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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6 election was a 'crazy' one which had produced a dark horse 
winner, Donald Trump, and surprised the Party bosses and politic elites of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and most astonishingly, the mass media. 
Trump won the election but not that many friends. The new President's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and his Administration Team's fast turnover have 
prompted many people to look to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already, 
particularly the tarnished angry journalists in the media, the discredited pros 
in American party politics and the big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fluencers on 
both the winner side and the loser side. Therefore, it is not too early for this 
column to talk about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2020.

Trump was the winner in 2016 but the Republican Party could not claim 
the credit for it. Trump never represented the Republican Party machinery. In 
fact, the Party machine was against Trump from the start until he won the 
primary. The feud between Trump and the party hierarchy continued even 
after Trump was inaugurated into the White House. The Republican Party 
Chairman Reince Priebus only served 189 days as Trump's Chief of staff in 
the White House. Priebus left White House with his used roller-deck of 
Republican names. This of course does not mean Trump now has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his control nor the other way around leaving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a fuzzy state.

Trump won on his slogan,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But to some 
extent (to some Trump supporters and some Trump haters) this was 
interpreted as 'Make White America Great Again'. There was the 'flir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hite supremacist groups such as the KKK and 
Trump during the campaign. The recent racial incidence in Charlottesville had 
highlighted that vague relationship. The President took a neutral position of 
slapping hands of both sides and the white supremacists seemed to want to 
take credit for Trump's 'right leaning' immigration policy even his repeal of 
Obama' executive order expanding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 
(DACA), a policy concerning allowing about 1.7 million illegal immigrant 
children to stay in this country. The Charlottesville racial incidence may have 
cost Steve Bannon's job, but the mass liberal media seem to want us to 
believe that the 'flirting' relationship is really a 'love' relationship. How true is 
i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d a large number of candidates for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most of the party candidates were taking a 'right' position 
leaning a little towards the center but Trump never followed the 'party' direction. 
Hence, the Republican Party's campaign position was a fuzzy one to the voters. 
Likewise, the Democratic Party's position also became fuzzy because Hillary 
Clinton started more from a central position to appease the donors associated with 
Wall Street and its fat cats but forced to move more to the left by the liberal 
Sanders movement. So in the 2016 election, the two parties both gave voters a 
fuzzy image and the competition became Trump versus Clinton in 'trust' issue and 
the result sided with Trump because he correctly recognized the Angry American 
sentiments and essentially he was an outsider of 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 and 
Washington politics.

Looking towards 2020, even though the Democrat Party has not emerged 
with a definite contender for the Presidency against Trump, there is a significant 
undercurrent that we must recognize and track. Sanders mounted an impressive 
campaign with a socialistic agenda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the point 
he threatened the expected sure-win nomination of Hillary Clinton. Sanders' 
messages resonated with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who share a far left ideology. 
Will the American socialists mount a force in 2020? Joining the Democrats? Will 
the angry American Right who formed a movement behind Trump in 2016 
regroup for him in 2020? Strengthening the Republic Party? May be, both may be 
a plausible scenario since both Democrat Party and Republican Party had not only 
lost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but also the loyalty of their party members 
leaving both parties in a fuzzy state.

Recently, John Nichols, a writer and a pioneering political blogger, wrote a 
long article , entitled, America Has a Long and Storied Socialist in theNation.com
Tradition - DSA Is Reviving It. This article gave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alists from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He wrote about the biennial 
convention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 (DSA), held in Chicago in the 
first weekend of August 2017, and quoted the DSA National Director, Maria 

Svart, "the DSA gathering is the largest in an era. The organization's membership 
has tripled. A new poll suggests that 37% of American adults prefer socialism to 
capitalism. " Nichols, a very productive writer, is the author of a best-selling 
biography of former vice president Dick Cheney, Dick: The Man Who is President 
(New Press) among other books and a forthcoming book, Horsemen of the 
Trumpocalypse: A Field Guide to the Most Dangerous People in America (Nation 
Books this fall). His observation in the above referenced article, in my opinion, 
should not be casually cast away.

As Nichols described, The American democratic socialism had a history in 
Wisconsin and even had socialists running for the U.S. Presidency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Democrat Party stole the socialists' thunder and marginalized the 
American socialists through Franklin Roosevelt with the New Deal, but the 
American socialists never disappeared entirely. In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Sanders brought the American socialism to live again. His liberal messages 
energized the young people throughout American colleges. His movement in 2016 
built an organization, will this organization merge formally with democratic 
socialist Americans in 2020? A Third Party Candidate? Very likely, if one believes 
what the anti-Trump media are saying and plotting.

Post WW II, the Soviet style communism has made a deep dent in socialism 
since communism embraces socialistic principles. Thus anti-communism had often 
spilled over to anti-socialism. The U.S. as the world leader of anti-communism and 
promoter of capitalism essentially forced American socialists into hibernatio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89 and the rapid rise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gave testimony to the success of hybrid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over communism or pure socialism. The movement of Sanders and the revival of 
DSA perhaps should not surprise anyone. The issue is that the American public is 
used to the two-party system and their election mechanism making the entry of a 
third party candidate difficult. From 2016 to 2020, we should take the lesson from 
how the two party systems malfunctioned in 2016 and how fuzzy their ideology 
had become depending on 'who was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running a well-
funded campaign'. Money had made party ideology fuzzy.

Although we are still two� and� half years away from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t is not too early for American citizens to sharpen their observations and 
track the two undercurrents of political movement so the voters will not be fooled 
again by the political pundits and the lying media. We must avoid another fuzzy 
election in 2020. It is time for American political party members to think and vote 
independently to define a clear and suitable ideology or platform for 2020!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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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多年來，台灣社會內部的藍綠統
獨之爭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此不但
嚴重地損害到台灣人民的福祉與兩
岸關係的發展，也明顯地牽動著中
美雙方的關係以及雙方的戰略與策
略的制定。由於台灣地緣的重要
性，台灣內外的變動對亞太地區以
至世界的政治和經濟都會產生深刻
的影響。百年來像台灣這樣長期處
於關鍵的位置，歷史上類似的情形
也是不多見的。今天台灣面臨著關
鍵時刻，如何取捨以能生存發展？
是許多的人、政黨與國家在思考
的。然而多方面的複雜因素使得問
題的解決，並不是完全能夠由台灣
自己來決定的，不少人以為凡事皆
可依理性的對應予以解決，或者將
今天的問題皆歸咎於某人某黨的錯
誤，都太簡化了台灣的處境。事實
上，就如前總統李登輝前年所說
「台灣是全世界最複雜的地方」。
這樣的情況，相關國家由於政治經
濟利益不斷直接間接地涉入台灣內
部的政治思維和行為，加深了台灣
問題的複雜度，更使得身處其中的
我們，常常感到霧裡看花，僅能以
自己主觀的座標來判斷是非曲直，
不了解也不能接受不同立場的人的
觀念與行為，從而在台灣社會中持
續地產生了對立與敵意。這樣的台
灣社會內部的對立與敵意很有可能
是對某些政黨與某些國家是有利
的，甚至計畫的，以至於台灣經常
被迫成為棋盤上的棋子，而這顆棋
子的主動性受到內外很大的限制，
這使得台灣社會中許多人近年來顯
露出心理上與情緒上的浮動。在這
樣的環境中，最好的作法是耐心地
促進多方面的交流與溝通，在判斷
與論斷他人的意圖之前，嘗試了解

彼此對於歷史、政治看法差異的原
因。目標是希望彼此能夠開始產生
一些共同的基礎，進而慢慢建立起
長久以來缺乏的互信與友誼。這樣
的交流與溝通可分為三個方面，第
一個，是台灣內部的族群與政黨之
間的交流與溝通，第二個，是和對
岸大陸的交流與溝通，分為民間和
官方兩個層次，第三個，是台灣和
國際社會的交流與溝通。現在回頭
看，台灣在這三個方面的交流與溝
通都做得很不夠，以至於常常處於
「同溫層」對話狀態，即只和同一
立場的人對話，產生自己族群和政
黨同質性越來越高、排他性越來越
強的狀態，不同陣營之間非常容易
滋生誤解與敵意。

此次，中美論壇社成員在張文基
社長和陳立家先生帶領下訪問台灣
與大陸，計畫在了解多方面的情形
後，彙整起來，提出適宜的建議，
給予台灣和大陸的朋友們參考。在
台灣方面，何步正建議和台灣多元
立場的朋友們交流與溝通。因此，
由楊雨亭聯繫曾建元教授，邀請台
灣政治立場傾獨的朋友們一起座
談，曾建元教授很快就做好了安
排 。 於 是 ， 在 2018年 4月 1日 10：
00－13：00，雙方在凱達格蘭基金
會新台灣智庫辦公室進行座談。中
美論壇的成員來了四名，加上何步
正、楊雨亭共六名。曾建元教授邀
請參加的名單如下：陳俐甫教授、
張人傑、張凱勝、吳文瑞、張凱
倫、蔡尚謙。其中有兩位台大國發
所的博士生，年齡層從中年到青
年，很有代表性，另有朋友韓國外
交部駐台秘書姜京官先生臨時和朋
友們一起來參與。這次座談，相當
成功，大家暢所欲言，彼此對話。
在三個小時中的會議中，我們逐漸

認識到，如果願意傾聽，其實大家
的歧異比想像中小，相同的地方比
想像中多。在過程中一定會有衝
突，但是慢慢會發現到彼此都存在
著一個相互的盲點，就是過去幾乎
不可能看到對方的成長背景和思維
方式，這是很重要的經驗，同理心
必須建立在認識上面，而缺乏同理
心是族群對立一個主要的因素。在
短短三小時的會議中，大家開始嘗
試與摸索可能的交集部分，這是非
常值得注意的現象。對於差異比較
大和意見衝突的部分，如果彼此都
能表達的態度合宜，而且誠摯說明
其理由，就可以讓對方了解其主張
的背景和意義。如果一個人一直認
為自己正確，他人錯誤，並且一意
要說服對方，這樣子溝通的態度基
本上沒有成功的可能。因為族群形
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冰釋歧異
也需要一定的時間去溝通與接納，
所謂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即為此
理。

當然，這次座談會的成功，一方
面相當地緣於中美論壇社成員的優
良態度、深厚知識以及人生經驗，
一方面是綠營學者們表現出的民主
風範。沒有這兩個基本條件，座談
會很可能會演變成辯論大會、控訴
大會，這是台灣長期以來不斷上演
的族群戲碼。因此，由於這樣的條
件在台灣社會中是缺乏的，我們相
信經由這次座談會播下的種子，會
慢慢地發芽成長，影響開來，這還
有待大家的努力，也歡迎中美論壇
社成員們再度回來，和大家一起努
力。

在中美論壇社成員前往大陸出發
後，我們祝福他們旅途愉快，也深
切盼望他們能夠將台灣人民的橄欖
枝伸往大陸的官方與民間，鼓勵兩
岸官方與人民能夠共同地、持續地
交流與溝通，逐步尋找到可以相互
立足的基點，從而我們民族在走過
百年以來種種痛苦的劫難後，終於
能夠放下過去，攜手前進，一起創
造出屬於中國人的偉大時代。（座
谈會的發言内容請點撃http://www.us-
chinaforum.org ht tp : / /www.us-和
chinaforum.com）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何步正

Fuzzy Party Ideologies Mak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Fuzzy

2018 年不論兩岸關係或者是中美
關係都將是風雲激蕩的一年，如果
處理不當將直接危害全體華人及美
國人民甚至 全人類的福祉。 做為來
自臺灣的美籍華人，我們深為憂
慮，希望能為台海兩岸及太平洋兩
岸人民的福祉盡一份心力。 

相互理解和尊重是和平合作的基
礎。 由於我們長年居住在美國，要
想做一個有效的橋樑，首先就是要
傾聼兩岸的心聲，因此我們於3 月
31日起在兩岸展開了歷時三個星期
的訪問。 在臺灣的七天我們傾聼不
同政治立場的學者，智庫，官員，
特別是一般老百姓和青年的心聲。 
我們深切的感受到臺灣老百姓對蔡
英文政府和國民黨的深切不滿，無
奈，和對前途的不安和彷徨，顯示
出臺灣正處於一個英雄創造時勢的
時代。 

我們驚異的發現不同群體之間其
實有不少的共同訴求：希望和平，
對人的價值的尊重，不願做美日的
棋子，對中華文化和身為華人的認
同。 這顯示了以李登輝和賴清德為
代表的反中極端力量是違反大多數

的民意的。 然而，臺灣長期以來
不論藍綠反對和平統一的重要理論
根據就是中國的路線違背了「西方
的普世價值觀」。 但是世界大勢
的走向顯示代表西方價值觀的制度
和秩序面臨嚴重的挑戰，世界秩序
的重組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國必然
是世界價值觀的重組的主要參與力
量。 

希望兩岸和平的沉默大多數必須
在 2018 年台灣大選中團結起來用
選票驅逐極端台獨勢力的候選人才
能為兩岸的未來創造共贏的條件。 

我們將逐步整理訪問不同團體的
相關視頻，相片及文字資料並在本
論壇的報紙專頁和網站上與讀者分
享。 本期我們報導4月1 日與代表
綠營的新台灣智庫的三小時對話記
録， 4 月 4 日祭奠繆德生上校的報
導，和 4 月 7 日中美論壇社主辦的
跨黨派不同政治力量的座談會。 
由於報紙篇幅的限制，更多的視頻
資料及相關照片可以點撃我們的網
站：   和  http://www.us-chinaforum.org
http://www.us-chinaforum.com

自二零一六年以來，世局變化極
大，美國非政界人物黑馬川普出乎
預料當選美國總統，對美內政外交
造成沖激。台灣大選選出民進黨黨
魁蔡英文，首位女總統，由維持現
狀競選承諾到選后不認同九二共
識，以致兩岸關係產生驟變，兩岸
互動下降。蔡執政意識形態為先，
表面維和實際陰獨，政績不張，且
全力打壓在野國民黨，凍結及沒收
其黨產，進行近似白色恐怖行為，
逮捕小黨新黨黨員，以致蔡英文民
調低落，台灣百姓一般對政府不
滿。蔡對大陸政策極力反中，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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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陸交流，包括陸生來台就學。
因而造成大陸遊客大幅減少，使台
灣旅遊業叫苦連天。在此時期，美
國國內右派新保守主義勢力抬頭，
對中國政策改變方向，把中國從友
好關係和競爭者轉換為敵對關係。
一面發動對中貿易戰，一面打台灣
牌，操控眾參兩會通過 '台灣旅行
法'，嚴重踩到中國紅線。 

美國華人智庫，中美論壇社，鑑
於中美關係變化趨惡，兩岸情勢走
向衝突，武統聲浪疊起，組團前往
兩岸，以 '聽風雨書聲，論天下大

◎張㆒飛

㆗美論壇與台灣智庫暨台灣師生座談會㆗美論壇與台灣智庫暨台灣師生座談會㆗美論壇與台灣智庫暨台灣師生座談會
紀錄(㆒)

時間：2018年4㈪1㈰，10：00－13：00

㆞點：凱達格蘭基㈮會新台灣智庫，台北市民權東路㆓段42號3樓

會議主席：張㆟傑主任、曾建元教授

參加者：

㆗美論壇：張文基、陳立家、陳立家夫㆟、高志雲

師生：曾建元教授、陳俐甫教授、張凱勝、吳文瑞、張凱倫、蔡尚謙等

會議觀察：姜京官（韓國外交部駐台㊙書）

會議安排：何步正（新大㈻雜誌總編輯）、楊雨亭（作家）

台灣風聲與兩岸關係和前景台灣風聲與兩岸關係和前景台灣風聲與兩岸關係和前景

傾聽兩岸心聲，交流世界大勢
I. 與台灣各界交流的感想

◎張文基

台灣近幾年來，因軍公教退休金
問題閙得沸沸揚揚，不斷有軍公教
人員上街舉行大規模遊行，抗議政
府削減軍公教退休金，有時動員十
萬人上街遊行，規模空前。

今年2月27日，立法院準備通過削
減軍公教退休金法案，台灣退伍軍
人聯合（包括藍天行動聯盟，八百

壯士等）舉行示威，並準備沖進
立法院，阻止法案通過。當天有
先頭部隊衝入數十人，被警察阻
止，繆上校見機行事，爬上立法
院外牆，作為觀測點，以便指引
全局，但不慎墜落，當時不省人
事，後急送醫院搶救不治，壯烈
犧牲。

退休金是政府與員工的合同，
除 非 破 產 ， 否 則 不 可 單 方 面 修
改 ， 如 果 要 ， 只 能 從 新 員 工 開
始，不可追朔既往，這是對已退
休並效力幾十年的軍公敎是非常
不公平的。

但蔡政府極力強行推動修法，
一是軍公教不是他們的支持者，
二是挑起群體矛盾，轉移蔡政府
執政不佳的視線。

我 們 中 美 論 壇 ， 趁 到 臺 灣 之
便，決定去悼念為爭取公平正義
的繆上校。

4月4日下午2點，由藍天行動聯
盟的幫助，在立法院外，離繆上
校犧牲最近約三十米的地方，舉
行簡單而隆重的追悼儀式（見照
片）。参加祭奠的有中美論壇社
張文基，高志雲，陳立家，孟繼
鴻；來自南加州的廖茂俊教授和
王勝生先生。参加陪祭的有藍天
行 動 聫 盟 的 武 之 璋 主 席 ，銭
逹，杜若愚，林立腾，楊思聖等
諸先生。

退休後的繆上校，去年還完成
了一項壯舉，重走當年北伐路，
由廣州黃埔軍校出発，沿著當年
（ 1917） 年 北 伐 路 線 ， 1步 行
3600公哩，到達北平。筆者有幸在
去年11月，見過繆上校，他精神
好，身體挺直，頗有軍人風度，
但很少説話，是位幹實事的人，
沒想到這一面竟成永別，嗚呼哀
哉！繆上校走好！

◎高志雲

勢 '為名，前往台灣大陸與各界交
流。希望能以旅美華人的家國情
懷，客觀中立，理性論事的心態與
各黨各派，草根人士以及智庫學
者，領導人物做深入的交談。在為
時八天之內（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
七日），與二十多個*政治黨團，民
間組織及學術機構舉行座談，交換
意見，以求互相了解，得到共識。
在最後一天（四月七日）中美論壇
社假台大校友會會館以聽風雨書聲
論天下大勢為名舉行公開討論會，
邀請了藍綠各色，統獨各派，學界
社會，齊集一堂發表論述，參加者
近百人。據參與者說此會在台灣前
無此例，十名各色人等遵守時間，
依序發言，未發生任何爭執。問答
時間也很平和的進行。中美論壇組
團人士共五人（陳立家孟慶鴻夫
婦，高志雲先生，本文作者，及領
團張文基教授），每人年齡皆超過
七十歲，最高年齡八十一歲。此討
論會能順利成功完成，此批老人都
感到欣慰，不虛萬里之行。

中美論壇一團五人隨后即繼續赴
大陸訪問，此文先報導台灣部份的
結論，詳細內容及後續大陸部份將
陸續於本刊及中美論壇按期發表。
在台灣八天的訪談及最後的討論會
可綜合以下結論：

1. 台灣一般百姓大多不滿現政
府，台灣政治聲音複雜，非但黨派
多，且論述各異，統派與獨派各自
說法又分歧不同，可說是毛線一

堆，梳不清，理還亂。
2. 討論會的結論是除少數台灣

人，大部分台灣人對中華文化還是
認同的，對血緣，姓氏，語文的背
景和鏈帶關係也是承認的。

3. 中美論壇舉辦的討論會起了作
用，藍綠各色派系人士都表態贊同
中美論壇對兩岸問題的努力，並鼓
勵繼續努力。

4. 台灣面臨十一月選舉，選情會
很混亂，有言台灣政權是放在地
上，有論述，有領導能力的人就能
撿起來。問題是，台灣政界領袖人
物不在台面上，有待發掘。

5. 和平是共同希望，價值觀認識
和認同有異，應多交流溝通。

就以上結論，中美論壇此次行動
頗有意義和收獲，作者能參與此行
也感到不虛此行, 敬請讀者關注本
論壇有關此行后續及其他細節報
告。

*主持㆟：張文基。主講㆟： 張

㆒飛，陳立家 （㆗美論壇）， 陳

俐甫 （台灣㆟教授㈿會），王炳忠

（新黨），曾建元 （新台灣�策智

庫），施正屏（政大），何㆝陽 

（國民黨），侯雅各 （軍政府）， 

詹澈 （釣魚台教育㈻會）， 黃㆒

立 （㈧百壯士），。

發問者：王勝生， 趙元魁，吳遠

鵬，史庭輝，錢達，彭毓雯，孫㆗

曾，楊雨亭。

悼念繆德生㆖校（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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