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寒雲：看了臺灣的民主亂象，大陸還要向臺灣學習嗎 ?我看還是
向新加波學習打屁股吧 !

關  宇：馬王政爭一文說的好！特別是關於柯建銘在立法院裡"你死
定了！"那段，柯真是十足的流氓，痞子加癟三！

方得玉：讀了馬王政爭一文、真是快樂。在罵笑幽默中看透台灣的
民主。政治在臺灣不是管理眾人之事、而是大家一起來鬧事之事。
法、理、情的次序可以隨便按放、看需要來決定先後。需要的決定權
在少數會叫會罵投机政客手中。

剛剛聽完新加坡李顯龍總理的2013年國慶大會上的演講、想想今日
臺灣、真定是叫人心痛。但願臺灣不會變成如四流國家的菲列賓。

陳大安：張一飛先生評馬立誠在鳳凰台的談話深得我心，所舉六點
針針見血，只是結尾時把對方說成是"怕是菩薩心腸想法太幼稚了。"  
依在下看來，有些媚日派就是披著忠恕之道的外衣在進行其見不得人
的勾當，並不能因為此人在那裡做事就算打了預防針。

馬先生這種人多了，你想日本還有道歉的一天嗎？  
當然你我不能一昧夢想日本有一天會幡然悔改，我願意在這裡再呼

籲一次：讓我們發揮一己之力，從今日起拒買日貨。
David Chen：這些天台北政壇的亂象已到瘋狂地步，那些魔頭（包

括姓馬的在內）的嘴臉醜陋噁心之極。我已打算拒聽拒看，免得血壓
飆高。

周固猷：一個扳不倒罪犯的體制，一顆老樹盤根的集團，一群是非
混淆、黑白不分、喪失理智、意識形態錯亂的 90.8% 省民，真是為這
類正種悲哀，但是如果全社會上超過 90% 的人，都是如此，夫復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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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維基百科琉球歷史：
1873年，日本兵臨琉球，廢除國王，另立國主。
1879  (US ex-President Ulysses S. Grant 訪日)，日本正式宣

布兼併琉球群島，並命名為沖繩。
至于艾美，他應向印鐵林學習，補足歷史真相才是正道。否則以傲

慢駡街，不實指控的文字批評＂美利堅！美離間？＂一文，有辱中美

論壇宗旨及讀者。

‧韓祖武

回覆讀者投書

Cyber Security and privacy has been a controversial issue, 
flickering in the limelight since Edward Snowden blew a whistle o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engaging in a mass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and data mining program (PRISM launched in 2007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on its citizens as well as on 
governments and companies and their leaders world-wide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Section 702 of the FISA 
Amendments Act) The Prism program collects stored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based on demands made to Internet companies 
such as Google Inc. and Apple Inc. to turn over any data that match 
court-approved search terms. The NSA can use these Prism requests 
to target communications that were encrypted when they traveled 
across the Internet backbone and stored data that were discarded by 
telecommunication filtering systems. NSA is known to collect 
metadata of phone records of the mass and use fake Facebook 
servers to infect visiting computers with malware.

It is no surprise that the world is very upset. American 
companies are suffering financially as a result of the allegations of 
their cooperation with NSA surveillance. Microsoft has lost 
customers, while other companies like IBM and Salesforce are 
diverting significant resources to build data centers overseas to 
assure the safety of their customers' cyber security and privacy. 
Representatives Mike Rogers and Dutch Ruppersberger, the leaders 
of the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introduced HR 4291, the 
FISA Transparency and Modernization Act to end the collection of 
all Americans' calling records under Section 215 of the Patriot Act. 
HR 4291 stops the mass collection of all Americans' calling records, 
but the bill's creation of a new order to conduct unconstitutional 
mass spying on any record created by a communication is still 
disturbing.

President Obama said he will call for an end to NSA bulk 
collection and storage of phone records but he wants phone 
companies, not the NSA, to be responsible for storing bulk phone 
record metadata and for quickly handing over retained records if the 
government supplies a new type of surveillance court order. Some 
would interpret Obama's proposal to be a step toward legalizing 
mass surveillance. In NY Times, Charlie Savage added, "The 
administration's proposal would also include a provision clarifying 
whether Section 215 of the Patriot Act, due to expire next year 
unless Congress reauthorizes it, may in the future be legitimately 
interpreted as allowing bulk data collection of telephone data."

Whether these proposed legislations will come to fruition or not are 
still questionable.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namely NSA is 
essentially trying to get the congress to pass a law to allow 
commercial and private companies to collect and store their 
customers' cyber data (text, voice, image and video) and make 
available to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agenc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purpose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is effort is that the kind of 
information, NSA has been collecting or desire to have access to, is 
the same as the voluntarily divulged information by the consumers 
to technology companies. Some of that information has been 
routinely sold to advertisers by technology companies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If such a legislation was enacted then NSA 
could stop direct surveillance activities on US citizens simply by 
counting on private companies to do so legally for them. In this 
scenario, the NSA may be able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its cyber 
workers to maintain a smaller cyber surveillance budget and 
clearing its name from direct spying on its citizens. It all seemed to 
b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NSA and tech industries except that the 
cyber security and privacy of US citizens (consumers) are not an 
iota more protected than ever befor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tics are important for businesses and 
the train has left the station with no brakes installed. If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d its way in the above proposed legislation, one 
could only imagine how fast the train might be accelerated. The tech 
industries will equate data share to market share and equate market 
share to profit share of their stocks, hence, will be eager to collect 
data. The loss will be on the citizens since ample evidence shows 
that cyber criminals can exploit and create security holes as fast as 
the IT personnel in the tech industries can plug them. The NSA is 
just capable as the cyber criminals to create any security flaws in 
order to access and analyze the mass data obtainable by them if the 
current versions of proposed legislation were passed. So any cyber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for citizens will be simply an 
illusion. 

Fortunately or unfortunately, the above proposed legislation 
may not pass the Congress. The President does not seem to have his 
own party's support. Pelosi's understanding of cyber security stops 
at her own credit card scores. The Republicans have no interest in 
helping NSA nor Obama in cooling off the citizens' privacy 
concern.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the government or congress is just 
as good as the citizens want them to be. If the US citizens, as 
consumers in the market place, really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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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private data, being identity information, healthcare data, 
purchasing records or private communic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they could write to their congress representatives to enact a stronger 
privacy act to protect them from spying. They could also demand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nterprises limiting their collection of consumers' 
private data and prohibiting them to sell the data whether for profit or 
not. Naturally, as we are living in a digital world, data helps provide 
conveniences to us. Trade-offs have to be made. For example, one 
must weigh the convenience of snapping a photo, sending to a bunch 
of people and storing at a free cyber storage site versus the possibility 
that photo of your family got into the wrong hand. 

Convenience is the key parameter in the cyber security and 
privacy issue. The NSA must not be given the convenience of 
making mass surveillance on its citizens simply because the 
technology is capable of doing so Conveniently! Likewise, the 
citizens must give up some conveniences to do things even though 
technology is capable of providing such conveniences. As the digital 
train is speeding in our lives, the citizens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onsequences of a derailed fast train. We need to take precaution to 
s t r i k e  a  b a l a n c e  b e t w e e n  c o n v e n i e n c e / s p e e d  a n d  
protection/privacy. Legislations are the proper means to strike that 
balance. 

As a provoking thought for us to ponder, perhaps, we should 
think about laws that will regulate the proliferation of data. For 
example, marketing calls generate data and intrude on privacy. A 
commercial entity can purchase a telephone list of citizens (through a 
commercial activity) and use a phonebot to call the entire list to 
solicit responses. This mass communication breaches people's 
privacy and cost people's time. If a legislation would require such 
marketing enterprise to obligate to pay $0.01/second payment to the 
receiver's phone number account, (this can be easily done with 
today's technology), multiple benefits were achievable: The caller 
gets a willing person to receive the call making the call more 
productive. The receiver can opt out of this type of marketing calls, 
saving his time and protecting his privacy. Similarly, consumers 
could be compensated when their data were sold to any enterprise if 
the consumers would grant the permission to sell their private data. 
Only by empowering the citizens with this kind of legislations, can 
the e-commerce and cyber technology world be self-regulated with 
positive productive business activities. When consumers are really in 
charge, then the cyber security and privacy will no longer be an 
illusion!

臺灣有一個姓陳的二流藝人在大
陸賣唱維生，回到臺灣卻大咧咧地
支持臺獨，他在他的社交網頁上發
文，他說他反對服貿，他支持太陽
花運動，他反對統一，並尖酸刻薄
地說了句自己以為是幽默的笑話：
大陸人上廁所會關門以後再來談統
一。

這個小歌手的心態，是目前臺灣
年輕人典型的井底之蛙的心態，不
識時務，不解實情，專挑自己想看
的東西看（譬如說大陸鄉下人如廁
不關門）來滿足自己才是上流人的
意淫。要教育這類人物，我們也不
必費口舌，必須請出洋大人來向他
們傳道授業，因為他們心中認為只
有洋和尚才會唸經。

洋大人怎麼看海峽兩岸統一的問
題呢？芝加哥大學著名政治學教授
米 希 摩 （ John J. Mearsheimer） 在
《 國 家 利 益 》 期 刊 （ National 
Interest）3月號撰文，題目是〈向台
灣 說 再 見 〉 （ Say Goodbye to 
Taiwan）。

這篇文章的理論基礎雄厚，從古
老的政治思想史談到今天的國際政
治現實，從美國立國之初談到冷戰
後的國際爭鋒，全文近6千字。在
網上刊出後，迅即登上熱門點閱排
行榜第一名。 

文章說，今天中國的力量落後美
國很多，無力與美國開戰，但國際
現勢是變動的，數十年後，中國實
力將與美國相仿；米希摩深信，中
國崛起，台灣勢必面臨嚴峻後果；
而幾乎所有後果都很糟，時間不在
台灣這一邊。

他認為中國看待台海議題存在兩
個因素，一是民族主義，一是戰略
安全，二者指向同樣結果，就是兩
岸統一。在民族主義方面，中國不
論菁英分子或普羅大眾都認為台灣
是神聖的固有領土，因此北京固然
主張和平統一，但別無選擇時也只
好動武。

在戰略方面，兩岸統一令中國獲
得兩項重大優勢，一是吸收了台灣
的經濟及軍事資源，使亞洲的平衝
進一步向中國傾斜；二是獲得了台
灣這個「不沉的航空母艦」，使中
國的軍力得以投射進入西太平洋。

他分析指出，美國與台灣之間沒
有協防條約，美國又遠在1萬公里
之外，地理位置對美國不利。其
次，美國不會大規模攻擊中國本
土，免得升高為核子衝突。第三，
如果美國軍事干與，不但註定會失
敗，而且會付出沉重代價，因此美
國領導人會遲疑不前。第四，台灣
未必願意打這場仗，因為戰場主要
在台灣，台灣的生命、財產損失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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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秉和~

向臺灣說再見

大陸的學運大概是1985年開始發
生，逐年擴大，到了1989年時出現
了野火燎原的勢態。那當然是因為
那時的通貨膨脹非常嚴重，而官員
的腐化行為也引起了群眾普遍不
滿。一個西方社會學的理論是所謂
的J曲線理論，它是說，當大家都
在受苦受難的時候，人們不造反，
反而是在他們的境遇稍有改善的時
候，也就是出現了一個上升的勾－
英文字母J的尾巴－的時候，群眾
運動反而可能發生。1989年的時
候，改革開放已經有十年歷史，大
陸一般人的生活已經有了一些改
善，鄧小平所說的讓少數人先富的
政策更使得少數人的生活有了相當
可觀的改善。但是，經過三十年的
貧困平均主義，許多人在思想上不
能接受這種狀況，所以學生在天安
門前的示威行動獲得社會上廣大的
同情。

在思想禁錮三十年之後，西方的
政治理論書籍在改革開放之後重新
出現在書店和圖書館裡，使學生們
第一次讀到洛克的《民約論》、盧
梭的《巨獸》，以及一系列西方政
治理論的經典著作，他們對馬列毛
以外的理論的饑渴程度和接觸到之
後那種茅塞頓開的感覺，其震撼力
之強大是難以形容的。學生們對西
方自由主義的憧憬也是導致他們對
現實強烈不滿的原因。

學生運動會連續幾年，不斷擴
大，當然有一個跟西方思想與中國
社會現實都無關的原因。那就是胡
耀邦。毫無疑問，他思想開明，同
情學生，急於求變，在元老們一再
敦促之下仍然不肯對學運採取過去
共產黨慣常採取的暴力手段，以至
於他自己被陳雲、鄧力群、薄一波

等一批元老在一次會議上宣讀了十
大罪狀後逼迫下臺（據稱，鄧小平
在會上默默無語，而趙也沒有替他
說話，反而也批評了他兩句，這使
他感到極度失望，散會後大哭一
場）。可是，學運的勢頭已經難以
逆轉。

六四發生後，許多學生領袖和其
他參與者，通過不同的渠道，逃到
了歐美各國，獲得政治庇護，也得
到廣大華僑的支持。一位學生領
袖，名叫李祿，後來在哥大拿到博
士學位，而紐約的一位億萬富翁為
他舉辦了一場非常盛大的慶祝會，
顯要雲集。他立刻得到高薪的職位
更是不在話下。其他許多人也得到
相當好的待遇。對比之下，在六四
運動中不幸死亡的、數目至今不詳
的人群中，相當一部分其實是同情
學生的工人和普通老百姓。為了保
護學生，他們在木樨地和公主墳等
地段設路障，破壞軍車，阻止軍隊
進入天安門從事清場，因而被殺。
絕大多數的學生是在幾位熱心人士
的勸導下終於在軍隊到達之前的幾
小時之內離開了現場。所以，照理
說，對那些為了保護學生而犧牲的
老百姓，活著的學生似乎應當公開
向他們道歉和表示衷心的感激。

說到這裡，這些學生似乎也應當
向趙紫陽表達最誠摯的敬意和歉
意。因為，趙紫陽一而再地勸他們
離開天安門，但被他們一而再地拒
絕，終於導致趙主動辭職和隨後到
來的鎮壓。當然，共產黨是不接受
辭職的，所以他被開除黨籍和軟
禁，直到去世。平實而論，學生早
就應當主動離開天安門，給大家都
有一個下臺階的機會。沒有這麼
做，難道學生沒有錯嗎？的確，我
們要問，難道他們就沒有錯嗎？

那時，美國三大電視臺的主播都
到了北京，在天安門廣場旁邊的北
京飯店駐守，不斷到廣場去搶鏡
頭。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他們都
興奮的不得了，都想目睹和見證一
場驚天動地的革命，記錄一個人口
最多的共產國家崩潰的歷史進程
（前蘇聯這時還沒有全跨，不過整
個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的跡象已
經相當明顯）。當時在場的學生曾
經發出豪語："有外國記者在場，
他們不敢鎮壓！"可以說，這些外
部觀察員不止是記錄歷史，他們也
扮演了創造歷史的角色。

謝天謝地，革命沒有發生，不然
其後二十多年的驚人巨變也就不可
能發生。最可能發生的將是四分五
裂和繼續落後的中國。如果我們以
後果來評斷是非的話，學生絕對是
錯的。但是，即使只看程序，不顧
後果，學生拒絕離開廣場，以絕食
要挾政府，也是不合法的，更對不
起他們的生身父母。

我想說的是：學生也有錯。這麼
說的目的是稍稍平衡一下海外一面
倒、自以為是地站在學生一邊的偏
見。老實說，更值得同情的是更廣
大的文革受害者，而我們中間有多
少人曾經為那些被學生們抄家和吊
起來毒打的父母伸冤叫屈？又有誰

為那些被學生批鬥和拖著遊街的老
師伸張正義？或者為其他千千萬萬
受害者提出平反的要求？該平反的
人可多著呢！

有人會說，文革時的學生跟六
四時的學生不同輩，怎麼能一概而
論呢？我們的確能夠而且應當一概
而論。我們應當質問的是影響到不
同時代的"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
政治文化。這是五四以來一直籠罩
著我們的思想，而毛澤東思想更予
以無限擴大。我還記得一位名叫楊
小凱（原名楊曦光）的傑出學者。
他在18歲的時候曾經寫了文革的第
一張大字報，但是卻被毛澤東親自
點名批判和關進監獄。他在十年牢
獄之災之後有幸進大學和來到美
國，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博士學
位，並且成為非常傑出但不幸英年
早逝的經濟學家。我曾經有幸跟他
深談。他對我說，他在獄中得到一
些老知識分子和老銀行家等人的教
導，學習了微積分、經濟學、英日
文等，鍛鍊了他思想細密的頭腦，
使他日後能夠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這些老一輩的知識分子是早在反右
時期就因思想問題被關進了監獄。
在共產黨早年統治中，監獄中人口
多的時候，它就拿百分之幾的囚犯
拖出去正法。據楊說，有些人就是
這樣，突然不見了。所以，我們如
果要談平反的話，六四的學生應當
排在很後面很後面。

楊小凱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質
疑是否歷次"革命"，從國民革命到
文化大革命，都錯了。是否讓清朝
維持帝制而實行憲政的話，後果會
好些，至少不至於死掉那麼多人。
由於歷史不能走回頭路，我們只能
把它當作茶餘飯後的話題罷了。

群眾運動有時能對社會產生好
的影響，糾正當權者的偏失，但是
它們也經常造成社會混亂以及社會
癱瘓，甚至國家解體，以至於得不
償失。這是因為一旦發生群眾運
動，最能夠譁眾取寵的是最激烈的
言論和最極端的行動。六四之後，
有好幾位參與者潛逃到紐約，我個
人也見到好幾位。最值得提到的是
我們一批老保釣聚在張文藝的家
中，聽取四通公司的老闆萬潤南講
述他參與六四的經過（他是極力勸
說學生離開的知名人士之一）。講
完，我向他提出了下面的問題：
"為什麼學生不肯離開天安門？"他
說，學生越來越走向極端，所有妥
協的建議都不被接受。他還說，而
這是最最重要的：學生認為，繼續
留下去，他們會爭取到最後勝利：
他們可以推翻共產黨！

如果鄧小平不最後拍板，命令
軍隊限期清場，事件到底會如何發
展，老實說，難以想象。所以，歸
根到底，至少我個人認為，六四是
一件不幸事件，但是跟歐洲殖民主
義者和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造成
的百年傷痛，及其所帶來的社會掙
扎、救亡圖存、屢陷歧路、不斷的
思想鬥爭和體制重建等，和在這整
個過程中發生的無數大大小小的不
幸事件相比，實在微不足道。已經
25年 了 ， 所 以 我 們 應 該 get over 
it.(b.h.shui@gmail.com)

中越因爭奪邊界島嶼而引發軍事
對峙，越南民族主義勃興反華反
台，遂以在越南投資經營的台商為
主要對象，見到中文招牌的廠商不
分簡體字繁體字就打砸搶燒殺，使
臺灣人受了無妄之災。日本人、韓
國人也有在越南投資營商者卻較少
受到誤會牽連，中國大陸人也較少
在越南投資經商。這是自李登輝
1993年號召南進政策對大陸戒急用
忍以來，台商受到的最大創傷，這
到底是怎麼回事？是越南人認錯人
點錯相了嗎？

美國人口普查每十年舉行一次，
居美臺灣人到時必然大力宣傳：臺
灣人不是中國人（華人），台人華
人命運不同不能共負一軛。人口普
查 一 定 要 填 TAIWANESE /  
F O R M O S A N ， 千 萬 不 可 填
CHINESE，以保障臺灣人在美國的
種種福利不會被華人冒領享受。激
烈台獨人士更鼓吹美國要負起世界
警察責任，保衛臺灣不受中國大陸
威脅併吞。還有苦大仇深的中國大
陸民運人士煽動美日等國興仁義之
師，兵臨北京城下，一舉消滅中共
為人類除害。

越南人此次排華暴動表面上以與

~阿修伯~
中國爭奪島嶼為藉口，實際上是
要搶劫破壞台商的財產投資，是
明火執杖的土匪行為。台商已在
越南投資經商20餘年，提供給越
南人許多工作機會。越南人怎麼
會不認識台商，怎麼會不知道台
商是不是大陸中國人？根本就是
故意的！

越人因戰亂貧窮生活困難，有
八萬九千新娘嫁給臺灣人，娶不
到老婆的年青越南人自然對臺灣
人憤恨。台商為了賺錢對越南工
人 也 相 當 苛 刻 ， 越 工 乃 乘 亂 復
仇。可笑臺灣的外交部印製「我
是臺灣人，我來自臺灣」貼紙給
台商，以為靠此靈符加持就可自
保，卻正好引來暴徒。

由此次越南排華暴動'誤'把臺灣
人 當 成 華 人 對 待 ， 將 來 美 中 開
戰，極可能也「誤」把臺灣人當
成華人對待，你我居美台人就免
不了受難矣，因為華人台人太相
像了，界線不易劃得清要切割也
很難。唯一能避此災劫之計就是
拉攏美中和好世界和平，不可煽
風點火。

The Illusion of Cyber 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 for Citizens

群眾運動的影響與得失

排華排台都是故意

兼談

從廁所關門到中國統一
重，而且最後還會輸。 

米希摩表示，台灣的選擇應該是
一國兩制，就是接受統一的命運，
但努力確保過程和平，且要盡力爭
取 最 大 的 自 治 權 。 他 說 ， 這 個 選
項，台灣今天看著很不舒服，而且
至少10年內不會發生，但如果中國
十 分 強 大 ， 征 服 台 灣 變 得 相 對 容
易，這個選項應該會在遙遠的未來
變得愈來愈具吸引力。

他繼續寫道，台灣當然不願放棄
目前的實質獨立，然而就像古希臘
史 學 家 祖 希 底 德 （ Thucydides） 說
的，「在國際政治中，強者做他們
想要做的，弱者忍受他們必須忍受
的」。

臺灣那位姓陳的二流藝人，年紀
還輕，應該會在其有生之年可見證
到 洋 和 尚 這 篇 經 文 的 實 現 ， 那 時
候，也許中國大地仍有許多人如廁
不關門，小兄弟可以繼續去關注想
關 注 的 ， 如 果 看 到 不 想 看 的 玩 意
兒，小兄弟一定要記住那位古希臘
史學家的教訓，忍一忍吧 .....。

 讀者諸君如果對米希摩教授的文
章有興趣，可以上網查閱：

http://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say-
goodbye-Taiwan-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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