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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is a world-wide accepted term for 
specifying a country's total productivity or economic level. GDP per capita is 
simply the division of the total national GDP divided by the nation's total 
population, a rough way of characterizing a citizen's economic status. Another 
term, GDP (per capita) PPP (purchase power parity), is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a citizen not only in terms of the U.S. dollar, the 
standard referenc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but also factoring the currency 
exchange fluctuation and inflation rate (or interest rate) effect on each 
country, its cost of goods and services. It is pretty straight forward to 
understand the Per Capita GDP, but it is harder to understand the Purchase 
Power Parity GDP since it involves extensiv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However,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n a column for all readers not just scholars, we shall use simple real 
world 'scenarios' to make the GDP terms easily comprehensible and to reach 
their deeper meanings. Then, we will present why a couple of new terms, 
peace and NGS (no government subsidy on welfare) GDP and GDP PPP 
would make more sense to characterize each nation's economy and its 
citizens' real economic productivity by excluding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subsidized welfare from the total GDP.

First, let's compare the statistics of GDP related data of the two giant 
countries, the U.S. and China, then we can interpret them and make 'global 
comparison' with other nations:

GDP Ranking (2019 IMF)
1U.S. $21.44T, 2. China $14.14T, 3. Japan $5.15T, 4. Germany $3.96T, 5. 
India $2.93T, 6. U.K. $2.74T, 7. France $2.70T, 8. Italy $1.99T, 9. Brazil 
$1.85T, 10. Canada $1.73T, 11. Russia $1.64T, 12. S. Korea $1.63T, EU 
$15.96, Taiwan $0.58T, Hong Kong $0.37T, Macau $0.06T
GDP PPP Ranking (2019 IMF)
1China $27.77T, 2. U.S. $21.44T, 3. India $11.32T, 4. Japan $5.75T, 5. 
Germany $4.44T, 6. Russia $4.35T, 7. Indonesia $3.74T, 8. Brazil $3.46T, 
9. U.K. $3.13T, 10. France $3.06T, 11. Mexico $2.63T, 12. Italy $2.44T, 
EU $22.77T, Taiwan $1.3T, Hong Kong $0.49T, Macau $0.08T

The conversion of GDP to GDP PPP is a tedious job done by the world 
bank and IMF by using official exchange rate to figure out how much all 
goods and services would cost in U.S. dollars. A simple example of 
understanding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can be illustrated by comparing the 
price of house (or car) for a family of four in China (~$100,000. (or $15,000)) 
with that in the U.S. (~$300,000 (or $45,000)). This simply means that $100K 
has more purchasing power in China than in the U.S., for example in buying 
real estate or the same car. This is also true in clothing, food, transportation, 

etc. So one would have to take prices of all goods and services in China (in 
RMB) and convert them to US dollars (using fluctuating official currency 
exchange rate) to estimate the purchasing power difference. In reality, a 
Chinese making $10K a year can buy a lot more goods and services in 
China than an American with $10K can buy in the U.S. Since the U.S. 
dollar is used as the reference currency, one can see the GDP and GDP 
PPP numbers for the U.S. are the same $21.44T but for China there are 
$14.44T and $27.77T respectively. So China as a nation has more 
purchasing power than the U.S., thus ranked number one in GDP PPP. 
However, this is subject to change if currency exchange rate is changed or 
inflation rate is altered. History has shown to us that a nation's economy 
could be crashed if her currency and/or inflation were manipulated by 
external forces.

When we divide the GDP and GDP PPP numbers by the population 
(estimated number of people), we get the per-ca-pita GDP and GDP PPP 
for the top dozen nations as follows:

GDP Per Capita (2019 IMF)
1Luxembourg $113,196 2. Switzerland $83,716 3. Norway $77975 4. 
Ireland $77,771 5. Qatar $69,687 6. Iceland $67037 7. U.S. $65,111 8. 
Singapore $63,987 9. Denmark $59,795 10. Australia $53,825 11. 
Netherlands $52,367 12. Sweden $51,241, China $10,098, Macau 
$81,151, Hong Kong $49,334, Taiwan $24,827.

GDP PPP Per Capita (2018 IMF)
1Qatar $130,375 2. Luxembourg $106,705 3. Singapore $100,345 4. 
Brunei $79,530 5. Ireland $78,785 6. Norway $74,356 7. UA Emirate 
$69,382 8. Kuwait $67,000 9. Switzerland $64,649 10. U.S. 62,606 
11. San Marino $60,313 12. Netherlands $56,383, China $18110, 
Macau $116,808, Hong Kong $64.216, Taiwan $57,023.

Please note that the above two lists are for 2019 and 2018 respectively 
(IMF has not made the 2019 per-capita  GPD PPP available yet), thus the 
numbers for the U.S. were different (they should be the same for the same 
year).

From the above statistics and explanation, one can see that it is far more 
realistic to use the GDP PPP per capita figure to characterize the citizens' 
economic well-being. However, the compilation of such data obtained by 
tedious calculations using multiple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averaged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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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總統大選，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幾乎完全影響到台灣選民
的投票抉擇。民進黨從地方大選的敗
部復活，依賴的是移花接木的政治口
號。〈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就是中共要在臺
灣實行一國兩制〉，〈中共不放棄武
力統一臺灣〉。因此延伸出青年世代
的亡國感的浪漫情懷，進而成為年輕
人的流行語言〈芒果乾〉。

四月，香港的〈反送中〉，街頭動
亂，一直延伸到臺灣大選前後。民進
黨喊出〈今日香港，明日臺灣〉，更
加強〈芒果乾〉的生動。

事實上，瞭解兩岸關係的學者專家
都知道，北京當局只有在台灣執政者
向國際宣稱台灣國成立，才會真正考
慮動武或採用其他準戰爭方式，準備
動用一切資源和犧牲一次解決台灣問
題，完成國家統一，但是民進黨卻為
了能贏得大選勝利，製造政治口號，
欺騙老百姓。選前一個多月，又多了
〈王立強共諜案〉，進而通過〈反滲
透法〉，這一切都是製造中共要打過
來了，大家要團結一致。於是乎，國
民黨在總統這一局，吃了個悶虧，打
了個敗戰。

●九二共識必須有時代性的新解說
仔細想一想，整個問題都圍繞在〈

九二共識〉身上。中共是〈九二共識
，一中同表〉，國民黨是〈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民進黨是〈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這三道菜，臺灣人最不
喜歡吃的就是民進黨喊出的政治口號
，因此國民黨敗選似乎也蠻合邏輯的
。

台灣在大選後，不少聲音在檢討臺
灣的九二共識，也是頗有道理的。
1992年10月，兩岸當局在香港會談，
非正式達成九二共識，迄今也有二十
七年。如果兩岸沒有什麼太大的政治
變化，或許可以各說各話，維持下去
。問題在臺灣有民主選舉，兩黨可以
操弄政治話題。民進黨棋高一著，瞎
扯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選民也無
法辨認真假，國民黨也沒有新的論述
，於是民進黨嬴了。因此，九二共識
必須要有新的解釋和進化，否則主張
和中國大陸和平共生的國民黨，以後
就別想獲得過半選民的支持。事實上
，九二共識，行之近三十年，兩岸在
這各說各話的基礎上，相安無事。現
正又被民進黨扯爛了，因此找出〈九
二共識〉新的理論基礎和解釋是有必
要的。這件事不僅是國民黨的事，也
是其他政治團體必須面對的，正如中
共當局在1979年走向改革開放時，喊
出現在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經過
近四十年的改革開放，現在是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國家。

因此經過三十年的九二共識，可能
是必須再做一番深層的解釋，就是所
謂的進化。它必須符合傳統中國和兩
岸的歷史變遷與現狀，以及國際社會
的情勢變化。更重要的，要能說服臺
灣人，這樣才能和大陸共生共榮，最
後走向國家的民主統一。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府，一國兩
治

作為長期從事兩岸交流與觀察的工
作者，我們一向認為，九二共識，一
中各表的論述，在當時是由李登輝的
國民黨政府和北京政府，雙方談判時
，所達到的一個各自表述的共識。我
個人認為這是中華民國政府能得到的
最好條件。可惜的是，臺灣方面，滿
意於這樣的表述，並未進一步公開向
北京表示，我們的一中各表，應該是
彼此承認各自治權下的政府，也就是
〈一國兩府〉，一邊是北京的中華人
民共和國政府，一邊是臺北的中華民
國政府。

我們多年來，主張的〈一國兩府〉
就是臺灣〈九二共識〉論述的升級版
。近代百年來的中國，自從1911年，
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以來，因為歷史的
巧遇和國內外政經情勢的變化，當時
的中國，很多時候是遇到〈一國兩府
〉，甚至一國三府的情況。

1917年8月25日，南下的中華民國
第一屆國會議員，因為成員人數未過
半，因此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
宣佈成立中華民國護法軍政府，正式
和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對抗。1921年
，組織正式軍政府，孫中山為非常大
總統，同時採用青天白日滿地紅為國
旗，作為不承認在北京的中華民國北
洋政府的法統。一九二四年設黃埔軍
校。1926年7月，蔣中正在廣州誓師
北伐。1928年十二月底，張學良東北
易幟，廣州的國民政府完成中國統一
。這段〈一國兩府〉的時間，約十一
年。

中國共產黨在1931年11月7日，在
江西瑞金，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政府，將其控制的區域稱為蘇區。
1932年4月15日，臨時中央政府對日
宣戰。1934年10月，國民政府圍剿，
臨時中央政府被迫撤離。1935年10月
， 臨 時 中 央 政 府 遷 移 陝 西 延 安 。
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國民
黨被迫和共產黨合作。1937年9月6日
中共宣佈終止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
個〈一國兩府〉的時間約六年。總而
言之，中國共產黨就是想在中國大陸
建立一個新政府。

1940年，汪精衛回應日本近衛內閣
。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名稱仍為中
華民國。汪精衛擔任代主席及行政院
院長，1944年11月，汪精衛病逝。由
陳 公 博 任 代 理 主 席 兼 行 政 院 長 ，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南京國民政
府正式結束。這個〈一國兩府〉的時
間，約五年。

1932 3 9年 月 日，日本扶持清廢帝溥
儀 為 執 政 ， 在 長 春 成 立 滿 州 國 ，
1934 3年 月，改為滿州帝國。傅儀為
皇帝。日本則透過《日滿議定書》，
將 滿 州 帝 國 視 同 日 本 的 殖 民 地 。
1945 8年 月，中國抗日戰爭結束，滿
州帝國也隨之終結。這個滿州國的存
在約十三年。

中華民國政府在這段艱苦的數十
年歲月裡，同時並存了幾個政府，北
洋政府、廣州軍政府、中華蘇維埃共
和國政府、南京中華民國政府、滿州
帝國政府。

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一國三府
，就是曹魏，蜀漢，孫吳。時間則從
西元 年赤壁之戰，一直到 年。208 280
晉滅吳止，前後共七十二年時間。

臺灣海峽兩岸，從 年 月 日1949 10 1
，中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開
始，中華民國政府則在同年 月 日12 7
將中央政府遷來臺北市。海峽兩岸，
從此開始了起起伏伏，砲火慘烈的〈
一國兩府〉歷史。一直到 年，中1979
國大陸與美國建交，中共宣布停止向
金門、馬祖炮擊。兩岸是這樣地經過
了七十年的分裂分治時間。

●南北韓的一國兩府，一國兩席
國際上，也有一國兩府的鮮活歷

史。越南在 年 月，北方為越南1945 8
民主共和國，南方為越南國。 年1954
7月，法國和越南民主共和國，簽定
日內瓦協議，以北緯 度，正式分裂17
為兩個政府。 年，越戰結束，美1975
國退出南越，越南正式統一，越南的
〈一國兩府〉時間共計二十一年。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被盟
軍分割為東西德。 年 月，東德1949 10
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年 月1949 5
， 西 德 成 立 德 意 志 聯 邦 共 和 國 。
1975年，東西徳同時加入聯合國。
1990 10年 月，東西德完成統一。德國
的〈一國兩府〉，前後四十一年時間
。

朝鮮半島，歷史上長達一千三百
多年來是統一的國家。二次大戰結束
後，分裂為南方的大韓民國，北方的
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 年1950
6 1953 7月爆發韓戰， 年 月，雙方簽訂
《朝鮮停戰協議》。以大致 度線的38
東西向，作為南北韓的停火線，也是
南北韓的國境線。 年 月南北韓1991 9
同時加入聯合國，這是一個民族一個
國家兩個政府，共同加入聯合國的例
子。

我們從主客觀條件來看兩岸的現
狀。從國際上來看，現在是兩個中國
，一個是一百七十多國家承認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一個是有十五個邦
交國的中華民國政府，這些邦交國承
認的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

●兩岸在法理上就是一國兩府、
一國兩治

我們再從兩岸的憲法及相關條例
來看，兩岸確實是一個中國，兩個政
府，一個中國，兩個分治的地區。臺
灣因為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的落敗
，將臺灣割讓給日本， 年 月，1945 9
中國八年抗日戰爭結束，日本投降，
臺灣正式回歸中國，亦即中華民國政
府。 年 月 日在北京建政的中1949 10 1
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從來沒統治過
台澎金馬的臺灣地區。因此臺灣及附
屬島嶼和金門，馬祖，毫無疑問的一
直是中華民國有效治權的地區，這個
事實不容台獨份子，如何自說自話，
說三道四，都動搖不了臺灣屬於中華
民國的歷史及法律事實。

1992 10年 月的九二共識，到現在也
將近三十年的時間。事實上，絕大多
數的老百姓都不瞭解也不是十分清楚
九二共識的來龍去脈及其重要性。但
是民進黨為了走向台獨之路，從陳水
扁開始，拒絕接受九二共識。蔡英文
還故意稱為〈九二事實〉，故意用混
郩的語言，欺騙的語言，來唬弄臺灣
人民。特別是在這次 年的大選，2020
喊出〈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這
種不負責任的政治口號，果然挑起民
粹的盲從，嬴得大選。然而。兩岸如
果沒有〈九二共識〉的交集，兩岸關
係可能落入困境。擺在眼前的是九二
共識已經被民進黨引導到另外一種解
釋，因此如果對〈九二共識〉沒有更
好的政治解說和方案，兩岸關係，肯
定越走越窄。這不僅傷害到兩岸經貿
來往，更傷害到臺灣人民。從這次大
選，我們已經可以看到臺灣的未來，
是不容樂觀的。臺灣人民肯定成為民
進黨人及台獨工作者的釜中之魚而不
自知。等同拉美國家一樣選出一個民
粹政府，到了內外情勢陷入困境的時
候，才知道為時已晚。然而，臺灣若
真陷入困境而無法自拔時，對於大陸
也不是件好事。因為臺灣的穩定成長
有助大陸的經濟成長和現代化以及台
海及周邊國家的穩定。這樣的局勢，
才是符合中美日以及台灣的國際利益
。

因此，北京當局，基於大國的職
責，以及對中華民族未來發展的思考
，也應該試圖以更靈活更創新的思維
來應變兩岸關係的新情勢和可能的發
展。同時，從民族大義，鋪平兩岸人
民共生共榮的未來發展，創造條件來
引導臺灣人民走向和平和諧和解的國
家統一方向。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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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ar and accurate population data is a tremendously labor intensive task 
for IMF to do for hundreds of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Therefore, GDP is 
often used to characterize each nation's economy and GDP per capita to 
characterize its citizen's economic well-being. Following the above per ca 
pita lists over time, one can observe how many small nations have made 
their citizens wealthy; some Asian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 have made 
rapid improvements in their per capita GDP. Probably, this is the most 
critical reason for the U.S. to be concerned when China keeps a GDP per 
capita growth rate at 6.3% whereas the U.S is maintaining it at 1.55% or 
less.

In order to diagnose the economy more accurately so that countries can 
develop or adjust their economic policies to improve their economy, a 
couple of new economic data, one called 'Peace GDP' and its 
corresponding 'Peace GDP PPP' and another called 'NGS (non government 
subsidy) GDP and GDP PPP may be useful for characterizing a more 
realistic and meaningful economic status for global citizens. For peace 
GDP, we may simply remove the military spending from a nation's GDP 
and for NGS GDP we may remove the welfare subsidy a government has 
offered to its citizens. So for the U.S., we get her Peace GDP as  $21.44T - 
$ 0.69T (approximate military spending in 2019) = $20.45T; and for China, 
Peace GDP = $14.14T - $0.18T (2019) = $13.96T. Their estimated Peace 
GDP PPP are $20.45T and 13.96x(27.77/14.14) = $27.42T respectively. 
The ratio of GDP PPP of China versus US is $27.77T/$21.44T = 1.295 and 
the ratio of Peace GDP PPP (China versus US) is $27.42T/$20.45T = 1.34, 
.5% higher. This means that by removing military spending in GDP, China 
has even greater purchasing power over the U.S.

Similarly, if we remove the welfare spending from the GDP, we get the 
U.S. NGS GDP to be $21.44T - $1.11T (total welfare spending 2019) = 
$20T and China's NGS GDP = $14.14T - $0.22T (China's welfare budget 
2018) = $13.92T.  Their corresponding NGS GDP PPP can be estimated as 
$20T and $13.92x(27.77/14.14) = $27.34T; and the ratio of NGS GDP PPP 
= 27.34/20 = 1.367, an increase of 5.6% (1.367 - 1.295)/ 1.295 = 5.6%). 
This means China actually has even more purchase power over the U.S. if 
welfare spending is excluded from the total GDP. Of course, some welfare 
expense is necessary for any society, however, if a country spends heavily 
or operates inefficiently on welfare, such as taking care of the homeless 
population, senior citizens and sick people, its national productivity must 
bear the burden. We introduce these new GDP data terms for the purpose of 
alerting the world organizations to focus more on real productivity and 
highlight out the runaway problem of ever increasing military spending and 
welfare expenses many nations face..

Finally,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e GDP and GDP PPP per ca pita 
numbers of Hong Kong, Macau and Taiwan are all very significant as small 
regions. Since Hong Kong and Macau have no need for military spending, 
it is predictable that they will continue to have higher numbers compared to 
Taiwan which will show decreasing number in the future. The Peace GDP 
PPP per ca pita for Taiwan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data to monitor.

社務委員：張紹遷  周友道   水秉和   張一飛   陳立家   陳憲中   
                    馬在莊  佟秉宇   高志雲  陳耀華  范湘濤   張文基兼社長

●中華民國是曾經跨越兩岸治權
的政府

總的來說，北京當局必須從兩岸
七十年來的各種情勢變化，總結一些
可變的結論，修正自己若干不現實的
政治堅持，將兩岸關係，主導向更務
實的方向。那就是喊了七十年的中華
民國巳在世界上消失，中華民國在歷
史上不見了的說法，這都是很不現實
的。我們認為應該修正為承認及接受
具體存在的中華民國政府。因為中華
民國政府是臺灣2300萬人，最容易凝
聚的共識，中華民國政府的憲法和青
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幟就是人民生活的
一部份。我們認為只有凝聚大多數台
灣人的共識，兩岸關係的發展，才有
可能穩定。現在台灣的真實狀況是若
干台獨主張者，就是希望消滅中華民
國，然後他們認為可以名正言順地搞
臺灣獨立。有更多的民眾，因為中華
民國政府一直為北京政府所抵制，特
別是國際關係，更無法參與。因此放
棄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而願意支持
走向台獨。因為絕大部分的老百姓，
都不清楚，搞臺灣獨立就是對北京政
府的挑戰。他們以為臺灣人管臺灣人
的事，跟北京政府有什麼關係呢。現
在更因為不負責任的蔡英文政府及民
進黨，公然放棄和漠視仍然是白紙黑
字的中華民國憲法，因為憲法修正案
的前文，都會載明為〈因應國家統一
前之需要〉，顯見中華民國憲法是一
個中國的主張和堅持。當時主導修憲
的蔣經國和李登輝，也審視情勢的現
實而維持中華民國憲法的基本精神和
架構，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是在1946年
12月25日，由一個跨越對大陸和臺灣
統治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召開制憲國
民大會而通過的。台灣人民也經由選
出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這部憲法
的制憲會議。

蔡英文政府上臺以後，把中華民
國憲法下的兩岸關係條例的中國大陸
地區喊成中國，把中華民國喊成〈那
個國家〉。完全放棄了中華民國政府
的稱呼。這種背棄中華民國政府和人
民託付的領導人，以自己的政治信念
強加在人民身上，也可以說是拋棄了
自己的政治道德和倫理。話說回來，
因為中共和民進黨當局都想消滅中華
民國政府，在這樣的邏輯之下，主張
一中各表的中國國民黨，如何走得下
去呢？這次大選看得很清楚，拿著中
華民國國旗的，選輸了拿著綠色旗子
的那群人。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大陸
只有改變過去七十年來的對台政策，
兩岸關係才比較容易獲得臺灣人的支
持。因為我們要的不是對抗，中國大
陸應該也有責任來消除這種對抗的情
勢。因為臺灣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
我們並不願意看到這種對抗，因為民
進黨為了取得政治利益而將臺灣人民
陷入困境之中。

因此縱觀臺灣現在整個政治發展
情勢，我們覺得大陸必須考慮，九二
共識的〈一中各表〉，就是現實的〈
一國兩府〉。這樣的改變，完全符合
國際情勢的過去和現在。同時我們認
為〈一國兩府〉也會成為兩岸未來發
展相對穩固的基礎。

●一國兩府是兩岸和平協議的基
礎

我們前面的論述也提到中國近百
年來曾經經歷過〈一國兩府〉存在
的事實。也舉出曾經經歷一國兩府
而走向國家統一的國際例子，一個
是武力統一的越南，一個是和平統
一的德國。以及現在仍未統一而共
同參加聯合國的南北韓的〈一國兩
府〉，還有我們兩岸官民已經有相
當來往和互動良好的大陸地區與臺
灣地區的〈一國兩府〉存在的事實
。

總之，兩岸現在的關係，精確來
說就是一國兩府下的一國兩治。當
然，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北京政府
擔憂的是，如果確認一國兩府的事
實，兩岸會不會繼續分立下去？因
此，我們認為兩岸就必須正式展開
《兩岸和平協議》的談判。這個和
平協議的談判必須包容，一國兩府
未來的政治走向。我們的看法是和
平協議必然相互提出若干彼此能接
受的條件。

簡而言之，和平協議的原則，必
須是中華民國政府及臺灣當局，不
論任何政黨執政，都必須保證不能
脫離一個中國的架構，中國大陸尊
重及接受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的治
權。同時聲明，兩岸的政府彼此的
主權是相互重疊的。

在這原則之下，中華民國政府，
可以和國際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
係以及參與各種國際組織。這樣的
互動，應該在簽訂和平協議的範圍
之內。當然，我們的看法是這個和
平協議必須通過臺灣人民的公投以
及立法院的通過，大陸則由人民代
表大會通過。這樣的和平協議才能
有法定的效果和制約。兩岸政府也
才能建立和平協議的合法性！

和平協議在簽訂的若干年後，兩
岸如果政治情勢發展平穩，就可以
進一步談國家統一的條件。我們的
看法是北京政府必須允許臺北的中
華民國政府參加聯合國，這是簽署
兩岸《國家統一協議》的先決條件
。臺北當局則願意用雙方可以接受
的方式，在臺灣全民公投過後，以
及立法院的表決通過後才能簽署《
國家統一協議》。採取這樣的方式
。實現兩岸的國家統一，就是我們
主張的〈民主統一〉。

兩岸統一將採取什麼方式，都可
以在一國兩府，一國兩治的和平協
議基礎上，展開建設性的談判，彼
此要能互相創造條件，就有可能找
出最大公約數。兩岸不為談判而談
判。只要符合現實的條件。未來的
發展，兩岸談判都有可能因勢利導
而完成。彼此都接受的成果。

●一國兩席是兩岸國家統一的先
決條件

我們都很清楚，談判的確需要時
間和條件，才能達到彼此的需要，
這樣的談判結果，才能被雙方所樂
意接受和遵守。因此從一中各表走

到一國兩府，一國兩治的《兩岸和
平協議》，或許需要一年，五年，
甚至更長的時間也說不定。然而可
以先從民間團體或政治團體先行先
談，然後成為一個穩定兩岸的政治
主張，爭取更多臺灣人民的支持然
後形成共識，逐步進入政治運作，
進而完成《兩岸和平協議》的全民
公投。至於《國家統一協議》，也
許需要更長的日子也說不定。然而
只要有開始，我們就可以透過各種
不同的方式進行這些有利雙方關係
的談判。我們只要走出第一步，希
望就在我們前面。

總的來說，九二共識，因為民進
黨的政治操弄，已經搞成兩岸敵對
的態勢。事實上沒有九二共識，就
沒有現在那些能夠維持兩岸交流的
一些條約和協議，包括通商通郵通
航通婚通學等等。現實來說，臺灣
今天的局面，也只有國民黨有能力
有代表性來和中共對話。如果國民
黨願意，可以先和中共當局，交換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府，一國兩治
。我們認為，這個吹風式的談判，
應該是國民黨能夠浴火重生的一個
關鍵性任務，也是國民黨重返執政
很重要的基礎。如果國民黨的努力
獲得臺灣人民的共識，那麼兩岸和
平協議就容易實現！國民黨如果不
做，相信臺灣很多政治團體，他們
是願意做的。因為〈九二共識，一
國兩府〉，應該可以穩定兩岸關係
的發展，也是符合兩岸的現狀。

總之，當我們完成《兩岸和平協
議》以後，中華民國政府不論誰執
政，都必須朝向國家統一這條路前
進，在時機恰當時，再完成《國家
統一協議》。當中華民國再次重返
聯合國時，兩岸將繼南北韓後成為
第二個〈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兩
個席次〉的聯合國會員。

我們看到和期待的兩岸未來就是
從現在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走向〈九二共識，一國兩府〉，
然後再走向〈一國兩府，一國兩席
〉，最後走向〈一國兩席。民主統
一〉的最終目標。

這個國家統一大業，我們願意盡
一切力量。因為這涉及中華民族的
大義，中華民族的復興，更是臺灣
永續發展的道路。這是臺灣的每個
政黨，每個世代的每個人，都有關
係的。

這是生活在臺灣，做為中華民族
一分子的臺灣人，特別是知識份子
不可逃避的責任和機緣。我們也希
望中國大陸和海外華人一起來關心
兩岸如何走向民主統一的未來和發
展。

作者簡介:台灣成功大學工學學
士 ,日本早稻田大學建設工學修
士,南開大學(天津)經濟學博士,前
佛光大學未來學系教授,中華兩岸
事務交流協會會長,台灣推廣教育
學會會長,台灣工黨創黨主席。

Making Sense of GDP PPP, Peace and NGS GDP PPP
2020的一月比以往都要來的熱鬧

一點，網路時代，總是不乏熱點與
談資。媒體大談特談對岸大選選舉
究竟是雌的贏面大些還是雄的贏面
大些時，不甘寂寞的twitter國王放了
三個大煙花，幹掉伊朗第三號人物
蘇萊曼尼，一下子又回到了各版面
的頭條。

著實讓世界嚇了一大跳，“第三
次世界大戰”開始了，成為線民津
津樂道的話語，也應了“看熱鬧的
永遠不嫌事大”這句話，可知城門
失火會殃及池魚。然而事情卻也沒
有像以往慣性的方向行走，也許是
覺得玩過火，也許是只想上個頭條
看看各方反應，極限施壓嘛，慣用
手法，多玩幾次世界就習慣了，也
就成為特朗普規則，不需要理由，
打了就是打了，反正想打，早打也
是 打 晚 打 也 是 打 ， 中 東 的 地 區 大
國，一個也不放過，沒有核武，奈
我何！

熱鬧沒看成，對岸的選舉結果就
就爆了各專家一個大冷門，雌英再
次當選了，還是超出對手300多萬票
當選，連同政黨席位。這一夜，多
少 專 家 眼 球 落 地 ， 臉 被 打 得 啪 啪
響。

怨國民黨？還是怨韓國瑜？好像
都怨不了吧！只是大陸一廂情願的
事 啊 ， 只 是 大 陸 一 廂 情 願 希 望 和
平 ， 希 望 國 民 黨 再 給 和 平 一 段 時
間。可現實總是很殘酷。且不說韓
國瑜是不是真心想參加這次選舉，
單說雌英就不可能讓他贏得這次選
舉！

選前各種網路各種造勢都可以說
是假像，民進黨只要搞定賴清德，
穩定民進黨基本盤，就有和韓流一
拼的實力，再加上肆意執政黨的行
政資源與操控選委會做假票就能確
保當選無憂，這也是我12月初就說

探討九二共識的新領域
從〈九二共識，一國兩府〉走向〈一國兩席，民主統一〉

◎謝正㆒

這次肯定是雌英當選，而且是高票
當選。

九合一選舉選舉勝利的假像，就
像 迴 光 返 照 ， 國 民 黨 就 像 打 了 雞
血，各派系大佬都站出來想分一杯
羹，而韓國瑜還沒有將高雄綠變藍
就被趕鴨子上架，匆匆上陣，配合
假選（心裡十分不願）。而大陸也
十分配合出臺惠台政策，卻也很怪
異的切斷赴台自由行打壓蔡政府經
濟，預想激起民眾對蔡政府的民怨
而 改 變 立 場 ， 而 蔡 政 府 順 勢 推 出
《反滲透法》針鋒相對，至此兩岸
民間交流、團體交流、官方交流都
停 止 。 11號 後 自 由 行 開 還 是 不 開
呢？預備給韓的大禮，現在變成了
一著臭棋。

不過，從另一個方面看，大陸也
做好了不論誰上臺，都不可能改變
台海現狀的準備，畢竟臺灣問題島
內 說 話 都 不 算 數 ， 雖 然 是 中 國 內
政，卻更是中美之間最大的問題。
解 決 中 美 關 係 ， 臺 灣 也 就 不 是 問
題，大陸畢竟不想內戰，雖然 天天
喊著不放棄武力，這裡的武力只是
主權象徵而已。

這些事我想起一個笑話，關於兔
子，狼還有一隻老虎的，故事如下:

兔子在街上走著，迎面碰上了老
狼。老狼伸手就給他一大嘴巴 讓:“
你丫不戴帽子”。

兔子很鬱悶地回家了，弄一帽子
戴著。

第二天又碰上老狼了，又挨了一
大嘴巴，“讓你丫戴帽子”。

如是幾次，總挨打。兔子想，這
麼老挨打不是個事兒啊，不行，我
得找老虎投訴去。

剛到老虎家門口，就聽老虎在屋
裡說話。

“你也不能老這麼蠻不講理打兔
子阿，回頭兔子找我投訴來，我也
不好罩著你啊。好歹咱面子上得過
得去，我教你一招。

下回你見著兔子，跟他說 給我:
弄點兒洗衣服的來。他給你拿肥皂
來，你就打他一頓的，說我要的是
洗衣粉，誰讓你拿肥皂。他拿洗衣
粉來，你也能打，說我要肥皂，誰
讓你拿洗衣粉。

要不然你跟他說，去，給我找個
妞兒來。他給你找個胖的，你打他
一頓說我要瘦的，給你找個瘦的，
你也打一頓，說我要胖的。

這樣不結了，你也能打他，我面
子上也能說得過去。”

兔子一聽，得，咱也別投訴了，
回家吧！

第二天，兔子在街上又撞上老
狼。老狼大喝一聲：去，給我找點
兒洗衣服的來。

兔子不慌不忙：你是要洗衣粉
啊，還是要肥皂啊?

老狼一聽，嗯！有一手啊。又
說：去，給我找個妞兒來。

兔子還是不慌不忙：你是要胖的
啊，還是瘦的?

老狼一聽勃然大怒，伸手就給兔
子一個大嘴巴： 讓你丫不戴帽“
子!”

兔子那個哭啊~
美台也就如此，無論中國大陸政

府如何做，反對時只會一句：“你
專制，你不民主，沒人權”。

逼急了，大陸政府一巴掌過去：
“你台獨”

這個世界沒多少道理可講的，誰
的拳頭大誰就是規則！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
1989年北京航空學院三分校肄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人保
釣聯盟創會會員。

永遠不要和定規則的㆟講規則
◎王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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