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台灣三大危機：認同、黑道、整合 

媒體有責任教導選民「化危機為轉機」 總統人選 

至少需具備四條件 
 

  這次大選後，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政黨政治進入新的

里程，對未來台灣政治的發展更好及更健康，政黨間良性的競爭，

對新一代政治人物提供很好的政治環境。 

  另外，也有危機，值得我們去重視，包括（一）認同危機，

明顯的此次選舉可看到，國家定位問題仍是候選人爭論焦點，統

獨問題，所產生的問題如國家定位發生族群間的矛盾，如果問題

不克服可能產生潛在危機，此一危機一直令人擔心，所謂中共代

言人的情況，即有人在台灣沒有政治市場，他可能投靠中共出賣

台灣，此一潛在現象不能不正視，有這種力量潛伏著。曾有外省

朋友告訴我，在台灣或美國都一樣不是我故鄉，更有人把中國中

共列先後順序，先考慮中國再考慮中共，他沒有真正去認識共產

黨政權，怎麼去接受？ 

  第二個危機是黑道，一個明顯的例證，國民黨面對此問題，

義大利黑手黨跟國會掛勾太深，搞至執政黨垮台，今天國民黨應

趕快煞車，來正視此問題，與黑道劃清界線，今天地方議會四成

以上與黑道有關係，對台灣未來政治發展有很大威脅。  

  第三危機為整合危機，今三黨都有整合的問題，首先就國民

黨來說，有主流派及非主流派，尤其明年立委選舉及後年總統選

舉，會面臨此問題，黨內內部提名問題，總統提名問題，馬上出

現整合上的困難，如何把主流及非主流整合，如何面對林洋港競

選總統的心意，如何因應此情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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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為民進黨，例如台獨黨綱問題，美麗島與新潮流的心結，

尤其馬上看到嘉義縣黨部開除黨執行委員，像此種也出現在民進

黨內部。 

  至於新黨予人外省黨印象，如何整合內部跳出此侷限—外省

黨的格局，尤其朱高正加入，他是英雄主義者，可預料未來趙少

康及朱高正這一批人還會有矛盾的，仍會面臨整合上的問題。  

  因目前可看到有三種危機，我認為媒體有責任教導選民，加

強公民教育，有健康心態，教他們理性的因應這三種危機，使化

為轉機，對台獨的政治發展更有幫助，例如面對中共壓力的因應，

媒體也有責任。 

  至於總統人選，作為一個公民，他有權力去要求未來總統人

選的條件，有義務要求他至少須具備四個條件：（一）高尚道德情

操，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帶領台灣未來走向更健康的道路，不

應有政治污點；（二）具有國際觀點，帶領台灣重返國際社會；（三）

中生代，責任重大，應為身體健壯者負有衝勁；（四）有民意基礎。 

資料來源：《台灣時報》，1995 年 1 月 4 日，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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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反省能力」之我見 

 

  一個人若沒有自我反省能力，必定自甘墮落，自毀前程；同

樣地，一個國家的政治若無反省能力，也注定要喪失民心，最終

遭人民唾棄。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知過能改，善莫大焉。同理，一個

政府的施政作為，不可能毫無瑕疵，但錯誤的決策，及時修正，

並負起政治責任，尚可挽回民心，贏得選民信任。 

  歷史殷鑑不遠，頗值警惕，前蘇聯在史達林統治時期，暴政

猛於虎，發生無數的冤案，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死得不明不白；史

達林不知反省，難逃鞭屍的厄運，臭名留史冊。而承擔史氏歷史

悲劇的後繼者都無意，甚至不敢來面對這些不幸的歷史創痛，等

到 1985 年戈巴契夫上台之後，才想辦法平反眾多「不忍卒睹」的

歷史冤案之際，為時已晚。雖然終於還其清白，但因為歷任領導

人和政府欠缺反省能力，累積民怨，積弊已深，已難痛下針砭，

回天乏術，致使蘇聯的解體。 

  反觀，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殺害六百萬無辜猶太人，

和不計其數的反對者，但納粹「第三帝國」自食惡果，終告滅亡。

不過，納粹德國的後繼者，則具有反省能力，承認希特勒所造成

歷史悲劇的嚴重錯誤，想盡一切辦法，撫平歷史傷口，很清楚地

教育下一代，讓後代人記取歷史教訓。如今，德國政經穩定，一

片欣欣向榮，自強不息。 

  以上這二段史實，正說明一個政府的領導者能改過遷善，化

戾氣為祥和，仍有光明的前途。反之，政府的領導者若一錯再錯，

永不認錯，永不悔改，那就難逃衰敗的命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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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過去，我政府領導者相當強調「向

前看」，反正「二二八事件」早已過去了，何必要斤斤計較呢！其

實，這種心態既不負責任，又反映沒有反省意願。四十八年後，

而今「二二八事件」總算在國人千呼萬喚的敦促下，由李總統登

輝先生正式公開向受難者及其家屬致歉，希望告別悲情，撫平這

段歷史傷口。顯然地，政府表現其反省能力，已獲國人肯定。惟

海峽另一邊，冤案不少，如「六四天安門事件」，中共當局可有反

省能力嗎？何時得到平反，且拭目以待！ 

資料來源：《大成報》，1995 年 3 月 3 日，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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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蒙古獨立與喪失國土 

 

  這二、三天打開報紙，有幾則新聞特別「怪異」，頗值解讀。

就以外蒙古獨立的事實而言，究竟國民大會該不該修憲變更國

土？立法院要不要廢除民國 42 年撤銷外蒙承認案？國內各界對

此議題看法不一。在此，謹就某些似是而非的歪論，諸如有鼎鼎

大名的民意代表，將外蒙比喻為「手錶遺失論」，或「國土喪失步

驟論」，犯了思維上的謬誤，有必要予以匡正，以正視聽。  

蒙古獨立不爭事實 

  現代的蒙古，早在 1911 年 12 月蒙古王公在沙皇俄國的支持下

宣布獨立。其後，至 1945 年中蘇簽訂友好同盟條約時，同意外蒙經

由公民投票來決定其國家主權歸屬問題。隨即舉行蒙古有史以來首

次的公民表決，竟高達百分之九十八贊成脫離中國獨立。1946 年 1

月 5 日蔣介石領導的政府正式承認蒙古為獨立的主權國家。十五年

後，即 1961 年 10 月，外蒙在我國還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身分的默

許下，成為聯合國的正式會員。1991 年 12 月蘇聯解體後，外蒙又

於 1992 年 2 月 12 日改國號為「蒙古國」，正以穩健腳步走向民主化，

備受國際社會的肯定。目前與外蒙建交的國家有近一百三十國之多。 

昧於史實自欺欺人 

  外蒙獨立建國迄今至少有七十五載，就以我國政府正式承認為

準，也歷時半個世紀之久。它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乃不爭的事

實。大陸淪陷後，北京共黨政權隨即在 1949 年 10 月 16 日與外蒙

建立外交關係。如此客觀史實俱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承認在先，

紅色的中國又「承先啟後」，何以會有人昧於事理，自欺欺人。如

堂堂中華民國二星上將，現任國民大會新黨黨團召集人的許歷農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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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樣奇妙的比喻，認為外蒙「就好像我的手錶被偷了，手錶還是

我的道理」，堅持反對承認外蒙。其實，只要稍加思考，即可看出

這位有新黨「教父」之尊的退役將領思維上的謬誤。很明顯地，他

的思維忘記了下列事實：其一，這個手錶早被他的主人出賣了，哪

來所有權；其二，這個手錶的所有權轉移既有正當性，也有合法性，

並為國際社會所公認，何來「被偷」之有；其三，假若以上二項不

成立試問這個手錶都「被偷」達半個世紀以上，如何「物歸原主」，

難道要以武力強行奪回嗎？主張「中國統一」的新黨能辦到嗎!?和

許歷農有同樣論調，還曾一度被被譽為台灣「第一戰艦」的朱高

正，這位自我標榜對康德哲學頗有研究心得的立委，認為「承認

外蒙」問題應予擱置，若此時為「外蒙案」修憲，不僅會觸怒中

共，而且還可能導致下一步行動，言下之意，即放棄中國大片領

土，將中華民國的國土界定在台澎金馬等地。以「政治是高明騙

術」而廣受爭議的朱高正，繼「五通電話論」之後，又別出心裁，

提出什麼承認外蒙的「觸怒中共論」或「國土喪失步驟論」，真令

人不知他何以那麼快就忘記了「愛智者」的行為準則。試問北京的

中國政府早就承認外蒙，為何我國現在來面對史實就會觸怒中共當

局，這是怎麼樣的邏輯推論？再問，外蒙本來就不是中國領土的一

部分，何以現在確認外蒙為一獨立國家，就一口咬定「李登輝下一

步是否會把大陸排除在我國的領土之外」。這又是哪一形式的推

論!?殊不知外蒙獨立是不辯的事實，與要不要修憲變更國土無必然

關係（即使我們不修憲，外蒙的獨立地位毫不動搖），何況國土該

不該變更，乃取決於民意歸向，任何一人或少數人都無能為力。  

  奉勸國內的政客們，不要再自以為是，顯露貽笑四方的鴕鳥

精神，也不必死抱著不切實際的「大中華民族主義情結」，千萬莫

忘，你們的政治舞台和選民是在寶島的台灣，應該為誰效忠或服

務，如何盡民意代表職責，豈不是很清楚了嗎！ 

資料來源：《台灣時報》，1996 年 7 月 16 日，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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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反共」到「朝共」的詭譎 

 

  最近幾天，有二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言行舉止引人側目。一位

是高清愿，另一位是蔣緯國。前者，可能因在商言商，有感而發，

認為中國的投資條件優於台灣，中共當局可以有效做到搬遷住宅

區住戶，提供企業投資量販店，肯定「獨裁」有其好的一面。這

種看法值得商榷；後者，則慨嘆蔣家威權統治走入歷史後，因過

去養尊處優的習慣，對台灣民主社會處處看得不順眼，愈覺沒有

安全感，乃突發奇想，動起腦筋，要求中央籌組委員會，將蔣氏

父子遺體移回大陸，更使國內輿論大嘩。 

  全國工業總會理事長，也是現任國民黨中常委的高清愿，在

公開場合毫不避諱指稱，「獨裁仍有好的一面」。他說，「台灣已高

度民主化，有些事反而不好推動，以中國大陸為例，如果有企業

界計劃投資量販店，儘管欲投資的地點已是住宅區，中共官方仍

會迅速有效地把房子遷移，使投資計畫順利推動。」高清愿表示，

這種「效率」在台灣不可能辦到。他計劃 9 月率陣容可觀的工商

界訪問團前往中國考察，希望見到江澤民，甚至有充當兩岸說客

的使命感。 

  不過，讀了這位台灣「統一企業」龍頭老大的「高論」，不覺

令人有時光倒退之感。他似乎忘了，共產黨的統治利益是建立在

全體老百姓的痛苦之上，根本不知人權為何物。高清愿竟然對中

共可以不擇手段，蠻橫欺壓人民百姓的居住權，未予批判，反而

認為這樣的霸道有其好的一面。以高清愿見廣識多，總該知道在

歐美先進民主國家，並不因高度民主，而影響其投資環境；相反

地，在共黨世界裡無法誕生自由企業家。要不是台灣有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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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統一企業能成長茁壯嗎？歷史的規律，任何企圖將某一

團體或組織的利益，置於廣大民眾的痛苦之上，終必遭到唾棄。  

  另一則新聞，則是人們茶餘飯後議論的好題材，究竟奉厝在

慈湖和頭寮蔣氏父子的靈柩，是回老家入土為安呢？抑或保持現

狀，等待時機再行處理？ 

  蔣緯國這位在政壇上相當有爭議性的蔣家後代，懷念「祖

國」，想回大陸看看，已傳聞多時。據報載，他甚至有意充當兩岸

調人，以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兩位蔣故總統有生之年，兩岸不

相往來，各奔前程，根本沒有促進「中國統一」的打算；現在他

大言不慚說他的老爸和老哥的遺骸奉安大陸，可以促進中國和平

統一，這豈不是痴人說夢，誰會相信。再者，蔣緯國以蔣家後代

的絕佳條件，都對曾獲蔣氏父子拔擢之恩的主流和非主流之爭，

愛莫能助，盡不到調和之責，台灣的小老百姓怎能奢望他來化解

兩岸的敵對?!十多年前，作者曾數次聆聽蔣將軍甚為得意的「柔

性戰略」宏論，對他闡述如何以「柔性戰略」挫敗中共偽政權，

信心十足，留下極深刻印象。如今，這位中華戰略學會創辦人，

從反共的戰略領航者走向「朝共」的同路人，令人惋惜！  

  平心而論，台灣在民主化進程中，對蔣介石過去白色恐怖的

所作所為，還是相當厚道，「向前看」未加追究，僅僅要求平反冤

案，還其清白而已。反觀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過程初期，昔日的獨

裁者都沒有好下場。諸如被譽為保加利亞國父的季米特洛夫，其

陳放遺體的紀念堂遭憤怒群眾焚毀，統治阿爾巴尼亞達四十年的

霍查，他的墓園和紀念館也遭破壞；羅馬尼亞的獨裁者齊奧塞斯

庫則被軍法審判，處以極刑後偷偷埋葬；領導保加利亞三十餘年

的共黨頭目日夫科夫亦被判重刑，失去自由；就是重建南斯拉夫

功不可沒的狄托，也難逃清算厄運，所有紀念他的街名、城市、

紀念館統統被除名，恢復原貌。如果蔣緯國將軍看看這一段，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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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他該可體會台灣人民多麼的善良。更有甚者，若再把蔣家與共

黨的歷史恩怨，及考量兩岸社會制度，蔣介石與共黨不共戴天的

死仇和慘遭蔣氏迫害的後代，蔣緯國可曾作過評估，他們會不會

算老帳，乘機報復，難道這兩位蔣故總統的遺體落葉歸根，會比

在寶島上更安全嗎?! 

  讓蔣氏父子的遺骸成為中共統戰的工具，或拿這種毫無自主

性的圖騰作為政爭的籌碼，都是極不道德的行為。奉勸蔣家後代

三思而行，而不至於一失足成千古恨！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1996 年 7 月 18 日，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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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府應有勇氣平反政治寃案 

 

  在抗日戰爭中曾以軍紀嚴明，解除英軍被日軍包圍之困，屢

建戰功而被國人肯定的孫立人將軍，究竟在他參軍長任內，有無

企圖「兵變」、包圍蔣介石總統官邸，迫其下野？最近因《千山獨

行—蔣緯國人生之旅》一書涉及誹謗孫立人名節，已由故孫將軍

之子具狀向法院提出控告。這件曾一度轟動海內外的歷史懸案，

並不因歳月快速的消逝而被人遺忘，反而還有不少政治人物或學

者，一直關心白色恐怖下的諸多政治冤案，如何敦促政府相關單

位，盡速公開有關檔案資料，讓是非真偽弄得一清二楚，很精確

來填寫這些懸案多時的歷史空白。我們深深以為，歷史教訓是為

政者應時時警惕的一面鏡子，不容敷衍了事，得過且過，所謂「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才有希望創造「明天會更好」的政績。  

  從當代第三波民主潮流趨向言，凡是從「一黨專政」或「一

黨獨大」的獨裁體制下，演變到多黨良性競爭的民主政治，幾乎

都呈現如下表徵：其一，開放「黨禁」，建立政黨政治，在公平、

公正和公開的自由選舉前提下，來決定政府的主導權；其二，落

實憲政法治，憲法不再是符號式的裝飾品，而是確確實實的國家

根本大法，真正能發揮保障人民基本權利的效力；其三，平反過

去在極權統治下的政治冤案，向人民道歉，或立法補償，還所有

受害者名節的清白。以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為例，在八○年代下半期，

戈巴契夫即展現無比的道德勇氣，逐一將歷年來被紅色恐怖殺害的無

辜者予以平反。其中包括史達林統治時期成千上萬的受難者，以及蘇

共刻意歪曲的歷史懸案；至於東歐國家之中，如東德 1953 年的工人

抗暴事件，匈牙利 1956 年的人民起義事件，波蘭 1956 年、1976 年

和 1980 年等工人運動，捷克斯洛伐克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