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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經濟崛起後.政治的崛興- 

中國必須民主，世界才有和平!  

－近半世紀了，”小平”預言今日！－ 

 1974年 4月，鄧小平”同志”，在聯合國震撼世界的演講：足以淹沒

多少後人勾踐復國式－「韜光養晦」的迷夢，2021的今日看來，已足告完

全顛覆：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

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麼，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

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並且同中國人民

一道，打倒它！」－ 

 近 50年了，預言成真!! 

 當年集權恐怖時代，我常舉王船山批判皇權專制時代所崇尚嚴刑峻法，

認為自古其「利柄」皆操持在宦官手上成其暴政的；不是在皇帝手中！ 

但驗證於今日與嚴刑峻法同具有效攻擊性，且是可以操持在你我手中的民

主，當面對敵手，「攻擊才是最好的防禦」，「以戰謀和」「以和止戰」硬體

的武力如此；軟體的民主更得能攻，才能防守！為的是一旦「倒持」在對

手，危矣！ 

 「利柄倒持」不止用於告誡，”民主”在開發中的國度，更必須用以警

惕已成舉世眾國所倚恃為靠山的美國！－ 

 必須勇於面對問題的根本！這點連影響美國軟體價值具指標性法蘭西

斯福山為例，只看見集權中共疫情處理的「數據」已勝過美國，卻張眼看

不見軟體的「民主價值」它是一種重大利器，利於在攻擊中，原可發揮讓

對手致命的力道，而今反而在他口中，任憑消遣嘲弄之用，諸如重大利器

用於人造生化瘟疫和選票伺服器等幾恭授之於敵。而今在美國享受民主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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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嘗受過集權統治凌虐過，甚至又得其恩遇的左派學人一樣的無隻字警覺，

轉而專心反的並非執政的川普；不知他(福山)努力反的老川是在野。大凡控

訴作票，不止是在野的特權也是象徵；看老川控訴作票，隔山顯然不知「老

川」反的是隔洋已在美國”執政”的「老共」！至今也許他仍堅持不知且

不願知：老共只怕老川；其所陷入美方此時主流媒體相同的危機：深墮休

昔底德地牢而不自知！赤色的和平演變如果已告臨頭，千辛萬苦走向萬里

路的中國義士，投奔到的美國，發現仍然是習家民族偉大復興的天下能以

為榮以為傲，不以為恥不以危乎？！ 

 在此，不止台灣擁有比美國更先進的經驗，先進受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 

”受害經驗”而蔣介石當年，丟掉大片中國錦繡河山於中共，又比台灣人

屬更先進的受害者而成的加害人！溫室中安享民主的美國人能不以此為鏡

乎！ 

先進的民主．自用而共榮；他用則共亡！ 

 「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尚書)這是我們 5000年前祖先的民主

理想，「民貴．君輕．社稷次之」(孟子)，更是 3000年前東方「人權超越主

權」，「禮失求諸野」(論語)已成今日普世人權價值的現代觀！ 

東方古老的思維，證明是西方以制度化，將昇華的文明實現且融入成為恆

久珍貴的生活方式。 

比馬列史毛更先進而且更壯濶紮實的王道民主價值，何故如狼貪鼠竊的，

只敢行之於境外，而不敢光明正大地將造福眾生實現和平民主的終極至權

磊落的授予人民，行之於中國天境之內；不僅近悅遠來，用之；更彰顯價

值於萬國咸寧之中，英名不朽於史冊，何故只圖黨國自體之私心自利而不

為？ 

 我們老一代的人，如果創造出來的民主，其「利柄」一旦操持在不必實

行民主選舉的對岸，如 2018年 11月 24 日席捲全國熱浪的高雄市長選舉；



3 
 

選後居然還可讓習近平非常得意的在全會宣告他的勝利！；第二年台灣的

總統選舉，對岸終於體現不為選舉，也必得見識到比選舉更讓他焦心橫慮

的香港大變局；而至於次年的台灣，總統選舉：此戰局的驚心詭異！而難

測！中聯辦眼中只知幫了韓！習可知竟然逆向大大幫了台灣人？沒有香港

大變局的沖激，台灣總統仍然會是姓蔡?(至少她是可以代表台灣人民)；但

已絕不可能是姓韓!(連他和韓粉內心清楚：何故中聯辦已忙得無暇兼顧他

們)。這是作為民主最前線，所遭遇的兩頭教訓： 

－先進的民主，不能自用而共榮；必淪為他用而共亡！ 

維護王道民主價值的台灣典範模式 

 因而擺在眼前的重大課題；台灣若不能繼改變草莽經濟初起的黨國，重

新改變他成為民主再興崛起的現代中國，即使中共武統血洗口號令人噁

心！；台灣的民主仍要危在旦夕中飄搖！比這個更重要的是：這項”普世

價值”作為地球村早已堅持王道民主而當家的大國－美國，利柄如果不能

有效操持在美國政府與人民手上，甚至不幸淪陷於對手敵國：－中共「霸

道為體」，屬集權統治者的帝國手上，不只台灣的靠山，更是實現祖先美夢，

以制度化實踐「王道民主為體」的美國價值的崩潰，軍國主義統治下的「台

灣島」一旦成基地後的廢墟；「台灣人」必自淪為進攻美、日的砲彈後的砲

灰！這利柄倒持的後果，已不止是重複過去悲劇的可怕！ 

 2017年，freedomhouse，美國一個已成立 50年專研全球民主的非政府

組織，經過 30年的觀察，首次承認台灣的民主是 TOP10；更令人矚目的是，

缺乏法治基礎的破碎民主，居然從那年開始取代了美國，不僅如此，隨後

爭取連任的美國副總統彭斯公然稱許台灣的民主，就是華人世界的標竿。

這是首次以一個副總統的身分，看清且承認台灣民主價值的領導人，但值

得深戒的是：在隨後決定自己連任的大選中，是何故口頭挺台的大人於他

「手中」，在參院的議事槌上竟怯懦的放棄美國珍貴的民主價值！？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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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得再三警覺：強鄰壓境的對岸，不止硬體上以武統機艦日日巡邏於空

海威脅下的台灣，包括全球民主標竿而今所籠罩紅色和平演變下的美國，

一旦連其軟體價值的「利柄」也已倒持敵手的當下，則大小具成的無助邊

陲，天生必得承擔結合全球普世力量共同營救 14億受集權暴政所綁架所凌

虐下為數最龐大的 14億人質，根本解決之道：以弱勢無力者如所結合眾邊

陲的力量，是可以台灣模式和平再肇民主化的中國！ 

只因：，對岸不民主化；不止台灣，連美國民主難存，則所象徵的意義；

必屬武漢 P4 生化戰的浩劫下，殘存 77 億的世人共同面臨難以自存的至大

課題!要知「民主」並非最好的；却可用以解決：當下極權專制「所帶來」

的；以及「所不能解決的」重災大難；所以： 

 中共百年的今日民主面臨的危機，較之爭議經年所謂的氣候暖化，已是

人類文明價值首要的當前要務! 

那一年，兩岸同步發展民主－黃鄧會談－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我被判 12年，關 8年的晚期，和信介仙極難得

被”供奉”在新店軍監內屬外星球的獨院，以施兄弟為名的「明德」新村，

是雷震先生的牢監故居讓兩人獨處，目的很清楚的是：出牢前的警總，以

其長久累積的經驗，已賭定會在兩人日夜相處中必因細故而翻臉成仇！能

免於落此陷阱，歸功於事先見過太多政治犯的前置經驗尤其以明德兄教育

之功，而且用危機政治學的”以患為利”乘集權當局的對手日理萬機之時；

我倆則牢中「萬日只理”一機”」：日日夜夜為推動台灣民主化，討論每一

個細節，不止借鏡於俄國，此時欣逢葉爾欽與葛巴契夫的經驗，有感於從

反思早一代的台灣先賢先烈在 228事件勇敢的”空手鬥牛”，到美麗島事

件的”持筆劍鬥牛”在重重失敗的基礎上，終於懂得：到後美麗島事件才

仔細規劃傅正教授所提示的”庖丁解牛”為兩牛失敗後的三牛，將省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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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提前於總統直選之實現，而促成百年大黨的解體，更以雷震先生所提「國

是會議」化除野百合「露天學運」可能的流血危機，轉化天安門的屠殺悲

劇，化患為利將露天廣場可能的災變移之於「屋頂下的會議」中，以民主

大憲章訂定的直選總統，以邊陲五遊的弱勢無力者，共同投入地方包圍中

央的選舉運動，完成政黨的和平輪替，終實踐不留滴血的寧靜革命。 

 就在出牢，短短幾年經歷兩人在民進黨主席與秘書長任期內，終於免除，

且重蹈數千年歷史的皇權宿命；使血債必得血還；難不套入的集權暴政軌

道；為 5000年歷史首開史上和平民主輪替的循環：尤其不再重蹈走回對岸：

使新的朝代永遠建立在屠殺當代青年尤其昔時，留在今朝一胎化的精英不

驅趕他們死在灘頭沙場，使毛主席所揚言的”血洗台灣”讓繼任者不再繼

承血流成河的武統而自豪。堅信自古殺人盈野血流成海的陳年原始「典範」

輕輕轉移於現代「心靈契合」的軌跡中，可共存共榮的人類文明從此昇華

燦爛！ 

這，不僅只是台灣先行的經濟經驗；更已是台灣實踐成功的政治經驗!! 

急事，不得緩辦的－逼人「不得不為善」 

 也不知警總是否急於對應獄囚「萬日理一機」的暗中配合？那是 1987

年 5月的最後一日和信介仙同一天一起謝絕典獄長傳達的釋放令，聲言以

明德監牢為家除非與明德兄同出，結果人與行李並非「走出」；而是被緊急

強制雙雙「丟出」監牢！跳過了人犯出監的所有必簽出獄後還得拘柬的囚

規，於夏秋之間，則應天順人的「兵貴拙速」，得把握未加入民進黨前可貴

的時間，尤其，包括事後方知，乃在經國先生的病危時刻，執行且推動必

須隱密進行的－黃鄧會談！ 

 是出牢後成立政經研究室由呂昱、南方朔等人所研擬：規劃由我和張富

忠兩人到東京與鄧小平代表接洽進行。 

 雖然由李副總統替病中的蔣總統出面勸阻信介仙，而成流產未竟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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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人”不得不為善”」僅僅數月終於成功的逼使經國先生在過世

(1988/1/13)前的最後時間，1987/11/2秋冬之交，換言之，生前的兩個半

月才不得不開放 38年海峽冰凍的陸禁。只因：”你不開，你的對手要開!！” 

 頓時使解除腳鐐手銬的台商，登陸陪「小平同志」摸石子過河；使台商

成為帶動東方第一大經濟體促成大國崛起的第一張骨牌。 

「一流國家必須民主」－鄧老遺囑 

 34年後的今天，輾轉得知，當時對岸高層閉鎖的內情：那正是台灣風

起雲湧發展出野百合學運百花爭鳴的力量推動國是會議促成一人一票直選

總統前期的 1992年。 

 鄧小平此時 8月 28日繼 1974年聯合國震撼世界的 18年後，於北京鄧

家小院發表： 

 「一流國家必須學美國民主法治」此乃屬動搖共產基礎的遺囑：向江澤

民、胡錦濤等領導層作震撼性的宣告。關於台灣－ 

 「政治上有了民主和法治的共和體(中國)，台灣問題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而此時也正是黃鄧流會的五年之後；則看出：如果當年黃鄧會談不被阻止，

正是迎接鄧老下定決心引進捨台灣之外，皆難被中國接受的「外力」協助

他突破內部障礙達成兩岸同步發展民主之時！ 

只因他早看出： 

 武統過後更難解決的事：必得「中國完成民主法治共和體」，「台灣問題

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註：1972年，30歲年代，首次出國訪美，國務院安排見 I.FStone，這位大師當面嘲諷「小台

灣難面對大中國」！當即回敬老先生：「但來日打開崛起中國的鑰匙，仍在台灣」。為此持續兩

小時的促膝對談，印證了半世紀「台政」的民主所開放給「台商」帶動的是帝國化的黨國資本

經濟體，仍有待「台政」帶入尼克森．季辛吉所不能帶入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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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民主問題須「黨外之力」！！ 

 雖然從程曉農博士以親身參與此時趙紫陽的中國開放者之身表達老鄧

從當年言談中從未感受到他的改革開放有及於政治的民主。其實此一時的

李登輝總統當年從他每一篇演講，也一樣聞不出台灣民主之父的一丁點氣

息，要知：如果不能嚴格保持與今日新黨般對蔣家忠誠的隻字不差，他也

不可能突破重圍，以台灣人身份排除萬端承接蔣家「法統」，使孫中山口頭

主張的「中華民國」能實踐於台灣以「和平民主」之「正統」而享譽國際；

而非成陳教授所戲稱的「馬桶」，轉禍為福的關鍵人物仍是主掌「黨外」的

黃信介！ 

 國共兩黨所結馬列史毛集權思想上孿生兄弟的淵源之深，並不因長久內

戰而有絲毫變易。台灣在這種基礎上，沒有理由承 54「賽先生」之外，尤

其以「德先生」在千年老樹上不僅長出青鮮嫩芽而成茁壯新枝，使古幹新

翠而爭輝於世，對岸竟曰不能，且回報能力所及只夠以武統摧毀，甚至以

人造瘟疫伺候人類！？ 

 由此，更可看出：台灣，沒有「黨外」引學生及人民力量灌入民主思維，

選舉運動中更以「三牛五遊」的「天龍八部」結合眾邊陲弱勢無力者力量

的總體注入於選舉，李總統當年不忌諱借重澎湃的黨外力量去排除百年宮

庭老店拆解盤根錯節的官闈深奧而能走向民主。台灣李總統的經驗如此，

小平期待於甫出牢間的信介仙，帶入台灣黨外協助趙紫陽之採取成功的台

灣經驗，懂得摸石子過河的總設計師，必知以台灣民主與香港法治，才能

共登文明升階的高梯！ 

 有人說：台灣有龐大的「黨外」能量，而中國則不然；非也！極權專制

的恐怖統治其力道發揮越厲，所蘊釀的溫床地基越廣越大！乾旱成災的森

林是星星之火即可燎原，台灣當年百年老店的 KMT如此，對岸中共 CCP同

樣已達必變的百年：如同帶動台灣民主雷震、傅正等高貴中國智識份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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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的「黨外」力量，如魏京生等皆已聚集在美國，屬 64後逃亡的一代菁

英如王丹，比當年的台灣擁有爆發性屬更成熟的「黨外力量」，如支援法輪

功的大紀元，支持蓬佩奧的余茂春，而由應繼續執政的老川，一旦成被作

票打下來的為政者，在美國必成出獄後勇起的黃信介；一旦將在美國的「黨

外力量」帶入中國，使雷震先生「自由中國」的美夢成真之日，如同二戰

後的德日般，霸道征伐為本，且進入巔峰處的經濟體，長久維穩之道，必

得典範轉移於王道民主為體，經濟如此，政治亦然，所迎接必然是人類走

向大同世界之時！ 

切記：此種境界之轉移；不循自立而興；必由他力而行！ 

習近平的連任與卸任 

－領導人戰略與政略的十字路口－ 

當領導人走到十字路口，常面臨不知所措的災難：「戰略」不能解決的升級

(團結)與逃脫災難；必須循「政略」的升階，那裡可得廣大的力源，豁然

進入坦途。同樣身臨此境，昔時李總統所選擇的方向，所延續的是鄧老升

階的「政略」，終獲廣大深層力量；而習大於關鍵性的 19大，當初一旦逆

向走回的是：老毛的「戰略」之後，更關鍵的 20大得進一步登峰，走向核

大國的中美對決，當情勢在暗黑 P4瘟疫戰的失控中已成物極必反的當下；

領導人裡外困局，「沒有了連任，却有了立刻卸任的危機」升高原有「戰略」

走向對外侵略而失敗的路線是東條/納粹，與上世紀的蘇聯；而捨「戰」取

「政」大膽走向民主的李登輝，如同二戰邱吉爾，一如二戰後的德日，對

內對外皆與普世價值緊密結合，同登同軌而共榮成功的是政略經驗！ 

－鄧老所循的和平；李總所肇的民主，如是！ 

 在此仍不惜重複贅言：典範轉移之事，不循自立，必由他力！ 

 20大，為「連任」得面臨「卸任」危機的習領導，閣下所面對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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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止個人及中共的安危；而是整個中國與人類禍福與共的命運，來得及

之前，能不深思戒慎乎？ 

不可挽回的－仰天長嘆－ 

 只可惜的是，1987黃鄧會談，其功能應不僅止於：消極性的逼使經國

先生開放海峽冰封的陸禁，也不止因此解開「台商」：「叛亂通匪」的禁忌

所發展出驚世經濟體的成就；更應在於使「台政」帶動中國和平民主化的

偉大建設，使尼克森與季辛吉聯中制蘇之後的中國，不必然走向極權專制

化軍國主義的悲劇及難以收場的災難。就在 1987此年此刻，不必拖到 34

年後 2021的今日此時，為演成不可測且不可挽回的災劫而仰天長嘆．．．！ 

 然則：以「道．天．地．將．法」 

 外加「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孫子) 

 數千年了，孫子對於無力者草莽乘勢崛起之道，在此已點出了訣竅。 

 曉農博士研究指出從馬列型共產集權的國家民主轉型中發現：戰後「政

治」與「經濟」轉型的兩大國：蘇聯與中共，皆不能進入民主；唯獨東歐

小國從「社會」民主化的完成，使政、經隨之轉型成功而進入民主！ 

 台灣則更早著手實驗於取法共產黨國集權化的蔣家獨裁體系，有別於毛

主席的「槍桿子”打”天下」；易之以「筆桿”平”天下」的五遊邊陲力量

結合於選舉，經空手鬥牛．持筆劍鬥牛的失敗經驗，關鍵在於引進一人一

票的全民選舉，終於達成不流滴血的庖丁解牛。「跳過懸崖必須一步」，30

年一次革命而使政治．經濟與社會同步的典範一次轉型，完成和平民主的

政黨輪替。經 50年在亞洲由下而上非由外力達成 Top10的民主。 

 民主絕非最好的制度，與效率至高的集權相較，却是王道持久而維穩的

體制。 

 當年台灣學運以國是會，從一人一票所肇，由上而下帶動朝野所發展一

波接一波旺盛的運動力道是可帶動中國另一波草莽崛起的政治力量，如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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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弱勢主流」的李登輝挽同黃信介般由上登高而直透基層人心的民主號

角，一旦發響啟動，不止趙紫陽大旗隨之飄揚；次年天安門流血可免；昨

日香港一國兩制悲劇可除；而今日中美冷戰已逼臨人類毀滅性的大戰中仍

可化水火之互滅進階換軌於水火相濟的典範轉移中昇華璀璨！ 

 

民主．躍馬中原；和平．逐鹿天下！ 

 中原天下，自古繼胡人之入主；蒙人之當朝；滿人之入關，唯習帝隨同

毛皇之掌朝當家，即使不勝過歷朝之血流遍野，不以青年頭顱之築城造殿，

也已遠超越暴秦之專制橫行而獨傲全球。而今唯獨台人不憑武力，不留滴

血，所憑弱勢無力眾生，不持刀劍僅憑選票，誓言以民主而躍馬中原；以

和平而逐鹿天下！ 

 革命家孟子所言：「功之首者罪之魁也」，台灣小民主所帶來大集權的災

劫，能不承擔大民主之使命，以釋大責重任所應負之罪孽乎！ 

關鍵在三人！ 

 而極其微妙之”眉角”所帶來竟是如此重大的失誤， 

 我說關鍵人物僅有三人： 

其一，大權已在握的李總統，當進之時反退的「戒急用忍」；其次，信良兄

啟動台灣民主，以其大智與大勇何故此時沒點醒我；是我不知，而且放棄

了力道可以推翻李/蔣聯手對黃鄧會的阻撓並且大義凜然的否決它！三人

當時都有正當性的失誤理由，但造成今天可以免除此等天大的悲劇而無反

省認罪才屬「罪不可赦」。 

歷史，必須有「如果」！！ 

 固然也有史家說：歷史不能有如果；則等於讓後世永遠重蹈後塵輪迴，

等待史家裁判的人，不能掌控已經餘日無多的時間韜光悔罪，是留下繼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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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代； 

“茫於過去；不知今日；而重複上一代的悲劇” 

 是唯此罪之深，不可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