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論壇與台灣智庫暨台灣師生座談會
紀錄(㆒)

◎何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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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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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chinaforum.org 和 http://www.uschinaforum.com）

台灣風聲與兩岸關係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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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㆒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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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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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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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兩岸心聲，交流世界大勢
I. 與台灣各界交流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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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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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s-chinaforum.org 和
http://www.us-chinaforum.com

悼念繆德生㆖校（烈士）
◎高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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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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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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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