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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year is drawing to an end and a New Year is arriving, people 
send greetings and offering New Year Wishes to each other, extending to 
families, friends and broadly wishing well to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 that 
we are living in. New Year Wishes are positive and pleasant thoughts 
wishing a better year and many good outcomes for our lives ahead. 
However, we all know that wishful thinking may not come true. This is 
because that New Year Wish is really a wishful thinking and 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New Year Resolution. A New Year Resolution is a product of 
deep thinking with due consideration of priority and relevance and 
followed with action plans so that the resolution can be listed as purposes 
and goals to be realized. For New Year Resolution, one should expect 
results and accomplishments not like a casual wish. Hence, people should 
not make New Year Resolutions lightly. This is true for personal matter but 
even more so for national or world matters. Resolutions are made seriously 
so to make our lives meaningful. From committing to a physical exercise 
routine to maintain a body-weight goal to a career plan to achieve a specific 
objective are all personal resolutions within our grasp that we can give 
serious thoughts to make them realizable.

Should we consider making New Year Resolutions concerning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matters? These matters may seem to be beyond 
our control. Are they only the concern for the President? Or are they only 
for the Secretaries of Education, Transportation, Commerce, Defense or 
State to worry about? No, national and world matters are our concerns as 
well.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government needs the people to realize any 
resolution ever made. Therefore, we, citizens, should make our serious 
New Year Resolutions exercising deep thoughts. Making New Year 
Resolutions is a serious exercise. We should make them with a clear mind, 
reflecting the past and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It is our obligation to make 
personal resolutions for our own good and it is our duty to make serious 
New Year Resolutions to help our government and to help our President, a 
President who tweets with his people.

I have made my personal New Year Resolution which I hope to realize 
in the New Year. I have also made a list of New Year Resolutions 
concerning our government, our nation and our world. It is a long list after 
reviewing the significant events happened in 2017. I do hope I can realize 
most of them. I can make a part of my 2018 resolution list public here so I 
can draw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1. From the New Year Day, I shall publish my tweet account,  

DrWordman@Scrammble.com
2. I will study tweet's rules and I will not delete any of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immediate family's tweets received without reading them. I will discuss 
them if deemed useful.

3. I will not delete Vice President Pence's tweets without reading them as 
well.

4. I will write objectively in this column about my concerns and any 
concern expressed in the Organic media in contrast to the Mainstream media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5. The most serious concern in my resolution list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 I will do my best to help the two great nations to understand and 
accommodate each other for the sake of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through 
speaking, writing and praying.

I have more on my list of resolutions; they are all derived from 2017 events 
after giving them some serious thinking. Instead of tabulating the long list, it is 
perhaps more meaningful to list below the most significant happenings in the 
eventful year of 2017. Hopefully, the following ten items may trigger your 
thinking (as they did to me) to develop your own 2018 resolutions. Here are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concerning the U.S. domestic matter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and stability:

1. The inauguration of Donald Trump, an outsider of Washington Politics, 
as the U.S. 45th President and subsequent appointments and dismissals of 
Trump Administration Team. (Trump's tweet behavior triggered my five 
resolutions above).

2. North Korea threatens the peace of Korean Peninsula, Japan, Asia and 
even the U.S. with its nuclear missiles. THAAD was installed in South Korea. 
President Park Geun-Hye was impeached and replaced by Moon Jae-In 
elected by a significant majority.

3. The global warming continues with the U.S. pulling out of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4. Global growth picks up ten years after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Stock markets are up but the U.S. Federal Reserve interest rate keeps rising 

casting an uncertain future.
5. Britain triggered Article 50 of EU Lisbon Treaty to exit with no return. 

The youngest conservative French President, Emmanuel Macron (32), elected 
with working class support, whereas Angela Merkel of Germany and Theresa 
May of Great Britain won re-election but losing coalition support. Catalonia's 
selfish quest for Independence causes instability in Spain, even possibly 
creating dangerous ripples in Taiwan where it is exploring referendum for 
independence.

6. China successfully concluded her 19th Congres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nfirming President Xi Jinping's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endorsing 
his vis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lans and further solidify his authority to lead 
another five-Year term with no designated successor.

7. The U.S. Congress passed the biggest tax (reduction) bill in the last week 
of the year with 'stimulated growth' and 'bankrupted treasury' being touted from 
the opposite camps.

8. Refugee problem in the Middle East is putting EU and the world under 
stress though ISIS's loss of Mosul, Iraq may ease the issue. The Rohingya crisis 
in Myanmar posts a serious human rights case. President Trump's recognition of 
Jerusalem as Israel's capital not only arose 128 opposition votes in the UN but it 
would certainly stir up more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9. In addition to the above mentioned elections, leadership changes further 
include Robert Mugabe's ouster and replacement by Emmerson Mnangagwa in 
Zimbabwe, Recep Tayyip Erdogen's win in Turkey, Mohammed bin Salman the 
designated heir of Saudi Arabia, and Hassen Rouhani's 2nd term in Iran.

10. Other noteworthy events: I. The World has increased its voice against 
war crimes through anniversary and memorial services especially about WW II 
and Japan's denial behavior. II. China's impressi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 several domains, especially in high-speed trains, electric buses and vehicle 
developments, have made Great Britain to ban gasoline and diesel cars in 2040. 
III. Apple's net-worth passed $800 Billion, Alibaba became the world's largest 
retailer on April 4th with single day sale reaching $25.3 Billion on November 
11th. IV. On the last day of 2017, China reported to ban the trade of ivory with an 
estimated reduction of elephant slaughter by 64%. Amen!

The above list made me to think; hopefully it will lead you to think about 
your New Year Resolutions. Of course, you may expand your thinking to other 
issues, for example, media reports of sex harassment in the U.S. political and 
media arena resulting in Bill O'Reilly's and many others' dismissal or a lighter 
issue such as Harvard offered Mark Zuckerberg (who dropped out Harvard) an 
honorary degree. This may inspire all Asian bright students who were 
discriminated out by Harvard's admission practice to make a serious New Year 
Resolution - If I were ever offered an honorary degree from Harvard, I would 
speak about my personal discrimination story at Harvard's graduation 
ceremony! 

Happy 2018 (New Year Wish!) and Complete your writing (New Year 
Resolution!)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2017年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最大
意義是喚起了美國人民對過去卅年
主導美國經濟金融貿易及國防的
「大戰略」和「大思想」的批判檢
討和深思。 2018開年以來川普政府
宣示了一系列的戰略報告，政策和
措施，顯示了經過一年的內部不同
力量的博弈，師承傳統地緣政治理
論的鷹派和代表美國兩黨建制派的
力量已經戰勝了主張回歸二戰前收
縮性戰略的傳統美國保守主義力
量， 因而主導了川普政府的對外戰
略和政策。 這將不可避免的會重蹈
過去的錯誤，也將帶給美國，世界
和臺海兩岸災難。 

遠在 1940 年代古典現實主義派的
外交政策學者 Nicholas J. Spykman 就
明確指出美國必須阻止任何國家或
國家集團控制歐亞大陸，切斷美國
與它的經濟和安全夥伴的聯繫以確
保美國的安危。 這個思想主導了此
後七十多年的國安戰略：強調全球
性的存在，前進性的防禦策略及核
子遏阻。 詳細閱讀白宮主導的國家
安全戰略報告（包括國防，安全，
經濟，科技，教育等各領域）和國
防部主導的國家國防戰略報告，清
楚的顯示川普將奉行所謂的「有原
則 的 現 實 主 義 （  Principled Realis
m）」， 其內容與古典現實主義沒
有本質的不同。 

兩篇報告都彌漫著深層次的不
安，因為美國在各領域壓倒性的優
勢正在迅速流失。 報告都明確指出
中俄是企圖改變現存世界權利結構
和秩序的改變者強權（Revisionist 
Powers），是競爭對手和防範的對
象。而中國，因為她的全方位迅速
崛起更是第一號的競爭對手。雖然
歐洲，中東和亞太都是美國安全及
國防領域關注的區域，然而亞太尤
其是最重要的區域，也將是美國資
源重點投入的地區。 

在亞太地區最擔心的是中國的反
介入能力的迅速提升，它將限制美
國支援地區盟友的能力，報告中提
出了南海，釣魚臺列島等等，但是
這些都是幌子，言外之意就是臺
灣。 由於中美關係的敏感性，在對
台問題上的表述還猶抱琵琶半遮面
不敢直接表明具體如何支援臺灣對
抗大陸的威脋，而只是重複臺灣關
係法的陳腔。 然而類似臺灣旅行法
的切香腸似的方式加強與臺灣的全
方位聯繫將層出不窮。 隨著臺灣島
內的動蕩加劇（見本期廖文），蔡
英文當局有極大的可能加緊與美國
的鷹派勢力配合衝擊「一中」底
線。 這種企圖如果不被立即斬斷，
將給臺灣人民帶來無法估計的災

難！ 
美國鷹派人士的對華戰略企圖必

將失敗，原因有四： 1. 美國防禦面
太寬，除了亞太，中東，歐洲還有
國際恐怖主義（即使在冷戰時期美
國也只準備應付兩個戰場上的戰
爭），而中國的威脋就是在家門
口，中國可以集中全部力量對美國
的部分力量，何況美國的國力無法
支撐與中國的全面衝突。 2. 迫使中
俄聯合對美，這將根本改變了美中
俄的三角關係。3. 製造緊張局勢加
強軍事投入，將加深每年的財政赤
字，預計將超過 GDP 的 5% ，加速
印超票不可避免的會帶來通貨膨
脹。 4. 如白宮報告顯示，美國內部
對 Principle 的認知是不一致的，報
告中強調的自由貿易和川普的經貿
做法是有矛盾的，道不同如何相互
為謀，又如何號召盟友？ 

臺灣處於兩個巨石間，最好的做
法是做為一個潤滑液，而非逞強做
一個擋路的小石頭，利弊豈不明
哉！

過去卅年的經驗讓全世界人都看
清了現今世界秩序必須調整改變，
而改變是人類進步的動力，人們希
望用溫和漸進的方式，希望世界上
的多極力量，包括美中，透過合作
的方式來改正不合理的所有制度。 
美中是競爭的對象，希望能以和平
的方式競爭，同時合作解決人類面
臨的許多大問題：科技進步與就
業，貧富差距，外星人的入侵等
等。（本文首刊於1月28日台灣中時
言論版)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歷史淵源及現狀

2000年12月11日中國接受一些屈
辱條款加入世貿組織WTO，其中一
條是中國以「非市場經濟國」地位
加入WTO，但是中國將在15年之後
自動成為「市場經濟國」。

現在15年到了，歐盟美國日本都
出爾反爾，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
經濟國」地位，也就是說這些國家
可以繼續以國內的法律，用反傾銷
反補貼.....的法律手段，和各式各樣
的政治手段，來阻擾和中國的貿
易。

我 們 也 可 以 說 ， 現 在 中 國 在
164個成員國的WTO裡已經是「市
場經濟國」，但是有幾個國家不顧
WTO規則，要繼續用法律的政治的
手段來阻擾中國的對外貿易。

WTO對㆗國龐大的好處

中國經歷了15年艱苦談判才得以
在2001年底加入WTO，15年艱苦談
判期間中國必須改善國內的國有企
業，經濟體制，會計制度，商業法
規........以求合乎WTO的要求，也就
是使中國經貿制度到達了與世界接
軌的基本水準。雖說艱苦談判，更
是磨練改進，15年艱苦談判期間中
國已經獲益良多。

中國加入了WTO迄今16年，即使
處在「非市場經濟國」的地位，受
到幾個國家用法律的政治的手段從
中阻擾破壞，中國得到的經貿利益
有目共睹，今天看到中國的基礎建
設，交通運輸，工程科技，太空計
劃，國防建設，教育發展，財政力
量，國民所得 ......即使70％通過中
國人自己的努力，WTO的貿易環境
及機會至少也提供了30％的貢獻，
對中國來說，30％就是龐大的貢
獻。

現在歐盟美國日本拒絕承認中國
的「市場經濟國」地位，不過就是
讓中國繼續處於目前的國際貿易環
境，中國在WTO的地位和權益並未
倒退。

WTO的艱困處境

WTO採取  total consensus 使議事

緩慢困難，WTO原來有七個法官，
因為各種原因，現在只剩四位，剛
好是法官判案的最低出席人數，於
是全體法官都要出席審判每一件案
子，使得待決案件堆積如山。

目 前 待 決 的 案 子 有 534件 ， 從
1995年1月新加坡控告馬來西亞的案
子，到2017年11月加拿大控告美國
的案子，都在排隊。中國控告歐盟
拒絕承認「市場經濟國」的案子於
2016年12月提告，不知要等到猴年
馬月。

由於待決案件堆積如山，投訴國
要等到猴年馬月，所以許多國家有
持無恐，公然違背WTO規則，其中
美國名列前茅。 譬如俄國是2012年
加入WTO的，美國可以聯合幾個歐
洲國家對俄國公然執行禁運制裁，
公然違反WTO的自由貿易規則，而
WTO根本無能為力。

美國除了破壞WTO的自由貿易規
則，而且經常恐嚇要退出WTO，以
川普輕易退出 TPP，撕裂NAFTA的
先例，WTO已經是一個鬆散無能搖
搖欲墜的國際組織，中國不能寄以
厚望。 WTO的什麼「市場經濟國」
地位更不值錢了。

即使㆗國得到WTO「市場經濟

國」的㆞位

即使猴年馬月之後中國勝訴，得
到WTO「市場經濟國」的地位，由
於WTO不像TPP有超越國家主權的
規定與授權，所以任何WTO的規則
與判決，都沒有強制的力量，都在
國家力量之下。 歐盟美國日本照樣
祭出法律手段政治手段打擊中國的
外貿，情況並無改變。所以有人說
「市場經濟國」「非市場經濟國」
是一個偽議題。

㆗國努力的方向

即使處在「非市場經濟國」的地
位，中國在WTO的地位和權益並未
倒退，但是中國必須在WTO現有的
架構中繼續奮鬥，維護貿易利益。

對於歐盟美國日本拒絕承認中國
「市場經濟國」地位的國家，中國
也同樣不承認歐盟美國日本的「市
場經濟國」地位，必要時祭出法律
手段政治手段打擊對方的利益。中
國不是沒有用過，對韓國的樂天集
團，限制日本食品的輸入，對美國
的購併中國企業的諸多限制，限制
銀行保險企業進入中國等等。

中國另行發展架與WTO之上的區
域自由貿易區  Rcept，或是國與國
之間的FTA，開發WTO之外的國際
貿易利益。

最重要的是努力向內需經濟邁
進，中國這樣龐大的經濟體過度依
賴出口貿易必然會擠壓其他國家的
產業生存，引起不擇手段的抗拒中
國。

◎張文基

The Difference of New Year Wish and Resolution

 美中互利合作之道（2）  美中互利合作之道（2）  美中互利合作之道（2） 

◎盛嘉麟

目前台灣面臨的經濟困境

由于蔡政府的錯誤政策目前台灣
在經濟上面臨的「缺水、 缺電、缺
工、缺地、缺人才」的「五缺」情
形，迅速悪化，外國的直接投資也
未見起色。執政當局推動的其他政
策，包括「廢核能政策」、「五加
二產業」、「新南向政策」及「前
瞻計畫」等，看不到對經濟有明顯
的貢獻。也看不到未來的前景。 

台灣目前除了勞動需求不足、國
內投資意願低落，產業轉型績效不
彰、產業升級力道薄弱、新創產業
成效不佳之外；因為兩岸關係惡
化，今後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
貿易協定的機率微乎其微，加入區
域經濟整合的機會也越來越小(例
如 :中 國 大 陸 的 一 帶 一 路 ,東 協
RCEP,美國退出的TPP)。

因為「非核家園」的規畫，蔡英
文政府悄悄地提高了火力發電的比
例，使空污問題更形嚴重。國際財
經媒體《彭博社》不久前分析指
出，蔡英文政府的新能源政策要在
2025年達到「廢核」與「減碳」這
2個目標，是「遙不可及的遐想。」
主要是因為投資的資金難以達標，
《彭博社》甚至預估只能達到蔡英
文政府目標的35%。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是蔡英文政府
在臺灣推行的經濟建設計畫，整體
計畫包含：綠能建設、數位建設、
水環境建設、軌道建設以及城鄉建
設等五大建設計畫，期望透過政府
興建及完善各種基礎設施，強化民

間投資動能，帶動整體經濟成長潛
能。八年時間將投入總經費約新臺
幣8824億9000萬元。行政院認為，
可增加民間投資產值約新臺幣1兆
7777億3000萬元。但是根據維基百
科的分析,前瞻計劃是肥了綠營,瘦了
藍營的綁樁計劃,看不到對經濟有明
顯的貢獻。也看不到未來的前景。

兩岸關係越搞越僵

由於民進黨政府堅持不肯承認九
二共識一中原則，兩岸官方談判與
協商機制完全中斷，迄今未恢復，
再 加 上 民 進 黨 雖 然 不 敢 公 然 推 動
「法理台獨」，但溫水煮青蛙式的
「去中國化」的小動作卻不斷的進
行 ， 與 大 陸 對 抗 之 立 場 也 從 未 停
止，以致兩岸關係越搞越僵。

大陸也用溫水煮青蛙式的「窮台
化 」 及 「 掏 空 台 灣 企 業 與 挖 走 人
才」,將來不用一兵一卒, 和平統一
台灣。

㆗國大陸內部要求武統台灣的氛

圍升高

在蔡英文任用自認為是台獨的政
治工作者的赖清德擔任閣揆及一連
串「去中國化」作為、中國大陸内
部要求武统台灣的氛圍升高，不過
習近平仍然主張「和平發展、和平
统一」，可是習近平也同時非常强
硬地告诉國際和大陸内部的人，中
國已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了，
縱 使 台 湾 形 势 有 改 变 ， 但 台 湾 是
「逃不掉的」，台灣若踩了红線，

可不要輕忽大陸的决心。
目前習近平的對台方針 : 硬的更

硬; 軟的更軟
目前兩岸官方交流中断，陸生、

陸客减少去台灣，解放軍的軍機軍
艦經常繞台，台湾外交處境也更為
艱困。習近平的對台方針，已從台
灣藍色執政的和平發展階段轉向為
綠色執政的冷和時期。

反台獨的宣示更強

拉攏台灣人民的措施「尊重台灣
現有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逐步為
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業、就
業、生活提供與大陸同胞同等待
遇」，懷柔戰略則更靈活，更加
軟。

中國大陸要求蔡英文不僅要承認
「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更要明
確回答两岸關係的性质，即認同两
岸同属一個中國，雙方才能開展對
話。

在國際關係方面,台海危機可能會

逐漸升高

民進黨政府重新執政，改變國民
黨「親美,友日,和中」為「聯美,拉
日,抗中」的策略，在中美貿易戰
中，台灣一面倒的向美國靠攏，台
灣與美國的軍事交流互動，也悄然
加強。預料美國對台軍售將會大量
增加，但大陸軍艦軍機「繞台巡
航」的頻率也會相對提高，民進黨
自然會炒作「中國打壓台灣」議
題，製造社會「仇中」氛圍，兩岸
關係只會更壞，台海危機將會與朝
鮮半島危機,中東危機 併駕齊驅。

美國友台法案　將增添兩岸變數
美國眾議院無異議通過《台灣旅

行法》，明確指出美國政府應鼓勵
美台在各層面進行訪問，讓台美高
層互訪成為可能。另外，眾議院也

和平競爭追求互利共贏

另眼看待WTO的非市場經濟國㆞位

無異議通過「協助台灣在世界衛生
組織取得觀察員身分的法案」。

再 加 上 美 國 總 統 川 普 在 2017年
12月13日所簽署的「2018財政年度
國防授權法」，美國將考量美台軍
艦互停的適當性與可行性、資深官
員交流，以及應邀請台灣軍隊參加
「紅旗」軍演等。這三項有關台美
關係升溫的法律和法案，對台美外
交是利多，但對日益緊張的兩岸關
係，必然為兩岸關係的緊張添油加
火添加變數, 也顯示美中台三邊關
係今後將進入更緊繃的時代。台灣
要小心變成美、中兩個大國衝突談
判時的籌碼或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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