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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essman J Randy Forbes wrote the subject 'Taiwan' 
article on July 16, 2015,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ore like a 
lobbying statement than a position paper, not quite fitting with 
his status as a Congressman of 14 years (Republican) 
representing the 4th District of Virginia. My comment on his 
article is neither a democrat versus republican nor a left versus 
right viewpoint but from the fundamental standpoint of the U.S.-
China relation issue. Taiwan does not need a strong ally 
(especially a military ally), what Taiwan needs is a honest friend 
(a diplomatic friend) genuinely looking out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s economic future and desire for peace without a third 
party's interference for the third party's ill-defined and debatable 
self-interest. Congressman Forbe's position on religious issues 
and his opposition to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are 
commendable because his beliefs are based 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However, I am surprised that he, as a scholar on China 
issue, seems to be more emotional than rational in writing his 
'Taiwan' article.

First, Congressman Forbes started blaming China on 
constructing a 2000 acres of land reclaimed on her isla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simple facts are that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had long started land reclaim on the 'disputed' islands 
way before China did on her own islands. The U.S. did not 
complain then. Besides, on the issue of disputed territor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Taiwan and China are more on the same page 
than adversaries. Taiwan's '9 Duan' line and China's '11 Duan' 
line are essentially the same claim. Forbes seems to be concerned 
that China will declare an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ADIZ)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s she did in the East China Sea. 
China followed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nd the U.S., Russia, and 
Canada's precedents to declare her ADIZ for the safety, security 
and freedom of civilian aviation; hindsight, all involved 
including the U.S. has been benefitted by China's declaration.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and other civilian airlines obliged to 
the ADIZ regulation was a good thing to civil aviation. As for 

reconnaissance, more and clearer rules of conduct are better not 
worse for the military.

Forbes emotionally complained that the U.S. officers 
with ranks higher than colonel are prohibited to visit Taiwan 
under official capacity and Taiwan's government officials 
likewise are not allowed to visit the U.S. He further raised the 
issue that Taiwan's military officers are not permitted to 
participate in U.S. military training in their uniforms. As a 
member of the House Armed Services sub-committee on Sea 
Power and Projection Forces, he ought to know what uniforms 
stand for.  One can simply use the boiling and controversial issue 
on the Flag of the Confederate States happening in the US 
Southern State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symbolism' 
flags and uniforms represent. More importantly, The Taiwan 
Relation Act (1979) was passe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U.S. 
wished to recogniz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wished 
to have a peaceful reunif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So it 
is wrong for Congressman Forbes to write in his article regarding 
the above restrictions as indignities on a "friendly nation". Forbes 
should know that the U.S. does not regard Taiwan as a nation; 
continuing to muddy that posi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peaceful 
reunification between the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ure, 
there are elements, even politicians in Taiwan, are advocating for 
independence, but that is just as normal as some U.S.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advocating independence of Texas, Hawaii, California 
or any other territories of the U.S. The U.S. would never tolerate 
interference from a third country such as Russia, China or Cuba 
on this type of domestic issue, would she?

It is obvious from Forbes article to see that Forbes is 
patriotic. He prefers that the U.S. will take a stronger position 
regarding the U.S. interest or strategy. However, being strong 
does not mean to act unilaterally, certainly not hypocritically. It is 

one thing to make alliance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strengthen the 
U.S. Military power to prevent or to stop aggression for the 
purpose of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but it is a different matter to 
strengthen military capacity for the sake of maintaining a 
superpower position. Not all countries will have the exact 
thinking and rationale as the U.S. in hypothesizing a target enemy 
or the degree to engage in arms race to respond to a hypothetical 
enemy or a geopolitical situation. For example, Australia, India 
and the ASEAN nations, they may have varied views regarding 
Asia Pacific security and adopting policies towards a hypothetical 
enemy from the U.S. view (even there, different US think tanks 
may differ considerably). Statesmen like Lee Kuan Yew, Kevin 
Michael Rudd, etc. have given ample speeches or writings in 
cautioning the U.S. and China to take a mutually accommodating 
approach in their relation rather than maintaining a hostile attitude 
towards each other, obviously for the benefit of each other and the 
world.

Surely, great nations have differences and conflicts, but 
many wise men have rational reasons to state that the world is not 
a zero sum game. The rise of China does not mean the demise of 
the U.S. or vice versa. Taking a cautious and negotiating posture 
does not mean a weak U.S.; on the contrary, only a strong nation 
has the confidence to engage in negotiations. For complex world 
issues negotiation may be the only route to resolution. The Iran 
nuclear issue is a good example. Insisting on inviting Taiwan to 
join in military exercises and induce Taiwan to purchase weapons 
are not exactly exercising the Taiwan Relation Act in a sincere 
manner; on this point many Chinese especially many Chinese 
Americans including many in the State of Virginia share a 
common view - Let the people in Mainland and Taiwan resolve 
their issues and reunify peacefully without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without a specific time tab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agreeing to that principle and so are the majority of the 
Taiwan voters as they voted Ma Ying Jeou twice as their 
President. The independent voice is only healthy and productive 
in a peaceful process of negotiating a favorable reunification 
condition for Taiwan and China. The opposition party and the 
silent majority in Taiwan understand that well. 

Congressman Forbes is in a very good position to 
contribute to the above rational goal. Taiwan does not need 
an ally, what she needs is a honest friend sincerely bearing 
her interest in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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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stream and Organic

Dr. Wordman

這次紀念中美二戰勝利 70週年
系列活動將于 8 月 7 日(週五) 下午
兩點 在歷史性建築鮑勃 · 霍普愛
國 大 樓  (Bob Hope Patriotic Hall, 
1816 S. Figueroa Street, Los Angeles) 
二樓 Lincoln Room 舉行開幕式, 由
洛郡軍人與退伍軍人事物部 主任 
Ruth Wong 將軍主持, 南加州政界
和軍界官員及退伍軍人代表將出
席 。 

在簡短開幕式後,特邀請蔣宋美

齡侄兒 宋仲虎先生專題演講＂宋

子文與抗戰＂並有討論會。 蔣夫

人與其兄宋子文在促進中美二戰
其間的密切活動做出不可磨滅的
歷史貢獻, 宋仲虎先生將從他獨特
的視角與我們分享許多故事和觀
察 。 

同時由美國大鵬基金會 提供的 
"中美兩軍合作歷史回顧展覽"在一
樓大廳隆重開展,主要展出內容如
下： 

1. 杜立德轟炸東京之珍貴照片
及紀錄片。 飛虎隊來華作戰珍貴
照片,空戰紀錄動畫片及文物。 

2. 中華民國遠征軍六大戰役中，
由美第十四航空軍空戰掩護，與地
面國軍部隊大敗日軍，將日軍逐出
了滇緬，之珍貴照片及文物。 

3. 駝峰航運中，美軍為了運送援
華物質，每隔一天 失事一架運輸
機，三年共失蹤  584 軍機，組員

1400人，創二戰史上美軍＂ MlA＂

( Missing In Action ). 最高紀錄。 
本展覽去年曾在舊金山，洛杉

磯，展出，今年本會贈送了一套展
覽材料給中華民國空軍及教育部，
同步在臺灣五大院校，空軍官校及
各空軍基巡迴展中，目前 7月也正
在休士頓大學展，8月即來洛杉磯
展，機會難得！ 歡迎我華人踴躍參
加助陣！

～張  恒～

～傅 中～ 

其實我之來美國只因臺灣地狹人
綢，為減少臺灣人口壓力之故耳。
更有許多反阿修伯者，沒有任何一
個字就事論事評論，只會破口大

駡：‘混蛋王八蛋！’‘阿修伯為

中共做統戰要併吞臺灣’‘應予封
殺’-----，他們堅稱二戰是‘終
戰’，臺灣人要叫日本人做爸爸，
阿修伯又能奈他們何？

～阿修伯～

(III) 開幕式和中美兩軍合作歷史回顧展覽

一個民族拜認另一個異族為爸爸
而自認為是兒子，在古今中外人類
歷史上極為罕見。如果一個印度
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叫英國
人做爸爸；一個非洲人、越南人叫

法國人做爸爸，只因前 者曾被後者
屠殺、征服、奴役、殖民統治之
故，那是多麼令人吃驚駭突噁心之
事？

就亞洲人而論，你能想像一個朝
鮮（韓國）人、東北（滿洲）旅
順、大連人（與臺灣一樣，被日本
割據為‘關東州’，統治四十年）
叫日本人做爸爸嗎？那真會把你嚇
昏於地。偏偏就有被日本統治50年
的臺灣人，主動要叫日本人做爸
爸，而且大部份臺灣人都認為那是
理所當然，這創造了人類民族同化
的奇跡。

因為構成人類形形色色有成百上
千種的不同民族，其種族血統文化
真是百差千別。要消滅一個民族容
易，要同化一個民族就很困難。臺
灣民族竟然如此輕易為大和民族所
同化，叫日本人做爸爸，這不是奇
跡神跡是什麼？

臺灣綠色台獨名嘴名主持人鄭弘
儀，在他的節目中談臺灣人紀念二
次世界大戰70周年一事，日本人臺
灣人皆稱之為‘終戰’70周年。鄭
先生認為臺灣人在二戰時已經被日
本人同化，應該歸屬戰敗一方日本
人。就他個人來說，因為他爸爸曾
被日本徵兵，做過三年日本皇軍海
軍，因此他爸爸就變成了日本人，
他也順理成章的叫日本人做爸爸
了。這樣的邏輯被許多臺灣人所接
受，而與印、巴、孟、非、越、
鮮、滿等等被殖民者的觀點完全不
同。這就是臺灣人為什麼對抗日戰
爭勝利、保衛釣魚臺十分冷漠甚至
反對的原因，臺灣人兒子怎麼能反
對日本人爸爸呢？

人類文明的進步漸漸歸納出了一
個普世價值、普世標準，用以衡量
人世間的是非對錯。實際上，因為
思想觀念文化的巨大差異，這普世
標準是很難確立的。一個小小的臺
灣對二戰的評價就有如此截然相反
的看法，在世界上是很少見的。

阿修伯就此事發表了評論，認為
臺灣人鄭弘儀叫日本人做爸爸很荒
唐、很離譜、很無恥。這篇文章受
到許多綱友批評，讀者迥響聲援鄭
弘儀者占多數。想不到阿修伯在今
日臺灣已是如此不合時宜，幸虧見
機得早躲到了美國。反阿修伯者多
是指責我逃到美國數十年，不肯與
臺灣人同甘共苦之不當，對於我批
評鄭弘儀的是非曲直卻鮮少討論。

荒唐 離譜 無恥荒唐 離譜 無恥

洪秀柱由於在通過"防磚民調"後
不久，即提出了"一中同表"的主
張，而令其支持度明顯下滑，這是
因為一般人還弄不明白"一中同表
"的實質內容究何所指，難免內心產
生疑慮。其實洪秀柱在她6月10日，
在國民黨中常會發表的競選政見
中，即表示了兩岸關係不能只停留
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階段，
而必須朝前發展，甚至進入深水
區，論及有關兩岸間的政治問題，
否則兩岸又如何能簽訂"和平協議
"呢？因此她提出"一中同表"的主
張，是與她6月10日發表的競選政見
脈絡相承的，並非突兀之言。然而
為什麼她在通過"防磚民調"後獲得
的高支持率，現在卻突然下滑了，
是大家無法接受她"一中同表"的主
張呢？還是有所誤解呢？

其實"一中各表"與"一中同表"都
是建立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的，
二者並無本質上的差異。2000年臺
灣陸委會主委蘇起，為了概括兩岸
代表自1992年以來，在香港就"一中
"達成默契的狀況，即雖然兩岸都確
認世上只有一個中國，但對其內涵
卻各有解讀，而創建了此一"去繁就
簡"的名稱。鑒於臺灣方面將"九二
共識"與"一中各表"連系在一起，與
大陸主張的一中政策並不完全吻
合，大陸方面頗有疑慮，故長期莫
於公開回應。此一情況直到習近平
主政後才有了改變。

"九二共識"的關鍵要素與內涵即
"一中"，而非各表，至為明顯，否
則兩岸代表就根本無法坐在一起，
共商雙方關切的問題，而這對有百
萬台商在大陸的臺灣而言，自極為
不利。兩岸代表要在國際場合接
觸，非先將相互之間的關係厘清不
可，否則將令外間誤以為，是兩個

國家的代表在談判，如此則一個主
權統一的國家，即將被劃分成了兩
個主權互不相涉的獨立國家。然則
分裂國家的責任又該由誰承擔呢？ 

洪秀柱在其於6月10日發表的競
選政見中，特別提到了兩岸之間是
主權重疊，治權分立的關係，因此
就治權的部分而言，兩岸可以各
表，因為目前兩岸的治權是處於分
立，互不相屬的狀態。然而主權卻
是重疊，無法分割的，因此對這一
部分只能同表，而無法各表。國際
公法上的主權，其性質猶如民法中
的所有權，除非獲得所有人同意，
是無法分割的。國際公法對主權的
保護，一如民法對所有權的保護，
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因此一旦兩
岸對主權進行各表，衝突將是無法
避免的。然而治權則不同，是可以
分割的。例如我雖非房屋所有人，
卻可通過租賃關係，取得對該房屋
的使用管理權，即使屋主未獲得我
同意，也不得擅自進入該房屋。

 其實"九二共識，一中各表"
中，原已包含了對治權各表，以及
主權同表的雙層內涵，本無需再特
別突出"一中同表"的必要。然而鑒
於多年來有人有意無意地只強調各
表（治權），而忽略模糊一中（主
權），而令兩岸的和平發展受到了
威脅，因此洪秀柱有感於此，而特
別提出了"一中同表"，可謂用心良
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獨派利用了一般人對主權與治權
概念的不清，而故意混肴視聽，打
擊洪秀柱，誣指她要否定"中華民
國"。其用心之陰險，毒辣，實令
人不齒。其實提出"一中同表"，非
但不會削弱，取消中華民國，反而

會增強，凸顯中華民國，使其主權
不但及於臺灣，也及於大陸，令其
範圍能與"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內
容相吻合。

真正與中華民國為敵，欲消滅
中華民國的，不是別人，正是那些
主張中華民國在臺灣，主動放棄大
陸主權的人。鑒於前述主權不可分
割的理論，一旦自動放棄主權的一
部分，即將失去全部的主權。因此
若放棄對大陸的主權，即意味著將
連同對臺灣的主權也一併喪失。請
允許我介紹一個真實的故事，供大
家作參考：

上世紀80 年代中，我有一位在
維也納市中心開飯店的朋友，生意
火紅，某日房東的律師來找他，希
望他將樓上不太用到的一間小儲藏
室還給房東，他們可以把租金減
低。朋友不疑有他，便答應了對
方。不料數日後便收到了房東委託
律師寫來的解約信，解除了整個租
賃標的，包括飯店在內的租約。事
情鬧到了法院，法官卻愛莫能助，
僅基於同情，勸說房東給了我朋友
一些補償金而已。租賃權雖非所有
權，但在民法上都屬於物權的範
疇，因此在原理上是相通的。而國
際公法上的主權概念，又是與民法
上所有權的性質相通的。

 我提出這樣一則小故事，為的
是提醒大家注意，維護主權的重要
性，對此切不可掉以輕心，更不可
陷於情緒與民粹。臺灣與大陸都處
於同一個主權下，無法分割，此明
載于"中華民國憲法"之中，為國際
社會所公認，我們無法故作不知，
更不可欺瞞誤導善良單純的百姓。
固然國際公法不同於民法，背後缺
乏一個以國家力量為後盾的法院，
可對事物進行強制執行，但卻可使
有理的一方佔據道德與輿論的制高
點，使無理的一方，飽受心理與精
神的壓力與威脅，這尤其當有理的
一方是強者時為然。

如果臺灣人民都能普遍認識

日本爸爸臺灣兒子
~阿修伯~

到，"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中，實
含有對治權各表，與主權共表的雙
重含義，則我同意，洪秀柱已無特
別凸顯"一中同表"的必要，以免徒
增猜疑，引起人民內部的混亂。但
若臺灣仍有人執意片面強調"各表
"，而故意忽略，模糊"一中"，使
兩岸的和平發展無以為繼，則洪秀
柱就必須"義不容辭"地提出"一中
同表 "的主張來，即使因此而落
選，也應堅持到底，否則其人格與
那些過去深受國民黨栽培，而今卻
紛紛受綠營招降納叛者，又有何區
別呢？    

 我同意，"一中同表"中的"一中
"必須是指的"中華民國"，而非"中
華人民共和國"，否則洪秀柱將有
失作為中華民國一份子的立場，更
有失作為"中華民國"總統參選人的
立場。我雖為兩岸和平發展，甚至
和平統一的堅定支持者，卻仍認為
洪秀柱應站穩中華民國的立場，是
因為這是合乎"九二共識"的原則
的，而"九二共識"是兩岸和平發展
的基礎。我深信，以目前大陸領導
人的智慧，深度與雅量，是能接受
此一提法的。

綜上所述，可見"一中各表"與
"一中同表"都是建立在"九二共識
"的基礎上的，二者並無實質上的
區別。若從功能上來講，鑒於多年
來，獨派不斷削弱、模糊 "一中
"概念，實已威脅到兩岸和平發展
的基礎，則此時提出一中同表，亦
有其實質與現實意義。我的印象，
洪秀柱出來參選臺灣最高領導人，
是帶有喚醒黨魂，喚起民眾的強烈
使命感的，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
她會在這方面，仔細推敲拿捏，並
與其競選智囊周密商討，以決定是
否在競選中只提"一中各表" ，而
不提 "一中同表"。我們迫切希望
洪秀柱能在2016年臺灣大選中勝
出，因為這將直接關係到兩岸的和
平發展，臺灣的前途，人民的幸
福。 

洪秀柱的“一中同表”是什麼 ？洪秀柱的“一中同表”是什麼 ？
～謝芷生～


	Pag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