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bstract
A work permit system is tied with immigration policy, industrial and social needs as well as the 

education system of a country. While China has recognized the need to develop a new work permit 

system with clear categorization and value points for foreign workers, the government must be 

cognizant of the changing and reforming nature of industries,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systems from K-

12 to tertiary school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glimpse of China's new work permit system and provides 

some relevant comments. *For the full-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

chinaforum.com/

Abstract
Nuclear threat from North Korea seems to be an unsolvable problem since Nixon first encountered 

in 1975 till today challenging the Trump Presidency. The U.S. is right about that China may be able to 

help finding a solution but the U.S. is going about in a wrong way.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Korea 

Problem', one must understand the history behind Joseon, her relation with China and how she has 

evolved into two Koreas today challenging the world as the 'Korea Nuclear Problem' as well as facing 

the reality that nuclear threat can only be rendered ineffective when the three great nuclear powers 

agree to form a Tri-Party Nuclear Police to deter anyone using nuclear weapon.  *For the full-text of 

this article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http://www.us-chinaforu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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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數周美國的川普和台灣的
蔡英文都遭遇到一系列嚴重的挫
折，如果不迅速調整政策尋求突
破，兩人的前景堪憂。 雖然表面上
兩人所遭遇的具體困難和挑戰不
同，然而其根源卻有類似之處：就
是卅年來"精英階級"所鼓吹的，並
主導西方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
思想的錯誤理論和實踐。 然而，川
普突圍的可能性將遠大於小英，這
就是蔡英文的悲哀。 

七月底的一周，川普遭受一連串
的挫折：參院共和黨的廢除奧巴馬
健保法案未能通過；朝鮮再一次成
功發射可以涵蓋美國大多數地區的
洲際導彈  ; 白宮高級幕僚公開互相
攻擊內訌激烈；"通俄門"事件加速
威脅到川普的大兒子和女婿，等
等。 然而，最嚴重，直接和公開的
羞辱是參院以98比2，眾院以419比
3，12位棄權的懸殊差距通過了對俄
羅斯，伊朗和朝鮮的制裁法案。    
眾所周知川普一直希望改善美俄關
係，因此這是美國"精英"階級給川
普下的緊箍咒。 

二戰後到 1970年代，凱因斯的經
濟理論和傳統社會主義思潮主導美
歐的政治經濟政策，它強調政府應
透過稅收，法令和稅率，促進充分
就業，減少貧富差距，提供社會保
障。 然而，70年代時歐美面臨的財
政，金融和經濟危機，促成了新自

由主義的興起，它認為自由的市場
競爭會帶來繁榮，市場力決定一
切，因此必須減少政府干預，減少
國家間的壁壘，降低稅率，消除工
會干擾。 而金融寡頭力量看到了
這是他們擴大主導力的無限機遇，
透過一系列的運作，用金錢控制了
美國的學界，智庫，媒體及政治人
物，改變了政治游戲規則，也主導
了世界的價值觀，和大多數非政府
國際組織。 

新自由主義思潮在 1991年蘇聯
解體，東歐變色後達到鼎盛期，當
時也贏得了俄羅斯人民及全球各地
的 普 遍 支 持 。  然 而 ， 將 近 卅 年
後，美歐的經濟成長更低迷，貧富
差距更大，金融更動蕩，俄羅斯因
覺悟而反抗，世界更加不安，這些
事實造成美歐人民的反思，也成就
了川普的總統夢。 

川普也許有許多缺點，但是他
身為精英階級之一，卻有勇氣違反
自身利益，冒天下之大不韙，指出
"國王的新衣"，因此他是值得尊敬
的領袖。 這次參衆兩院的投票結
果顯示出美國"精英"力量的強大，
參院只有傳統左翼的Sanders和傳統
右翼的Rand Paul反對。 

然而，美國的做法不僅加速惡
化世界的安全環境，更加深了美國

和歐盟國家的經濟利益冲突。美國
的虚聲恫嚇也不可能廹使俄羅斯屈
服，因為今天的美國已沒有財力介
入一場與俄國或中國的全面衝突。
為了重振世界經濟，美國和世界都
須要美中俄的合作來維持和平發展
的環境，否則就將是人類的悲劇。 
我相信最終美國精英階級還是必須
順應歷史的潮流重新審思修正新自
由主義的理論。

小英政府因兩岸政策，年金改
革，文化台獨，前瞻計畫等等錯誤
政策面臨黨內外的強烈挑戰。 然
而，台灣問題的最大原因是台灣"精
英"階級，不論黨派，大多數迷信西
方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不能誠實
的面對大陸發展的成就，一心要人
為的製造獨立的理由。 

今天的世界正值價值觀重建的偉
大時刻，中國的文化遺產，大陸的
興起模式，都將是塑造新道路的重
要成分，台灣真正的利益在於穩定
兩岸關係，給自己一個時間和機會
參與這個世界架構和價值觀重建的
過程並分享發展的红利，否則將被
歷史的巨輪拋棄。

相對於川普屬於改革的力量，而
小英卻是"精英"的一分子，也許台
灣的希望在未來真正能反思的英雄
身上。

（本文首刊於2017年8㈪5㈰㆗國
時報言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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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個月前，印度軍隊侵入毫無

爭議的中國洞朗地區，阻止中國在

國境內的修路，經中國屢次警告，

命其退出，印方至今仍未撤出。據

媒體報道印軍更有增援異動，但亦

有報導印軍已撤離部分佔領軍人。

基本上，問題遠未解決， 印度針

對中國的野心霸權問題，是一個中

國所面對的根本性的戰略問題，個

人謹以此短文，做一扼要剖析。

第一．這是印度遏制中國發展復

興，阻止實現中國夢的戰略。自中

國提出一帶一路計劃，國際上風起

雲擁，此計劃，尤其一路----二十

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可說印度受

了極大刺激，認為直接阻礙了它的

印度洋及南亞霸權，中國雖無在此

與其爭霸之心，印度卻深有此敵對

之意而不可能動搖改變的，因為印

度是個上升大國，它的的戰略宏

圖，中國只能以戰略對待之，別無

他途。

第二．美國有聯合多國遏制中國

夢的實現，其戰略已運用在諸多方

面：有朝核、外貿、臺海、南海、

東海及日本。印度冀望聨合以美國

為首，日本為老二，越南為潛在老

三的圍繞南海其他伺機而動的各

國。師承老牌帝國英國的印度，野

心勃勃，居然侵入洞朗，猙獰面目

方大顯於世。此六個困擾中國的問

題，本質、地區分析，三海台灣相

近，軍事或相關，其他二個--朝核

與印度問題並無多大關聯。諸路兵

馬齊來，唯一致勝之道就是：不管

它幾路來，我只一路去 （清朝開

國雄君努爾哈赤，於薩爾滸一戰，

以六萬人擊潰明將楊鎬號稱四十七

萬人---實際恐十二萬多人的四路聯

軍，奠定統一全國基礎，即以此集

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敵人的戰略

致勝。）因此，如果多個問題被綁

在一起，如同絞繩般串在一起，攻

擊方一個問題解決不了，就用另個

問題發力，這是對戰略被動者最不

利的情況。本質不同的問題，可以

而且應該一一解決方是道理。

第三．解決印度霸權侵入中國

領土問題應該是急切的、重要的、

而且安全度很高的。此可分五方面

論述。

(一)印度經濟軍事力量增長迅

速，其遏制中國發展野心，尤其一

帶一路大計，必也隨之膨脹而堅決

起來，中國雖然進步神速，然而二

者總體絕對力量差距將會逐渐缩

小，而且中國周邊國家形勢複雜，

各種矛盾累積效果，未來難料；尤

有進者，中國人愛好和平享樂的文

化，不夠強悍，久拖必成重大負面

因素，制印愈發困難。因此，消滅

印度侵華野心，愈早愈佳。 

(二)現在中國武力、戰略交通建

設等均優於印度。

(三)美日是否會參戰助印？個人

認為中美利益糾葛很多，朝核問題

是美日一個巨大顧忌；美國屢言自

己打北朝鮮，應該是想忽悠中國而

得漁翁之利；與中國翻臉對美不

利，而且傳統上美國不主動與大國

作戰，因此個人認為，美國參戰助

印的可能性極低。

(四)對印作戰主要應為陸地戰，

此為中國最有經驗，最有把握的；

這實在是一個難得的一點突破，以

解決各個戰略問題的機會。而且巴

基斯坦也正等待機會，此為印度最

大痛點，弱點，中國應發揮利用之--

--援巴抗印。

（五）  中國應以收回被印度侵佔

多年的藏南為目標，這也是消滅印

度以中國為敵的野心所必須；因為

如果與印度作戰的規模太小，則不

能達到消滅印度以中國為敵的野心

的目的；如果規模發展成為全面大

戰，則難免使美俄日漁翁得利，中

國全球戰略形勢或將受到挫敗。                                                                                                                                            

基於以上分析，個人以為中國應

堅決認清此真正難得的歷史性機

會，藉此截斷串在一起、捆綁中國

的戰略繩索，打破今日所面對的困

局；如此，必然震懾了日本，扭轉

了東亞諸國的觀望投機；以後的路

子較平坦了，中國夢就必然能獲得

實現。

藉著慶祝中共建軍 90周年的日

子，習近平主席7月卅日在內蒙朱

日和訓練基地展開規模宏大的沙

場閱兵，不僅檢閱了五年來整頓

軍隊紀律，組織和建設的成果，

更非常清晰的向世人展現了與江

澤民和胡錦濤時期對世界情勢不

同的評估：天下並不太平，和平

需要保衛。 今天，中國比歷史上

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

都更需要一支能打勝仗的軍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歷代領導

人都強調和平發展的道路，也都

展現對中國偉大復興的信心，然

而 多 年 來 由 於 對 走 什 麼 樣 的 道

路？發展是為誰服務？ 這些根本

的問題，產生混淆，因此雖然物

質建設有飛躍的發展，然而社會

上倫理淪喪，貪腐盛行，貧富兩

極化加速。 不合理的現象舉目皆

是：軍旅女歌手濃妝豔抹，披戴

昂貴首飾，穿著西方禮服高唱紅

歌，或鄉土民謠；裸官遍地，將

貪腐贓款配偶子女送往國外，以

行動表達對國家的背叛和對信仰

的拋棄，等等。 這時的中國猶如

根基正在腐蝕的大廈，面臨著無

聲的嚴重危機。   而且由於外交軍

事上對如何應對外來挑戰缺乏明

確性，外界的挑戰非常嚴峻。 

習近平的最大貢獻就是看到了

信仰危機，努力重樹信念，嚴懲

貪腐，破除浮華，回歸本質。 這

次沙場閱兵就充分展現了軍隊"從

沙場走向戰場"的新面貌。

今天的中國與2150年前的漢朝

有驚人的相似處：毛，江青，江

澤民，胡錦濤就如當時的高祖，

呂后，文帝，景帝；也面臨類似

的外部威脅和機遇。 是漢武帝改

變了歷史，建立了歷史上農耕民

族最強大的騎兵，主動出擊保護

了絲綢之路的安全，促進了歐亞

大陸不同民族間的和平貿易和發

展，更給漢民族永恆的定義。 習

近平從來沒有自比為漢武帝，但

是他跟漢武帝一樣承襲了歷史的

機遇，希望他也能像漢武一樣成

就不朽的功業。 過去五年他在內

政，外交和軍事的許多建樹給人

民許多信心和希望。  

從漢朝以後，中華民族，受傳

統文化的影響，是一個愛好和平

不尚對外擴充的民族，今天中國

政府也一再宣示和平發展的理念

和決心。 然而，縱觀中外歷史，

國家興亡，朝代更迭幾乎沒有不

經過戰爭手段的。 以美國為例，

美國的開國先賢和美國的憲法都

展現了理性，人性和追求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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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然而，美國的崛起也是經

過 一 系 列 的 大 規 模 戰 爭 後 建 立

的，如1898年的對西班牙戰爭，

1917-18年的參加一次大戰，1941-

45年的二戰等等。 二戰後美國以

壓倒的軍事外交經濟優勢，也沒

能避免介入多次戰爭，但是長期

確保了美國的領導地位，也阻止

了全面性的世界大戰的發生。  

和平發展是大多數人的希望，

然而，有時有限度的戰爭是避免

更大規模戰爭的必要手段。 中國

的"一帶一路"的發展共榮政策是大

多數國家所歡迎的，但是也必定

有一些國家並不樂意見到而希望

破壞阻撓的，這就需要強大的軍

事力量保駕護航。 

在今後的幾年，發生戰爭的最

可能地區就是印度和台灣。 只要

台獨團體不要做愚蠢的挑釁，大

陸不會輕啟戰端，然而如果不幸

發生戰爭，中國面臨國際反彈的

可能性卻是最小的，因為大多數

國家會認同這是中國內戰的延續

是中國的家務事。 

中印間的衝突是自 1962年以來

中國一直希望避免的，然而，如

果印度不放棄投機心理，迅速撤

軍，則自6月18日以來的印軍入侵

洞朗事件將極大可能會引發中印

間的戰爭，問題是何時打？ 規模

多大？ 這是否會成為習近平的立

威之戰？  

這 次 印 度 的 行 為 是 處 心 積 慮

的，它在中國歡迎印度加入上合

國家組織僅僅 19天之後發生，這

顯然是出乎中國的意料之外，也

代表了中國外交決策部門的嚴重

失誤，必將改變中國對莫迪政權

的幻想，使得中印矛盾變成不可

調和的矛盾。 如果必須打，則遲

打不如早打，而最可能的時間就

是在十月大雪封山之前，這也可

限制戰爭的長度和規模。  

為何早打為佳？ 因為印度之所

以膽大妄為，就是希望利用美中

間的結構性矛盾，聨合美日牽制

中國。 然而，現今美俄關係緊

張，美國在東歐和中東都不能抽

身，而朝核問題又迫在眉睫，美

軍必須避免四處為敵。 如今，川

普在國內面臨重重困難，亟需在

國際問題上有所建樹，來提升他

的支持率。   朝核問題是美國人民

最關切的問題，所以穩定朝核危

機關係到川普總統任期的成敗，

而 解 決 朝 核 問 題 有 賴 美 中 的 合

作，在此期間川普不可能公開與

中國為敵。  

如果戰爭順利迅速擊垮印度，

則不僅邊界重歸穩定，也可以將

歷史遺留問題，包括藏南一併解

決。 當然中印關係會受到影響，

然而損失最大的是印度。   如果戰

事膠著，暴雪封山以後還可以透

過外交管道交涉，不比現在情勢

壞。 有人擔心印度會試圖封鎖印

度洋，我認為這個可能性很小，

因為印度的能力是值得懷疑的，

此外這意味著全面戰爭，也將侵

害了許多國家的根本經濟利益。 

當中國展現了軍威，則任何敵

對力量意圖威脅中國的和平發展

之路將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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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Wordman

Reflections on 'Korea' Problem and Searching for Solution
Mainstream and Organic Views

Dr. Wordman

中印邊界對峙已近2個月，面對

印軍遲遲不願退出中印邊界，解放

軍西部戰區已經成立了前線指揮

部，中印邊境部隊進入一級戰備狀

態，二線預備部隊也已集結完畢。

大陸媒體指出，中印一旦開打，解

放軍完全有能力全殲邊界地區的所

有印度軍隊。

印度近年投入重金發展了對華山

地作戰的山地軍，專門組建了10個

山 地 師 ， 人 數 就 已 達 15萬 人 。

2014年印度軍方又組建一支新的山

地打擊軍，增強印軍在中印邊界與

中國對抗的能力。印度也在中印邊

境部署其最先進的Su-30MKI戰機，

對中國形成局部的空中優勢。為適

應山地作戰而擴充其直升機部隊，

陸軍配備了3個武裝直升機中隊，

11個運輸直升機中隊，山地師的後

沒有武力立威 豈能和平崛起

◎廷英

中印之戰 高科技決勝負中印之戰 高科技決勝負中印之戰 高科技決勝負
勤作業多由這些直升機負責。同

時在中印邊境部署4個布拉莫斯巡

航導彈團，以加強遠程打擊的軍

事威懾能力，實力不可小覷。

中國大陸近年來一直強調打贏

一場「高科技局部戰爭」。現代

戰爭首要癱瘓敵方指管通情、網

路及制電磁權。駐守在喜瑪拉雅

山南麓群山峻嶺的印度軍隊，有

其先天性的弱點，雷達不容易發

揮作用，通訊和偵測也很容易被

遮蔽截斷。

根據最新公布的衛星圖像，中

國大陸已透過空天衛星偵察，詳

盡完整的標定印軍在中印邊境的

軍事部署。解放軍駐紮在青康藏

高原的火箭軍部隊也已經進入戰

略打擊位置，中國將充分利用其

高科技現代化武器的優勢，進行一

場「空天制陸」的破襲戰。火箭軍

的東風導彈、巡航導彈以及陸軍遠

程火箭炮兵的精確打擊，可以摧毀

部署在中印邊境600公里範圍內關鍵

的主戰軍事裝備，包括支援前線作

戰的空軍戰機、機場後勤保障設

施、油庫及彈藥庫、擔任火力支援

及運補的直升機群、炮兵及裝甲集

群。對印軍大型作戰裝備進行殲滅

戰，並摧毀支援高寒山地作戰鐵公

路交通運輸，截斷印軍的交通線。

同時解放軍可以火箭炮和重炮群

對前線印軍人員進行火力覆蓋式打

擊，輔以「察打一體」無人機對前

線印軍高強度的襲擾打擊。解放軍

已放話，完全有能力全殲邊界地區

所有的印度軍隊，要讓中印邊境成

為屠宰場。

主戰的軍事裝備與後勤的保障設

◎蔡翼

施一旦被摧毀，後勤補給將會導

致印軍山地打擊部隊的軍事活動

完全被癱瘓，印軍將被困在即將

來臨寒冷的高山上挨餓受凍。

中印邊界的衝突考驗著中國軍

隊打贏一場「現代化高科技局部

戰爭」的實力與決心。中國現在

擺出不惜一戰的態勢，相信印度

當局必然有所顧忌，可能會知難

而退。

（本文首刊於2017年8月5日中

國時報言論版，作者為台灣東亞

統合研究中心執行長）

嚴打印度侵略 開創戰略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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