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Comments on "Taiwan and the Fight for Democracy-A Good Force in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paper by Tsai Ing-Wen, 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21 issue. This is a 'call for help' 

paper seeking sympathizers. However, the paper contains many 

contradictory points and false statements. The author feels sad after 

reading it and urges politicia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to think hard on the 

question: Who really cares about Taiwan?

The publication time of this article, the United News report: "Written at 

the invit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ts English and Chinese title, all 

suggested that this episode was too much like an orchestrated drama co-

star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e wording used in this article 

seems to be entirely based on the current script of th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of forming a world alliance of democracy against non-democracy 

(US-defined): Indo-Pacific future, Taiwan model (pawn), changing rules, 

and struggle between good and evil. Tsai Ing-wen is very proud that 

Taiwan is conside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a model of democracy. It 

doesn't matter where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 comes from or who has 

modified or edited it; she is willing to sign and publish this article.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when the mainland celebrates the National Day on 

October 1st and commemorates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Sun Yat-Sen's 

successful Xin-Hai Revolution of 1911 on October 9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must also appear in the media. Thus, the article 

scheduled to be published on the November/December bimonthly 

FA periodical quickly appeared on October 5th on the network. 

However, Xi Jinping's speech on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the Xin 

Hai Revolution had clearly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ers worldwide. Xi mentioned the Taiwan issue. The 

language was short but powerful. The Taiwan issue must be 

resolved along with national rejuvenation. Cross-strait reunification 

is the common will of all Chinese people. And he declares that one 

country - two systems is the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motherland, emphasiz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complete reunification, opposing secession, and claiming that 

Taiwan's independence movement is a serious crime. Those who 

engages in splitting the country will not end well and they will be 

spurned and judged by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To read the whole article, please visit us-chin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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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隨著孟晚舟的獲釋及中美在

經濟貿易領域的加速對話，中美關

系呈現了積極的一面，但是在外交

和軍事領域卻發生了一系列令人不

安的發展：

1. 美海空軍加強在台海和南海海域

的抵近巡弋，特別是最近三週

來，連續兩艘美國核潛艦被迫在

南海浮出水面。

2. 鼓勵印度在中印邊界製造糾紛，

企圖牽制中國軍力，增加中國在

台海用兵的顧忌。 

3. 拜登在10月21日晚參加CNN主辦

的Town Hall meeting時回答觀眾

問話"如果台灣遭到戰爭時美國

會不會提供保護？ " 拜登的回答

是很清晰的"是的，我們有承

諾。"  

4. 10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呼籲

聯合國成員國支持台灣參加聯合

國系統活動及其他國際組織活

動。 

拜登政府這種充滿矛盾的行爲究

竟意欲何為？ 大陸會對這種衝擊

「一中」底線的挑釁採取什麼嚴正

的反應？ 中國的反應會不會迫使拜

登改變這種錯誤的策略？ 

拜登的大戰略：穩定大局爭取時

間重建美國

拜登上任面對一個爛攤子，他也

深知幾十年的積弊要改革豈能是一

朝之功，所以他的大戰略是穩定大

局爭取時間重建美國。 

為此，對内是三大計劃：紓困维
安，就業基建，家庭社福，瘋狂發

美元爲改革維持社會穩定爭取時

間。 對外的主要目的是延緩中國趕

超美國的時間。 策略是塑造中俄爲
敵人轉移國內矛盾，具體的手段

是：

1. 高舉民主價值觀，組織以英美爲
核心，5眼聯盟次之、G7和印

度、澳大利亞及北約為輔的對中

俄的不同層次的統一戰缐。  

2. 利用台灣這個棋子牽制中國。

 3. 對中俄進行軍事、政治、經貿

及宣傳各領域兢爭和威懾，但是

避免全面衝突，因爲那是最大的

災難。  

4. 闗鍵高科技領域與中國脫鉤。  

5. 在對美國有利的領域和中俄合

作。 

這種在對自己有利的地方希望合

作，然而卻完全不尊重他國的根本

利益的手段，怎麼可能會不導致更

激烈的衝突呢？

拋棄模糊「㆒㆗」邁向實質「兩

國」？

很明顯拜登的一系列動作都是加

速拋棄過去近50年美國的模糊"一

中"策略，朝著支持蔡英文的"兩國

"路線前進。 拜登當然知道這是極

為危險的一招，然而，他爲什麼在

這個時侯這麼做呢？ 不外四個方

面的考量。 

1. 他在國內面臨重大的危機，需要

轉移人民的注意力。 美國的物

價高升，供應鏈破裂，國內分裂

嚴重，更由於濫發鈔票和長期接

近零的利率，促成股市、房市的

投機性泡沫，導致拜登和民主黨

的支持率下降，危及明年的選

擧，在此時順應美國深層政府

（Deep State）力量，挑戰中國

的基本底線，有助於維繫他的政

治地位。 

2. 他下注中國不會做出太激烈的反

應，則他是勝利者；如果中國做

出攤牌性的舉措，他也可以利用

危機讓美國人民團結在他的領導

下。

3. 他認爲中國在各方面的進步速率

遠超過預期，時間對美國不利，

希望借着壓力促成改變不利於美

國的現狀。

4. 非常擔心蔡英文所代表的反華勢

力被台灣人民拋棄，喪失了一個

圍堵中國的有利棋子。

大陸的可能反應

可能的反應有三：1. 延續過去的

做法，由外交部和國台辦發表例行

的抗議和警告，然後繼續觀察，同

時在國際場合展開外交對抗。 2. 召

回駐美大使，同時拒絕接受美國新

任大使上任，降低經貿領域的合

作，加速拜登的國內危機。 3. 放棄

以往不結盟的方式，用條約的形勢

建立有形的聯盟關系，在軍事、外

交和政治領域逐漸形成集團對抗的

態勢，同時加速國內戰爭動員的準

備，對南海、台海、西太平洋區域

加強軍事威懾。 

樹欲靜而風不止，中美關系和兩

岸關系已經進入了一個高度緊張的

時刻，延續過去的做法已經不足以

保護中國的最低尊嚴。越来越多的

大陸同胞認識到單純對台灣釋放善

意很難改變台灣的敵意，没有棒

喝，台灣人民不可能頓悟。打得一

拳開，免得百拳來，大陸最近政府

和民間高度回顧"抗美援朝"歴史，

難道沒有現實意義？ 

美國將被迫改變錯誤心態——聽

美國智者的建議

拜登的危險挑釁反映出拜登和他

團隊的根本问题：缺乏有世界觀和

歴史深度，因而做出的具体措施是

愚蠢的，危害了美國的根本目標，

◎張文基

 Tsai Ing-Wen's International Plea Published in Foreign Affairs

在殖民地時代，香港沒有人談港

獨，因為要嘛就是收回香港，回歸

祖國，港獨給誰？港獨思維萌芽是

在中國收回香港之後，有一些人認

為要完全脫離中國，再發展出香港

人不是中國人的一套論述。香港九

七回歸中國，五十年不變，法律條

文，教育內涵，文官警察，制度和

官員辦公的殖民地精神依舊。香港

變化增強最大的是世界各國駐港的

各類特務，美國駐港領事館人員千

多名，香港區區小島，是美國駐亞

洲各領事館中最龐大的人員配置。

九七回歸，中國傾全力照顧國內

發展，給香港很大的寬廣自主的方

便。領導人的選舉，香港發動遊行

要一人一票真民主。中央說，香港

應該要及早訂定國安法，香港意見

不一致，遲遲不能定出香港特色的

國安法。香港政客自我過分膨脹，

多次丢失可以有更大更多的自主領

域的機會，終而由中國中央訂立香

港要遵守的國安法和領導人的推選

規則。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中文理應是當然的法定語文。奇妙

的是，香港人上法庭，尤其是高

院，是全英文，你可以申請中譯。

樓宇交割，法律爭辯，文件是英

文。政府內部會議 的文件和開會用

語是英文。警察應對上司，仍然

是：Yes，Sir。香港一國兩制，是

兩制到如此地步，那還不夠嗎？香

港有些人說，還不夠，我要港獨。

香港的教育制度，自成一派，中

國味很淡。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但沒有愛中國的教育，還可以發展

出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論述。反送

中，一人一票真選舉，到阻街破

壞，不惜你我俱焚，前線主角竟都

是十幾二十的年輕人。他們沒有經

歷過戰禍和階級鬥爭的痛楚，自由

安定繁榮均與生俱來，老師課本友

輩大都說反送中一人一票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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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美國的歴史使命。不僅將原来
對美國有好感的一個偉大民族，中

國，變成一個可怕的敵人，而且促

成一個美國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戰勝

的中俄聯盟！

2019年，美國前國防部副部長

Robert Work 和國防部主要國防規劃

師之一，David Ochmanek， 公開總

結了一系列機密模擬戰爭遊戲的結

果：" 當我們與俄羅斯和中國作戰

時，美國會被痛扁。" 正如《紐約

時報》所總結的，"在最近18場涉及

中國在台灣海峽的五角大樓戰爭遊

戲中，有18場美國輸了。" 2018年

11月，蘭德公司政策研究員Edward 

Geist指出， "如果美國不得不在波

羅的海的突發事件中與俄羅斯作

戰，或者中國在台灣問題上與俄羅

斯作戰......美國人可能面臨決定性的

軍事失敗。"

製造兩岸對立的政策只會給台灣

和美國人民帶來立即的危機！ 美國

和台灣都需要改變政策，鼓勵兩岸

互相增加善意，台灣需要在國際場

合獲得更多的聲音，但是最好的途

徑是回歸「兩岸關系是中國內戰的

延續」回歸「一中」的 框架參與國

際事務！ 

尼克森1994年在他的書，Beyond  

Peace說"美國許多人常用民主和人

權教訓中國，這在現在就是沒有深

思熟慮過的不適當指控。 10年後

這種指控就是無關緊要的，因為

中國根本就不甩你，20年後再談

這個問題就是可笑的."

Huntington在他1996年的不朽巨

著Clash of Civilizations中清楚的指

出，"避免全球文明戰爭取決於世

界領導人接受並合作，以保持全

球政治的文明多様性。  "

曾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

問，Z. Brzezinski 2011年爲再版的

"文明衝突"寫前言中說： 許多美

國人常用簡單的口號"我們愛自

由，他們恨自由" 處理複雜的文明

挑戰問題，難怪由此產生的簡單

的、煽動性的政策造成自我毀滅

性的結果。 

這些智者的忠言是在美國國力

如日中天時說的，他們的話在今

天更是夏日中的清涼劑！

50年前中美關系的奠基者，基

辛格在10月23日說 "在當今世

界，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實現霸

權。 每個國家都可以最大限度地

發揮自身的潛力，但沒有任何國

家擁有支配整個世界的潛力... 。 

在中美關係的下一階段，兩國應

該繼續求同存異，在平等和互不

干涉的基礎上，積极參與國際合

作。"

我們就和這不公不義的社會拚了！

他們可以到新界大埔，吼叫，你們

支那人，滾回中國去。舉起美國

旗、英國旗，光復香港。香港區議

員選舉，這些人大勝，區議的地盤

和資源有機會讓他們再大勝立法委

員選舉。如果立法選舉再大勝，則

反對中央的聲音和力量是在建制之

內，不再是民間雜音。形勢發展，

香港會變成是反中反華反共的基

地，而這基地，就橫放在中國外向

大門的要衝，這是不能容忍的形

勢。於是，立委選舉押後，公佈實

施適用香港的國安法。隨著國際形

勢丕變，關稅、制裁、對抗，中外

雙方已經不在乎表面的和諧。於

是，中國中央不再自縛手腳，行動

積極果斷，扣捕肥佬黎，加強拘控

速度，各種組織、政治組織見機紛

紛自動解散，不滿意的有顧忌的

人，各自買機票離港。香港一個新

局面，於焉橫空出世。反共反中反

華的前線基地，清除乾淨。

香港回歸才二十多年，就有港

獨。台灣脫離殖民地，回歸中華民

國有七十多年，有臺獨就不稀奇。

蔣介石要殺豬拔毛，當然不會臺

獨。國民黨錯舉李登輝，臺獨由暗

獨到明獨坐大，是國民黨自作的業

障。臺獨不見得就一定要反共、反

中、反華。民進黨人許信良，一度

高舉大膽西進，這和反共、反中都

摸不上邊。陳水扁之後，要打跨國

民黨，別樹一幟，簡單有效的手法

是反共、反中。強化這概念的長久

之計，是從教育著手，反中反華，

哈日媚美。為什麼要反中反華，綱

舉目張，首選就是臺灣獨立。

臺獨就一定要反中反華？本來就

不見得一定要，但，不如是，就無

從和國民黨區隔分別。民進黨人從

來沒有列出我要給臺灣人民什麼，

國民黨曾經有十大建設、反攻大

陸；共產黨有五年計劃、十年計

劃；孫中山有百年大計。民進黨只

有選舉，沒有願景，沒有方向，只

有這一次選舉和下一次選舉，如何

打垮國民黨，如何取權執政。民進

黨政府甚至劃不出就算是只有三個

月，令人信服的抗疫進度。

民進黨完全執政多年，切香腸式

地推進臺獨，堅決果斷，不惜違法

枉法，造謠做假，沒收打擊，追殺

國民黨不遺餘力，目的只有一個，

不能給任何反對力量有生存的空間

和時間。民主和獨裁，合法或不

法，解釋權在政權在握者。執政者

的臺獨行程，低調但明確。門面功

夫是假借反中反華反共，緩進推展

最終標的—臺獨。

爭取獨立是否一定要反文化聯

繫，反族裔血統，製造仇敵？其實

不是必然的。澳大利亞獨立了，但

在二次大戰，澳大利亞派子弟兵助

英參戰，替大英戰死為榮。臺獨豈

就一定要反自己祖宗八代，反自己

的文化語言歷史？非如此不能臺

獨？那當然不是，居住在臺灣的人

要獨立，香港講五十年不變，我們

台灣就談個一百五十年不變，還有

九二共識、一中憲法、一國兩制、

大屋頂下兩制….等等等等，只要能

坐下來談，大太陽底下，就可以和

平生財，安康享樂。好好的，慢慢

的，悠悠長長的談，我們是兄弟姊

妹，叔叔伯伯，你們的戰機也用不

著繞來繞去了，你的戰機，我的戰

機，都互相訪問，增進友誼。我們

通財，通婚，通人，通食，通玩。

用時間去談，你我不是仇敵，我們

是兄弟姊妹，坐下來喝杯茶，今天

天氣真好，先來個和平協議，如

何？民進黨明知道這個顯淺的道

理，但就是不能如此幹，為什麼？

因為，和平友好，愛中華文化，愛

中國兄弟姊妹之邦，又怎能和國民

黨的大中華歷史比拼？

再者，仇中反華，能搏得選票執

政，權財雙收，這已是多次選舉實

行之有效的策略，傻瓜才會變策改

向。但，臺灣當政者和台灣的政

黨，都應該給臺灣人民有一個願景

和方向。臺灣要獨立，那就列出標

的、進度表，也列出利和害、能或

不能、敢幹或不敢幹。台灣不宜獨

立，應該大中華和平統一，也要列

出標的、進度表，其中的利和害、

國際形勢的能不能、臺灣人民有那

些的願意和不樂意。習近平要中華

偉大復興；Trump said America Great 

Again. 我們票選出來的領導人說：

面對壓力，不會屈服。這是那門路

的願景？

張亞中現象是把明獨暗獨，明統

暗統，都攤現在大太陽底下，要大

家做一個光明即時的取捨，蓋因可

能已經沒有給我們更多拖下去的時

間。所謂維持現狀，拒統，拒談，

同時明獨，這現狀很難再維持下去

了。中美、中日對抗，強弱的態勢

日趨明朗。中國大陸對中國台灣的

和統戰統的心志也日見清朗，臺灣

當政者和政黨政治人物其實都心底

有數，但都在要選票執政的現實壓

力下，優先算計目前的選票得失，

不一定和選票立即緊密相關的事

項，能拖則拖。這是政客心態。

一個負責任的政治人物，是應該

帶領民眾，認清現實，指出方向，

提出願景的。要統要獨，是戰是

和，看來這已是現實不可逃避的必

選題。台灣選舉，一人一票，齊先

生巨流河的一輩，臺灣一位沈姓名

嘴說，你們這一輩人不就快要死光

光了嗎？所言屬實，但其心恨毒。

受過高等教育的名嘴，尚且心態如

此割裂輕挑十多二十的年輕一輩，

生於和平，活在安樂，教科書和政

府控制支持的傳媒，網絡，電視，

名嘴，告訴他們日治時代多美，外

來政權多惡，他們仇中反華，豈是

偶然？港獨二十年即成氣候，臺獨

前後六七十多年，執政明推，年輕

一輩票投反中反華的政客，號稱這

是主流民意，又有何難？韓流高

舉，貨出得去，錢進得來，少談獨

流，得票不超過四十。挑明統獨，

不反中，不反華，得票能過五十

嗎？不知道。但，有良心有責任

心的政治人物，都應該告訴台灣

人民，是獨是統，已是現實不可

逃避的選擇題。

港獨一度橫掃香港，不出年

餘，就被清除殆盡，但一國兩制

依然存在，依然在摸索前進。不

再是摸著石頭過河，石頭都摸過

了，中央要和香港人共同商討如

何一國兩制。中國中央沒有意

願，也沒有必要再造一個深圳。

香港試點是共同創造一個粵港深

澳大灣區，這會是一個中國南向

大門，南亞和非亞的新世界亮

點，這就是香港清除港獨之後的

願景和方向。一國兩制的遠景光

大的試點工程。

台灣明獨暗獨，明統暗統，都

必須要面對一個事實。中國宣明

台灣是中國的，你願意也好，不

同意也好，和平統一固好，武力

統一也好，時間在中國大陸那

邊。理念，方向，條件， 中國大

陸十分明確。我們台灣不是不知

道：是政客和當政得利的群體，

如何衡量私心私利和民眾共同利

益取捨的時候了。

台灣要武力獨立建國，就要全

臺上下一心備戰。還要準備面對

有多少石先生說的寧可投降派，

還要面對多少個張先生的和統

派，然後再計算多少個類似蘇先

生樣拿起掃巴奮戰到底的勇士上

戰場。都計算好了，要獨的人，

都請拿起搶桿子去拚。最好就是

劃定戰區，烽烽火火地為臺獨勇

敢地戰。還請不要忘記，要另劃

一個投降和統區，給那些投降派

和統派，讓他們在那裏自己顧自

己，蓋，臺獨，他們早就聲明，

關他們屁事。

習近平先生最近高調宣揚孫中

山先生的百年大計，超額完成了

孫中山先生的中國東西南北的鐵

路宏願。言下之意，大有國民黨

孫中山先生沒有完成的中國統一

大業，讓孫中山先生的跟隨者，

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完成孫中山

先生的統一中國的未竟大業。

◎何步正

港獨之石，可以攻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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