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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ctober 24, 2020, the author published a column, entitled, Time to 
Establish a World Media Organization (WMO), (  www.US-Chinaforum.org
and ) proposing that the UN needs to establish a www.US-Chinaforum.com
WMO to define rules about public media and to regulate its oper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r the benefit of 
maintaining a peaceful and culturally enriched global community. World 
media has blossomed tremendously in multimedia since the Chinese first 
invented the printing and German first created the printer machine; the world 
media industry has made a quantitative assault of the explosiv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n human being, unfortunately coming with many pitfalls and a 
giant devil being released in the explosion. The author had characterized the 
problematic media into four categories: 1, rhetoric (between nations and 
social communities), 2, fake news (openly generating false information), 3, 
dangerous speech (inciting hate crimes and terrorism) and 4, information 
security (media collection of private and personal data for illegal use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The author argued that the above concerns (their impact 
on world peace caused by world media, for example the amount of fake news 
regarding corona virus and vaccines had led to bad decisions causing 
thousands of unnecessary deaths) dic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WMO in no 
less importance than WTO and WHO.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shall plead again to establish a WMO urgently 
based 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media' crisis such as the clash of national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with the conglomerate cross-
nation socio-media platform and services. These incidences and their 
underlining causes not only reinforces the author's argument in his previous 
article for establishing a WMO, but also presented strong evidence in terms of 
economic instability between the national media and conglomerate media 
services in their long term interest in serving the national and global 
communities. The incidence may seem to be simple a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news media demanding a fee from the social media for their news items based 
on a national law passed by Australia, but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offer 
their services to users free of charge and would not like to pay a fee if not 
justified. The two giant conglomerate media companies involved are 

Facebook social media and Google search engine
It is true that news corporations have cost collecting and producing news 

articles, hence they like to have some returns for their investment, however, 
their subscription model simply does not generate sufficient revenue 
without other supplemental income such as ads (limited scale compared to 
social media). The giant international news corporations have broader 
international news sources and audiences but the national news 
organizations have very little leveraging power compa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giants such as Murdock's News Corp. So there is no surprise 
that Google has striven a deal to pay News Corp but not likely to pay for 
Australian news. The value of news is based on two factors: 1. Truthfulness 
and quality of news and 2. Multiple varieties of sources rather than a 
monopoly for a wide international audience. Currently, the mass media's 
reputation on both is poor which is correlated to their poor subscription 
income. The giant mass media corporations have shown to be biased and 
rigidly divided as seen in the U.S. The small national news corporation such 
as Australia News tends to be nationalistically biased as seen from their 
reports on Australia-China trade issues. When news are biased and 
monopolized nationally or internationally (conglomerate), news becomes 
less valuable to the world community. For example, an Australian fake news 
on Xinjiang Uighur story will not go very far beyond Australia, certainly not 
to the 1.4 billion Chinese, so why should Facebook even allows such fake 
news never mind paying for it.

Similarly with search engines, if the search results are biased and 
monopolized by any agreement between a search engine company and 
conglomerate news corporation, global netizens will prefer to get from the 
organic media; hopefully, social media will maintain that responsibility of 
supporting only truthful postings and true users' opinions. The news media 
should be aware of the YouTube (owned by Google) model where users are 
literally free to post any authentic video news. So the various news 

corporations must compete with that free media, especially in 
'truthfulness' and 'quality' of their news item. Unfortunately, news 
media including giant corporations and YouTube have indulged in 
using fake titles to catch users eyeballs. In reality, this eventually hurts 
the news media reputation hence the value of their news products. So 
there is a real need of regulation and code of conduct for the World 
media Industry (a media morality) for their own survival and true 
usefulness.

Regarding fake news, there is definitely a need for WMO to 
regulate the world media industry. The reporting of Corona virus with 
fake news has caused many death in the world, a matter the UN WHO 
has no tool to deal with. There are other examples such as false 
accusation of genocide of Xinjiang Uighur in China or misreporting of 
the India-China Himalaya border dispute. The sensational media 
reporting were used to generate higher popularity ratings for the 
ministers at the expense of economic impact to people even their lives. 
In Australia's case, its exports to China were severely affected (China 
is Australia's number one export country) and the mobilization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soldiers in Himalaya during winter was inhumane and 
wasteful (fortunately due to media constraint, China exercised control 
and war is avoided). If there was an organization like WMO, which 
was charged for regulating world media on their truthfulness in 
reporting, I think the behavior of journalists and world journalism will 
improve. That is the very reason, the author pleads again that we must 
urge the UN to establish a WMO, for the purposes stated above and 
hopefully will help the global media industry to prevent global 
monopoly,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journalism corruption and 
encourage the world media, big and small corporations, to serve the 
global community truthfully. Most importantly, perhaps the UN will 
eventually have a voice power more useful than relying on organizing 
a UN military forces to deal with crisis or world injustice. After all, no 
matter what national government system one has, authoritarian, 
democracy or monarchy, the voice of people matters to the leader or 
ruler. The authority of WMO equipped with moder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ticipating a direct reach to the world population may 
become the more effective regulating force to keep the world in peace 
and harmony than nuclear power.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 )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www.us-chinaforum.org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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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d again for Establishing a WMO by UN!

台灣疫情惡化帶來的危機

5月以來台灣新冠疫情爆發，迄
今（六月十日）總感染人數已經逹
到 12222人 ，死 亡 人 數 高 達 361
人，今後三週將決定臺灣疫情是否
會徹底失控。六日一架美國空軍C-
17戰略運輸機搭載美國兩黨的三名
參議員降落在臺北松山機場，表面
是傳遞美方捐贈75萬劑新冠疫苗的
資訊，而實際上再次衝擊中國的底
線。很顯然的新冠疫情和疫苗已經
成爲美中和兩岸角逐的戰場，蔡英
文政府進一步的將臺灣人民綁架在
美日台合作對抗中國的戰車上很可
能加速台海局勢面臨武裝衝突的巨
變！

臺 灣 的 新 冠 死 亡 率 已 經 高 達
3%，遠超過世界其他國家，顯示
台灣醫療資源的不足、更顯示檢測
能力的不夠，因此很可能實際受感
染的人員遠超過官方報道的數字。
爲了保護臺灣人民的健康，必須廣
泛給全民施打疫苗，然而不論是由
於意識形態還是保護官商支持的本
島疫苗產業，蔡政府堅決抵制進口
任何大陸製造疫苗或大陸商家代理
的美英疫苗。而本土生産的疫苗，
即使經特許免除第三期臨床實驗直
接施打，最快在七月底才能開始，
這期間如何控制疫情進一步爆發？
又如何疏導島內人民因疫苗不足而
產生的惶惶不安？在這個節骨眼，
美國和日本宣佈提供總數200萬劑
疫苗，希望幚助蔡英文渡過難關。

從血濃於水和人道主義的角度，
大陸應該公開歡迎任何國家提供疫
苗援助，甚至要求美國提供十倍，
百倍以上的援助給台灣，但是大陸
更應該清晰的指出，根據中美建交
的文件和國際法基本準則，絕不允
許外國軍機軍艦在未經中國允許
下，用運送救災物資的藉口到台
灣，否則後果自付。唯有畫出明確
的底線，才能避免美方鷹派人士不
斷冲擊中方底線，而導致不利於台
灣、大陸和美國的嚴重軍事衝突！

台灣㆟民的根本覺醒才是和平的

基礎

最近台灣發生一連串的天災人
禍，缺水、斷電、台鐵不斷的事

故，加上燎原的新冠疫情，使得台
灣大多數人質疑蔡英文的領導能
力，認爲她是罪魁禍首，換了人就
可能扭轉頹勢。 然而，事實是從
李登輝1990年當選第八任總統後，
臺灣就停滯了卅年。 而過去卅年
也是,臺灣人民的偶像，日本和美
國 ,失 去 的 卅 年 ， 這 難 道 是 偶 然
嗎？如果這次疫情的大爆發能促使
臺灣人民做根本的反思，因而能振
衰起弊，豈不是禍兮福之所倚！

日本利用韓戰及之後美國蘇聯長
期對峙的機遇，在政府的強力主導
下而非用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迅速
從二戰後的廢墟中崛起，到1980年
代經濟實力直逼美國，引起美國的
警惕，逼迫日本簽下廣場協定，導
致1991年底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從
此經濟停滯發展卅年。1995年至
2020年期間，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從
1995年 的 峰 值 5.33萬 億 美 元 降 至
2002年谷底的4. 12萬億美元，回到
2020年的5.05萬億美元。 去除通貨
膨脹的因素，實際工資下降13%。 
1989年世 界 50強 公 司 ， 日 本 佔 了
32個 ， 而 到 了 2018年 只 剩 下
Toyaota一家。 

日本為何對美國的壓迫逆來順
受？不得已也，特別是1991年蘇聯
及東歐共產黨政權倒塌後，美國是
唯一的超強，日本決定緊跟美國做
小弟。期間日本也嘗試走出困局，
金融政策方面在2001年首創了量化
寬鬆政策，並持續至今，日本政府
發鈔票支持債卷和股票市場的程
度，相對於GDP，甚至超過美國。
然 而 ， 事 實 證 明 日 本 量 化 寬 鬆
（QE）實驗是失敗的，繼續使用
這一政策最終將導致日本貨幣體系
的崩潰。

日本政治人物也試圖改革，安倍
最具雄心，2012年重新执政後，信
誓旦旦發出經濟三支箭，希望扭轉
頹勢，然而却失敗了，2012年日本
的GDP是6.023萬億美元，2020年他
離職時僅是5.05萬億！ 爲什麼會如
此？ 最大的原因是他上任後加速
與中國爲敵，完全錯估世界大勢，

逆勢而行，如何能成功？ 
美國的問題，我在論譠406期的文

章"圍堵中國雷大雨小：拜登說出美
國的問題"一文中已經詳細討論，不
再重複。 簡單的說美國今天的根本
問題是金融、財政和分配問題，具
體而言就是幾個矛盾：1. 發展為誰
的矛盾？ 爲大多數人民？還是爲金
融寡頭及受其豢養者？ 2. 發展理論
是基於亞當史密斯爲代表的自由主
義經濟，還是Friedrich  List所主張的
以政府爲主導的政策，後者曾主導
19世 紀 到 20世 紀 中 葉 的 美 國 ，
Bismarck的德國，明治維新的日本
和1990年以前的國民政府的發展政
策，並都取得了耀眼的成果。 3. 
"民主假像下政治人物和媒體等普遍
的 虛 偽 、 雙 重 標 準 "和 "人 民 對 真
誠、客觀及科學方法施政的渴望"，
也就是騙與真的矛盾。 

一個例子就是量化寬鬆，它是一
個違反傳統自由主義經濟的政策，
加速了美國的貧富不均，也加劇了
權貴資本主義的制度性的腐化。其
结果是 2008年次貸危機前，聯儲會
的資產不到 1 萬億美元，2014年增
至 4 萬億，2019新冠後激增至 7 萬 
9 千億美元，完全扭曲自由主義經
濟運作，加劇了社會矛盾。 美國現
在面臨物價狂漲、無家可歸人數暴
增、大規模槍殺案件層出不窮、維
護政權穩定的員警和安全人員士氣
低落，等等問題。 美國朝野都知道
美式民主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已經
失敗，必須改正？ 但是如何改，卻
面臨很大分歧。 

回到台灣防疫的失敗，一個主要
的原因就是不科學用政治意識和口
號防疫。病毒是大自然的最好檢
驗，靠吹牛的川普、莫迪和蔡英文
都不及格，不管政治傾向如何，必
須承認迄今實幹的大陸經受住了考
驗！ 

台灣的根本問題是過去卅年在大
環境下迷失了自己，拜錯了神，迷
信西方的價值觀，拋棄了早期台灣
公務員克苦奉公的傳統美德和科學
化決策的精神，導致了整個系統性
的腐敗，這才是台灣民眾必須深刻
反省的！

Abstract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the U.S. (DOS) is far more 

complex than a foreign ministry of any country. DOS is 
organized under the Secretary and the Deputy Secretary 
with six undersecretaries each has assistant secretaries and 
directors heading specific department with designated 
responsibilities.  To the casual observers, DOS functions 
under two 'tracks', one may be called professional 
diplomatic career track and the other political appointee 
track. Under the U.S. partisan democracy, the presidency 
may be rotated between two parties by the will of the 
citizen-voters.  Therefore, the appointed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DOS are typically partisan serving at the 

pleasure of the President. The career diplomats in the 
department would generally stay politically neutral and 
focus on specific assignment of duties. However, such 
an ideal situation is hard to maintain.   

No question about it, at the moment the most 
important foreign relationship i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So the functions of DOS and U.S. 
ambassadors have to be sharpened. This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that Biden is careful and taking 
time to name his ambassador appointments. 

* Full paper at   http://www.us-chin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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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發狠買1億2500萬劑疫苗，蔡
英文還在擺爛。

越南今年也爆發新一波疫情，跟
台灣一樣，疫苗的採購和施打都嚴
重落後，但越南政府痛定思痛立即
成立110億美元基金購得1億2500萬
劑疫苗，今年將可達成75%的疫苗
接種率。

除了政府積極採購疫苗，越南也
鼓勵民間企業和地方政府自購疫
苗，並全力提供協助，全面防堵疫
情。看看人家越南，蔡英文，你懂
得什麼叫羞愧嗎？

為了保障人民寶貴的生命，越南
高效率買下上億劑的國際疫苗，向
輝瑞採購3100萬劑BNT疫苗，一天
內就達成協議，蔡政府買疫苗卻始
終是，只聽樓梯響，紙上畫大餅，
不僅政府採購疫苗龜速，還阻擋民
間與企業捐購。

到目前，所謂的超前部署，就是
伸手向美日乞討疫苗。

八大工商團體與蔡總統會面，表
示願意出資購買250萬劑疫苗，蔡總
統冷回政府已外購2000萬劑疫苗，
更別提郭台銘捐500萬劑疫苗，被連
卡17天還不放行。

越南9800萬人，9000多人染疫，
53死 。 台 灣 2300萬 人 ， 12222人 染
疫，361死。

越南可以發狠快速買疫苗救命，

蔡總統卻只會告訴民眾，疫苗取得
不簡單，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蔡
政府就是這麼的無能擺爛，視人民
如草！

蔡總統，我們不要再聽你，文青
空洞的談話，蒼白無料的法說會！
我們要活命，不要卡疫苗！

徐綽

疫苗是實用性爲主導的東西，不
論黑貓白貓，能抓老鼠的就是好
貓。但如果有選擇的話，我個人的
首選是滅活疫苗，原因是這是最成
熟的技術，不會引發太嚴重的副作
用，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對付所有
變異種的病毒（見下）。一直納悶
的一件事是，去年美歐開始研發新
冠疫苗時，爲什麽都對這十分成熟
的技術棄而不顧，而去搞全新的
mRNA疫苗？mRNA疫苗是未嘗試
過的新技術，失敗的可能性比較
大，在一個威脅全人類生存的新病
毒面前，是不是應該用一個相對成
熟的技術，而不是冒險去做一項全
新的嘗試？萬一失敗了怎麽辦？ 

看了這篇文章才恍然大悟，原來
魔鬼都在細節中，疫苗生產其實是
一門複雜的系統工程。要大規模
（以億爲單位）生產滅活疫苗，必
須克服一系列工藝上的難題。美歐
不搞滅活疫苗，很可能是他們知道
自己缺乏必需的設備和工藝，即使
實驗室做出來了，也未必能實現量

Why Assigning Ambassadors is A Tough Labor for President Biden?

驚聞賢德兄5月24日猝死，他這一
生建立吃苦奮鬥的典範，卻哪麼早
離世，令人婉惜，敬祝賢德兄 一路
好走！這美好的仗 您已打過。

任何人的意識型態均受到成長歷
程的影響，如果瞭解到賢德兄成長
背景，對於他過去在政治上的看
法，應該可以理解與尊重。

賢德兄父親早逝，家庭變故後，
他進了國軍先烈子弟教養院，弟弟
則進華興育幼院，家人不得不分
開，從小苦讀，考進師大附中，喜
愛寫作，多次參加作文比賽並獲
獎，奠定他後來從事新聞工作的基
石，民國60年考進輔大大眾傳播系
成為第一屆學生，私立學校學雜費
是他難以負擔，但他得到當時輔大
校長于斌總主教所給予的全額學雜
費補助，當然也在學校擔任四年工
讀生，還住進輔大在台灣復校啟用
的第一棟校舍。

大 學 四 年 功 課 名 列 前 茅 ， 畢 業
時，同時考上台大、政大研究所，
他選擇進入台大三研所就讀，就學
期間，開始到聯合報擔任新聞記
者，曾升任為召集人、派駐菲律賓
等，民國71年考上外交人員特考，
接受訓練後曾分發到外交部服務，
民國77年考上台大三研所博士班，
重回新聞工作，分別在自由時報、
大成報及自立早報等媒體服務，民
國83年正式回到他的母校輔大大傳
系任教，作育英才，也曾擔任系主
任及傳播學院副院長等職，民國
105年退休。

大學雜誌的老朋友們，創刊五十
年之後，2018年在台北重聚。老社
員張俊宏、許信良、邱立本、甄燊
港、何步正茶聚話舊之際，商議何
不趁機會成立網上新大學。這任
務，委託我去執行。

離開台灣五十年，紙本和網絡畢
竟是不同的運作，俊宏邀請賢德兄
配合推動，習兄爽快即應，立即開
工。我從美國搬回台北，和習老大
共同推動新大學上網。上網的後台
作業和費用等項，都是新事物。習
兄有位學生是網絡公司的老闆，習
兄約我去見這位學生指導如何開
業。那是一家有五十多個年輕人作
業的公司，安靜無聲，只有每人台
上的電腦細微的鍵盤動音。他的學
生介紹解釋十分詳細，並指點了有
關的費用概數。這位事業有成的昔
日學生，對舊時老師敬重恭慬。是
時今日，對之前的老師尚且如是真
誠恭敬的學生，實在難得。

習先生心思細，下筆快，新大學
的項目分類，和我一次咖啡閒敘，

新冠失控 美軍機抵台新冠失控 美軍機抵台新冠失控 美軍機抵台
台海局勢面臨巨變的前夕？

◎張文基

聽群眾的聲音

產。
 許多人都敬佩德國人十年磨一

劍的工匠精神，認爲是我們中國人
性格上欠缺的。但從這次滅活疫苗
成功量產的過程來看，舉國體制集
中力量辦大事，消除了不同部門之
間的隔閡，借用小兒麻痹疫苗的生
產工藝，等等，這種制度上的優勢
也其實可以解讀為一種集體的工匠
精神。

https://m.guancha.cn/politics/2021_0
5_29_592451

專訪访：中国灭活疫苗為什麼
能？國藥集團中國生物董事長揭秘
6大疫苗科技突破  5/29/21

"灭活疫苗用的是完整的病毒，
不是一个靶点，所以它对全球毒株
有廣譜的保護性。廣譜的意思是什
麼都通吃，这是灭活疫苗的优势。
从数据来看，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的
滅活疫苗目前对中國國内的所有突
变株、英國、南非等地的突变株都
有效，只是保護作用有點降低。在
我们的保護作用有點降低的时候，
有些其他疫苗已经降得不行了。如
果说我们的滅活疫苗没效的話，目
前臨床研究和使用的疫苗基本上全
部都没效。”

顧雅文

路透社獨家報導：美國黑水保全
的 創 辦 人 Erik Prince 投 資 新 冠 疫
苗，在臺灣進行人體實驗。

E. Prince 是 川 普 政 府 教 育 部 長
DeVos的弟弟，而DeVos的丈夫家擁
有安麗集團。UB-612疫苗就是聯亞
生 技 公 司 （UBI Pharma, Inc., 
Asia）在 臺 灣 研 發 的 疫 苗 ，而
COVAXX（與 COVAX無 關 ）則 是
負責這個project的聯亞子公司。

所以蔡英文是在為美國股東護航

而強推聯亞，所以高端只是表面的
幌子，是炒股用的。至於聯亞生
技，則是一家美國控股的公司，背
景強大。

聯亞生技，全名為美國聯合生物
醫 學 公 司 （ United Biomedical, 
Inc.,UBI） ， 1998年 10月 在 台 灣 成
立 ， 是 UBI集 團 在 亞 太 的 營 運 中
心，從事研發、製造及銷售人用與
動物用之免疫治療、疫苗及檢驗試
劑等創新生物製品。

不說不知道，一挖嚇一跳，聯亞
背景水之深，難怪蔡英文拼命護
航，哪裡是什麼「國產疫苗」？根
本是美國爸爸的公司，而聯亞在臺
灣找了三千多名從青年到老年的志
願者做活體實驗，惡名昭彰。英文
原報導見

：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
healthcare-pharmaceuticals/exclusive-
blackwater-founder-prince-takes-role-
covid-vaccine-venture-2021-06-04/

Alex

疫苗每劑美元：
高 端，54美元；A Z，5美元 ；

嬌 生，10美元；輝 瑞，30美元；莫
德納，40美元。

價差每劑：
14美元~49美元
請問：
其中的利益是多驚人！淘空國

家、圖利他人！
林立騰
內幕不斷披露後，台灣人已經對

台產高端、聯亞疫苗產生嚴重懷
疑。加上現有進口AZ疫苗的副作用
太大，願意施打的意願低落，願意
打以上兩類疫苗的也是逼不得已。

有錢的人可以去美歐等國打可選

擇的新冠疫苗，沒錢的怎麼辦?經
數日私下徵詢朋友，其實很多人
願意接受大陸疫苗，但很多人卡
在經濟問題。

台 灣 本 島 去 廈 門 打 疫 苗 的 流
程：

松山機場~尚義機場（來回）
+核酸檢測費用約12000~14000元。

金門~廈門船票來回約1200元。
隔離住宿平均價一天1500×14日

=21000（不含三餐）。
回台後再隔離14日住宿費2000×

14=28000（不含三餐）。
加 上 來 回 至 少 一 個 月 沒 收

入……這不是一般平民負擔得起
的……

除非金門縣長楊鎮浯願意幫忙~
1.核酸檢測金門縣府補貼。
2.專車、船金廈往返（自費）
3.金門專案旅館隔離（自費）
4.由於28日後需注射第二劑，開

放參與者可攜帶第二劑。（自行
施打）

否則台灣同胞只有等沒有國際
認可的高端、聯亞疫苗。

 5. 到廈門設一小方倉醫院專門
注射疫苗與發注射證明，不通關
沒紀錄直接專船回金門，民進黨
無紀錄可查!

6. 大陸肯而且是免費的，金門
到廈門只要不過海關，就沒有紀
錄 。原 船 去 、原 船 回 （防 疫 專
船），不用在大陸地區隔離，至
少省下大陸隔離住宿費用，更多
台灣中下收入的百姓可以享有福
祉。 

7. 如果楊鎮浯有政治智慧，不
只對他的政治聲望會提高，防疫
隔離在金門也會對金門現在經濟
蕭條有助益。

隔天，就完成了分項綱要。是十
分典型的新聞界鍵筆。

新大學辦公就在我住的地方，
四房兩廳，二房一廳公用，另二
房一廳是我私人活動的空間。每
星期六下午到晚上，客廰開放，
是 各 路 朋 友 到 此 閒 談 敍 會 的 場
所。習賢徳、張俊宏、何步正是
主人的身份，必到。經常來的朋
友如張靜、鄭水萍、施正鋒、林
深靖等人，愈到傍晚人愈多。客
廳可以輕易坐満二十多人，有咖
啡，有茶，有花生、小吃，客廰
的窗面對台大舊法學院，是習賢
德和我年輕時上課的地方。到傍
晚，新大學請客，簡便的牛肉麵
或水餃，賓主共樂。習先生興趣
廣泛，來者大都是在大學授課的
教授，話題不缺，天南地北，時
事舊聞，是我和習老兄在台北的
一段快意時光。

習老兄對空軍歷史和228事件，
著 力 很 多 。 在 武 之 璋 的 藍 天 講
座，多次就228事件專題演講，資
料豐富實在，是十分專業的研究
捜集的成果。正因如此，習老多
次 告 知 我 ， 或 許 當 局 會 對 他 不
利。在台灣，憑他的專業經歴，
居然就業困難。習老多次跑去中
國大陸各省，也多次告訴我，某
大學已大致定案給他在大學的教
職，卻都最後石沈大海。習的專
業不是理工科，談論人文時政，
俱會有個人觀點。閒談時，我建
議習老兄，時政人物，老兄是否
可 以 保 守 些 ， 少 表 達 些 品 評 意
見 。 習 兄 一 方 面 點 頭 稱 是 。 唯
是，老習是一個是非分明，愛憎
明顯的個性。領導不見得不同意
你的看法，但你的愛憎分明會影
響到上司的官位難保。老習每次
給我好消息，每次不多月就表達
失望不解：怎麼答應了的教職就
是不能到位呢？及後，我太座由
於用美國䕶照，每三個月就要離
台、回台一次，太座嫌麻煩，又
掛念自家的屋子，堅持回美。新
大學網站亦已定型，可以遠控，
2019年打道回美。和習老見面聚談
就變得每年一兩次了。

大選期，特別回台投票，邀约
了陳憲中、邵子平、邱立本、李
雅 明 、 鄭 水 萍 和 習 老 兄 一 起 飯
敍，習兄一向反獨促統鮮明，是
晚，老習倒是對台灣整體前景不
表樂觀。這一次，不料竟是最後
一次的共敘了。

懷念習賢德兄 ㆒路好走懷念習賢德兄 ㆒路好走懷念習賢德兄 ㆒路好走
◎何步正

台灣防疫 無德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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