「庶民效應」，席捲
了大高雄，甚至造成台中，新北等其
他都市選舉勝利的重要原因之一。韓
國瑜是「一人救全黨」，這樣的形
容，相當貼切，但他獨特的人格，絕
不是可以模仿的，他的成長背景、經
歷、個性等，形成庶民形象的韓國
瑜。當今國民黨人，只有韓國瑜能再
創國民黨在台灣的盛世。

總之，以上是我們觀察到這半年來
的整個政治和社會異象。至於明年的
選舉究竟會怎樣一個結果？我試著很
多人打賭，如果韓國瑜贏，就請我一
桌，結果沒有人敢和我打賭。因為大
家都不相信蔡英文的民調。如此看
來，連民調都信不過，那只有相信自
己的判斷了。

作者：謝正㆒，台灣工黨㈴譽主
席，㆗華兩岸事務交流㈿會會長，台
灣佛光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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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 recognized China acknowledging Taiwan as a part of China. The U.S. 
engaged China causing the collapse of Soviet Union in 1990, a victory year for 
'anti-Communism'. China went on with her refor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becom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but the U.S. still held her anti-
Communism flag even though the number of Communist countries dwindled 
significantly. So the ideology battle of 'Democracy vs Communism' is 
gradually replaced with the inter-nation competition and geopolitical conflicts.

Among top twenty high GDP countries, fewer countries are democratic. 
China's rapid rise certainly cannot be attributable to Democracy neither 
attributable to pure Communism. After three-four decades of continuous 
economic growth propelled by China's political/economic reform, CCP 
certainly deserves credit for her hard work and success. At the same time, 
many Western democratic countries went into turmoil some bankrupted. 
Therefore, it is China who cannot understand why the U.S. is still obsessed 
with ideology threat or fear of Communism which had been abandoned in 
Eastern Europe,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China proclaims "non-
interference" doctrine in her foreign policy but she gets plenty of problems 
coming from external influence and interference. China was able to lift several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bove poverty including Tibetans, Ulghurs and 
other minorities living in the western part of China. The ever self-confident 
Chinese (billion people) are wondering why the strongest U.S. is insecure and 
wants to interfere and influence China's domestic issues? No wonder, Ward 
finds Chinese people so positive about national rejuvenation.
Greer said correctly that geopolitical threat is easy to handle but with the 
wrong argument. Geopolitical threat boils down to national economic interests, 
problems solvable with economic solutions or money. For instanc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disputes, the involved countries are finding solutions barring 
external political interference. So are the India-Pakistan-China or Korea-Japan-
China problems all solvable if external political influence were removed. I 
would say Ward's book can shed some light for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elites if they remove "the ideology threat" bias. From foreign policy point of 
view, the U.S. should not use ideology as an excuse to influence and interfere 
in other nations' domestic issues. What is the real justification for wasting so 
much resources on soft power, interference and influence operations in the 
name of ideology threat to topple other regimes? 

Take Hong Kong's protest as an example, Hong Kong citizens enjoy more 
freedom and democracy than most people in Asia, even more freedom than US 
citizens judging on how Hong Kongers got away with riot for four months. 
Americans can never get away with any violent protest. China is gaining self-
confidence every day; Hong Kong situation will be remembered as a political 
lesson for her citizens. The U.S. and China are simply two great nations in 
competition, neither affordable to have a war. If both sides remove insecurity 
from non-existent "ideology threat", any conflicting problems can be avoided. 
Most American Values can survive in a Chinese World since most Chinese are 
used to adapting beneficial American values through their system reform. The 
U.S. can also benefit from China's rejuvenation.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 )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www.us-chinaforum.org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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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正㆒

青年世代的問題是一個社會的溫度
計，最近青年問題因為香港騷動而成為
世人的焦點。香港動亂平息是遲早的問
題，但整個香港社會的重建卻必須儘早
思考，尤其是作為香港騷動主角的青年
世代究竟何去何從呢？本文擬針對台灣
青年文化剖析其政治取向，並希望為青
年問題提供思考方向。

台灣在1980年代中期前是一個以勞力
密集、出口導向為特徵的產業結構，台
灣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不像南韓是以重
工業為主。故長久以來南韓工會勢力強
大，勞工的動員能力強，工會的影響力
強大。台灣的工會規模較小，勞工人數
最多的企業是國營企業，例如台灣電力
公司。當時國營企業因為比照公務人員
待遇，故國營企業工會有「閹雞工會」
之譏，作風相對保守，致使台灣產業勞
工的動員能力薄弱。至於台灣的職業工
會勞工，雖然較產業勞工激進，但職業
勞工是自營作業勞工，參加工會帶有一
種工具性的心態，是以參加勞、健保為
目的，對職業工會缺乏高度認同感。台
灣的產業勞工保守，除國營事業外，工
廠規模不大，職業勞工雖較激進但對工
會缺乏認同，在產業大量外移之後，台
灣的產業工會組織完全不足以帶動工運
風潮。

影響台灣工運不彰的因素很多，除
了上述提及產業、職業工會軟弱的原因
之外，台灣勞工缺乏階級意識也有關。
台灣的勞工雖然薪資水平不高，但因為
台 灣 的 非 正 式 部 門 (informal sector)活
躍，使得勞工在低薪的勞動條件下依然
可以謀生存、圖溫飽，所謂非正式部門
可以用攤販做代表，非正式部門因為不
必負擔高昂的房屋店面租金，也不必繳
交營業所得稅，更不必負擔員工的勞健
保費用，故可以用較低廉的價格銷售產
品或服務，由於非正式部門如攤販或地
下油行、白牌車行等的銷售價格便宜，
使勞工得以降低其生活所需的最低維持
費用，而得以生存。非正式部門降低了
勞工最低生活所需的門鑑，使勞工抱持
馬 克 思 所 說 的 「 虛 假 意 識 」 (false 
consciousness)，而不能形成勞工被剝削
的「階級意識」，減少了台灣企業調整
勞工薪資的迫切性。2018年9月台灣的
基本工資為23100元台幣，每小時基本
工資為150元。

此外，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當
時處於泡沫經濟之下，勞工短缺，政府
引進外籍勞工因應勞工短缺。目前台灣
約有80萬名外籍勞工，其中約有百分之
十是違法居留的，外籍勞工跨國流動到
台灣討生活，做勞動環境最差的工作，
領台灣最低廉的工資，全年如不休假，
每月大約可獲新台幣22000元左右，外
籍勞工的引進與大量使用，也降低了資
方調整薪資的壓力。台灣的低薪化最直
接的原因，應是引進外籍勞工所導致。
此外台灣步入高齡化社會後，也出現對
外籍看護工形成依賴的趨勢。

2018 ，年 台灣執政黨民進黨進行影響
深遠的年金改革 對， 、 、軍人 公務員 教
師 勞工 農民 退休金 國民年金、 及 等之 或
制度，以及退休軍公教人員優惠存款
（俗稱18%）進行改革。年金改革整體
內容，涉及軍公教人員退休金金額之調
整 等 。 而 所 得 替 代 率 信 賴 保 護 原、
則 公平正義、 原則、世代正義等都是其
中的爭議點。民進黨挾其在立法院內佔
多數席次的優勢，快速但欠缺深思熟慮
地通過了年金改革法案，除了尚遺留高
達數十萬件行政訴訟持續進行之外，也
造成2018年民進黨九合一選舉慘敗。年
金改革讓軍公教退休人員的退休金約打
七折，可預期收入減少，造成軍公教退
休人員的消費裹足不前，民眾消費大量
減少，台灣的經濟景氣當然低迷，此外
由於退休前後可領取收入的差距增大，
故軍公教人員願意提早退休的人數也大
幅下降，可能會持續工作至法定退休年
齡才願意離開工作崗位。這就影響不同
世代之間的新陳代謝，高齡世代延後退
休，使年輕人進入公部門職場發展的機
會受到嚴重阻塞。

年金改革減少軍公教退休人員未來
的收入，其影響隨個人的年資、位階、
退休前薪俸而有所差異，但一般而言收
入減少約落在每個月2至4萬元之間，除
了讓已退休人員的消費支出減少，還影
響了父母世代對子女世代的支持和補
貼。簡言之，是80萬個家庭的財富縮
水。

台灣的年輕人因為來自父母親的補
貼減少，因此購屋意願也隨之降低，年
輕人除了以租屋代替購屋外，過去年輕
人購屋可獲得父母親補貼協助的狀況改

變，使得全台灣房屋繼承的房屋棟數屢
創新高，父母贈與房屋給子女的數量減
少，而是改為等父母世代凋零後，再由
子女世代繼承房屋。從宏觀面來看，退
休的軍公教人員屬中產階級，其退休福
利每月減少2至4萬元，每年減少24萬至
48萬元，除了其消費減少，生活品質下
降，整體家庭所屬社會階層也下滑，從
中產階級的中上位置向中產階級的中下
位置移動。

台灣的年輕世代面臨薪資水平停滯
20年，由於消費的水平一天比一天增
加，而工資卻仍然停滯不動原地踏步，
因而導致年輕人成為必須身兼多職的
「 斜 槓 青 年 」 (slash)出 現 。 斜 杠 青 年
（Slash）源自美國作家麥瑞克．阿爾伯
撰寫的書《雙重職業》。因為著重於專
業化的工業社會，將人類訓練得愈來愈
專一，以便於作為產業鏈中最有效、最
無特性、局限於一隅的螺絲釘。然而科
技發展和變化日新月異，往往在一夕間
因為科技的創新，他們的專業過時，下
一步該怎麼走呢？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
再滿足於「單一職業」的生活方式，選
擇多重職業和身份的多元生活，稱他們
就是「斜槓世代」。「斜杠青年」是必
然的現象，年輕人要擺脫限制和束縛，
追求有自我特質的人生。現代互聯網為
大眾提供豐富的資訊、知識，自學的機
會多，年輕人學習力強，他們只要用心
地去追求，就能掌握、運用不同的技
能。「斜槓青年」都是自由職業者，
2016年，美國從事自由職業的人超過了
5300萬，佔全美職場就業者數量的三分
之一。在網上以「遠距方式」完成工
作，每五個人之中就有二人不用上下
班。

 台灣也有「斜槓青年」了，但一般
來說，他們很多是為衣食奔波「不得不
斜槓」，或「被斜槓」。因為工資過低
不符所需，因此同時要兼作好幾份工作
謀生增加收入，然而卻過著低消費的生
活。處在這種情況的台灣青年非常多，
仔細分析一下，他們都不是單親家庭或
經濟弱勢家庭的孩子，這正就是一般台
灣青年的日常生活寫照。有心要突破這
個鬱悶停滯環境的青年，有的身兼多
職，什麼活計都攬下來，只是在「窮
忙」，賺不到什麼錢，必須過著省吃儉
用的低消費生活。

據 學 者 分 析 ， 台 灣 的 青 年 學 歷 愈
高、失業率也愈高，此地大學畢業生的
失業率，位居世界第二，收入穩定，工
作滿意的年輕人不到三成。35歲以下年
輕人的收入，其購買力倒退到二十年前
的台灣水準。實際上多數台灣年輕人過
的是「不得不斜槓」的低消費生活。有
人更美其名，稱他們為「斜槓世代」。

㆗美論壇稿約
評論時政的利弊得失，伸張世界的正義公平，良心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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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可說是一個政治概念， 一
個變通的，活動的國家制度觀念，容許
部分的人民和國土實行一個現行的制
度，即使與其它部分或大多數的人民國
土的制度不同，也能共存。一國兩制的
邏輯當然是建立在一個國家要為其全民
謀福利，全民能和睦共存的基本觀念
上。人類文明是不停地進步的，國家的
制度也應是在穩定中與時進步的。人民
的福利來自穩定的社會，而穩定的社會
必定是建立在一個穩定的國家制度上。
所以任何國家制度的改進必須在穩定中
漸進。這個情況下，一個國家才能為人
民謀福，才能漸漸強大。從歷史上看最
明顯的例子是兩個大國，中國和美國。
我們可以分別分析一下求證於歷史。 
中國自有國家以來的歷史比美國要長太
多了，但是從中國合分，分合幾千年的
歷史來回顧，中國的成長強大都是在國
家社會安定時產生的。西元前春秋戰國
后，秦統一中國（西元前403-206），
西漢（西元前206-西元8），再從西元
兩千多年來看，東漢（西元25-220），
（唐（西元618-907），明（西元1368-
1644）和清（1644-1912）， 這四個朝
代（漢唐明清）都是很長的帝國，也都
把中國帶成強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
國，直到清朝晚年遭西方外侵以至亡
國。就在帝國制度下，只要社會安定平
穩，也能民富國強。中國成立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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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但他們更多的是為了要生存下去。
為了增加收入，晚上去開Uber、當保全
人員、接外包項目，體力與精神不足，
影響到專職工作的表現不佳，加薪與升
遷的機會更不容易，於是更需要兼更多
的差事，變成惡性循環。工作時間過
長，沒有休閒生活，影響到生命節奏。
工作不理想、不穩定、每天窮忙，成
家、養育兒女的事就更不用談了。工作
多， 無法專心常導致失業，失業率高
會促成犯罪率等長，或是出現大批的
「啃老族」。

經濟已長久停滯中的台灣，「斜槓
世代」的發展機會並不很多，變成相對
剝奪感強，「地位不一致」的一個世
代。地位不一致指涉高教育成就與低所
得、低收入。斜槓世代需要兼好幾份工
作，才能賺取多一點報酬，他們不再滿
足於專一，而是選擇擁有多重職業和身
分。斜槓世代的變異性大，對單一公司
或企業的認同度降低，從政治的角度
看，斜槓世代的功利性和交換性會高於
其他世代，造成從成本效益的角度決定
是否投入。斜槓世代是政治認同不穩定
的世代，是社會中不穩定的來源，斜槓
世代特質的政治社會後果必須特別加以
留意，將影響台灣未來發展的走向。臺
灣成為四小龍之末已經好多年了，經濟
在原地踏步，工作機會少，工資低，稱
之為「悶經濟」。年輕人看不到出路，
鬱悶的情緒與日俱增，他們對上一代的
不滿，甚至產生怨恨，世代間的矛盾相
當明顯 

目前的臺灣，在經濟、文化等各方
面，都處在萎縮沒落的狀態，當今敏感
的年輕世代，當然感受到這個大環境的
局限，承受著巨大的無力與無奈。憤
怒、失望、怨恨相繼而來，都是可預料
的必然結果。台灣的年輕人必須走出自
己的困境，開拓自己的視野，趁著年輕
力壯，跨出第一步來，在海闊天空的彼
岸，盡情盡力的發揮才能。

中國大陸宣佈31項惠措施後，又宣
布了26條措施。依據大陸人力資源業者
發布的2019招聘趨勢報告顯示，大陸
2019年平均薪資水平達到人民幣6014元
(約新台幣2 萬元 已比台灣的基本工.7 )，
資高 其中上海基層職務薪資更高達人。
民幣 元 約新台幣 萬元 相當具8389 ( 3.8 )，
有吸引力 在大陸薪資水平提高的狀況。
下 再加上台灣薪資水平裹足不前 年， ，
輕人西進的誘因高度增加了 建議大陸。
可硬性規定企業中必須至少雇用 名1-2
台籍青年 如果有雇用則予以減稅若干，
獎勵 否則處以若干罰款 相信有助於， ，
協 助 台 灣 解 決 年 輕 人 失 業 率 過 高 問
題 且有助於促進兩岸融合 而這點也， 。
可以做為未來香港青年工作的參考。

作者：馬康莊 玄奘大學廣電新聞學,
系副教授。

很不幸路途坎坷。 再看美國，她建國不
到二百五十年，一七七六年擺脫大英帝
國控制成立一個共合國。幸運地，除了
很短的南北戰爭（1861/4/12-1865/4/9）
在美國本土發生，她國內一直都沒有戰
爭。她可以平穩地實行和改進她的國家
制度，推行民主。她由十三個州聯邦逐
漸增加到五十州。早年美國只允許少數
有地產的白人男人有投票權，黑人和其
他人無投票權。直到一八零七年白人女
人有房地產的才能在新澤西州有投票
權，制度慢慢演變，到一八五六年所有
的白人不論有無房地產才有投票權，但
有些州仍然規定只有交税的白人可投
票，同時，有些州反而明確規定自由的
黑人（非奴隸）不能投票，顯然的歧視
黑人和其他人種。直到一八七零年經過
憲法修正案（15th amendment) 黑人男人
才有投票權，而美國女人直到一九二零
年經過第十九次修憲才獲得投票權。 上
面的歷史陳述說明了一點，國家的制度
不是一蹴而成的。更重要的是，制度的
改進要在穩定中漸進，不然不但國家無
法為民謀福強壯國家，相反地，國家會
走入混亂。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的民主至
少經過了二百五十年的漸進才到今天這
個地步。而美國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強力
快速推行全民投票，多半未能成功。失
敗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經濟不好，社會不

不了解㆒國兩制會造成大禍害
---香港，台灣實例------香港，台灣實例------香港，台灣實例---

◎張㆒飛

穩定，人民缺少經驗。再加上民主的全
民投票制度也並不是完美的，在有爭執
的社會或國家利益議題上，就會產生利
益集團，往往利益集團的力量不是一人
一票而是利益集團后面的財力。用財力
影響民主投票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所
以現在的選舉，選舉人需要花費巨大的
選舉費用，這是一個循環的現象，利益
集團和競爭的選舉人都會不斷的加大金
錢籌碼來影響選票，誰有錢就能贏。

 一國兩制的概念就是讓人民能在穩
定的社會環境中作漸進的制度改進。兩
制都始於現狀，只要在理性的考慮下，
就能漸進成功。以香港來看，從歷史，
現實，和未來來分析，不承認一國是不
可能的，因為結果是混亂，災難甚至是
戰亂，絕不是香港的選項。由兩制出
發，不但使香港能在穩定中漸進，而且
擴大了香港的空間，有兩個制度可以選
擇，比較，和尋求進步。香港人民求取
福利的機會多了， 影響兩個制度的可
能性也高了。香港人必須了解一國兩制
的意義和益處，反之，就會把香港帶入
大禍亂中。目前香港的混亂就是不了解
一國兩制的結果。解決的方案就是讓香
港人真正了解一國兩制。不然的話，香
港就只有接受一國一制，失去漸進改進
的機會。 台灣是另一個一國兩制的案
例，但是我們可以用同樣的邏輯思維來
分析。首先來討論一國，從七十年來回
顧，兩岸自始都是承認一國的。至於台
獨或獨台的思維完全是政客政黨從私人
權力利益延伸出來的幻想，明知不可能

但總期望可以拖（假名為'維持現狀'）
可以保持權力和利益。但在現行的民
主的全民投票制度下，只有一個黨派
可以執政得到權力利益。這就是為什
麼國民黨民進黨兩黨都在兩岸統一問
題上作文字遊戲，忽悠人民。幾次政
黨輪替下來，人民越來越無法選擇
（投票）。因為選舉的結果不但不能
改進兩岸關係，反而因爭權奪利，把
台灣的建設，經濟，以至國際關係弄
得每況愈下。如果選民能選回一國兩
制，台灣人民就像以上闡述的可以在
穩定中漸進。在台灣的現行制度下，
面對兩制，就多了一個機會，用漸進
來改進台灣的制度，同時有機會影響
大陸的制度。不會像現在，不知如何
選擇，看不到未來。所以，台灣人民
也必須認識一國兩制的意義和利益，
不能讓政客忽悠。 以上所說不是難懂
的大道理。國家制度是有歷史，人
種，血緣，語言，文化等的因素。這
就是美國不輕易把佔有的土地人民納
入為第五十一州，也說明為什麽美國
總是常常背信棄義，為美國的自身利
益而放棄她的盟邦。所以，香港人或
台灣人期望美國幫助來搞獨立是非常
荒唐的。一國兩制是最佳選項，希望
香港人和台灣人認清一國兩制，向美
好的未來漸進，成為一個強國的公民
和富有的百姓。  

作者：張㆒飛，畢業於台灣成功大
㈻，來美㆕㈩餘年，現已退㉁，仍致
力於推動㆗美文化及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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