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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order is maintained under interplay of properly balancing 
national security, core interests and foreign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Historically, great nations with strong economy and military strength 
play a dominating role in leading the world. They resolve 
geopolitical issues and influence regiona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problems to maintain a healthy global economy and a peaceful 
world. In the process of managing world order, conflicts among great 
nations always exist; the existing and emerging powers will have 
their own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re interests and foreign 
relations which often produce conflicts. The fact that over 193 
sovereign nations having multiple races, numerous cultures and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in wealth, classes, religion , sex and gender 
order all exist on Earth Planet,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maintaining 
world order is a very complex and extremely challenging task for 
world leaders.

While continents are separated by vast oceans, the world is 
naturally divided into regions. When humans began to develop 
maritime technology and naval power, maritime trade became the 
economic force for great nations to expand and control the world. 
Great nations, focusing on their national (self) interest, often practice 
hegemony to expand their influence and to exert control over 
conquered land (nation) through colonialism. Such expansion 
naturally leads to competition and conflicts among great nations 
eventually causing wars between great powers, spreading to world 
wars. The WW I erupted and was confined in Europe but the WW II 
nearly spread over all continents lasting many years. 

Post WW II, two great nations had emerged creating a 'bi-polar' 
world divided by ideology: capital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valuing 
individual freedom especially economic freedom, versus socialism 
and communist governance, valuing communal equality especially 
favoring a socialist system. This confrontation essentially divided the 
world into two camps, one led by the U.S. and her allies including 
the NATO countries and the other led by the Soviet Union and her 
allies including the Warsaw pact. The bi-polar world did not erupt 
into another world war largely because the two leading countries 
each had piled up significant amount of nuclear arsenal capable of 
destroying each other and the world thus deterring each other from 
waging extensive war. The situation of 'détente' could not last forever 
because the continuous arms race required a continuous strong 
economy to sustain. Ultimately,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her failing economy. The world then transitioned to a 
'uni-polar' world with the U.S. being the strongest superpower, 
economically and militarily.    

As the 'uni-polar' leader post Cold War, the U.S. indeed tried to be 

the world police to maintain world order. However, the world has 
advanced further in science,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infrastructure, 
transportation as well as communication (media) creating an inter-
dependent but far more complex global world. The leadership required 
to manage this new world order must expect the existence and/or the 
emergence of other great nations and be prepared to deal with a world 
transitioning from a uni-polar to a bi-polar or a multi-polar world.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rejuvenating Russia are two competing great 
nations; Brazil, India and South Africa are also rising economic powers 
joining the existing G-7 (Canada, France,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now extending to G20. The 
U.S. as the leader of G-7 had no choice but to deal with the fast 
developing BRICS and G20.

As the world progressed continuously with advanced communication, 
manufacturing and technologies, the emerging nations with significant 
economic power will exert influence on the world stage. During this 
progress, unfortunately, the U.S. failed to discourage arms build-up and 
naively believed that her military strength will remain unmatched and be 
effective in keeping the ever more complex world in order. In reality, not 
only great nations such as Russia, India and China now possess nuclear 
weapons even small nations like Iran and North Korea have gained 
nuclear arsenal becoming nuclear club members capable of using nuclear 
weapon for bargaining. So in the multi-polar world,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 is a serious problem which will neutralize the U.S. 
military power as an effective force to police the world. The world 
events in the past decades showed us how ineffective it had been to 
resolve world issues using military force. To avoid a devastating nuclear 
war, the best we can hope for is that all nuclear powered nations will 
refrain from using nuclear weapon, and gradually and ultimately 
transform the whole world into a nuclear weapon free world. 

Observing the current world events, one cannot help but worry about 
the U.S. foreign policy. The U.S. seems to be still adhering to a 'uni-
polar' world model and trying very hard to maintain world order ignoring 
the fact that the world is transitioning to a multi-polar world. In such a 
world,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s are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to 
manage the world; the world leadership needs additional political power, 
which is political wisdom, people and nation governing experience, 
geopolitical knowledge and inter-nation diplomatic skills backed by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The leaders of the rising nations are 
there in different ways through different trainings in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The U.S. is proud to have the most open and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to elect her national leaders. Unfortunately, the US election process 
is corrupted by money; the leaders elected are great political orators, media 
manipulators and fund raisers but not necessarily possessing the above 
cited political skills to deal with foreign policy and world issues. Even 
candidates with administrative and foreign relation experience are not 
scrutinized enough by the election process to ascertain that they have the 
political power, integrity and a clear vision of the complex multi-polar 
world.        

The Russian leader, Putin, and the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have 
risen to their supreme political positions with a very different scrutiny. 
Their 'career' experiences speak volume of their political wisdom, 
geopolitical knowledge and diplomatic skills. Russia's rapid annexation of 
Crimea and China's long-term 'one belt one road' vision of world co-
development plan demonstrated the skillful play of their political power. In 
contrast, Clinton-Obama's Pivot to Asia policy based on a legacy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created more tension and little purpose. The non-
cooperative Okinawa and problematic Taiwan make the island chain 
ineffective to sustain an island chain around China. Anticipating the rising 
of a multi-polar power structure in Asia, the U.S. needs to develop a new 
Asia/China policy to collaborate with the multi-polar powers to maintain a 
more evenly balanced power in Asia rather than creating an unstable Asia 
eventually dragging the U.S. to an Asian war. The current Trump 
administration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evelop a new China policy but 
opted to launch a trade war which will not yield any long-term benefit to 
the U.S. and the world stability. 

The current South China Sea (SCS) saga is clearly orchestrated by the 
U.S. under the containment strategy which heightened the tension there 
and prompted China to fortify small islands into potential defense bases as 
unsinkable carriers thus creating an opposite effect to containment. So far 
the U.S. and China had done correctly in SCS was that they both 
appreciated the importance of transparency in declaring their military 
actions to avoid accidents – a necessary behavior to show a nation's 
wisdom in world politics. The best, of course, is to engage China as a 
strategic partner (rather than an enemy with no real cause) to manage the 
stability in Asia. Broadly collaborate with China to take advantage of her 
huge market and large population not only can ease the trade deficit but 
also reduce the military burden the U.S. is maintaining in Asia. The lack of 
clarity and transparency on how and why the U.S. pivot to Asia Pacific 
matters to her national security and core interests and the inconsistency of 
her foreign policy treating China as enemy and Japan do not make the U.S. 
an effective world leader. In world politics, if you want war, you keep 
secret plans, if you want peace; you make the foreign policy transparent.

Assuming that the U.S. is not planning for war in Asia,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U.S. to recognize the emerging multi-polar world. To 
maintain peace in Asia and world stability, we urge the U.S. and China to 
have a dialogue to develop a 'transparent' strategy to gain trust, to reduce 
tension and to work collaboratively for mutual benefits,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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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編者按：世界進入一個百年不遇的重要的轉折期，
獨霸世界的西方制度所造成的許許多多的負面的影
響，也慢慢的顯示出來。西方人對中國的一個重要的
指責，就是中國大陸不民主。但是，民主是不是就等
於西方式的民主？西方式的民主真的是一個普世價值
嗎？對於這些重要的問題中美論壇社最近和新民論壇
對相關議題制作了系列視頻：

1.從歷史和現實角度看中美問題（十三）美式民主的
衰亡？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ikYRy-XEo

2.從歷史和現實角度看中美問題（十四）美式民主的
普世價值？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V4g5ZwLl5w&t=24s
3.從歷史和現實角度看中美問題（十五）大陸改革開

放的見証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2jZY7pE00
本文為首集的文字版。
▍張文基：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中美論

壇談天下的節目。今天我們要談的題目是美國的民主
在風風雨雨的實行兩百多年以後，美國的民主在今天
似乎面臨許許多多的問題。很高興今天我們請到了我
們的老朋友張紹謙，紹謙兄；陳立家，立家兄；佟秉
宇，秉宇兄，這都是我們中美論壇的理事。

立家兄，你在美國的政壇曾經擔負過重要的任務，
請你以親身的體驗，來談談今天美國民主面臨些什麼
問題？

▍陳立家：我想美國的民主實行了兩百多年，中間
風風雨雨曲曲折折，當然，你可以說他是從一個比較
注重地方各自為政的一個局面，變成了一個統一的國
家。在這裡面有些變動，但是基本上，美國在民主制
度上面的實施經驗還算是一個老大哥。最近，很多的
社 會 學 者 都 談 到 美 國 的 民 主 制 度 出 現 了 很 多 的 毛
病，這些毛病導致了他們宣稱民主世紀將要結束，這
是一個很驚人的結論，是不是真的是結束當然還有在
學術上的討論，但是，人家已經看到一個山雨欲來風
滿樓的局面。

我的感覺就是說這種局面怎麼產生的？很多人說是
因為民主跟社會經濟有一定的關係，當社會經濟很好
的時候，民主制度比較容易實行得好；當社會經濟開
始衰落了，民主制度的生存空間也就縮小而且減弱
了。所以，在目前來講美國民主制度，我們看到的一
些跡象，第一他不太能夠有一個高效率的政府；第二
個他的所得差距在加大的時候，社會的矛盾也逐漸的
擴大；第三個就是說，這個多數決是不是真的是在多
數決的一個情況？還是被一些金融集團在操縱？那麼
導致了一個少數人控制了政府的權力。所以，這些問
題的存在不僅是沒有得到改善，而且是越來越嚴重，
我想這個就是目前美國民主政治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張文基：紹遷兄，你以前曾經寫過文章，也談到
從世界各國來看，能夠行使民主成功的國家，基本上
跟他的國民生產所得有關係。請您再給我們觀眾解釋
一下。

▍張紹遷：當一個社會比較富裕的時候，一般人民
的素質、教育水準都比較高，因此他們就比較能夠尊
重別人，這就為實行民主提供了一個必要條件。我想
最可貴的就是說我們不但爭取自己權利，同時也承認
別人有與我們同樣的權利。在一個國家比較富庶的時
候 ，一 般 人 比 較 容 易 接 受 這 個 觀 點 ，你 很 窮 的 時
候，大家都忙著為了生存，就是用很多手段求生，那
民主就比較不容易實踐。這大概是我一點淺顯的意
見。

▍張文基：秉宇兄，我知道你也曾經參與過美國的
很多地方選舉的操作，我想以你的經驗來談談，以及
給我們一些今天美國民主所面臨的問題的一些實際例
子。

▍佟秉宇：很高興你提到這個問題。我在去年年初
的時候，幫助我的女婿的競選加州長堤市第七選區的
市議員。經過我們大力的輔選及實際參與過程，我感
覺到美國的民主有一定的優點，但是這個優點似乎在
衰退之中。其中比較明顯的就是兩黨的勢力，民主黨
共和黨兩大黨的勢力實在是非常的巨大，如果以一個
無黨無派的候選人身份去競選你的困難會非常大。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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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很簡單的例子，民主黨的一些團體或者是一些比較
積極的當地的人事，他們第一個就問你是不是民主
黨，即便他同意你的政見，也認為你講的非常有道
理，也認同你的人品，但是你告訴他你不是民主黨
的，大多時候呢，他就會說他不會支持你，這是一個
很明顯的情況。另外一個就是資金，假如說是有大的
團 體 ，不 管 是 Union也 好 ， 或 者 是 什 麼 其 他 的
Corporation來支持你的話，你的競選經費會充足的多。
經費充足了之後，你就可以雇較多實際上做事的人，
因此你的機會也就多。所以，我感覺到既存的大黨跟
金融的支持在現存的選舉規則下是非常重要的。

▍張文基：換句話說，就是真正要想有作為的跟利
益團體沒有關係的人，在美國現代制度下很難出來
的。

▍佟秉宇：但是我們如果看這一屆新的眾議員，美
國的house似乎有一點新的跡象，今年可以說是美國婦
女參政非常光耀的一年。有很多第一次當選眾議員的
都是女性，甚至有兩位是穆斯林，這是值得關注，同
時值得慶幸的。他們的想法可能跟傳統的代表們不太
一樣。

▍張文基：所以也有正面的方面，就是說也可以帶
來一些不同的聲音。我想今天做為一個美國公民，我
個人感到最沮喪跟無能為力的，美國的國會效率低落
及政府的施政也無能，舉個例子，邊界的築牆的問題
只是五十億美元的資金，在美國現在每年國家總支出
已經超過四萬億美元的情況之下，50億是一個是微不
足道的事物，但是造成的結果是嚴重的。今天美國聯
邦政府已經局部癱瘓的多少天了？三個禮拜。為什
麼？這個我是想問立家兄，你對美國的這種效率無能
跟政府無能，有沒有什麼更多的其他例子？另外，這
些無能是如何造成的？這樣我們才能談到怎麼解決。

▍陳立家：我覺得這種無能的情況主要是這個兩黨
的惡鬥，剛剛秉宇兄已經提到美國兩個黨，民主黨和
共和黨。他們兩個所謂的超黨派政策，現在基本上不
存在，沒有什麼東西是超黨派的，都是死忠派的，你
共和黨這樣子走，我就那樣走，彼此不妥協，就造成
了政治被拖住後腿，沒有辦法往前邁進的惡果。

這種惡果，在目前的這個政府的情況是越演越烈
了。那麼這樣子拖下去，不僅僅是造一個美墨邊境的
牆的事情，很多其他的國防預算、政府支出都出現這
種問題。出現這種問題的時候，雙方就密室討論，然
後做利益的交換，我想要這個，你想要那個，是不是
有折中的餘地？這種的折衷往往並不是真正有利於一
般老百姓，都是有利於你這個黨的發展，和生存所必
要的東西。因此，黨的利益架構在全民的利益之上，
所以就造成了效率低下，而且沒有能夠照顧到全民的
利益的一個困境。

▍張文基：所以立家兄剛剛講的東西，就是引起我
另外一個非常關注的問題，就是今天的美國的運作實
際上已經脫離了當時美國立國的精神，就是說這個讓
每個人民來做主，舉個例子，就是說以國會通過預算
而言，國會預算的通過往往是兩黨的領袖密室協商了
很久，到最後一兩天他們達到一個結果以後，給一般
的議員兩、三天的時間要看個超過一千頁的東西。這
個結果是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機會看，完全失去了民主
的意義。紹遷兄，你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感想、感受或
補充？

▍張紹遷：我感覺就是說現在美國的政黨開始「朋
黨化」，什麼叫「朋黨」？就是我們中國歷史上兩派
鬥爭的時候，一邊把本來是對人民要負責的一種議
題，變成個人間的鬥爭。現在美國就是這種情形，你
看川普總統做什麼事情的話，民主黨的議員一定反
對；川普總統做什麼壞的事情，他都說這是民主黨搞
的，有時候根本就不是事實，就是川普總統昨天的發
言，紐約時報說很多很多跟事實是不符合。當然，民
主黨也不是什麼好人，他們有時候也是故意強調川普
總統。

本來兩個政黨應該是有不一樣的政見，你如果為美
國人民做著想的話，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談，不必變成
了一種意氣之爭。現在美國很危險的一樣就是政黨朋
黨化，這是我的意見。

316選戰結果民進黨守住了新北和
台南的兩席立委，沒有斷氣，這是
在性命關頭時全黨努力團結的結
果，特別是賴清德十餘天不論晴雨
街頭拜票輔選的執著必須肯定。 然
而 ，這 都 是 「術 」的 層 面 ，而
2020台 灣 選 擧 將 是 「道 」的 選
擇 ，不 識 道 ，只 有 術 豈 能 改 變 大
勢？ 

2016年7月我曾在中時發表"看錯
病吃錯藥 小英帶台灣加速沉淪"一
文，明確預言「盲目迷信錯誤的模
式不僅不能帶來兩岸和平，更將進
一步加速台灣的沉淪。」 三年來台
灣的發展就是如此。 

台灣最大的民怨就是過去 20年來
雖然GDP繼續成長，工薪階級收入 
卻 停滯不前，造成青年人對未來的
彷徨，這也是美國的問題，更是世
界 性 的 問 題 ！  以 美 國 為 例 ， 從
1973到 2016工 資 成 長 僅 15.14%而
GDP成長141.8% ，造成貧富的兩極
化：根據2016年的數據美國最富的
1%擁有34.7萬億美元的資產，遠超
過最低40%人口的總資產，2490 億
美元！ 美國年青人普遍對未來持悲
觀的態度！

貧富不均是英語系國家共同面臨
的嚴重社會問題，也危害了整個世
界的和平發展！ 恐怖主義特別是白
人民族主義活動在美國、歐洲、到
幾天前的紐西蘭都造成了大規模的
死傷。 主流媒體往往僅是簡單的譴
責民粹主義和白人極端主義抬頭，
而不願深入討論造成這些動蕩的根
本原因，那就是過去幾十年國際金
融力量所創造的價值體系、獎懲制
度和 推廣方式 出現了問題，犧牲了
世界各地廣大庶民的利益。 由於金
融階級基本是猶太裔主導，因此導
致了在美國和世界各地普遍的反猶
太裔傾向。 

美國今天面臨非常嚴重的財務問
題，以 2019年的聫邦預算為例，總

支出是$4.407萬億，預計總收入是
3.422萬 億 ，因 此 年 度 赤 字 是
9850億， 是4.9%的GDP。 扣掉固
定支出和國債利息支出，可支配
的支出僅有1.203萬億，占總支出
的  27.3%，而 國 防 相 關 費 用 是
8927億美元，超過GDP的4%。 川
普說說中東戰爭花了7萬億卻對美
國人民沒有任何利益，美國今天
有能力、有意願和遠大於、遠強
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中國全面衝
突嗎？ 

台灣最大的災難是蔡英文鐡下
心來要做美國反華鷹派手中的尖
刀，不斷的挑戰大陸底線，大陸
想和平崛起但是台獨是不能跨越
的底線，如果發生戰爭美國必將
抽身，最近蘭德公司的局部戰爭
推演結果也 顯示 美國不能在台海
衝突中獲勝。 

最近傳出臺灣將以總額 4000億
元新臺幣的高價採購六十六架F-
16V戰機，這幾架飛機能買台灣人
民的平安嗎？ 當然不能，但是為
什麼蔡英文在財政這麽困難的時
候還要做冤大頭呢？ 它可以買台
灣危急時民進黨的高官和蔡英文
的庇護費而已。 這個錢應該用在
台灣庶民的身上！ 

改善台灣普羅百姓的生活須要
發展產業，須要改善分配，須要
走出美國模式的陷阱，這須要維
護兩岸的一個和平環境。 九二共
識 的 「 一 中 」 是 唯 一 的 通 關 秘
語！ 

316選 擧 的 結 果 明 確 的 顯 示
2020選擧不能不政治明確，片面
強調「只要經濟不要政治」做為
市長選擧主軸是明智的但是在總
統大選中是不夠的。 名不正則言
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不展開
大旗如何能凝聚共識，能取得勝
利，更何況你所展示的是走向光
明的「大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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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式民主的衰亡？美式民主的衰亡？美式民主的衰亡？
主持㆟：張文基

與談嘉賓：陳立家、張紹遷、佟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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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基：我自己還有感想就是，現在看出來美國的民主制度的另外
一個可能的問題，就是說往往透過這個系統所選出來的人了，換句話
說，會競選的人不一定能夠治國，因為它的制度，選擇東西是不一樣
的。

今天還有一個問題，是說今天美國的政府是不是真的那麼透明？我想
這裡還有短短的時間，立家兄，你對這兩點有沒有一些分享？

▍陳立家：我覺得透明己經是要求過高，半透明就很好，現在是絕對
的opaque，根本不透明，所以這就很麻煩，就是剛剛紹遷兄也提到很多事
情都不是真實的，黑的要說成白的，白的說成黑的，因此就造成了黑白
不分。所以，要找到一個真理就變成非常困難。

▍張文基：好，我們今天的討論很精彩。我們下一集繼續討論，今天
美國的民主怎麼走到這個地步，我們如何去改善它。

我們下集見。

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xikYRy-X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V4g5ZwLl5w&t=24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e2jZY7pE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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