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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Trump was an unusual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is campaign 
style was unusual, combative, rude, impromptu and rash in presentation. 
His tweets were also unusual but he was successful in getting millions 
of followers and creating a new political fad, now adopted and imitated 
by many politicians. He was not eloquent in speeches with his limited 
vocabulary, but he was persistent in his claims, attacks and promises 
even without backup data or being challenged by the media. His ability 
to occupy the media limelight by attacking media was another unusual 
political phenomenon never occurred before. He was able to cast almost 
all his opposing and negative media reports into one disposal - 'fake 
news'- amazingly, it worked.

Donald Trump surprised the media and the nation by winning the 
45th US Presidency. He surrounded him with new faces in cabinet and 
White House appointments leaning towards right wing, hawkish and 
supportive to his 'America First' political slogan. Not everyone adjusted 
well in his new Administration. Trump was not shy in blaming his 
subordinates for blunders or crises whether they were created by them or 
him. One thing has become clear is that Trump is determined to deliver 
his campaign promises as his way of proving his worth to the people 
who elected him. On the issues raised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such as immigration, military revamping, job creation, trade imbalance, 
infrastructure as well as general economy, he has been focused on 
fulfilling his promises in his term.

Taking the immigration, he was serious about building a wall along 
the US-Mexico border. He was also harsh in dealing with illegal 
immigrants demanding deportation even mercilessly causing separation 
of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He is pressuring Mexico to pay for the 
wall by saying "one way or the other Mexico will pay for the wall". 
Trump's immigration policy is stopping the illegal from consuming the 
US social welfare dollars and building a wall to stop inflow of illegal 
immigrants and drug smuggling into the U.S. draining the US economy 
- conceptually nothing wrong. President Trump's desire to expand the 
military was a core promise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However, 
his proposed $54B increase in military budget raised concerns on federal 
budget cuts on non-military spending. He encouraged updating US 
Navy and Air Force military power but demanded more frugal budgets 
on weapon development from military suppliers - a balance sheet 
approach. Under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U.S. sold more military 
gadgets than his predecessors enriching the military industry complex, 
good for winning more campaign donations and votes but little to do 

with long term national defense or world security.
President Trump had proposed gigantic tax cuts to induce American 

corporations to move their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back to home to create 
jobs, but no coherent policy is announced to make that happen. Trump's 
solution on job creation is also bottom line thinking. He hopes to induce 
corporations to bring headquarters and factories back to the U.S. simply by 
cutting taxes but not tackling the skill obsolescence problem - a fundamental 
education issue. He decided to initiate a trade war to reduce trade 
imbalances with US trading partners without a clear road map to hit 
homerun. Thus we see Harley Davison announcing moving part of its 
manufacturing to Europe citing the impact of 25% tariff on steel imports. 
Tesla, valuing potential China market for electric cars, is making plans to 
establish a huge manufacturing factory capable of making 500,000 electric 
cars per year in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Trump wants to levy tariff on 
imports, a simple balance sheet approach, to balance trade with no carefu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to the entire national and global economy.

Trump claims; "for too long, US lawmakers have invested in 
infrastructure inefficiently", ignoring critical needs, and resulting in 
deterioration.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fallen behind other countries. 
Trump wants to give Americans the working, modern infrastructure they 
deserve, but his plan of creating a $1.5 Trillion program for infrastructure 
repair and upgrade hinges on leveraging $200B federal dollars for five to 
on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 funding – simply a transfer of burden. The 
infrastructure burden has been shifting to the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for decades, however, most local governments on deficit budgets are unable 
to upgrade the infrastructure. So shifting the burden off the federal balance 
sheet is too simplistic a wish for solving the deteriorating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Without understanding what resources are needed, what 
magnitude of the budget is required, what priorities must be set up in a 
coordinated national plan executed in a timely fashion, can local 
governments fix the infrastructure problem – It seems impossible.

After the recovery from the housing-loan bubble in 2008, the U.S. 
general economy has slowly recovered and been stable with stock market 
showing a healthy pulse showing the second longest bull market cycle. 
However, all these can burst like a balloon again, if Trump's trade war 
would bring down the US GDP by half or one percent point like some 
economists warned. In the main stream media, the anti-Trump sentiment is 

running feverishly high, although Trump seems to be able to hold his core 
supporters together sustaining his approval rating. What troubles the public 
including his supporters is that he has not laid out a clear blue print to make 
America Great other than repeating his 'America First' campaign slogan and 
'money-driven agenda'.

The trillion dollar question is whether Trump has a strategy and a secret 
plan for governing the U.S. domestic issues and directing the foreign affairs. 
The media does not believe he does thus constantly bashing him in a bad light. 
But in all fairness, based on his track record in office for the past nineteen 
months, I will say that President Trump had been very active in taking actions 
and initiatives. Analyzing what he has done so far, I am willing to say that 
Trump does have a strategy. His strategy is a 'money-driven agenda' to bring 
money to the U.S. treasury. He wants others to pay for the US spending, 
demanding NATO and other US allies (Japan, South Korea, etc.) to increase 
their defense budget, selling more arms worldwide and squeezing defense 
contractors, all based on a businessman's simple balance sheet mentality with 
little security analysis. In Trump's business mind, a positive cash flow and 
bottom line on the balance sheet represents success. More money and better 
fiscal state means better can the U.S. manage her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concept. 

However, this kind of money-driven balance sheet approach to deal with 
the 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issues is very much like using an abacus to 
solve a complex economic problem which can hardly be characterized by a 
differential equation. We expect that the Trump 'money' strategy will run into 
more problems than providing solutions in the long run. Take the trade policy 
or tariff war alone, many analysts have questioned its wisdom; some call it a 
poker player's bluff that the U.S. can't afford the consequence. The U.S. cannot 
solve the trade issue by bluffing. God has dealt the U.S. very rich resources. 
The heart of US economic problem is productivity, work ethics, and effective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ies. The trade imbalance was a 
result of trades made between willing partners. Trump's tariff threat may get 
trading partners to negotiate faster, bu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must have a 
deal in mind with every trade partner and must be prepared with a viable 
alternative if a deal goes sour. 

Trump's deal with EU President Jean-Claude Juncker made on 7-25-2018 is 
a reasonable tactic to calm US soybean farmers' protest. But asking China to 
give up her 'made in China 2025 plan' and deny her market value to attract 
capital and technology investment seems to be a no deal and unfair proposal. 
Based on the tariffs already enacted by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total 
impact by escalated retaliation), the consequence may be a reduction of long-
run US GDP by 0.06% (0.47%), wages 0.04% (0.33%) and full-time jobs 
48,585 (364,786). (Erica York and Kyle Pomerleau, Track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U.S. Tariffs and Retaliation Actions, Tax Foundation 6-22-2018 
updated 7-20-2018) A Wharton Budget Model even predicted a reduction of 
GDP 0.9% and wages 1.1% by 2027. Trump must realize a 'money-driven' 
strategy is not adequate, more in-depth analysis with fair assumptions must be 
made to support a govern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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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尚慧

美中及兩岸關係都面臨從量變到
質變的轉型期，今後一年將是充滿
挑戰的不確定時刻。 在蔡英文完成
了她的過境美國之旅後，八月廿四
日國民黨立委群及藍營學者代表團
訪問洛杉磯，也參加了由全美台灣
同鄉聯誼會與南加大美中學院合作
舉辦的「美台中關係的不確定時
刻」研討會。 會中美台學者及與觀
眾互動中給人留下一個明確的印
象：儘管美台有一些力量試圖利用
臺灣做為圍堵中國崛起的棋子，但
是這並不符合台灣和美國的根本利
益。 

會 議 由 南 加 大 的  Dube 博 士 主
持，討論會分兩段，第一段的三位
學者依序是專門研究美國東亞外交
政策的南加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  
Tom Holliha 教授，講題是「混亂與
無序：川普時代的外交政策」；其
次是馬英九政府時代的總統府發言
人，現為倫敦大學「台灣研究中
心」研究員的陳以信博士，講題是
「兩岸連結的最後一環」；第三位
是南加大政治系的 Stanley Rosen 教
授，講題是「中國對台的軟實力努
力」。 

Holliha 認為台灣面臨的危險，在
於與川普政府走得太近，因為川普
沒有一個清晰邏輯的中國政策，而
且川普不是一個可靠值得信賴的朋
友，台灣應該看到川普如今是如何
對待其長期盟友、加拿大和德國。 
今天美國兩黨都想利用台灣來制衡
中國，因此蔡英文過境美國時，行
動範圍，參訪對象和禮遇方面都有
突破，這必將帶來中方的強烈反
彈。  台灣願意成為美中之爭中的
「砝碼」嗎？ 這真是一個非常危險
的時刻！ 

陳以信指出中華民國的對外空間
將呈現骨牌效應加速消失，他認為
這是北京的推力結合民進黨的拉力
所造成的。 民進黨政府認為中華民
國體制的結束，可以是新的台灣國
體制的開始。 北京持續打壓台灣的
外交空間其實不在於贏得台灣人民
心所向，而是用威脅方式贏得台
灣。  陳以信認為美國需對東亞地
區、兩岸海峽、南海地區等地有通
盤的外交政策與策略解決，認真思
考是否準備在未來與中國發生戰
爭，否則就應該有效促成兩岸建設
性對話，讓目前僵硬的情況有所改
善。 目前美國的信用度、政策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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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對於安全保障與承諾都是
問號，美方還未對維持區域和平做
出任何嘗試與努力，這也是造成區
域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Rosen 認為兩岸在文化交流上也
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中國大
陸的軟實力似乎「顛倒了」，任何
交流都必須以「一個中國」為前
提，這是兩岸進行其他一切交流的
前提。 台灣的文化產品如電影，歌
曲等對大陸人民都有很大的吸引
力，然而真正對台灣人民有吸引力
的，是大陸的經濟因素而非文化因
素。 有趣的是民意調查顯示，在馬
英九執政時期，越來越多的台灣人
認為兩岸交流「太快」，但到了蔡
英文時期，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兩岸
交流「太慢」。  在馬英九任職的
2008至2016年期間，台灣人民的身
分認同調查顯示，認為自己是台灣
人的數量在持續增長， 而認為自己
是中國人又是台灣人的數量在下
降。 但在蔡英文2016年執政後，越
來越少的人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越
來越多的人認為自己既是中國人又
是台灣人。 

在答問期間，梅強英指出最新民
調顯示，台灣有將近半數的百姓願
在一中的前提下，雙方政府可進行
談判。 㺯國許多所謂中國問題專家
在談論兩岸論述時都從未提及這個
台灣民意的走向。 如果㺯國的中國
問題專家忽略這個台灣民意的走
向，他們在分析兩岸問題的論述豈
不會有落差？ Rosen同意。 

佟秉宇問各位專家對現在中國大
陸提出的解決方案’和平統一，一
國兩制’ 的看法如何？ 這是否是
一個對中國大陸、台灣、和美國三
方都是贏家的一個解決方案呢？  
Rosen 認為現在大陸已經不在強調
一國兩制了。 而陳以信回答時說他
不同意一國兩制，並提到香港所行
的一國兩制並不理想。 陳先生並未
提出任何其它解決方案。 佟認為台
灣 從 1945二 戰 勝 利 後 就 已 歸 還 中
國，不同於香港，而是由中國的另
一個政府在治理，將來實行為台灣
量身定制的這一不同於大陸的制度
時，改變不需太多，再加上大陸可
汲取香港的經驗， 必定可以為台灣
打造一個合理又切合當地情況的制
度出來。 

第二段的首位講員是代表以外籍

簡介中國科技史簡介中國科技史簡介中國科技史
特朗普說中國人竊取美國的智識

產權，朋斯說中國人沒有創新能
力。他們似乎影射中國今天的進步
是靠偷盗专利，中國人缺乏智慧基
因，現讓史實說話：

《周髀算經》約寫於公元前4世
紀，內已有分數計算、方根求法、
等差級數等，那時用叫算子的小棍
子放在格中表達數目，紅算子是正
數而黑算子負數，西方在1500年後
才有負數。從此書看出中國數學重
計算，不同於希臘的幾何學，西方
近代的科技突飛猛進，不能说西方
走的路是科技發展的唯一途徑，中
國有光榮的科技史，後來的落後來
自明清政治不宜科技發展，誰說中
國不能從計算數學另闢科技蹊徑？

《後漢書》記載了張衡的“候風
地動儀”，138年張衡據此儀器成功
测出500公里外的大地震。先進的煉
鐵術有益中國科技。煉鐵時要高溫
不變，西方的風箱要先吸氣再吹
風，高溫不連續。中國的風箱兩邊
都有小門，一個把手可推前或拉
後，兩動作都會使一門閉而另一門
開，吸氣吹風不間斷使高温不變。
西元前四世紀老子的《道德經》中
提到的橐龠就是風箱。

用鐵可製大鐵鍋，四川採鹽時抽
出鹽水倒入鐵鍋，燒乾取鹽。用竹
繩繫上重鐵鑽子，吊起砸下鑽洞，
同時抽出的沼氣或煤氣可以煮鹽。
此法始於漢初，武帝收製鹽和冶鐵
為國有。今天世界的鑽井取油取鹽
都溯自漢。1828年，歐洲從傳教士 
Laurent Imbert 聽到其詳情而模仿。

東周中國就有鐵犁，西漢已有四
種不同的犁了。可能荷蘭水手在台
灣看到中國人用犁耕作，便在17世
紀帶了中國鐵犁到歐洲。用犁可以
減少人工、牛馬和牧地，用犁對歐
洲是農業革命。

中國船從西元二世紀就有了“水
密艙”，用隔艙板把底艙分成互不
相通的區格，即使有艙區破損進
水，仍能繼續航行。科學家法蘭克
林在18世紀末說, 英法 間的郵船應
學中國建水密艙。

西元六世紀前歐洲馬拉車，用帶
子掛在馬脖上，帶子越拉越緊使馬
難呼吸。騎時抓牢馬鞍上的釦子或
用馬鞍上垂下的繩扣來踏腳均不
好。中國人用的馬項圈橫放在馬
胸，不會勒住馬脖子。馬鐙發明
後，上馬先腳踏馬鐙，一躍而上。
少數民族柔然在西元6世纪遷徙到歐
洲，带去的馬項圈和馬鐙馬上風行
歐洲。漢發明的紙先將纖維與水混
合，水分流走後將剩餘平鋪在板
上，壓平乾燥成纸。七世紀阿拉伯
人向牢裏的中國兵學了造紙，為避
免 兢 争 他 們 守 密 了 500年 。 公 元
418年東晉將軍王鎮惡發明裝有輪子
的船，踩動輪子使船前進，政府多
次用車船消滅叛亂。19世紀英國發
動鴉片戰爭，英軍在中國看到人們
用車船打仗，還以為中國人這麼快
仿造了英國車船，不知中國已有車
船一千四百年了。

隋代開始了科舉考試，英國在
17世紀仿中國而有公務員考試。

據記載唐時玄莊用雕版印了普賢
菩薩像，敦煌發现了868年印的《金
剛經》。十四世紀初當蒙軍打到德
國邊界時雕板印刷品突然出現於歐
洲。宋朝是中國科技的高峰：（1）
畢昇在1045年發明活字印刷術，此
偉大發明在中國従未流行，因為需
要的字模太多，效率有時不如直接
雕板印刷。 西方人說1448年德人谷
騰堡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他可能
從阿拉伯人帶去的書得到了靈感。
（2）硬幣攜帶不便，北宋真宗時，
一些四川富商聯合印發了某種紙張
“交 子 ”， 人 們 可 用 交 子 購 物 。
1023 年宋朝庭收此企業為國有後統
一發行交子，是世界最早的鈔票。 
（3）漢代用磁性勺子觀風水，10世
紀宋改進成羅盤，盤上詳細刻有方
向，上有勺子，柄指南方，羅盤上
顯示所指的南方與真正的南方差
7.5度，那時中國人就知道磁針不指
向真南方，歐洲一個世紀後才知
道。1117年的書上說，任何海船都
應備羅盤。 （4）水閘也是中國的
偉大發明，大運河是分段建造，水
位高低不同，船要從一段到另一段
很困難，北宋喬維岳在兩段間建了
水閘，可增減水閘中的水位，使船
從一段入閘後再出閘到另一段。大
概荷蘭在400年後仿造，建了歐洲第
一座水閘。 （5）人們以為中國人
只會用火藥做鞭炮煙火，其實今日
的火箭和槍砲都源於宋。唐代發明
的火藥宋用之先製噴火後製爆炸武
器 。 譬 如 “猛 火 油 櫃 ”就 是 一 種
“火焰噴射器”，書上說它是軍隊
的基本配備。人們又試做炸彈，將
火藥和瓷碎片放在鐵殼內，點燃引
信扔向敵軍如今日的手榴彈。有人
又將炮彈放入鐵管內，推炮彈經管
射向遠處，大概在13世紀中國人製
造了現代式的大砲。不到50年，歐
洲突然也會造大砲，沒有經過中國
那樣步步改進的過程。一個1450年
的德國木雕，刻的像是一個中國
炮。 （6）世界最早的法醫著作是
南宋提刑官宋慈12世紀所著的《洗
冤集錄》，比歐洲最早的法醫著作 
(意 大 利 Fortunato Fedele 作 ) 早 350
年。書中嚴格規定官員應走何種程
序驗屍，如何保護現場和復檢，如
何判定是病死、他殺和自殺等。

如果人們要解高次方程式，需計
算近似值，為此需用“二項性係
數”簡化計算，巴斯卡在17世纪畫
出三角形圖表供人查此係數，但同
樣的三角形在中國1303年的書上就
有，作者將功勞歸給11世紀的北宋
數學家賈憲，可謂“賈憲三角”。

元代郭守敬是中國帝制時最後的
大科學家，他一生專心科學，未受
政治干擾。與同學王恂他編了極正
確的《授時歷》，忽必烈並命郭主
持天文台。蒙軍西征時田園水利遭
戰爭破壞，郭重修許多水閘、水

配偶為主的新移民選出的立法委
員林立蟬，她指出台灣人對外配
不友善，民進黨更是歧視陸配。 
第二位講員是蘭德公司的資深國
防 分 析 師 Derek Grossman, 講 題 是
「北京的威脋有多嚴重？ 」。 第
三位講員是政大國際事務學院副
院長黃奎博教授，講題是「來自
美國的愛：台灣應如何瞭解美國
的支持？ 」。 

做為一個長期替美國情報界和
國安單位工作的 Derek ，他列出了
大陸在包括南海，東海，台灣的
一系列軍事活動，中國製造 2015 
，一帶一路規劃，及「兩個一百
年」的奮鬥目標。 以此做為依據
重複近來美國所渲染的中國威脋
論並強調美台的所謂共同信念。 

黃教授指出台灣和美國有類似
但是並非相同的信念。 並以敘利
亞的庫爾德民兵組織，人民保衛
部隊（YPG），被美國利用後又沒
有獲得美方對「庫爾德獨立」的
支持為例子，強調台灣不希望成
為KPG 第二，做美國的籌碼。 他
強 調 台 灣 須 要 避 免 全 面 倒 向 美
國，而要尋找一個有利於台灣安
定發展的定位。 

在之後的與觀眾交流時段中，
我首先表明做為一個來自台灣的
美國公民，台灣人民的利益是我
最大的關注，我認同黃教授的觀
點，但是質疑 Derek 的一些論述。 
自從40年前美中建交後，美國就
承認一個中國而臺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Derek所提出的一長列的威
脋，  對於一個普通美國公民的
我，覺得這難道不是一個主權國
家的應有權力嗎？ 它又如何威脋
到 我 們 國 家 的 根 本 利 益 呢 ？  
Derek顯然感到一些意外，他同意
這是一個主權國家的應有權力，
但是他認為中國企圖壓縮美國在
東亞的傳統勢力範圍， 因此威脋
到美國的利益。 

這次的交流加深了我從今年四
月訪問兩岸的感受：台灣大多數
人包括許多綠營的支持者都不希
望成為美國的棋子，美國的不少
學者也反對把台灣當成為棋子，
因為這是一步險棋！ 台灣的現狀
是不能維持的，台灣最好的出路
是回歸九二共識，擴大交流，爭
取和平環境，有序的走向真正的
尚待定義的「一中」！

Does Trump have a Strategy to Run the U.S.? Yes, But…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筆者預測中
美貿易戰頂多在一年半載內會草草
收場，和平落幕。首先聲明，本人
對經濟學是一個十足門外漢，既不
懂什麼微觀更不懂什麼宏觀，今天
在此的預測完全是憑自巳的"土法煉
鋼"作分析，有點班門弄斧，如果閣
下從文章內容中嗅不出什麼高深學
問，那就對了。

我這篇預測文章的關鍵詞是"一年
半載"，爲什麼?請看說明:

在十八個月後，美國將進入下屆
總統選舉的衝刺期，股市好壞，攸
關川普連任，如果貿易戰到那時還
没有結束，股市絕不可能維持目前
的榮景 川普總統在政壇已是四面楚;
歌，在民間也不受歡迎，維持經濟
繁榮是他連任總統唯一的救命稻草
。

貿易戰猶如一種嚴重疾病，六個
月內爲初期，十二個月內爲二期，
十八個月為三期 一期病情是略感不;
適，二期病情是頭昏眼花，三期病
情是跌跌撞撞，如果曠日持久再拖
下去不就醫，必死無疑。

中美貿易戰對美國農業帶來的災
害己經顯現(略感不適);製造業隨著

  ◎張文基

臺灣聲音：不做美國抗中棋子
參加 「美台中關係的不確定時刻」研討會有感

進口成本增加，必須提高售價，加
上外國關稅反擊，營收額必然慘兮
兮，(頭昏眼花);如果由於貿易戰而
使進出口生意額驟然下降幾千億，
傷害到的是空港陸運輸廣大的從業
人員(跌跌撞撞);貿易戰越打到後來
，雙方的出手一定越重，美國高科
技產業必然受到衝擊；蘋果，微軟
，波音這些金母雞一定會成爲被對
手追殺的對象 (必死無疑)；到了那
個時候，股市還能維持目前的榮景
嗎?卡格爾漫畫報有一幅漫畫描繪中
美貿易戰前景，並有以下嚇人的標
題：「路的盡頭是失業，虧損，稅
收減少，便宜品缺貨」，與筆者對
貿易戰的描述十分相似。

中美貿易戰如果持續到那時候，
受傷的當然不止美國一方，中國同
樣會受到傷害，也許會更慘一些。
如何推算雙方受傷的程度呢？我們
就讓股市來作爲裁判員吧。筆者保
守估計，如果中美貿易戰一年半之
內 不 休 兵 ， 中 國 股 市 可 能 會 跌
35%，美國股市可能會跌20%。美國
股市今天的總市值約 40萬億美元，
中國股市今天的總市值約48萬億人
民幣(7.1萬億美元)，由此推算，美

國股市總值將蒸發8萬億美元，而
中國只蒸發2.5萬億美元，（美國
表面上傷輕，實際傷得更重）；
再說，兩個鬥毆的巨人都躺在地
上呻吟，問他們誰勝誰負還有意
義嗎?

股票市場的漲跌反應社會大眾
心情，中國股民在前証監會主管
尚福林(上幅零)多年操練下，早己
習慣如何"匐伏前進"；美國股民就
比較刁蠻，誰讓他們血本無歸他
們就不投誰的票，歷屆大選無一
例外，川普當然比任何人都警覺
到這個必然，絕不會讓這種情況
發生，這也是筆者斷定他必須提
前鳴金收兵的原因。

言必稱川普總統的美國貿易代
表庫德洛，看到目前的股市榮景
，有些得意忘形，認為貿易戰是
美國再次強大的利器；此人乃一
個江湖術士，被提拔成高官，眼
光能力都有所不及，更糟的是此
人口無遮攔，引來不少爭議，如
果貿易爭端沒能即時解決，川普
總統將此人炒魷魚作爲祭旗，大
家也不要有丁㸃兒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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