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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Tzu's Book, the Art of War or Military Strategy is world renown, not only 
respected by generals but also by statesmen. Beyond his brilliant analysis on 
military strategy and tactics on war and battles, Sun's book is also a great book on 
the philosophy on diplomacy and foreign relations. Some profound principles are 
that "War should be the last resort for settling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and "Win 
without war is the best and ultimate goal." Therefore,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y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in a competitive world in Sun's teaching. His philosophy 
has profound influence on Chinese generals, military scholars and statesmen as 
evidenced by Chinese history where many more wars were avoided than occurred in 
the past 2500 years resulting in a unified China in contrast with Europe.

In comparison, the Western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military strategists seem to 
believe in the 'Thucydides Theory' derived from Ancient Greek history (~ 400 BC) 
that competitive nations are destined to have a (unavoidable) war with the rising 
power challenging the existing strong power. (Ref: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2017) Another well known 
book, On War, by Carl von Clausewitz (Vom Kriege is a book on war and military 
strategy by Prussian general Carl von Clausewitz, 1780-1831), prescribes a different 
philosophy: It advocates "War must never be seen as having any purpose in itself, 
but should be seen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tics and policy. (Whereas Sun's caution 
on War tries to avoid wars and refrain from being a war monger.) Clausewitz 
describes war's objectives as rendering the enemy politically helpless and militarily 
impotent, very different from Sun's philosophy keeping military strength in the 
background, more for defense than offense, and pursuing a winning strategy through 
diplomacy and foreign policies.

Sun Tze is just one of many great philosophers in Chinese history honoring a 
common theme that is focusing on peace loving and a harmonious world. This 
philosophy helped China or Chinese people to avoid many possible wars in their 
long history and helped them to unite as one nation despite of numerous tribes or 
minority factions existed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era (Zhanguo era 500 - 300 BC) 
evolving up to today. Unfortunately,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two hundred years 
(~1797 to 1997 the year Hong Kong was returned to China), China was gradually 
weakened, invaded and eventually occupied by the Western and Asian Imperial 
powers making her a devastated state trying to rebuild herself and rendering a poor 
image of an extremely weak nation (Asian Sick Man!) with no military strength and 
diplomatic skills to deal with the world. Most sadly China had fallen from the most 
prosperous nation, the number one economy in the world, to "butcher's meat on the 
block for carv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 is significant only in the recent two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U.S. is a young country started her relation with China as a minority party of the 

colonial powers eyeing the riches of China. The US China relation was better 
than the relation between other Western powers such as UK, France, Germany, 
Italy, Spain, Portugal, and Holland with China, because she was a new nation 
founded on liberty and justice and advocated the 'Monroe doctrine' fending off 
European colonialism from the continents of America. The U.S. returned a part 
of war reparation back to China for building universities and hospitals, a far-
sighted China policy, which, to this day, received Chinese people's gratitude.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further improved as allies during WW II fighting the 
aggressive Japanese Imperial army. China was able to tie up millions of 
Japanese soldiers on the mainland of China while the U.S. could win her naval 
and air battles against the Japanese forces.

WW II interrupted China's treacherous revolution to establish a republic 
n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Western powers physically dominating parts of China. 
Japan's ambition of conquering China as a whole, although created a brutal war 
in China, but ultimately the Sino-Japan War caused the withdrawal of the 
colonial powers from China and awakened the Chinese to defend their nation 
with life. The war victory gave China a new life but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Russia and the U.S. two political parties split China to two parts, the Mainland 
(CCP) and Taiwan (KMT). The U.S. backed the KMT (Taiwan) under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forming an island chain surrounding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from the north, Russia, North Korea and China, a salient part of the 
US anti-communist strategy. The U.S.-China relation took a strategic twist in the 
peak of the Cold War with the U.S. led NATO confronting Soviet Union led 
Warsaw pack in arms race and regional conflicts. The U.S. recognized the 
Mainland China (People's Republican of China, PRC) as the only China and 
engaged her as a partner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Whether it is pure 
sympathetic sorry or selfish strategy, the U.S. Congress passed the Taiwan Act 
with the intent to protect Taiwan from a forced take over by the Mainland. PRC 
had no intention to use force to unite Taiwan unless provoked, which clearly 
followed Sun Tzu's philosophy.

The U.S.-China policy worked successfully as far as making the Soviet 
Union to collapse in 1990. The U.S. became the only super power in the world 
and China had clearly begun to gradually embracing capitalism and searching 
for a sustainabl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model of her own. The U.S. first 
opposed but finally supported China to en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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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資教育基建的同時，應注意糾正

過去教育上的一些缺陷。糾正這些缺陷
必然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例如：

1.留守兒童與父母分離，是重大教育
問題，更是人道問題，社會問題。其數
字沒有精確統計，至少有幾千萬。必須
設法讓他們回到父母身邊，在父母所在
地正式入學。農民工在身邊的子女現在
沒有讀書權利，世世代代是民工：二等
國民。應當立刻擴充城市學校，讓幾億
勤勞、刻苦、奮進的農民工的子女獲得
平等的教育。美國的外來移民子女都有
受教育的平等權利，很快成長為最活潑
最有創新精神的新國民。中國的農民工
子女吃苦耐勞，堅忍努力，潛力無限。

2.中國教育界有制度性不平等，不妨
舉兩個例子：

偏重少數重點學校，學校裡再偏重重
點班。固然學校有好壞，老師、學生素
質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在制度上不應
該規定不平等待遇，規定經費和各方面
的投入有巨大差距。過去經費困難、底
子薄的時候，先拉動少數是從權，但是
卻變成了永久性的制度。理應以財政注
血，全國教育經費一律平等。對困難地
區，更應該對老師和學生大力補助，才
是真正的平等。

民族學校也是不平等制度。從小學到
大學，原來為照顧少數民族，特別設立
民族學校使他們有機會入學，並且還有
優待。但是幾十年來，民族學校變成延
續民族隔閡，形成對少數民族的教育歧
視和就業歧視。理應大力投資，在師資
和設備各方面提高各級民族學校的水
平，然後取消各級民族學校，全國各民
族教育一律平等。學生平等，公民才平
等。各民族人才湧現，將成為經濟發展
中最富有活力的生力軍之一。

3.辦學多樣化，開放辦學和透明化辦

學。壟斷永遠不會是好制度。應當鼓勵
個人、民間團體和企業，從學前、小
學、中學到大學、研究中心，大舉辦
學。獎勵捐資辦學和教育捐款，給予免
稅待遇和配套的基建投入。鼓勵有專長
的人參加兼職教學。在這方面的投資，
還能導引民間的不良消費轉為教育投
資。多元辦學可以提高透明化，避免腐
化，並提高教育素質。

4.重視素質教育。教育應當獨立，不
論公私立學校，應由教育家、專家獨立
辦學，降低學校黨委書記的權力。一刀
切的統一課程，必然形成書本教學和考
試定位的弊端，學生脫離知識學習，也
脫離實際生活。還必須大力投資，建立
各類各級教育研究機構，研究國內外教
育制度和實踐中的優劣、利弊，建立最
好的教育制度。

結論：人才是一切的根本。製造人才
的學校應當是重中之重的"工廠"。教育
是最重要的"基礎建設"，比無論什麼物
質建設的工廠、企業都重要。父母們都
知道，教育孩子，是孩子一生幸福的關
鍵。以金錢計算，教育子女，將來能幾
十幾百倍地回收。全社會投資教育，也
是十、百倍地回收。

與鄰邦大韓民國一比，立刻看出中國
教育的缺點。韓國二次大戰後才獨立，
在日本殖民時期，教育被徹底摧殘，可
謂一無所有。獨立後再經歷外力製造的
內戰破壞。但是韓國重視教育，致力於
全國中小學質量一致，大學入學率達到
90%。不到三十年就達到現代國家水
平，人均列入富有國家之林，遠超中
國。不看別的，只看在中國追捧的一個
又一個"韓流"，甚至食物品牌也有創
新。韓國人到中國是老闆，中國人為他
們打工，生產韓國品牌的東西。中國人

到韓國去也是打工。韓國和其他先進國
家一樣，技術研究和開發在本國、產品
在中國組裝生產。韓國證明：投資教育
就是發展經濟。

物質產品會陳舊腐朽，內涵技術落
後。教育產品是人才，人才本身有生命
力，會不斷自我成長，"含金量"和"價值
"持續升高。教育不是生產單一產品，人
才成長自然會多種多樣，然後自己會自
己找工作，包括創造新的工作。不會造
成經濟失衡。從另一面看，不受教育的
人，其價值便消失；不像礦藏可以留待
以後開發。

以財政大量投資教育刺激經濟，會產
生很多重要的額外紅利，例如：1.全民
集中精神從事教育和學習，有專注向上
的心態，能夠產生安定社會的作用，產
生對未來的信心，這種信心將刺激長期
性經濟投資，吸引外資的高端技術性投
資。2.對教育投資，即是對地方經濟投
資。由於教育不發達的地方，也是經濟
不發達的地方。所以投資教育，有利於
迅速促進經濟的平衡發展。3.二十一世
紀的挑戰不僅是經濟貿易的挑戰，更是
國民素質的挑戰。教育投資不僅刺激經
濟，更優化國家民族命運。

物質資源是"身外之物"，可以購買，
甚至可以獲得贈送。智力資源則是人自
己，是不可替代的。別人的幸福不可能
買來享受，自己的無能與痛苦也不能轉
嫁給別人去承受。投資教育不僅是對經
濟打短期的強心針，而且是投資於長期
的國民幸福。在各種幸福排名和快樂排
名中，位列前茅的國家，都是教育發達
的國家。而中國大陸的排名則很落後。
其因果關係，一目了然。

吳章銓，聯合國退㉁㆟員，是老保釣

㆗最早對美國歸還冲繩而產生的釣魚台
歸屬問題提出質疑的㆟之㆒。

文稿言論不㈹表本報立場，文責㉂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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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論壇亞太專頁》的微信群建
立了以來，經過一些時間清理，內容己
經能集中在專題上面，而且有不少好的
觀點及精采的論述。自本期開始將摘要
選取一些短論代替《編者的話》，以下
是本期的內容：

俞力工(奧地利)：韓提出四平八穩的
兩岸政策後沒幾天，便很突兀地提出
20字對外政策與五點聲明。本人推測事
出有因，提出初步判斷供參考：其一是
美當局對郭的大陸情結不予支持，因此
遊說韓出來競爭並給予幕後支持。其
次，韓獲悉國民黨高層已達成協議、推
出郭作為候選人，而他認為自己既有汗
馬功勞，民氣高漲，又有國際後盾，因
此更具備條件。韓之舉明顯造成黨內部
分裂，結果必然是洪秀柱事件重演，民
進黨漁翁得利。

在路上（大陸）：國民黨一向是貴
族黨，草根很難逆襲。韓若想借這次高
雄大勝東風，問鼎台北，還是缺乏廣泛
的認同，還有他的一向叛逆，黨內大佬
們也擔心自己位置。

俞力工(奧地利)：韓的態度應該在赴
美前就決定了。赴美的目的之一不過是
尋求再確認，所以事後才會有"黨內不
參選，等待徵召"的暗示。不過，這次
分裂的殺傷力應該不會有上次倒洪那麼
大。"擁韓去郭"的部署相信北京也會接
受。

在路上（大陸）：大陸不會太在意
誰當選，也不會刻意扶持誰。統一是既
定目標，何時以何種方式去統一，才是
大陸關注台灣選情的目的。那麼台灣地
區未來的領導人，需要做的是如何爭取
台灣利益最大化，為未來的統一爭取個
好的籌碼。所謂漫天要價就地還錢，挾
美日之勢是沒有出路的，反而會讓大陸
覺得沒有誠意。韓在美國的那20字，和
綠營沒啥區別，可以直白為靠大陸賺錢
壯大自身話語權，抗拒統一。韓有些小
天真。

俞力工(奧地利）：20字聲明，其來
有自：法規名稱：中華民國與美利堅合
眾國間共同防禦條約，簽訂日期：民國

◎吳章銓

美朝元首河內會晤談崩後，朝鮮雖然
在技術上指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胡亂
歪曲朝方立場，圖謀擅自操縱整個朝美
關係來抬高自己身價，是導致談判走進
"死胡同"的關鍵」，要求美國撤換談判
代表，卻也沒有堵死談判大門，給特朗
普以顏面。同時在外交內政上，亮點頻
出，從不拉下上頭條的機會。狠批美
韓，試射"新型戰術制導武器"，轉赴遠
東與普京首次會談，金正恩底氣十足。

內政方面：4月17日，金正恩親臨朝
鮮國防科學院，視察"新型戰術制導武器
"試射。這是自2017年11月朝鮮試射一枚
洲際導彈後，約一年半以來進行的首次
導彈武器試射。此外，金正恩還於16日
視察了朝鮮最精銳的裝備米格29的空軍
部隊。就在試射武器的前一周，金正恩
在4月9日至12日期間，分別主持了第七
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和第十四
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為朝鮮選
出了新一屆的領導層，發表了施政報
告，穩定國內政治。

外交方面：金正恩在報告中對美韓進
行了批判。金正恩說："美國公然提出強
盜般的單方面要求，在改善關係的道路
上故意設置障礙……美國不根除不識時
務的傲慢和敵對政策，朝韓關係就不會
有任何進展，和平繁榮的任何成就也盼
不到。"他還抨擊韓國稱"不應妄自以八
面玲瓏的調停者、促進者自居，而要成
為擁護民族利益的當事者。"同時，面對
俄羅斯的再三邀請，金正恩正式答應與
普京首次會面，終於踏上赴俄之路。

金正恩抨美韓、射導彈、約普京，金
正恩這三板斧可謂精彩，但他的底氣何
來？答案就是：經濟。

金正恩執政後朝鮮的經濟在國際制裁
下，仍能穩步復蘇。據公開信息顯示，
朝鮮2016年國內GDP為295.95億美元；
2017年的GDP為307.04億美元，較上年增
長約3.7%。而困擾朝鮮的糧食缺口也在
逐步縮小。據世界糧農機構預算，朝鮮
每年大約需要550萬噸至600萬噸糧食。
上世紀90年代後期，朝鮮糧食產量一直
徘徊在240萬噸至350萬噸，絕大部分糧
食供應依靠外國援助。而2017年，朝鮮
的糧食總產量為545萬噸，2018年為
495.1萬噸。通過資料看，朝鮮的糧食需
求基本可以自足。此外，朝鮮工商業也
出現了變化。金正恩執政後，更是開始
加大投入商業、輕工業的投資，並採取
了一系列的城市建設措施。以平壤為
例，朝鮮在首都平壤新建了包括萬壽台
住宅區在內的10萬套住宅，以及飯店、
服裝店、農貿市場、遊樂場、大型游泳
館、滑雪場等諸多設施，並進行了城市
交通道路的升級改造。朝鮮國內通過改
革，經濟發展及農工業生產已經趨於穩
定，民生改善，這是金正恩對美國強勢
發聲的重要底氣。

過去四年，朝鮮政治生態已是另一幅
模樣,實際上，早在2015年，金正恩就曾
受邀訪俄，參加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慶
祝活動，不過當時朝鮮方面以需要處理
"內部事務"為由取消了該行程。回看本
次訪俄前，朝鮮舉行第十四屆最高人民
會議第一次會議，在推選出政府新一屆
中央領導班子當中，經濟型人才占多
數。會議中，金正恩向官員講話，稱建
立自給自足的經濟將是對制裁朝鮮的
"敵對勢力"的一大打擊，他還大舉提拔
了多名人士在勞動党核心部門負責經濟
事務。而這些人，也是讓金正恩安心訪
俄的底氣。可以說，金正恩為了經濟，
內外兼顧，上下求索。難怪美國總統特
朗普多次誇讚，朝鮮將在金正恩的領導
之下成為"經濟強國"，朝鮮將成為另一
種類型的火箭，即"經濟火箭"。

而這次朝俄元首會談，除了常規的朝
核問題和雙邊關係，經濟合作恐怕將是

談判桌上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去年，朝
鮮經濟代表團曾相繼訪問俄羅斯，同時
俄羅斯也恢復了經由朝鮮羅津港中轉出
口煤炭，兩國間經濟合作趨於活躍。此
外，俄羅斯還在聯合國安理會呼籲放鬆
對朝鮮的國際制裁，以鼓勵朝鮮去核
化。

河內會談後，朝鮮對美朝關係的改善
已保持冷靜態度，已經不急於與美國達
成和平協定。所以金正恩加強與傳統盟
友的關係，儘量減少發展經濟的阻力，
另外，朝鮮也可以借外交上的互動提高
對美談判的砝碼。

畢竟無核化是朝鮮的既定方針，而美
國也不樂意見到朝俄過於接近。

朝鮮不是想在國際事務上發揮更大作
用的國家，也做不到。只是想有一個和
平、統一的朝鮮民族國家，過自己左右
逢源的小日子，而美國只是考慮用分裂
的朝鮮半島牽制中國，這就是美朝韓不
可調和的政治。

半島和平依然只有遙望！
作者：王文軍，1968生於重慶，

1989年北京航空㈻院㆔分校肄業。
2007年參與保釣活動。世界華㆟保釣聯
盟創會會員。

2020.中華民國總統大選未演先轟動
（中央選舉委員會尚未開工），藍 .
綠.兩大政黨已經各自上演茶壺裡的風
暴。用曲折離奇.詭譎莫測.高潮迭起.千
變萬化，翻天覆地均不足以形容這場
選戰的精彩度。

民進黨內目前正在上演「英軍」
「德軍」的對決，「德軍」不僅無視
黨內倫理直接打臉「英軍」，黨內登
記的那一刻傷害就已造成，賴清德硬
是「吃菓子不拜樹頭」，看您「英
軍」要按怎！我不但「違規超車」，
我還想「取而代之」。這兩列超級動
車強烈對撞之後，會有什麼後果大家
都等著看。

國民黨裡頭也不遑多讓，目前正在
上演「吳.郭.瑜.」之戰，自從吳敦義宣
佈不參選之後，再也不會有人質疑他
是球員兼裁判。也為他自己提升高
度，贏得讚賞。至於另外兩顆太陽，
王.朱.兩人的民意支持度偏低，他們倆
應該會有自知之明。值得關注的是企
業巨子郭台銘先生拋出的超級「震撼
彈」。巧合的很，就在韓國瑜訪美正
在告訴僑胞，明年1月11日台北見的時
候，郭台銘宣佈參與國民黨黨內初
選，時間點的巧合，令人想入非非。

使得死忠的韓粉措手不及，氣急敗壞的
高喊「非韓不投」這是「既生瑜何生
亮」的雙雄對決。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國民黨中央高層又豈樂見，傷腦筋的事
是要怎麼去說服「韓粉」轉成「郭粉」
這才是一門大學問。因為群眾運動中的
群眾大多數是盲從的，自從韓國瑜當選
高雄市長起，台灣島內的電子媒體風起
雲湧般的無時無刻都在「造神」，使韓
國瑜的聲勢如日中天，現在半路殺出郭
台銘，您說該如何是好？

這檔子事國民黨如果處理不當，很有
可能使2020穩贏的變成穩輸的，套句閩
南語：「贏贏轎博嘎輸輸去」，那才得
不償失呢！

如果我們理性冷靜的來分析，也許可
以有兩全其美的計策。畢竟韓國瑜才剛
剛就任高雄市長不久，目前正在全力拼
經濟，期使高雄人能發大財當他市長位
置尚未坐熱之際，馬上要推他更上一層
樓，恐怕會被民進黨拿來大做文章，說
韓「吃碗內看碗外」。且高雄市長任期
未過半，依法得補選，陳其邁很可能來
一記回馬槍，好不容易到手的高雄市又
淪落民進黨手中，划算嗎？以目前韓.
郭.兩人的民意支持度都在百分之五十以
上，韓勝郭一個百分點，然郭若代表國

(WTO). No doubt, the WTO helped China in her economical growth, but more 
importantly one must recognize the fact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being one of the 
poorest in the world for decades had worked extremely hard to succeed in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despite of discrimination and sanctions applied against 
their country. Every developed nation had taken advantage of the technologically 
more advanced nations to advance but the most important ingredient in that 
process is still self-reliance. China's rise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rise of the U.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UK and European nations nor it is different from Japan's 
rise and second recover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he 
U.S. The only exception is that China's rise was much faster and larger in scale 
considering her huge poor population. China's ability to lift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above poverty has to be attributed to her own effort and determination. 
For example, despite of inadequate resources, China produced several million 
STEM graduates a year.

In the turn of twenty first century, the U.S.-China's fully engaged relationship 
seemed to have taken a change or a pause for change. China's Rise has been 
observed but the U.S. has been too occupied by the war against terror and the 
Middle East mess. China continued her rapid development keeping a near double 
digit growth in GDP. Then the debate began whether engage or disengage with 
China was the dialogue. During the debate, the voice of pointing out the 
philosophical difference of the East vs West discussed above was missing and 
legacy military strategy was gaining momentum surrounding the Thucydides 
Theory. Few self-reflection on what went wr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of the U.S. (and of the West) were seriously studied. Under the WTO, all 
participating nations act voluntarily on trades, investments,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ere was no gun boat at the port like colonial days forcing unequal 
deals or treaties to be made.

The current U.S. China policy is becoming more transparent to the public for 
lacking logic and short-sighted for losing a long-term view and fair objective. The 
U.S. used many tools in dealing against a communist China employing her 
powerful media: 1. Authoritarian regime, 2. Human rights, 3. Military rise (South 
China Sea etc.), 4. Trade imbalance (tariff war), 5. Technology competition, and 
the Taiwan Card. The regime issue was a long standing ideological claim but it is 
getting a little stale, especially whe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nvy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efficiency and achieve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deserves the envy of the developing nations; in three deca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lifted hundreds of million people above poverty line - 
who is to say that regime is bad for the Chinese people? Human rights is another 
old issue, but all one has to examine is the historical facts (progression) say, for 
the past 70 years what has changed. Tibet has gained not only more economic 
prosperity but also true religious freedom and human dignity. Now the Tibetans 
are no longer ruled by atrocious and creationist monks with brighter future in 
preserving its culture than American Indians can. (To be continued.)

Ifay Chang. Ph.D. Producer/Host, Community Education - Scrammble Game 
Show, Weekly TV Columnist,  . Trustee, Somers Central  www.us-chinaforum.org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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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的㆗華民國總統是誰？

◎連石磊

《七論中美搏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劉羽明
世事都是一分為二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是天下大勢。大國之間的博奕古已有之。在古代，那是國與國之間的戰爭;在近

代，則是爭霸全球的戰爭;而現代，便是意識形態之爭，及伴隨而來的熱戰與冷戰。無論是古代抑或現代，大國之間的博奕，都與政
治、經濟、文化、宗教、種族和軍事分不開，現在的中美博奕也不例外。本來，人類社會中存在博奕這是常態，即所謂"有競爭，才
有進步"。話雖這麼說，但畢竟有良性競爭和惡性競爭，惡性競爭甚至會演變成戰爭，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如果說，過去的戰爭
還未至於毀滅整個人類，那末擁有核子武器的現代，後果便可想而知了。也就是說，大國之間的博奕如掌控不好，便有導至戰爭的
危險。特別是現今中美之間的博奕，已從貿易戰發展至政治，再發展便有演變成地沿政治即戰爭的可能，而且是熱核戰爭。這不是
危言聳聽，而是有歷史經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且是當代人類第一次使用核武器。那末，如何才能掌控好中美之間的搏奕呢?人類社會的博
弈演變成戰爭，從來都是霸權主義在作祟，要掌控好中美的博奕，首先就要去除霸權主義的思想。這在筆者的第五論中已有論及，
這裡就不再贅述了。其次，博奕雙方要有一個維護全人類共同利益的長遠目標，這就是中方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為什麼說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符合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呢？因為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天，已經被先進的通訊技術和運輸工具將全球各地
的經濟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了，互相依存，缺一不可，已初步形成了經濟共同體。而經濟共同體的進一步發展，就是全球一體化，即
人類命運共同體。隨著科技的發展，人類已開始能掌握自已的命運了，通過全球協作，可以避免像小行星撞擊地球這樣的宇宙災
難，避免恐龍滅絶的命運。況且，將來人類遷移至別的星球，也需要一個指揮部統一指揮。這聽起來好像是科幻片，但人類距離這
一天並不遙遠，據科學家估計，因地球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和可能會有重大的宇宙災難的到來，人類在這兩三百年內必須移民至別
的星球，人類現在開始已有緊迫感。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含意。由此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是非常適合時宜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就像拯救人類的諾亞方舟，它可以使人類避免宗教和種族戰爭，成為未來人類遷移至別的星球的指揮系統，讓人類
能夠在宇宙中繼續生存。現在人類已経到了分久必合的階段，應該拋棄所有的成見，為實現全球一體化而努力。雖然中方已提出了
掌控中美博奕的符合人類長遠利益的目標，但也需要美方承認與配合。看來對美國現任總統川普不能寄予希望，因為他連全球溫室
效應都不承認，只顧美國眼前的利益(這也是他商人的特色)，完全沒有全人類的憂患意識，那就只能寄希望於美國下一任的總統
了。在川普任內將會給中美博奕帶來很大的變數，為了預防突發事件(戰爭)的出現，只有繼續採取以戰止戰的方式，這實在是一件
很遺憾的事情！

作者：劉羽明，廣州師範學院七八屆中文系。一九八一年自費畄學美國，現旅居紐約，是美藉華裔畫家、作家和收藏家。

㆓論「刺激經濟應投㈾教育」

蔡.賴.韓.郭.柯.最終誰能勝出？

㉂信的㈮正恩帶領朝鮮逐漸走出困境㉂信的㈮正恩帶領朝鮮逐漸走出困境㉂信的㈮正恩帶領朝鮮逐漸走出困境
◎王文軍

㆗美論壇亞太專頁微信群㆖的聊㆝記錄㆗美論壇亞太專頁微信群㆖的聊㆝記錄㆗美論壇亞太專頁微信群㆖的聊㆝記錄
43年12月02日，生效日期：民國44年
03月03日，第七條：中華民國政府給
予，美利堅合眾國政府接受，依共同
協議之決定，在台灣澎湖及其附近，
為其防衛所需要而部署美國陸海空軍
之權利。這是1954年以來的既成事
實，其背景是國民政府見韓戰顯示反
攻大陸無望，甚至自身難保，由是任
憑美國安排安全措施。是否妥當，結
合當時的時空關係，見仁見智。延續
到今日，是否還有安全靠美國的需
要，顯然仍舊有不同看法。作為保釣
統運人士，我們的態度與韓國瑜肯定
不同。甚至於如何統一，何時統一，
統運人士內部也有不同意見。至於大
陸同胞，更是眾說紛紜，從武統到支
持台灣，政治光譜幾乎是包羅萬象。
總而言之，統一的決定權不在台灣人
手上，因此也不必太過在意台灣政局
如何演變。核心問題在於國家實力：
壓得住美國，統一則水到渠成，順理
成章。若相反，則分裂狀態可成為永
恆。對台灣張牙舞爪非但是毫無意
義，甚至幫倒忙。

在路上（大陸）：中美建交後，美
國與台灣的關係應三個聯合公報為基
礎，大陸政權替代國民政府加入聯合
國後，民國已經在國際法理上不存
在，民國原來與美國的條約均無意
義，所以美國才弄了個台灣關係法。

在路上（大陸）：大陸的確不用對
台灣張牙舞爪，不時文攻武衛還是有
必要性的，若不然，台灣政權還真以
為自己是個國家，任意妄為。的確，
壓的住美國，統一成必然。壓不住，
分裂成常態。

俞力工(奧地利)：三個公報確立了
一個中國原則，71年入聯，確立北京
的國際代表權與中央政府地位。但
是，取名中華民國的交戰方（不是地
方政府，而是地方性的事實政府）依
然存在。這是個合乎國際法的政治實
體，不是犯罪組織，因此，應當正視
該事實的存在，否則根本沒有什麼談
判的需要。

在路上（大陸）：是的，事實政
權，現在卻是民國外衣的延續。承認
此政治實體就是統一的中國版圖，不
承認就是獨立獨立政治實體。現狀挺
尷尬。

在路上（大陸）：很長一段時間，
包括李登輝時期，大陸知識屆很多
人，或者說是大部分吧，對民國統一
大陸還是很有期待，認為是樹立了民
主典範，陳水扁後，有這樣想法的人
就越來越少啦。大陸的正統性在內部
再次得到確認，披著民國外衣的台灣
政權也是從那時逐漸深化台獨意識和
形式。從根源來說還是兩岸實力的此
消彼長，民生的變化。基本放棄核心
價值觀的國民黨如何讓民眾期待，有
待觀察。

社長（臺灣）：大家說的都有道
理。我們在臺灣生活一輩子，個人也
瞭解兩岸問題大小。事實的一面，兩
岸不是文筆說說能清楚，不過各自表
述也是表述，雖然我極不同意你們的
觀點

俞力工(奧地利)：許多韓粉為韓國
瑜之不被徵召，以及半路殺出個郭台
銘感到憤憤不平。其實，即便一路的
果樹都是韓國瑜種的，黃金白銀也是
他撒的，不該撈取成果的時候就該灑
脫一些。政治要從現實出發，如今的
政治現實就是郭已宣佈競選，而且獲
得黨內大佬的支持。於是乎，擺在韓
國瑜面前的選擇只有兩個：一是抗
爭，一是予以支持。或者說，一是分
化己方力量，一是擰成一團，加強團
隊的競爭力。郭雖然沒那麼草根，也
沒充分人氣，但作為白手起家的國際
級實業家絕非等閒之輩。政治家不同
於政客，前者顧全大局，而後者斤斤
計較。

民黨出征，只要能取得「韓粉」的諒
解與支持，2020.郭家軍要在總統大選
中擊敗「英軍」應該是可以手到擒
來。

有人認為郭台銘是「半路殺出的程
咬金」，那您就大錯特錯了！其實早
在四年前郭氏就已經想投入總統大
選，只是認為時機未到，近年來郭總
裁屢屢批判執政的民進黨中央即可窺
見端睨，再加上今年初，他公開他的
臉書和他的LINE，內行人早已看出門
道，郭台銘白手起家，嚐盡人間酸甜
苦辣，成為跨國的大企業家，他的成
功絕非偶然，精明幹練尚不足以形容
他的成就，由於成功的事業讓他在國
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他的人脈之
廣令人羨慕，他可以直接和中南海，
華府白宮，日本首相安倍，印度總
理，俄羅斯普丁等國家級領導人熱線
溝通，由郭台銘來帶領台灣邁向「和
平.安全.繁榮」何樂而不為。

綜上所述，國民黨中央主事者的當
務之急是要如何有效的將「韓粉」轉
化成「郭粉」才能在2020.的總統大選
中收效。贏回執政權。

國.民兩黨如果不儘早定於一尊，確
定提名人選。那個目前屈居小三的柯
文哲正好好整以暇的在一旁「站高山
看兩馬相踢」，鷸蚌相爭等坐收漁翁
之利。俗話說的好，「螳螂捕蟬焉知
黃雀再後」，搞不好被柯文哲撿到便
宜了。那才令人扼腕呢！

連石磊，商工統㆒促進會主席
2005~2013，現任商工統㆒促進會榮譽
主席，㆗華保釣㈿會常務理事兼發言
㆟，經常主持電台及電視台的政論節
目。

㈹編者的話

台灣時事短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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