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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Trump:
You are confronted with many important matters every day and 

your time is too valuable to read trivial letters. This letter concerning 
the Hong Kong HR and Democracy Act (S. 1838) however is 
important to American citizens and to you. I voted for you in 2016 
and I believed that you were sincere saying you will make America 
strong again. The HK HR&D bill both Congress and Senate passed 
may have originated with a good intention, but the bill does not 
represent the real truth about Hong Kong's protests. Signing it into 
law would leave the U.S., our legislature and you, the 45th President, 
a terrible legacy. I hope my explanations below will convince you of 
that so you will maintain your own stand on the Hong Kong issue.

Hong Kong was and still is a free port. Britain's colonial rule of 
HK was beneficial to U.K. but never was to promote democracy. 
When the 100 years 'forced lease of HK' was up and China became 
stronger on her own feet, Britain reluctantly returned HK to China in 
1997. But Britain did not really return HK to China, she sold most of 
HK's land to a few tycoons (four families) before departure and 
initiated a 'HK democracy' for China to accept. As a successful 
property developer, you can appreciate if four families own 90-95% 
of HK's land how powerful they could be. China had to agree to a 50 
year 'no touch' condition to get HK back in the name of sovereignty. 
HK remained as a Free Port and continued in prosperity but mostly 
for the tycoons who control the financial market, industries, media, 
trades and real estates, leaving the six million plus HK ordinary 
citizens living in 'smallest apartments' compared to those in most 
world's metropolitan. This is not just a wealth gap problem, scientists 
have proven that if one put rats, monkeys, ...in an overcrowded space 
for long time they would go insane and become violent. This may 

explain why kids 13 and 14-year old became violent on the streets.
HK's recent demonstration originated from protesting over an 

amendment of an extradition law HK has with most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except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When a HK young 
man killed his fiancee in Taiwan escaped back to HK avoiding 
criminal justice, it motivated HK government to propose an 
amendment to include Taiwan and Mainland in its extradition law. 
Why would innocent young people protest against this extradition 
bill and eventually evolve into a six-month long movement with 
dwindling mass but increasing violence? The HK criminals and 
spies certainly do not want the extra extradition law so they 
instigated the protest and broadened the issues to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rena to lure more people to vent their grievances. 
However, the sustaining forces supporting the protests turning to 
riots are the wealthy tycoons, their elite employees and their foreign 
friends. Their support is real and substantial in terms of material 
supply (helmets, weapons, food, and even stipends), media 
(including newspaper and TV Ads) and foreign connection and 
sympathizers (through lobbyists and activists). HK newspaper 
Apple Daily owner Li Zai Yin can come and go from HK freely 
even able to get an audience with your VP Mr. Pence for HK matter 
actually indicates to us that HK is not lack of freedom.

HK People has more freedom than any law-abiding citizens in 
the world as shown by their lengthy and violent protests nearly 
unpunished. HK has a great healthcare system with government 
going out of their way to support expensive drugs to HK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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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mple, paying $750,000/yr Spinraza for spinal muscular 
atrophy patient). HK citizens have improving democracy in past 
twenty years than they ever had (example, HK legislature denied 
CPC's wish to prescreen candidates running for the top HK executive 
position). What HK people really need is improved living condition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 but the tycoons have cast a political goal 
for them - HK (really the tycoons) wants the suffrage right. Why? 
The tycoons through suffrage could control the government all the 
way to the top. (Currently, they can only control a few legislators. 
They would like to establish that full control before the 50 years 'no 
touch' promise the CPC government made expires. I am not surprised 
that the 'HK Democracy' bills passed in our legislature have HK 
lobbyists hands pushing them. All these facts and the HK riots as you 
recognized early on will eventually be known to the world and 
become recorded history. The HK HR&D Bill would become a 
laughable joke if the executive branch would ever use it.

The final outcome and consequence of HK's protest is most likely 
to be resolved with government negotiating and compromising with 
the protesters but with assurance that the people's welfare not the 
tycoons' benefits are protected. At this point, there is no real leader of 
the rioters can be identified. Why? They are hiding behind not 
willing to be exposed who they really are, who they work for and 
whose interest they really represent. So one outcome will be that all 
the violent rioters are eventually put behind bars according to HK's 
local laws and no one is coming forward or qualified to negotiate the 
political demands. The HK Government will most likely focus on 
policies to improve HK's housing problem. Although the HK tycoons 
are richer than most small countries but their assets are too large in 
HK to be abandoned or to be risked away. The final outcome for 
them is to either move most of their liquid asset away from HK (as 
some have already done) or hope that the HK legislature system will 
not tax their huge land and property holdings to an unbearable 
extent.

HK has got a social problem but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re not lacking. Signing S. 1383 into law can only cast 
the U.S. in a bad light and invite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many 
envy HK) to view us as hypocrites. Mr. Honorable President, please 
take your own 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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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九月,燕子颱風襲擊日本，臺

胞在大阪機場沒有受到臺灣政府方

面好的照顧，駐日代表謝長廷和大

阪處長蘇啟誠都受到臺灣島內輿論

的強烈不滿。謝長廷為了保官位，

居然說自己離大阪五百多公里，根

本管不到大阪辦事處，把責任都推

到蘇啟誠身上，更悪毒的是他暗中

指示其網軍對蘇採取人身攻擊，稱

呼蘇為"國民黨的黨國餘孽"，最後

蘇受不了排山倒海的壓力而走上自

殺的絶路；謝長廷以為只要蘇去見

了上帝，他自己在人間就可以平安

無事了，但他忘了"天網恢恢 ，疏

而不漏 "，"多行不義必自斃 "的天

理，他調教出來的網軍頭頭楊蕙

如，卑鄙下流行徑終於被檢察官抓

到了，不難想像，謝長廷在第一時

間就出來和楊切割關係，但走過的

路必留下痕跡，他倆的關係怎麼推

都推不乾淨的。

由最近的新聞報導指出，楊蕙如

利用謝長廷，蔡英文和民進黨的關

係，拿到許多政府標案，上億元的

資金，足夠她豢養一大批網軍，在

網路上帶風向，指鹿為馬，橫行無

忌，已經到了"順我者昌 ，逆我者

亡"的地步；在民調上耍手段，把賴

清德和韓國瑜原來大幅領先弄到後

來的大幅落後；在聲量上玩把戲，

把柯文哲原來的超高人氣弄到後來

的默默無聞；把黑的說成白的，讓

你領教到什麼是"有錢能使鬼推磨

"。

當韓國瑜的民調被民進黨網軍打

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他再一次

施展了他的韓式戰法，他一不做，

二不休，乾脆叫他的支持者在接到

民調電話時也謊稱自己會投票給蔡

英文，如此一來，民調的結果就毫

無意義了，釜底抽薪，「你玩我」

變成了「我玩你」，玩得極其高

明，民進黨被他一玩，才曉得韓兔

子原來不是草包，他只是在扮豬吃

老虎！

網路只能帶風向，必須透過媒體

推波助瀾才能把民進黨的骯髒齷齪

發展到淋漓盡致，像三立，年代，

民視這些惡名昭彰的民進黨附庸來

為虎作倀也就罷了，連東森新聞的

"關鍵時刻"，劉寶傑也請來一些像

吳子嘉，李正皓，黃創夏等一批嘴

裡吐不出象牙的黑韓名嘴跟著攪

和，把"關鍵時刻"變成了一個大型

的潑糞場所，筆者真的為劉寶傑的

晚節（傑）不保（寶）覺得十分惋

惜。趙少康的"戰情室"最近有了些

轉變，請來的名嘴們沒有繼續酸

韓，但有一個老不休沈富雄是個例

外，他明知民調不是檢驗選情的唯

一方法，卻硬要以民調為根據，大

放厥詞，預言蔡英文會赢韓國瑜兩

百五十萬票。這個沈不休，為了預

測選票數字，不知道輸過多少次，

趙少康還讓他繼續在"戰情室"扮演

選情専家，是否有失公允？筆者依

據過去臺灣五次大選的投票結果和

韓國瑜在臺灣各地的造勢活動看，

比較相信謝龍介推算的結果，就是

韓國瑜在2020大選中會以九十萬票

勝 出 。 以 下 是 筆 者 的 推 算 法 ：

2020年大選, 臺灣有投票權的人數約

為 18750000 ，以目前選情的激烈程

度看,投票率應該可以達到2000年的

投票率83%，以其為準,明年的投票

總數約為15562500，蔡英文應該可

以保持上次的得票數 6890000,宋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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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得 票 數 為 上 次 的 一 半 ， 約

850000，投票總數減掉蔡宋票數，

7822500 將是韓國瑜的得票數，韓國

瑜可以贏蔡英文 930500票，與龍介

仙的算法幾乎不謀而和。準不準？

明年一月十一日可以一翻兩瞪眼！

筆者在此要以本人的估票數挑戰沈

富雄這個老不休的估票數，誰差得

多誰公開認輸，並在對方褲襠下爬

三圈，不知道沈大佬有沒有LP接受

區區挑戰？

蔡英文的總統専機走私香煙案發

後，她要記者們不要無限上綱，陳

明文的三百萬元現鈔案被查後，她

同樣要求記者們不要無限上綱，現

在的楊蕙如網軍案被公訴她也要記

者們不要無限上綱。其他的如慶冨

案，遠航案,陳菊負債三千億案，都

不讓司法偵辦，完全一付"老娘説了

算"的態度；幾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到外交部查詢，外交部居然動用五

百警力在外阻擋，內政部的次長在

公開場合居然教導人民如何投票給

蔡英文和民進黨，完全失去了民主

風範;種種悪行,已經引發島內有識之

士全面反彈；高雄法官裁定韓國瑜

在香港拜訪中聯辦沒有叛國罪，臺

北檢查官此時此刻起訴楊蕙如，只

是有良知的人群反擊民進黨的冰山

一角，明年一月十一日才是民進黨

滅頂之災到來的時候。大家努力，

下架蔡英文，趕走民進黨，讓韓國

瑜為中華文化在臺灣留下一線生

機，為海峽兩岸和平帶來希望，為

臺灣同胞創造更好的生活環境！大

家加油！

Letter to President Trump -

◎范湘濤

以年齡而論，筆者應早已能看淡

世事，對2020年台灣大選的結果無

需執著了。但自1970年參加保釣運

動起，心中就一直牽掛著兩岸的和

平與前途。尤其每逢台灣四年一度

的大選，更是為之牽腸掛肚，一刻

也輕鬆不起來。其實筆者一介平

民，對政治並不感興趣，從無參政

的念頭，甚至在大學唸書時，連社

團活動都不願參加。然而這並不影

響個人對國家民族的熱愛與關懷。

韓國瑜的名字自去年"九合一選舉

"起，就進入我的心靈，成了不得不

牽掛的部分。其實我與他素未平

生，政治理念也不盡相同。若從台

灣政治光譜的分類上來說，他應是

藍的，而我則可能會被歸類為紅

的，雖然我與共產黨並無關係。我

與大部分"老保釣"相同，是社會主

義與新中國的堅定支持者，是個堅

決的"統派。因此在兩岸問題上，不

僅支持兩岸同屬一中的"九二共識

"，也支持以"一國兩制"的方式，來

處理兩岸融合與統一的問題。而韓

國瑜卻是反對"一國兩制"的。他曾

公開聲明，"要接受一國兩制，除

非踩過他的屍體"。此言令許多統

派大感失望，幾乎要棄他而去。

因此嚴格說來，他在筆者心中，

算不上是個真正的"統派"。至少目

前是如此吧。

然而我們為什麼還願意在大選

中支持他呢？這就如本文標題所

示，是基於"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

量。韓國瑜雖與我們理念不盡相

同，但他的中國民族意識還是清

晰可辨的。他不至把日本或美國

奉為祖國，也是不容置疑的。這

就 與 目 前 在 台 灣 執 政 的 台 獨 政

權，有了本質的差異。尤其他能

獲得廣大庶民階層的由衷擁護，

絶非偶然。人民的眼光與判斷力

向來是可靠的。人民的願望就是

我們應努力的方向，我們怎會反

對庶民所喜愛，所擁護的人呢？

台 獨 政 權 的 貪 污 ， 腐 敗 ， 無

能，倒行逆施，早已到了民不聊

生，人神共憤的地步。再任由他

們如此胡作非為下去，台灣非完

蛋不可。而經國先生，與同一時

期 諸 前 輩 辛 苦 創 造 的 成 就 與 果

實 ， 就 要 完 全 葬 送 在 他 們 手 上

了。因此目前"下架台獨政權"已成

了台灣與海內外華人的共識。

民 進 黨 會 淪 落 到 今 天 這 步 田

地，並非無跡可尋。雖然他們創

黨的元老中不乏有理想之士。但

其骨幹分子自始便帶有濃厚的地

方主義色彩。他們歧視併排斥"外

省人 "，甚至眷戀日本的殖民統

治，不願接受日本戰敗，台灣光

復的史實，仍沉醉於過去作皇民

的特殊身份。尤其1988年李登輝

獨攬大權後，更加速了他們在精

神上回歸日本的進程。

我們並不認為皇民或漢奸的後

代，就無可救藥。出身是無法選

擇的，而後天的政治立場，卻完

全是可由個人決定的。因此我們

不應歧視出身特殊的人，而他們

本身更沒有自卑的必要。重要的

是能導正人生觀，選擇與人民，

與 國 家 民 族 的 利 益 站 在 同 一 立

場。若他們仍執迷不悟，堅持錯

誤到底，則統獨對決的時機便將

被 迫 提 前 來 臨 了 。 我 們 無 需 驚

慌，只要團結一致，堅定信心，

號召大家把手中的選票一致投給

韓國瑜。這是目前唯一能"下架台

獨政權 "，使台灣重見光明的途

徑 。 雖 然 韓 國 瑜 上 台 後 會 怎 麼

做，我們尚法預判，但至少不會

給台灣帶來迫在眉睫的危險，則

是可以斷言的。

◎謝芷生

Why Signing S. 1838 Hong Kong HR and Democracy Act Is Wrong!

沈富雄  大放厥詞沈富雄  大放厥詞
劉寶傑  晚節不保劉寶傑  晚節不保
沈富雄  大放厥詞
劉寶傑  晚節不保

兩害相權取其輕

台灣今年的年度代表字選出為

「亂」也正好和香港局勢相互輝

映，但不同的是香港是人民製造混

亂而台灣是政府唯恐天下不亂，所

以2020的總統選戰的確就是一場中

華民國的保衛戰，也是攸關台灣人

民能否撥「亂」反正的一戰，去年

底台灣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大敗而美

國的許多媒體竟然毫不掩飾的以

「我們」輸了為標題來報導，美國

表面上不是要兩岸保持對話以維持

和平，怎麼會矛盾的把國民黨的勝

利視為中國的勝利？還是證明了美

國骨子裡希望中華民國滅亡？

更諷刺的是在中華民國總統大選

的場子裡，一邊是旗海飄揚另一邊

則是看不到一支國旗，而蔡英文不

是才大言不慚的說過中華民國不是

只屬於一些人的，怎麼想連任中華

民國總統的總統卻連一頂中華民國

國旗的帽子都沒有？可以動用國家

上億的民脂民膏來養其中一支私用

的網軍卻不願花一支十塊錢的國旗

來表達對國家的尊重？可以動用國

家機器暗中操控台灣百分之八十的

各種媒體、民調舖天蓋地的抹黒矮

化對手，卻連總統辯論還硬要處心

積慮的指定一個深綠媒體來主辦。

去年民進黨敗選蔡英文不但沒有

謙卑的反省，反而傲慢指責是人民

沒有跟上來，甚至連人民公投通過

的議案都丟進垃圾桶，還變本加厲

的讓立場偏頗的中選會不准總統大

選時提公投議案。而最荒謬的是自

命為民主推動者的美國竟然對台港

兩地持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支持香

港人民要民主卻漠視台灣人民被剝

奪的民主？以美國的神通廣大可以

查出華為在香港的金流卻無法查出

王立强在去年有否從香港流出兩千

萬給韓國瑜？是美國的媒體故意暄

染尋求澳洲政治庇護的假共諜案，

還是助紂為虐的配合民進黨打擊政

治對手？

這的確是一場乞丐與王子的戰

爭，台獨政府掌握了所有資源可以

讓那些不須要格調的媒體名嘴網軍

為她效力，不遺餘力的監視打擊在

野對手，但是不要太低估人民的智

慧，以為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卑鄙

的手段就可以得逞。而且當人民的

焦點轉移到乞丐式的街頭民調和王

子的御用民調出現極大的落差時，

王子有如驚弓之鳥的也趕快也加入

並企圖再以做假的方式來魚目混

珠，但是為時已晚馬腳已露，也就

是人算不如天算，台獨政府敗相再

露！

（㆒）
巨龍騰飛白宮慌，腦汁絞盡誓阻擋。
大國顏面全不顧，敲詐恐嚇㆞痞樣。
攪局南海㆒場空，貿易關稅大瘋狂。
香港暴亂幕後手，顛倒黑白誣新疆。

（㆓）
強盜㉂㈲強盜理，霸王㉂㈲霸王腔。
遮羞布條全扔去，唯我㊝先甚骯髒。
橫行㉂大無廉恥，民主㆟權已成幌。
虛偽野心難掩擋，道德法制皆淪喪。

（㆔）
無奈大國太健忘，小米步槍曾輝煌。 
朝鮮㆒戰驚鬼神，是誰迄今心還涼。
㆗華子弟不懼戰，㈤千歷史堅而強。
民族美德和為貴，豺狼若來挺胸膛。

（㆕）
蘇聯解體鬼作祟，海灣㆖空掠奪忙。
後院慫恿㈹言㆟，打手北約衝前方。
小㆟得志不會久，互幫合作世界旺。
如不聽得良言勸，㆝怒㆟怨其必亡。

【量力而行，作家、詩人。發表文學作品350萬字。出版《債務》、

《灑脫人生》、《星星湖》、《等你敲門》、《人類的眼睛》、《螢

火蟲》、《警察的情懷》、《孤獨的獎盃》等作品集10部。在大陸、

香港和台灣等報刊開設有個人作品專欄。】

撥「亂」反正的㆗華民國保衛戰撥「亂」反正的㆗華民國保衛戰撥「亂」反正的㆗華民國保衛戰
◎孫大衛  贈言美國政客贈言美國政客贈言美國政客

◎量力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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