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title subject may raise issues with some human rights groups since 
sissy is defined in the dictionary as an effeminate man or boy or as a timid, 
weak, or cowardly person. When men dressed like women or acted like girls 
in today's society are more likely gay people and they deserve respect as 
individuals with their preference of behavior or appearance in dressing or 
manners. Today feminists also demand their respect as females not inferior to 
males in any way, the association of timid, weak, or cowardly manner with 
females are definitely not acceptable. So obviously the term sissy is an 
outdated vocabulary or is a politically incorrect word. Then why is sissy used 
in the subject title? The reason is twofold: Firstly, the newly coined terms 
such as "little fresh meat"(小鮮肉）or "mother minted baby" (娘㚿子) are 
not yet widely known and perhaps more offensive than the traditional sissy 
term to the social scientists. Secondly,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article is to 
discuss a cultural change which is fermented and nourished by media. 
Although LGBT may exist even prevalent in the media circle or society, the 
author's focus is on a cultural phenomenon impacting broadly on societal and 
national level. This phenomenon is particularly visible in the Asian countries 
today in sharp contrast to ancient times. Therefore, the author coined 'sissy 
culture' as a special phrase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Sissy Culture is a culture that has changed the societal value system about 
fellow humans. Sissy culture suppresses mascu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flourishes feminine characteristics in human, particularly on standards of 
physical beauty (body, makeup and clothing), personality (expressions of 
feelings) and mannerism (speaking and body language). This sissy culture can 
be observed through TV media in Asian countries,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Thailand and China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Taiwan although 
they were far ahead of that in Mainland China) not only in societies but more 
acutely in entertaining and social media circles which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young people or society. The famous media personalities, movie stars, 
and popular singers are the most visible representatives of this 'Sissy Culture', 
the more sissy they are the more popular they seem to be, hence more 

influential in forming a sissy culture shaping the society. Is anything wrong 
with this phenomenon? That depends on where you stand? As Americans and 
Hollywood led media industry, generating the sissy culture in Asia is great, it 
weakens masculine characteristics in Asian societies, enriches American 
beauty, cosmetics, fashion and media industries and creates a strong 
American power image (simply because of that Hollywood creates the 
opposite of sissy image for American heroes (terminator, transformer, die 
hard, spider man, and the like). However, if you would take an Asian stand, 
the story would be very different. Have you seen any of top-ranking Asian 
movies lately? Most likely it is a product of sissy culture.  

There is no proof that the sissy culture is a strategic plot to weaken Asian 
societies. However, one can trace some historic facts to support such a 
hypothesis. During WW II, the Imperial Japanese army was brutal and cruel, 
it made devastating impact on all nations it invaded including the U.S. when 
she engaged in WW II. After the war, the U.S. was the occupier of Japan in 
control of Japan's recovery. In that process, the U.S. invested in Japanese 
media industry and controlled its development. With CIA's design or not, a 
Japanese American, Johnny Hiromu Kitagawa (10/23/1931 to 7/9/2019 born 
in Los Angeles), founded Johnny & Associates and became a powerful 
businessman in Japan. He dominated Japanese music industry (creating 
bands with good looking fair faced young boys and making them into 
popular stars) for forty years and he also extended to theater and TV 
businesses. TV was the tool or medium to change Japan's traditionally male-
dominated society from worshipping warriors (samurai) to a sissy culture. 
This process was so successful and profitable for media and cosmetics 
industries, etc., it was replicated by media industry in South Korea where the 

Sissy Culture was further flourished as seen in Korean movies and TV 
shows which became popular not only in S. Korea but also propagating 
throughout Asia, like Taiwa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inland 
China. The trend is similar, young pretty face actors and actresses 
dominate the media, huge amount of capitals was invested in creating 
these idols who can plow back huge profits for the media industry. To 
say the least, it is an unhealthy process creating huge wealth gap in the 
society making youth madly worshiping the sissy characters. 

With the advancement in Internet technology in China, the sissy 
culture also dominated e-Commerce. TV and movie celebrities became 
marketing spokespersons promoting products making very handsome 
commissions, from cosmetics to daily household goods and from cars  
to home sales. Under the free market principle, there is nothing wrong 
with media celebrities participating in marketing and sales activities 
except that eventually it dawned on the social scientists that the sissy 
culture was the primary and evil drive changing the entire society. The 
children and students talk and act like the sissy celebrities and the 
media was flooded with sissy actors and actresses. It may not be a 
problem, if the young people talked differently from the adults but it 
became a serious problem if the entire young generation would think 
like the sissy celebrities and want to be just like them, changing 
physical appearance by cosmetic surgery, making fortunes by 
appearance and talking and acting in sissy manner as if the entire world 
can function by 'appearance' only. Recently, China has begun to 
implement some regulations and laws to guide the media industries. It 
certainly would impact free markets and personal freedom to some 
degree but if it was designed to impact the society for the better. It is 
perhaps worthy of experimenting. A healthy society should consist of 
lots of professionals living a life of their own not in the shadow of a 
dominating sissy culture. Anyone should have a right to worship any 
idol, but idols forming a culture dominating a society, especially the 
entire young generation, is not a healthy social phenomenon, especially 
that phenomenon contains greed and corruption.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reading some social scientists' reports in the near future.
Ifay Chang. Ph.D., Inventor, Author, TV Game Show Host and 
Columnist (www.us-chinaforum.org) as well as serving as 
Trustee, Somers Central Schoo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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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日前在外交部主辦的「凱達
格蘭論壇 亞太安全對話」，提出中-2021
國大陸是我們的「 」，翻譯NEIGHBOR
成中文應該是〈鄰居〉，這樣好像也沒
什麼太大的問題。但蔡的中文版卻是
「鄰國」，到現在也看不到蔡進一步說
明？不過，個人覺得，這個論壇，只是
台灣當局自己爽辦的論壇，起不了什麼
太大的波瀾。連中共國台辦也不想當一
回事來回應。但是也看出台灣民進黨當
局是吃了秤砣鐵了心，隨時隨地好像不
忘往台獨的悲願前進。其實我們看到的
是，民進黨當局藉由台獨的訴求，一次
又一次掀起台灣民眾資訊不對等的反中
民粹。它的最終目的，就是想在台灣永
遠能夠利用民粹操弄選舉，詐騙到政
權，獲得龐大的政治利益。然後再通吃
台灣精英企業創造的各種稅收和利益，
再做為民進黨集團及其大小跟班的所得
分配來源。這種好事，只要搞搞台獨行
銷，強化反中的民粹基礎，就能通吃台
灣政經利益 ，這種好買賣為什麼不做？ 
這就是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蔡上台以後，配合美國川普大總統的
反中策略，也贏得再一次的連任大選。
因此大量採購美國軍火成為了必然的結
果。不少人說會排擠國家預算，也很多
人說買美國人過時的軍火有什麼用？然
而這些論點都是書生之見，太不務實。
蔡及民進黨要的是，希望能因為採購大
量軍火，而讓美國能把台灣綁在一起。
因此不僅僅是付保護費，也有一廂情願
的期望值。然而背後的圖謀，只是加強
反中抗中的底氣，目的也在凝聚這股反
中抗中的民粹。

然而， 像加碼採購直升機之類的軍 
火，真的對台灣的國防和提升兩岸的軍
事對比有幫助嗎？

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 
I P R I  2019）估計， 年中共國防預算實
際支出應達 億美元、美國國防部估2400
計起碼超過 億美元、中共官方公布2000
的國防支出是 億美元 中共的國防1835 .
支出，現在是僅次於美國的 億美7000
元 為世界第二位 中共的海陸空軍，客. .
觀來評估，基本上已具備可以抗衡美軍
的總體實力.

目前，我們的國防部公布〈 年中110
共軍力報告書〉中坦承：共軍已全盤掌
握台灣軍事動態 通資電作戰也初具癱.
瘓台灣防空、制海及反制作戰體系的能
力。此外，火箭軍飛彈射程涵蓋台灣全
島。國防部這樣明確的報告，的確讓不
少人難以接受，特別是民進黨人！

美國陸軍在我們國防部公布中共軍
力報告書之前半個月，也發佈一份研究
報告，稱「中國是美國一個近乎匹敵的
競爭對手」。中共火箭軍是世界上規模
最大 、技術最先進、能力最強的部隊 
之一。配備的彈道飛彈的精確度和射程
都得到提升。

總而言之，我們國防部的報告和美
國陸軍的研究報告，結論幾乎是一致
的。明白的說，兩岸軍事力量強弱已立
竿見影。台灣民進黨當局再怎麼大內
宣，也無法改變國防力量已不足以制衡
中共軍事威脅的事實。換句話說，台灣
只有避戰，才能讓台灣這塊土地和人
民，免於兵凶之災難。

   日前，台灣所謂「促進轉型正義委
員會」，公布中正紀念堂轉型方案，將
中正紀念堂蔣中正銅像移除，並改名為
〈反省權威歷史公園〉。 很顯然的， 

◎謝正㆒

我們再來談談數字人民幣的跨境使
用，在這之前有兩個觀點必須花點時間
討論：數字貨幣的類別以及數字貨幣發
展的歷程。

數字貨幣的類別包括央行數字貨幣
（ ）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
以 及 加 密 貨 幣 或 稱 之 為 虛 擬 貨 幣
（ ）。央行數字貨幣的典Cryptocurrency
型代表，同時也是發展最超前的就是數
字人民幣。

據國際清算銀行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IS) 2021 2 22  年 月 日對全球
CBDC 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顯示，截止
2020 60年底在受訪的 多家央行裏，有超
過 正在從事 的研究、試驗與80%  CBDC 
開發，至少 家央行已發佈數字貨幣工36
作的進展，其中 國家央行已上線10%  
CBDC 試點項目。目前，包括巴哈馬、
烏拉圭、厄瓜多爾、委內瑞拉、泰國、
柬埔寨等國已發行 。相比而言， CBDC
歐洲、美國等國 的研發仍在研發 CBDC 
實驗階段。

央行數字貨幣受發行國家的信譽擔
保，是為法定貨幣（Fiat Currency）。

再來談談另一種數字貨幣 加密貨 - 
幣，其中以比特幣 最為人們所熟Bitcoin 
知，其它較知名的有 Ethereum, Tether, 
Dogecoin等。截止目前這類貨幣世界上
已有上萬種。

加密貨幣產生的背景與 年由美元2008
引起的金融危機有脫不開的關係。人們
希望有一種不受美元貶值的貨幣可用。
就在這一年比特幣便由一化名為 中本 
聰 的人或一組人所 (Satoshi Nakamoto) 
創。他公佈了一個計算機軟件程序，用
此軟件程序完成一定的計算，即可獲得
一 枚 比 特 幣 ， 這 個 過 程 稱 之 為 挖 礦 
(Mining)。比特幣數量的上限是兩千一
百萬枚，因為有此上限挖礦的難度會逐
漸增加，但這也使得比特幣的市價上升
較快。此類挖礦活動在新疆、青海、內
蒙古、四川、雲南極多，截止 年初2018
80% 2021的挖礦活動在中國。在 年五月
中國全面禁止所有有關加密貨幣的活動
後，比特幣的市值大幅滑落，但不久後
卻又回漲不少，因為去除中國的挖礦活

動後其它國家的挖礦者將會較容易地
挖掘出比特幣，因此激起了更多人挖
礦的興趣，推高了它的市值。市值波
動起伏大是比特幣的一大特點，最近
它 的 價 格 從 年 月 日 的 高 點2 0 2 1 9 6  
$52,712  9在不到兩天的時間裏跌到 月
8  $45,342, 14%日的低點 跌幅 。特斯拉
的總裁馬斯克也曾經用他的煽動力炒
作過比特幣，賺了一大筆錢。

比特幣真的能被用做國家貨幣？中
美洲一個沒有自己國家貨幣的小國薩
爾瓦多由 年 月 日起開始用比特2021 9 7
幣作為國家的正式貨幣來替代原本使
用的美元。用比特幣為國家貨幣的構
思基於兩點：一 利於在國外打工的薩. 
爾瓦多人將工錢匯回給家人時手續費
較低 透過 匯美元手續費大約是 ( SWIFT 
6%）; . 二 避開受美國制裁的風險。但
是啟用的當天就遭遇到很多麻煩。除
了前段所述的價格波動外，政府及企
業的金融會計系統完全沒有準備好兩
種幣值平行使用期間的種種必要措
施。另外，當地很多人抗議使用加密
貨幣，認為它可以用來洗錢、資助恐
怖組織、及逃稅。

由此種種觀察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
論，即比特幣和其它加密貨幣不具備
貨幣功能，它們實際上只是數字資
產，而非數字貨幣，長遠來看勢必為
多數國家所拒絕或禁用。在可預見的
未來在國際上通用的數字貨幣只能是
央行數字貨幣。

現在各國的央行數字貨幣發展進度
不一，作者認為跨境支付可能先做到
兩國之間的相互數字貨幣支付，由於
數字人民幣的發展較為超前，同時中
國的經濟貿易體量又比較龐大，支付
的幣種從邏輯上來說應該是數字人民
幣。與中國已建立金融合作的國家僅
在 年就增加了伊朗（ 月 日）與2021 3 27
印尼（ 月 日）兩個國家，這將加速9 6
未來新的跨境數字人民幣支付通道。

然而推進新的國際貨幣支付體系的
建立，其過程必需考慮如何將不同型
態不同階段的央行數字貨幣加以融
合，這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也許
需要十年以上的時間。但在這期間數
字人民幣的雙向國際支付通道也會不
斷的增加，在未來國際數字支付系統
的建立上必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話語
權。

國際間數字貨幣的支付體系的建立
可以有效地避開使用目前受到美國控
制的 系統，同時大大提高國際 SWIFT 
支付的效率及減低支付的成本。美國
頻繁的透過這個系統以及美元的霸權
來實現對別的國家的經濟制裁，實際
上反而成為了其它國際支付系統建立
的推動力，包括眾多國家央行數字貨
幣的發展。

眾所週知美國的霸權是建立在美
軍、美元、科技及媒體上，其中美元
尤其扮演了中心關鍵的角色，沒有以
美元為基礎的金融實力為後盾，美軍
和科技難以發展壯大，而體現話語權
的媒體早已在金融勢力的控制之中。
那麼誰能發行美元？不是美聯儲嗎？
它難道不是美國聯邦政府的一部分
嗎？很抱歉，美聯儲是私人擁有的，
美國聯邦政府財政部只能用美國政府
債券向美聯儲換等額美元，然後每年
向美聯儲支付債券的利息。今年美國
聯邦政府將要付超過三千億美元的利
息，其中大約 是付給美聯儲的。10% 

十九世紀初在英國的猶太銀行家內
森 羅斯柴爾德就說過： 我不在乎什麼. "
樣的英格蘭傀儡被放在王位上來統治
這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誰控制著大
英帝國的貨幣供應，誰就控制了大英
帝國，而這個人就是我！"

在可預見的未來數字人民幣將和一
些其它央行數字貨幣共同負起跨境支
付的執行，沒有了美元霸權，削弱了
金融精英對世界的影響，這個世界將
會更美好！

佟秉宇， 台大機Paul Tung, 1964
械系畢業， 年 材料工程博1971  UCLA 
士， 赴大陸創業， 年退㉁回1986 2013
美，現任㆗美論壇㈳務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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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Sissy Culture' Flourishing in Asia?

人類歷史一路走來，為爭糧食，爭資
源，爭技術而鬥而戰，直到現在。其間
一路伴隨著人類苦難的水旱天災，將各
種爭奪更激化。結合人間爭奪和自然災
害的演變，人類下一步最大的爭奪可能
是什麼？答案很顯然，是水！聯合國就
早已警告，石油危機之後，下一個危機
是水。水比石油更珍貴。過去很多年，
石油是重要戰略資源，但將來會為水而
戰。

日光、空氣、水，是生命三大要素，
缺一不可。日光和空氣，基本是不缺
的，可能被人類製造的污染而變得有害
健康甚至生命。水是唯一緊缺的自然生
命因素。缺乏別的物質資源，生活素質
倒退數十年甚至數百年，但還可以活下
去。石油作為戰略物資，還有代用品；
没有汽油，可以過汽車時代以前的生
活。水没有代替品；没有水，根本不能
生存。所以爭水是生死存亡之爭。

水在地球上並不缺乏，而是非常豐
富。但地球上的總水量中，海水佔了
97.3%，不適合人類直接使用。餘下的
2.7%淡水中，68.7%是冻结在冰川和雪
中，約1/3是地下水，只有约0.3%的淡水
是可用的，分佈於湖泊、沼澤、河流和
溪涧中。

中外古今，水旱災向來是最大的自然
災害之一。沒有水旱災威脅的地方幾乎
沒有。西方宗教有大洪災的傳說，中國
有夏禹治水之說，都是文明發展的重大
轉折點。在歷史記載中，旱災的災害更
大，死人更多，也是引發戰爭和大量國
內外難民和移民的關鍵性因素。

隨著世界經濟飛躍發展和人口猛烈增
加，無論農業、工業、生活用水都迅速
增加。加以大量浪費，毀壞生態平衡，
污染環境，排放二氧化碳，導致氣候升
溫的變化，河流乾涸，降雨不規則，高
山融冰加速等等，使淡水來源減少或不
穩定。一方面對水的需要增加，一方面
淡水的供給減少。淡水不足和水旱災加
速升級，在許多地方已經成為常態，甚
至達到危機程度。在這些問題之上，還
有各國為開發綠色能源而大量攔河建造
水壩，其中不少是國際河流，國際爭水
事件已經浮上檯面。

水是超大的世界性問題，必須世界性
的科技與經濟合作，更需要政治外交智
慧的合作。

1. 對水資源的需求每年以幾何速度增
加。全球用水量在過去的100年裡增長
了6倍。目前全球有 36 億人口（將近全
球人口的一半）居住在缺水地區。到
21世紀中葉，將有超過20億人生活在水
資源嚴重短缺的國家，約40億人每年至
少有一個月的時間嚴重缺水。地上的水
源不足，便抽取地下水。地下水枯竭，
會引起更多問題。

淡水總量已經不足，更在全球的分佈
非常不均，加上水旱災變異常，地球上
到處都有又旱又澇的問題。1985年聯合
國定3月22日為"世界水日"，警醒人們注
意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美國在許多方面是得天獨厚，但也缺
水。西部乾旱越來越重，科羅拉多河接

反㆗的民粹政治已到竭澤而漁反㆗的民粹政治已到竭澤而漁反㆗的民粹政治已到竭澤而漁
所謂促轉會的中正紀念堂的改名案，其
目的，仍然在製造世代對立，年輕人和
老年人的歷史價值衝突、以及族群對
立，泛外省人和本土台灣人的歷史認同
的衝突。民進黨仍然企圖藉此事，鞏固
它的民粹群眾基礎。不斷地製造台灣內
部的矛盾、衝突、割裂，然後從中攫取
台灣政經資源的利益.

一定有不少人會反問，民進黨這套
民粹把戲，真的那麼有效嗎？個人看
法，民進黨對民粹著力之深，已超過對
岸的北京當局。新聞媒體，不論是海陸
空，幾乎全部是一片綠油油的，對於
1450的網路經營，更是不惜投入餵養。
所以這個帶風向講求網路聲量，再帶動
海陸空媒體的時代，只要一聲令下，風
雲變色。台灣現在的反對聲音、理性聲
音，嚴格說來等於是游擊隊和正規軍之
戰，這是現實的台灣媒體現狀。

然而，民進黨在整個新冠肺炎的防
疫過程中，不斷地使出政治手段，無視
民眾陷身於困境，甚至家破人亡這點，
確實讓一些網民和支持者，看到民進黨
的真面目，明年的地方大選，肯定民進
黨是敗北的。但是決定台灣再一次前途
自決的立法委員和總統的 年的大2024
選，才真的是台灣命運的轉捩點時刻，
我們希望能看到美國川普與拜登的大決
戰，讓台灣重回理性的政治運作、讓北
京不再感受到台灣會走向失控的局面。
雖然台灣 年的大選，仍然是未知2024
數。套句美國人習慣的用語「上帝保祐
美國」，我們則是「上帝保佑中華民
國，保佑無知的台灣人」！

作者：謝正㆒，台灣工黨㈴譽主
席，㆗華兩岸事務交流㈿會會長，台灣
佛光大㈻教授。

近乾涸，地下水也漸漸抽乾了。每年山
火問題越來越難控。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缺水國之一，
中国人口佔世界約20%，用水只佔全球
的7％，人均用水為世界平均的1/4。由
於自然水資源的分配不均，實際問題遠
更嚴重。黄河、淮河、海河流域，耕地
佔全國的40％，水資源只有全國的8
％。氣候變暖對中國的影響特別大，青
藏高原的高山積冰迅速融化，將來即將
面臨斷層式的缺水問題。南亞和東南亞
國家好幾條重要河流的源頭來自青藏高
原，如瀾滄江 湄公河長約4350公里，-
從中國南流經緬甸、寮國、泰國、柬埔
寨和越南五國。6000萬農、漁民仰賴湄
公河維生。中國與各國開始有水資源爭
議。美國提出湄公河 美國夥伴關係-
（Mekong-US Partnership）計劃，是中
美全面戰略競爭的一角。

台灣是多山的海島，對水資源管理
一向非常重視。今年2021年3月忽然傳
出近年來最嚴重的缺水危機，威脅工業
用水，包括台積電的用水，一時間引起
全世界半導體業的恐慌；尤其手機和電
動車業的低納米晶片的一半是依靠台積
電供應。台灣的的經驗凸顯了水問題的
延伸影響：任何地方缺水都可能影響全
世界。

世界衛生組織稱，氣溫升高、降雨
量多變，預計會降低許多熱帶發展中地
區的農作物產量；那些地區的糧食安全
成為問題。《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
機構稱，照現在的趨勢，到2030年，一
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區水資源短缺將使
2400萬至7億人流離失所。北非和中東
因為氣候變化，高溫，少雨，以及越來
越少的地下水，今年乾旱特別嚴重。世
界各地越來越多地方因為缺水而引起難
以控制的山火問題。

2. 歷史上人們早已注意到海水的利
用，海水化淡的設施古已有之。現代化
的海水淡化技術已經有了好幾種，但都
是建造成本和營運成本高（一般是自來
水的三倍），耗能高，並污染海洋環
境。只有在少數地區採用。目前應用海
水淡化最普遍的是中東富有的沙漠國
家。沙特是全球第一大淡化海水生產
國，產量约佔全球總產量的2 阿聯0%。
酋擁有全球最大的海水淡化廠，年產
3億立方米淡水。而以色列最引人注
目，70%的用水来自淡化海水。以色列
教育發達，國民用水意識高，有剩餘淡
水供應鄰國。全球海水淡化規模以每年
10%以上的速度成長。連非洲的阿爾及
利亞也有15座海水淡化廠。

台 灣 的 海 水 淡 化 技 術 已 經 發 展 多
年，目前有24座海淡廠，多數在缺水的
離島。

大陸2005年發佈《海水利用專項規
劃》，2016年發佈《全國海水利用"十
三五"規劃》，提出"以水定產、以水定
城"和"推動海水淡化規模化應用"。到
2020年，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42個，
分佈在沿海9個省市水資源嚴重短缺的

城市和海島。北部以工業用為主，東、
南部以民用居多。美國得克薩斯州建立
世 界 上 第 一 座 現 代 海 水 淡 化 工 廠 。
2020年能源部投入900萬美元推動太陽能
光熱海水淡化技術，加速創新。

3. 研發海水化淡技術，主要是提高效
率和利用太陽能，以降低成本，同時必
須保護環境。淡化技術至今並沒有被視
為保密的尖端技術，希望將來保持這個
原則， 共同研發，共享技術。海水化淡
需要研究利用海上豐富的日光能和洋流
能，未來並可能利用核能。因此需要研
發投資和基建投資。有財力的國家，應
幫助缺乏資金的國家建廠。建立海水化
淡廠比戰爭便宜，少痛苦，還容易做。
當大量的淡化海水能夠填滿江河湖泊和
地下水庫時，全人類的生活和生命都有
保障，經濟發展有保障。人們才能共享
健康、和平與幸福。

各行各業的技術發展，都受一定的地
理限制。如石油、鋼鐵等工業都必須建
立在某種特定資源的基礎上，不是每個
國家都有。爭取控制石油是發生國際衝
突的原因之一。海水化淡工業則所受限
制最小。海水遍佈全球，原料費為零。
幾乎任何缺水的地方都能夠發展海水淡
化工廠。世界上密集的經濟發展區多半
靠海或近海，因此容易設計供需平衡。
海水淡化工程的負面影響小，因此是和
平的工業，是中美合作與國際合作的契
機。

中 國 估 計 ， 為 在 年 實 現 碳 中2 0 6 0
和 需 要 投 資 約 兆 元 人 民 幣 約， 1 3 6 (
21.383 )。兆美元 相形之下，發展海水淡
化的投資會小很多。    

4. ， 海水化淡的好處 首先是有普遍
性 只要附近有沿海地帶 就能發展海: ，
水化淡工廠 而世界上缺水的地方 大。 ，
多數離海不遠 或者是島嶼 建立海水， 。
化淡廠 便能有效解決缺水問題， 。

其次，淡水產生新的經濟開發機會，
例如近海的沙漠能夠得到開發利用，如
北非西非、阿拉伯半島、澳洲、美國西
部、等，將變成大面積糧食生產區和經
濟開發區。還可以大面積種樹，將這些
地帶改變為綠色世界，幫助緩解人類當
前面臨的氣候變化危機。海水化淡可以
補充若干重要的江、湖，使它們煥發新
生，改變流域的生態環境、動植物繁
殖、提高經濟生產，緩和氣候、提升生
活素質。

海水化淡技術能夠按照各種農作物不
同的生長季節需要而穩定供水，保障農
業用水。配合科學調節日光空氣溫度的
種、養、漁技術，人類便可以擁有高生
產力的全年生產，脫離靠天吃飯的束
縛。

海水淡化還能調控水災旱災等災變。
建立海水化淡的企業鏈，世界經濟將進
入又一新時代。

5. 合作：台海兩岸可以在海水化淡方
面積極合作，台灣的優勢是社會教育水
平高，科研活潑，創新精神較高，與國
外合作的機會較多。大陸的優勢是能夠
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強力攻關，並迅速
建立巨大的產業鏈。兩岸優勢互補，合
作增效。兩岸可以首先與以色列的高端

◎吳章銓

科研合作，以期迅速研發海水化淡技
術，並打開國際合作的窗口。台海兩岸
在研發海水淡化中攜手合作，有助於化
解兩岸關係，並為世界合作樹立典範。

在全球合作的層面上，中美合作最關
重要，在實務項目上再開啟一扇合作的
大門，從而帶動國際合作，在國際組織
的全盤規劃下研發、生產、調配分佈，
建立海水淡化工業，解決全人類的淡水
需要問題。研發的投入很大，但回報價
值不可估計。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國際
上已經談論很久，中美都承諾合作。在
新冠病毒防疫和疫苗研製上，兩國則拒
不合作。海水淡化則是又一個良性合作
契機，沒有競爭，沒有勝利的一方或失
敗的一方，而惠及全人類。

結論：全人類面臨一個新的挑戰，即
共同研發海水化淡技術，按照各國需
要，配合氣候和地理地形，建立海、陸
海水化淡工廠供水系統的基礎建設，引
領其他新產業的發展。

水是人和其他動、植物必須共享的必
要資源，人類應該幫助動、植物獲得淡
水，乃是與萬物和諧共生共存的必要條
件，人類從中提高自己的生活質量。

海水淡化基本不涉及爭奪資源問題，
只涉及技術研發和技術共享的問題。這
問題不妨交由國際組織如聯合國機構去
商討解決。聯合國的《海洋法公約》已
經規定全世界的公海由全人類所共有共
享，個別國家不可據為己有。不妨再以
國際公約方式，規定將海水化淡的技術
知識產權捐獻為全人類的公有財產，促
成聯合國增進世界和平與繁榮的任務。

海水化淡增加淡水的量和分佈，減少
各國間的用水不均和發展不均，從而改
变世界的生產格局和国际关系，減少國
家間的競爭，爭霸，增進和平共處的國
際關係，將是對全人類幸福的莫大貢
獻。

吳章銓，聯合國退㉁㆟員，是最早㊟
意釣魚台群島問題的老保釣成員之㆒。

世界需要㆗美合作—研發海㈬淡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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