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Taiwan Travel Act if passed is a political statement from the 
U.S. Congress to influence the U.S.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The US-China Forum (UCF) is formed by a group of Chinese 
Americans caring about the unification of Mainland and Taiwan and 
the future welfare of Chinese people. The majority of the forum 
supporters live in California but the readers of the Forum is 
nationwide and gradually becoming worldwide. The members of 
UCF sent a letter to Senator Feinstein to urge her to vote no on the 
Taiwan Travel Act and they received a reply letter from Senator 
Feinstein as published in this forum. I am impressed and moved by 
Senator Feinstein's taking the time responding quickly to UCF's 
letter. Even though more Chinese Americans live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I have not seen New York Congressmen or Senators  
responding to Chinese Americans so promptly on their political 
concerns.

As a New Yorker, I read and like to respond to Senator 
Feinstein's letter, in my column, hopefully I can reach the other 
Congressmen and Senators about the Chinese Americans' view on 
this issue of One China Policy. The major points in Senator 
Feinstein's letter are 1. "The U.S. must maintain a policy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2. "Not call into the question of the above 
policy every time we have controversial issue or differences.", 3. "I 
also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The One China Policy has worked 
well. ...Taiwan has become a model of fledging democracy.", and 4. 
"I fully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a democratic Taiwan and the 
absolute necessity of a peaceful resolution of its differences with 
China." The following is my comments. 

Senator Feinstein is so right on her first point. The U.S. and 
China are two greatest powers on this planet today. We must engage 
in a collaborative manner for mutual benefits as well as for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Uni-Polar World Order never existed and 
will remain as an illusion as past imperialistic foreign policy of any 
past world power had demonstrated. However, the key word, 
'collaborative' not confrontational must be in the engagement policy 
to be productive. Senator Feinstein is also right that whatever issues 
the U.S. wishes to influence China should not call into the question 
of the U.S. standing policy of engagement with China and One 
China policy. Rather, the U.S. should engage in a positive 

diplomacy not a negative diplomacy to engage China on the world stage. 
The U.S. must maintain a 'consistent' not a 'convenient' foreign policy 
especially on the China Policy.

It is so great to hear from Senator Feinstein to say that I also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It implies that many Senators do support One China 
Policy. China agrees with the U.S. to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so long Taiwan is not seeking separation or independence. This is easily 
understandable. For example, if a group of Californians promote and 
declare independence of California, don't the rest of the U.S. have the 
right to oppose such a ridiculous attempt. In fact, the Catalonia 
independence episode in Spain is a real case. The U.S. and many EU 
States are supporting Spain unification, even though it is Spain's domestic 
issue. So on the Taiwan issue, the U.S. must take a honest position in 
support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Encouraging Taiwan government to 
seek independence even resisting reunification is an inconsistent even 
hypocritical "engaging China" "One China Policy".

Senator Feinstein is right about not to call into the question of "engage 
China" and "One China" policies. Human rights, political freedom, 
security issues and Taiwan reunification with Mainland must be dealt 
with on their merits under the One China Policy. We have witnessed day 

and night change on human rights, political freedom and security issues 
over the years; conservatively, more than 500 million Chinese had been 
brought above the poverty line, 12.6 million in 2016 alone. It took us 150 
years from Independence Day to give women voting rights. In China, 
democracy is used as a tool in many levels and many places but not touted 
as an ideology, a correct political science point of view. Democracy can 
take different forms to serve ideology just as Robert's rules can be applied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institutions such as unions, corporations, town 
governments, school boards and Congress.

We all have genuine concern for the welfare of People in Taiwan. Most 
of the world (majority of UN members) believe in One China Policy and 
its ultimate benefit to the Taiwan people. "A fledging Democracy" does not 
mean that, a ruling party should prosecute the opposing political party, 
deny constitution, engage in separatism among its citizens, does it? The 
Mainland China legislated clearly that the reunification will be peaceful 
unless Taiwan seeks independence. Therefore, it is obvious, if the U.S. 
believes in One China Policy, She should legislate laws or declare 
resolutions to encourage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o move to 
reunification peacefully, for example, participating in Olympics under One 
China (like the two Koreans courageously did in 2018 Winter Olympics) or 
joining The WHO under One China Policy for the health benefits of all 
Chinese people. Taiwan government politically refuses humanitarian aid 
from Mainland China when a 6.4 degree earthquake hit Hualian to make a 
political statement is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Knowing that Senator Feinstein will closely monitor our foreign 
policies is assuring. I thank her office paying attention to Chinese 
Americans' concerns. I hope the other senators and Congressmen will be as 
conscientious in dealing with China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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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國國會內的對華鷹派以一

個不引起美國人民注意的方式強行

推動「臺灣旅行法」草案的立法過

程：聯邦眾議院 1月10日以極端不

嚴謹的口頭表決方式通過了該草案

（HR 535），2月8 日參院外交關係

委員會又以同樣的表決方式同意將

HR 535送交參院全體大會討論，2月

12日 該 草 案 已 正 式 列 入 參 院 的 議

程，將 擇期討論 表決。 這草案一

旦變成法律將嚴重衝擊美中關係，

如果造成大陸的強烈反應，則不僅

川普，美國和大陸都是輸家，而臺

灣人民更是最大輸家。 

為什麼一個極可能造成全輸局面

的草案能夠在美國國會兩院走的如

此之遠呢？ 主要有兩個原因：1. 美

國精英階級對中國全方面崛起的深

層不安，希望打亂中國上升的進

程。 2. 美國兩黨精英階級希望控制

川普，將他放在「籠子」裡。 

川普的當選促使美國重新檢討過

去的政策，一年後體制內的精英階

級和以川普為代表的體制外人士達

到一個共識，那就是後蘇聫時期美

國的對外政策犯下了致命的錯誤：

迷失了焦点，在錯誤地區（如中

東，非洲等）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對

次要的敵人（如IS）發動了曠日持

久的錯誤戰爭。 結果是造成美國國

力的衰退，中國實力的全面上升和

俄羅斯的復興。 然而，如何面對這

些現實挑戰，體制內的新保守主義

力量和新自由主義力量卻與川普和

其女婿為代表的力量有嚴重的分

歧。 前者將中俄視為敵人，而後

者希望與中俄保持和平友好的競爭

關係，為美國的繁榮和振興創造有

力的環境。 

美國內部政治力量正在進行激

烈的博弈：通俄門事件的調查正迅

速威脅到川普過去和現在的許多核

心幕僚，川普的女婿都不能通過安

全 審 查 （ 相 當 於 大 陸 過 去 的 政

審），國會預算審核過程的艱巨，

股票市場的巨大波動，等等。 大

多數的國會議員並不理解臺灣旅行

法的敏感性，因此對華鷹派力量希

望以不要引起注意避免公開辨論的

方式通過草案，送交川普，給川普

製造外交困難，同時試探中國的底

線。

我們都知道中美關係建基於雙

方在 1972年1979年和1982年共同簽

署的三個聯合公報，它們規範了

「一 中 」以 及 臺 灣 與 美 國 的 關

係，而1979 年美國國會通過的臺

灣關係法為臺灣提供了安全的保

障。 這四個歷史性的文件是美國

自七十年代以來，主導美國對華關

係的基石和兩黨共同一致的一中政

策。 

「 臺 灣 旅 行 法 」 如 果 付 諸 實

施，必然意味著美國將廢止作為中

美兩國建立外交關係基礎的那三個

公報。 果如此，中美關係必將全面

倒退，中國也許不會斷决與美國的

外交關係，但是做為一個上升的世

界第二强權，和以復興為己任的强

力領袖的習近平不可能不采取果断

的手段。他可能會不再遵守以和平

手段解決臺灣統一問題的默契，代

之而起的，很可能是對臺灣嚴厲的

懲罸甚至是短速迅雷式的致命軍事

行動。 美國是否有此決心面對這樣

的對抗？ 是否願意付出沉重的代

價？

除非是全面戰爭美國無法在台海

戰勝中國，而美國人民，包括美國

的鷹派人士，都不可能支持與中國

進行全面戰爭。 所以通過「臺灣旅

行法」將陷美國于兩難，造成川普

輸，美國輸！

中國渴望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

「中國夢」，而中國的發展道路也

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夢。 「臺灣旅

行法」將影響中國的進程，所以中

國輸，世界輸！ 

然而「臺灣旅行法」真的能為臺

灣人民帶來和平與穩定嗎？ 我們不

以為然。 因為臺灣最大的利益是维

持和平局面，透過促進兩岸的理

解，積極參與大陸的發展機遇。發

生戰爭，臺灣將無可避免的受到摧

毀，變成最大的輸家，蔡英文將更

成為歷史的罪人！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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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蔡英文政府執政一年多以

來在政治上，以轉型正義及不當黨

產之名對中國國民黨大肆清算鬥

爭，手段之毒辣， 動作之粗暴，較

諸威權時代猶有過之；而其執意推

動的年金改革、司法改革與一例一

休等政策，又罔顧公平正義，對公

教人員及勞資雙方造成嚴重衝擊；

最可怕的是，民進黨挾其全面執政

的優勢，無論行政，立法或是司法

部門，經常違反憲法或法律規定，

不依法執法或依不法之法執法, 肆意

妄為，使台灣的法治崩潰及民主倒

退。

「轉型正義」一般係指新興民主

國家如何處理前期政府所犯下的侵

犯人權、集體暴行或其他形式的巨

大社會創傷，試圖建立一個較為民

主、正義與和平的社會. 這需要和解

與正義以及具有可行性的運作處理

方式。

不正義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中華民國目前已有「國家賠償

法」、「刑事補償法」、「二二八

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等關於轉型

正義的法律，解決處理威權時期的

不正義行為,何須再以「促進轉型正

義條例」之框架式立法?

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設立

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有四大

任務目標:  「開放政治檔案」、

「 清 除 威 權 象 徵 及 保 存 不 義 遺

址」、「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

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以及

「處理不當黨產」,這四大任務目

標究竟是處理政治問題還是法律

問題？很有探討的空間。

「開放政治檔案」之促轉條例

與檔案法之間有衝突時，那一個

法優先適用？國民黨黨史館那些

資料屬於「政治檔案」？何況國

民黨是社團法人其檔案屬於國民

黨私產？如何處理私產問題？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得指

派、調用或聘僱適當人員兼充研

究或辦事人員，行政機關不得拒

絕「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所要

調用的人員，這是否違反「公務

人員任用法」？

「 選 擇 性 的 轉 型 正 義 不 是 正

義」，民進黨一些政客及反課綱

的學生, 認為「慰安婦不一定是被

迫的」，他們寧可輕蔑自己的同

胞受害者也不去追討加害人，這

不就是選擇性轉型正義造成的扭

曲嗎? 日據(被轉型成日治)時代,原

住民被日本人殺害幾十萬人,「被

從缺」難道原住民不需要轉型正

義? 自稱「台灣建國工程隊」者斬

首蔣中正總統的銅像,理直氣壯標

榜轉型正義, 斬首日本人八田與一銅

像的則被送進地檢署接受偵查。這

不正是選擇性的轉型正義嗎?

違 憲 違 法 的 《 不 當 黨 產 處 理 條

例》

「不當黨產處理條例」未審先判, 

違反法院未判決前, 無罪定論的法治

原則.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具有行

政,立法,司法的權利, 違反民主國家

三權分立的原則,「不當黨產處理條

例」可以追溯到七十年前. 違反法律

不溯既往的原則. 「不當黨產處理條

例」只針對國民黨黨產及蔣中正父

子，忽略日本投降後留下的資產也

被台灣民間強制占有的事實，明顯

違反現代法治國的原則.如何確認哪

些是國民黨的不當黨產？黨員繳納

的黨費及從大陸所帶來的資產也是

不當黨產嗎？如何在時代脈絡下界

定不當黨產，目前都還有調查及認

定上的困難, 那麼該如何處理財產返

還？

目前最瞭解國民黨黨產的人, 可能

是 李 登 輝 , 劉 泰 英 及 宋 楚 瑜 , 可 是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卻不傳訊

他們. 目前「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處理國民黨黨產的手法, 很難不讓人

產生政治鬥爭與司法清算的疑慮.

退休金不是年金

根據前司法院院長蘇永欽與前最

高法院院長楊仁壽公開宣示，中華

民國是民主法治國家，退休軍公教

警消的退休俸(金)係法定給與而非年

金，政府應遵守信賴保護與法律不

溯 既 往 的 原 則 ， 主 管 機 關 是 銓 敘

部，而非總統府審議小組。

結語 

蔡英文的民進黨政府自認為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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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推「臺灣旅行法」輸輸輸大輸

臺灣的危機 (2): 

◎廖介民

臺灣地區領導人最近指責，大

陸 是 東 亞 區 域 安 全 穩 定 的 威 脋

者。 其實稍具國際觀，歷史觀的

人，都不可能做出這樣顛倒是非

黑白的指控，除非甘願作為帝國

主義列強的代言人，要不就是欠

缺最起碼的國際觀，歷史觀。 

東亞各國從十五世紀開始就逐

步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 尤其

自18世紀工業革命後，西方列強

為著搶奪原料與市場，紛紛湧入

東亞建立殖民地。 舉其要者，有

印度，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緬

甸之于英國，印尼之于荷蘭，菲

律賓之于美國，越南，柬埔寨，

老撾之于法國，我國澳門之于葡

萄牙，朝鮮，我國臺灣省，部分

東北地區之于日本等。 

在西方勢力尚未侵入東亞前，

數 世 紀 來 中 國 原 為 此 地 區 的 獨

強，其影響力甚至遠至東非，但

中 國 沒 有 在 此 地 區 建 立 過 殖 民

地。 周邊小國來朝貢者，中國無

不禮遇有加，加倍給予賞賜，必

要時甚至為他們排難解紛。 當時

的東亞何嘗有過區域安全問題。 

其中與中國關係最密切的，一數

朝鮮，二數越南。 為著它們不受

侵略殖民，中國曾分別于1883至

1885年 被 捲 入 中 法 戰 爭 ， 以 及

1894至1895年捲入中日甲午戰爭。 

兩場戰爭結果，中國都付出了割

地賠款的慘痛代價。 而其中尤以

臺灣至今尚未完全回歸，仍受美

日 直 接 ， 間 接 操 控 ， 最 令 人 汗

顏，心疼。 這是國家之恥，民族

之恥！  

自 1840 年中英鴉片戰爭中國戰

敗 ， 簽 訂 南 京 條 約 ， 割 地 賠 款

後，中國在洋人眼裡便變成了紙

老虎。 之前洋人雖急欲推展對華

通商貿易，但朝廷不允，尚不敢

輕舉妄動，更遑論恣意指定通商

口岸，要求劃定租界。 但鴉片戰

爭後，中國的虛實在列強前已一

覽無遺，強大的外表，再也嚇不

住列強的貪婪與野心。 於是百年

來飽受列強欺淩壓迫的苦難史，

遂一一呈現于國人前。 作為曾被

欺淩壓迫的民族，我們不可忘卻

這段屈辱，要為英勇獻身的歷代

英烈洗雪前恥。 但這絕不意味

著，我們要「以牙還牙，以眼還

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而

是希望中華民族在國際間，能爭

取到與各國平等相待的地位。 例

如我們不會干涉美國內政，也不

希望美國干涉我國內政，我們不

會鼓勵或支援美國任何一個州獨

立分離出去，也不希望美國鼓勵

或支援我國任何一塊領土獨立分

離出去。 這是邦交國之間最起碼

應遵守的道義與法則。 

孫中山先生曾教導我們說，中

國強大後應在國際間秉持正義，

抑強扶弱，説明弱小國家民族。 

中共正是發揚了孫中山先生的此

一博愛精神，團結聯合亞非拉廣

大發展中國家。 其中當然尤其包

括了東亞諸國，使彼此在政治，

經濟上相互協調配合，擴大合作

範圍。 大陸提出的「一帶一路」

經濟策略正可説明東亞國家建立

跨國的基礎設施，克服國內市場

規模過小的障礙，發展區域間產

業 分 工 ， 把 各 國 的 優 勢 結 合 起

來，形成龐大的力量，達到共同

繁榮的目的。 中國正與東盟十國

在2011年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

言的基礎上，積極推動南海行為

準則的通過。 此準則一旦通過

後，必可發揮彌平南海爭端的效

果。 美國再想借南海問題，挑撥

東盟與中國的關係就難得逞了。 

因此正與臺灣領導人的見解相

反，影響東亞區域安全穩定的絕

非中國，而是區外勢力的介入與

威脅。 這個所謂的區外勢力，明

白地說就是美國， 其次是其在東

亞地區的頭號幫兇-日本。 美日還

企圖在此地區擴大反華陣營的範

圍，要形成對華的所謂菱形包圍

圈，其中有可能加入此行列的有

澳大利亞與印度。 從臺灣領導人

屢次發表的談話中，可以明顯地

嗅覺出來，他們是希望能被納入

此陣營的。 美國當然巴不得臺灣

能繼續扮演其圍堵牽制大陸的角

色，但鑒於中國在國際間的影響

力日益擴大，連美國自身在國際

間也需要中國的協助，因此還不

敢貿然與台獨政權走得太近。 奉

勸台執政當局，在做出重大決策

前，務必認清自己的身份立場，

以及當前面臨的形勢，切莫犯下

無法挽回的錯誤。 

強大的中國是東亞安穩的基石
◎謝芷生

Thoughts After Reading Senator Feinstein's Letter on Taiwan Travel Act

Abstract
Australia is a large and remote country with little national security 

threat until the arrival of 'Pivot to Asia'.  Compared to many Asian nations' 
defense forces, Australia Defense Force (ADF) is much smaller.  Australia 
published defense white papers in 1976, 1987, 1994, 2000, 2009, 2013, 
2015, 2016 and a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in 2017. The increased 
frequency of publication signifies Australia's increased concern for her 
national strategic security. Australia together with New Zealand has a 

謙卑及最會溝通的政府, 但上台執

政一年多來，挾其全面執政的優

勢，許多事情違法違憲，人治大

於法治，完全破壞法制社會最基

本的原則。台灣目前面臨法治崩

潰、台獨與民粹意識形態治國的

嚴重危機，再繼續下去，無論在

族群和諧、經濟發展、兩岸關係

和國際關係上，都將死路一條。

Australia's Logic and Illogic thinking in Foreign Policy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security agreement with the U.S. (ANZUS) but Australia has a mixed 
concern with the future impact of the 'Pivot' and the apparent waning 
influence of the U.S. in Asia. This paper makes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such a concern expressed by Australians. 

Full paper at http://www.us-chinaforum.org/ifay238B.pdf  

http://www.us-chinaforum.org/ifay238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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