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國 108 年 3 月 10 日   

                                                                                                                                                       
 

敬祝生日快樂 
陳國義 前社⻑(30.03.10)P.P. Base
江能裕 社友(49.03.18)Family 
曹永央 社友(51.03.20)Schooling
林福安 社友夫人(03.10)Franklin 夫人
黃浴期 社友夫人(03.12)Jimmy 夫人
賴宏榮 社友夫人(03.18)Stock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陳山志 社友(85.03.10)Ortho 

劉世賢 女士(結婚二十三週年紀念日
♥ 林德明 社友(49.03.13)Timmy 

林秀美 女士(結婚五十九週年紀念日
♥ 鄭光欽 社友(87.03.15)Boss 

曾佩綺 女士(結婚⼆⼗⼀週年紀念日
 

 

 

 

 
 

台北西區扶輪社
授證 64 週年紀念晚會

時間：108年 3月 18日(星期一)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國賓大飯店 二樓 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參加人員：P.D.G.Victor、P.P.Gyne、I.P

Charles、Construction、Jia

Nick、Post、Schooling、Tiger

~感謝您~ 

�感謝 Printer社友於 3月 7日例會

享用麻油雞及油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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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Gas、 

Jia-Pin、 

Tiger、Tea 

 
 
 

 

 

 

 

 
 

第三次讀書會

時間：108年 3月 22日

中午 12：00 

地點：板橋大遠百 11樓

研讀書籍：美、中開戰的起點

 

3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8年 3月 19

上午 10：00報到

地點：山溪地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

~歡迎前來打球

日例會請與會社友

增廣國際情誼

日本高岡、

訂於三月十三日啟程
由Wireless社長及

約下，於三月十三日(

十九日(星期二)返國，

蔵一宮冰川神社、淺草寺等景點

Wireless 社長伉儷、

P.P.Torque、P.P.Apple 伉儷

P.P.Book 伉儷、P.P.Diamond

儷、P.P.Kai伉儷、P.P.James

P.P.Bank、Michael社長當選人伉儷

伉儷、Stone祕書伉儷

社友伉儷、Judge 社友

友伉儷、Young社友。

~~~~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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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讀書會 

日(星期五)  

樓-EN日式和食餐廳 

中開戰的起點 

月份高爾夫球賽 
19日(星期二)  

報到 10：20開球 

山溪地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玉山里 2鄰 13號) 

歡迎前來打球~ 

增廣國際情誼 建立扶輪友誼 

、戶田訪問團 

訂於三月十三日啟程 

社長及 Lawyer國際主委積極邀

(星期三)啟程，預定三月

，訪問之餘，順道遊覽武

淺草寺等景點。此次團員有：

、P.P.Lawyer 國際主委、

伉儷、P.P.Bueno 伉儷、

P.P.Diamond 伉儷、P.P.Archi 伉

P.P.James伉儷、P.P.Alex伉儷、

社長當選人伉儷、Life副社長

祕書伉儷、Brain社友伉儷、Jamie

社友、Pipe 社友、Service 社

。 

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於此謹祝旅途愉快，，，，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圓滿成功~~~~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美中對抗與兩岸關係美中對抗與兩岸關係美中對抗與兩岸關係美中對抗與兩岸關係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許信良 董事長 

公元前 431 年到公元前 404 年，正當中國的

春秋時代，古希臘城邦世界爆發了以斯巴達為首

和以雅典為首的兩大集團的爭奪霸權之戰。三十

年戰爭的結果，雖然斯巴達獲勝，其實兩敗俱傷。

曾經輝煌燦爛的古希臘世界從此沒落，不到百年，

便臣服於亞歷山大領導的野蠻的馬其頓王國。 

曾經親自參與這場戰爭的傑出歷史學家修昔

底德，認真研究這場影響世界歷史走向的大戰，

得出這樣的結論：使得這場戰爭無可避免的原因，

是雅典日益壯大的力量，還有這種力量在斯巴達

造成的恐懼。 

美國當代傑出的戰略學家、哈佛大學「甘迺

迪政府學院」的創辦人艾里森教授，把修昔底德

的結論稱作「修昔底德陷阱」。就是說，新興霸權

大國的崛起，以及這種崛起在既有霸權大國引起

的恐懼，必定引發戰爭。 

艾里森教授於前年 5 月出版「註定一戰」，

"DESTINED FOR WAR"，認為當今的美中關係正走

向「修昔底德陷阱」。 

艾里森教授的警告，完全被川普政府所接受。

前年底發表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報告」以及去

年初發表的美國國防部「國防與安全報告」都把

中國大陸稱為「戰略對手」，而不再是以前的「戰

略夥伴」，或「建設性的夥伴關係」。川普總統在

最近的演講，更明確指出：美中貿易戰的目標，

就是不讓中國大陸繼續崛起。 

所以，問題不在龐大的貿易赤字，而在潛在

的霸權之爭。 

當然，美國也不可能忽視嚴重的貿易赤字。

2017 年，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貨品貿易赤字是 3752

億美元，佔美國對外貨品貿易總逆差的 46%。美

國對中國大陸出口貨品 1304億美元，對中國大陸

進口貨品 5056 億美元。 

在美國川普政府的高壓之下，美中貿易戰極

可能以中國的讓步妥協暫時休兵。但是，這只是

美中世紀大對抗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在美中大對抗的新戰略形勢之下，美中台三

邊關係也勢必隨著改變。 

中國大陸從來都把台灣問題視為「核心利益」。

自 1970 年代開始主導美中台三邊關係的「季辛吉

主義」，其基本精神就是不挑戰這項主張。上海公

報開宗明義的陳述：＂美國認知海峽兩岸的中國

人都主張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美國對此不予挑戰。＂這就是季辛吉主義的精

隨。 

現在，美國開始打台灣牌，不再堅守這個立

場。美國國會去年通過了「台灣旅行法」，以及更

重要的「亞洲再保證倡議法」。「台灣旅行法」要

求美國政府派遣高級官員訪問台灣，並邀請台灣

高級官員訪問美國；不再把台美官方關係視為禁

忌。「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更把台灣當作是美國「印

太戰略」的夥伴，要求美國政府堅守「台灣關係

法」和「六項保證」，並定期檢討和強化台灣的防

衛能力。 

這些規範台美關係的法案，現在都成為對美

國政府有約束力的美國法律。「六項保證」本來只

是1982年美國雷根總統對台灣的一項政策承諾，

現在也因為列入「亞洲再保證倡議法」而成為美

國法律。這「六項保證」的最後一項，明白宣示｢

美國不會正式承認中國對台灣的主權。」 

而在四十年前中美建交當時美國國會通過的

「台灣關係法」，本來就給予美國政府一切必要的

法律依據可以維護台灣的安全。這個法案除了明 



 

 

白宣示｢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

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杯葛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

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全的威脅，而為美

國所嚴重關切。」也明白規定｢美國總統和美國國

會將依據他們對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遵照法定

程序，來決定提供上述防衛物資及服務的種類及

數量。對台灣防衛需要的判斷，應包括美國軍事

當局向總統及國會提供建議時的檢討報告。」 

根據最近美國政府的解密文件，在 50 年前發

生金門八二三炮戰當時，美國軍方曾經建議提供

核子武器給台灣，但為艾森豪總統所否決。 

這幾年，中國大陸對台武統的聲音，甚囂塵

上。中國大陸政府想必有所準備。如果台海爆發

戰爭，核戰非不可能！如果台海今天發生戰爭，

情勢應當比 50 年前更為嚴峻。 

美國從沖繩基地把核武送到台灣，只需幾小

時。所以，如果大陸以為可以依靠絕對優勢的武

力在台海開啟戰端，在美中對抗的時代，那絕對

是輕率的估算。 

那麼，台灣是不是可以因此無所顧忌，肆意

挑釁，像有些人主張的，「推動獨立公投」？ 

最近，前美國駐台代表卜睿哲先生公開致函

給「喜樂島聯盟」主席郭倍宏，明確反對獨立公

投的提案。他說，「如果台灣的行動造成戰爭風險

並可能引發美國干預，那麼這些行動的台灣運動

者應該事先徵求美方的意見。」 

卜睿哲甚至也不贊成美國國會邀請蔡英文總

統赴美演講。他指出，美國國會議員邀請蔡英文

總統到美國國會演講的提議有三大缺失。一是違

反中美關係核心價值，在陸美商恐被報復，中美

貿易談判也受影響；二是大陸必以更激烈的外交

與軍事演習報復台灣，台灣付出的代價會比蔡英

文至美演講的獲益要大；三是不尊重台灣的立場，

蔡英文必須在對美關係與對陸關係之間保持某種

程度的平衡。 

卜睿哲的意見，應該能反映現在美國國務院

官員的主流想法。這就是說，在美中對抗的新形

勢之下，美國雖然會更堅定支持台灣對抗中國大

陸的壓力，但也不會鼓勵和支持台灣主動挑戰中

國大陸對台灣的立場底線。 

蔡英文總統的兩岸政策，正是美國政府現在

所支持的兩岸政策。卜睿哲也不諱言，美國支持

蔡英文及其政府的原因是她謹慎再謹慎，她並不

認為美國的承諾是理所當然的，並且理解密切溝

通的價值。 

蔡英文政府和過去的國民黨政府以及現在的

國民黨關於兩岸立場上的最大不同，在於蔡英文

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識，而國民黨接受。中國大陸

對九二共識的最新詮釋，讓國民兩黨兩岸立場差

異的意義更為突顯。大陸國台辦前副主任王在希

最近對「九二共識」作這樣的說明：「多年來國民

黨把＂九二共識＂解釋為＂一中各表＂，扭曲了

九二共識的本來意義；如果只認同一中，不謀求

統一，就不是真正的九二共識。所謂的＂一中各

表＂嚴格意義上偏離了一個中國原則。」 

接受九二共識，就是接受兩岸統一。其實，

國民黨人一直以來都知道這就是中國大陸對九二

共識的真正立場，可是他們卻還繼續高談九二共

識！ 

國民黨也和蔡英文政府一樣公開要求大陸尊

重中華民國的存在，但國民黨只是口頭說說而已，

不像蔡英文政府有抵抗中國壓力的堅強意志，真

心維護中華民國的存在。 

蔡英文總統上任兩年多，兩岸貿易不減反增。

在 2017 年，依據中國大陸的統計，大陸對台出口

444億美元，對台灣進口 1550億美元。台灣順差

約 1100億美元。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居然高過美

國對大陸的出口。在 2017 年，美國對大陸的貨品

出口只有 1304億美元。 

由此可見，蔡政府的兩岸立場並不傷害台灣

經濟。這是因為兩岸經濟已經形成牢固的結構關

係，大陸對台灣的依賴並不比台灣對大陸的依賴

更少。 

蔡總統要求中國大陸尊重中華民國存在的歷

史事實，要求中國大陸尊重台灣自由民主的政治

體制：這是非常理性的要求。只有當中國大陸也

理性地對待這個要求，兩岸才會出現理性的政治

對話和政治談判的空間。在此之前，不能抗拒中

國大陸非理性的政治壓力，只會帶給台灣不可測

的政治災難。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5 名 
出席人數：53 名    免 計出席：14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 席 率：92%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Canon,Family,Food,Golf,Nick,Park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許信良 董事長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本 社 

蔡曉菁 特助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 本 社 

曹彩薇 同學 
2017-18 年度板橋社獎

學金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004,116 

Tiger 第三期 4,250 

Young 第三期 6,250 

Wealth 第三期 4,250 

Glue 第三期 4,250 

Apple 第三期 4,250 

合計  21,250 

累計  NT$1,025,366 

一般捐款 

Kai 結婚四十週年快樂 12,000 

Glue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Printer 

再次添喜，金孫雙滿月用歡喜心

迎接未來每一天，與大家一起分

享喜悅 

2,000 

Care 
歡喜新春餐敘抽中套幣大獎及恭

賀 Printer 社友再添金孫 
2,000 

合計  17,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Wireless 歡迎許董事長精彩的演講 1,000 

Young 

歡迎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許

信良董事長並感謝其精彩演

講 

2,000 

合計  3,000 

 

 

 

 

 

 

 

 

 

 

 

 

 

 

 

 

 

 

 

 

 

 

 

2019-2020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時間：108 年 3 月 23-24(星期六-日) 上午 9：00 

地點：羅東村却飯店 

(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 190 號) 

參加人員：Michael 社長當選人伉儷 

本 週 節 目     第 2714 例會 

                        108 年 03 月 10 日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715 例會 

                        108 年 03 月 21 日 

●主講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公共衛生暨肝

病防治推廣 林雪蓉 執行長 

●講題：遠離肝苦很簡單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介紹人 

●召開 3 月份理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716 例會 

                        108 年 03 月 28 日 

●主講人：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  

凌韻生 組長 

●講題：推動產業循環經濟之發展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