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士頓的脚印】﹙一﹚         莊承業              01 - 15 - 2018 

 2017 年 8 月搬來奥斯汀﹙Austin, Texas) 後，人生的路站慢慢走向回憶的日子卡多的

階段。承蒙「台美史料中心」的誠意提供這個平台，記載【休士頓的脚印】，心內有十二

萬分的感激。 

 

1972 年感恩節前後從芝加哥搬去休士頓，馬不停蹄，走過四十五冬的歲月，一步

一脚印，首先收集下面的五十篇文章，每一篇文章攏反映出彼個時陣關心故鄉或社區的心

情，佮部份讀書心得的報告。大部份部文章佇休土頓台灣同鄉會發行的台灣鄉訊刊登過。 

  

1. 11-1993 台灣人的問題 

2. 01-1998 追悼李雅彥醫師    

3. 01-1999 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簡介 

4. 04-1999 鄭南榕烈士自焚十週年紀念演講全文         

5. 10-2000 1+1=0 或 1+1= -2                         

6. 10-2000 人人可以推動草根外交                      

7. 07-2001 陳水扁總統初穿馬靴 

8. 10-2001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現階段意義 

9. 07-2002 台灣人活動中心開幕十週年紀念           

10. 10-2002 台灣為什麼需要正名          

11. 11-2002 一次難忘的示威 

12 12-2002 乾杯十年、回味無窮 

13. 04-2003 開拓第二戰場               

14. 05-2003 強烈抗議「港澳僑生」的獎學金   

15. 06-2003 休士頓台美人向中國示威 

16. 07-2003 鮑爾重申台灣的重要性          

17. 07-2003 讀書會報告 

18. 02-2004 從台灣願景看 2004 年總統大選         

19. 06-2004 休士頓阿扁連任慶祝酒會 

20. 07-2005 連宋颱風吹垮了中國黨 

 

 

 

 

 



21. 05-2006 【Rethinking 「One China」】讀後感 

22. 10-2006 台灣需要的是國家尊嚴 

23. 11-2006 值得懷念的 Tosi,  紀念梁敏雄先生                     

24. 09-2007 休士頓同鄉聲援入聯 

25. 11-2008 休士頓人權會的回顧 

26. 02-2009 民主是什麼? 什麼是民主?  

27. 06-2009 討伐馬英九示威 

28. 07-2009 捍衛台灣、國際發聲 

29. 08-2009 箱子外的想法 

30. 11-2009 對會議的認識 

31. 02-2010 吳國楝休城演講點滴 

32. 07-2010 台灣! 有希望了! 

23. 02-2011 三女俠轟動休城演講報導 

34. 06-2011 危機就是轉機 

35. 09-2011 【撲火飛蛾】【(Fireproof Moth】 by Rev. Milo L Thomberry 

36. 05-2012 【賽德克巴萊】影片觀後感 

37. 07-2012 【建國舵手黃昭堂】讀後感 

38. 10-2012 【牽阮的手】 

39. 12-2012 誰會嬴最後一哩路 

40. 01-2013 荒蕪沃土的耕耘者 

41. 02-2013 你的人生有幾度? 

42. 04-2013 合作社劃下圓滿的句點  

43. 12-2013 路走對了、就不嫌遠 

44. 05-2014 鄭南榕烈士殉道 25 週年紀念活動的報導  

45. 05-2014 蔡丁貴敎授演講的內容 

46. 10-2015 China Hand Off Taiwan Demonstration 

47. 01-2017 【從對話到共識】- 張燦鍙博士的演講 

48. 05-2017 真相很重要嗎? 

49. 10-2017 漫談美南台灣人夏令會的濫殤 

50.. 12-2017 來!來!來!來寫你自己的故事 

 

 

 







2. 追悼李雅彥醫師     莊承業 

一月二十五日暗時六點半(1998)，這個時陣是李雅彥醫師佇台北出葬的時間，一群

同鄉聚集佇台灣人活動中心，大家帶著沈重的心情做伙來遠悼李醫師。活動中心外面的旗

桿上掛著三面旗；美國國旗、台灣共和國新國旗和台灣人傳統基金會會旗。降半旗表示對

李醫師的尊敬和哀悼。 

活動中心大廳的講台上放一個桌，桌頂有四項水果和二盆花，以及一幅李醫師的全

身相片。這個隆重的遠悼會有三、四十位同鄉參加，由現任台灣同鄉會會長詹文耀主持。

他請大家站起來默禱一分鐘。然後每人走到前面，向李醫師的相片行三鞠躬，然後由同鄉

來講起伊本人對李醫師的認識。 

石朝棟：十冬前，我的胃開刀，李醫師知影後，安排我去安德森病院照電光徹底檢

查一回。入院登記時吩咐我寫「我是伊的親戚」。因為這個關係，我得到免費的檢查。李

醫師是一位非常有疼心的台灣人。 

蔡丁財：七、八冬前，和李醫師時常討論台灣的前途，最近一、二冬來，他講起他

會轉去台灣為原住民服務。伊對台灣的關心是值得敬佩的。 

陳淮崇：二冬前，參加台灣人傳統基金會設攤仔佇Rodeo的義工時，有機會甲李醫

師私人談話。他是一位言行一致的人。他做真多好代誌，好人攏先死，因為伊已經完成做

好人的善事，咱留得來的人，需要繼續打拚做好事。 

郭正光：十幾冬來和李醫師做伙做社區工作，和他的關係是比親兄弟攏卡親。他的

一生攏是為別人。今仔晚咱應該大哭來表示咱的悲傷。 

謝慶輝：李醫師一生為台灣的前途，為台灣人社區打拚，我相信他佇暈迷時，伊的

心一定真平安，咱沒需要過分的悲傷。 

王英惠：舊年起做基金會的理事後，有機會和李醫師做伙開會，做伙做代誌，瞭解

他是一位對台灣、台灣人有疼心的人。有這樣的台灣人，咱感覺真驕傲。 

林秋成：我參加台灣語文學校的校務後，有機會和李醫師做伙，他出錢出力，他無

私專心為台灣打拚，伊是一位值得咱尊敬的人。真可惜，咱的社區失去一位優秀的領導者

。 

張多喜：李醫師的疼心比一般基督徒卡有疼心。舊年第一台灣基督教會的教友發生

車禍受重傷，他撥時間去探望受傷的人。伊已經完成做人的使命。 



蔡淑媛：我來講三個小故事： 

1. 十幾冬前，有一日我接得休士頓校區辦公室來的電話，介紹一位義工來百利高中，

伊就是葉錦如。伊自動來學校幫忙我，當時伊有三個囝仔要照顧，伊有時間來學校

做義工，伊的疼心實在真感動。 

2. 有一回佇小美冰果店，第一次和李雅彥見面，他對我講起咱需要設立一間台灣學校

來教育咱的第二代。這是第一次見面講話的內容。我介紹有創業能力的郭珠貞給他

。 

3. 一位名叫傅寬偉的同鄉，他有強烈的台灣獨立思想的人，他是以前「大來錄影店」

的老板。李醫師知影伊得癌症時，介紹伊去安德森病院治療，費用真少。 

李醫師對台灣人的照顧和疼心，是咱要尊敬和學習的。 

曾素雲：台灣人傳統基金會的關懷小組是李醫師創立的。伊轉去台灣以前，打電話

給我去照顧一位巴西來的胃癌患者。四冬前，伊本人知影伊的三 脂肪酸(Triglyceride)真

高，伊沒照顧家己，一生為別人，失去伊是社區的損失。 

潘瑞梅：我是幾冬前搬來休士頓，一九九五年參與同鄉會理事，一九九六年擔任會

長時，伊推薦李鎮源來演講，為建國黨募款，這是休士頓台灣人的光彩。台灣人活動中心

是伊的厝，伊是真正疼台灣的人。 

余惠順：二冬前休士頓舉辦Rodeo時，知影有一個攤位被退掉，我馬上通知李醫師

，認為這是替基金會賺錢的機會，李醫師一口內答應好，我出訂金和春捲，伊負責義工。

雖然這一回的義賣是失敗，但是伊一點怨言也沒，免費招待同鄉去參觀Rodeo，伊本人是

真勤儉，為別人，為台灣，伊是真慷慨。 

這場悲傷，令人追念的聚會於七點四十五分結束。(01-1998) 

 



3. 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簡介 莊承業 

休士頓台灣人社團簡介  TAA-Houston Journal 1/1999 

休士頓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於一九七五年六月成立，乃全美第一個台灣人創辦的信

用合作社。它成立的宗旨是提供台灣同鄉經濟互助，資金融通的服務，因此它本身乃一非

營利機構，利潤所得歸屬社員全體。由於歷屆理事會的打拚，加上休城同鄉的愛鄉心理，

合作社的經營非常成功。下面是二○○一年度的理事名單： 

 

     常務理事長：蔡丁財    副理事長：林美慈 

     理事：陳智英、林文媛、李秀英、呂俊雄、江朝雄 

     徵信理事會：柯志佳（召集人）、林偉脩、Simon Lin 

     監察理事會：莊承業（召集人）、張忠誠、李克溫 

     辦公室：陳智英（經理）、陳雲霞、羅秋琴、陳慧屏 

 

合作社的使命 

德州台灣信用合作社決定以最有禮貌、最有效率和專業精神來服務社員兼股東。合

作社盡力提供最低貸款利息和最高儲蓄紅利來答謝社員兼股東。合作社一定以最快方式提

供有關合作社各項服務和新增的項目給社員兼股東。 

 

合作社的業務 

 

一﹐入會手續 

（１）凡屬德州的台灣同鄉會會員皆可申請入會。 

（２）首次存款一百元以，不收手續費。 

（３）向辦公室申請。 

 

二﹐存款、提款 

（１）存款時將支票寄該社信箱：P.O. Box 773379, Houston, TX 77215-3379 

（２）紅利以日進出計算，比銀行和儲蓄合會高 

（３）每戶存款均由聯邦信用合作社總署(NCUA)保險到100,000元，所以非常安全

。 

（４）提款時請寄回簽名好的取款條，支票隨時寄出。提款超過二萬元時請二天前  

      通知合作社。 

（５）半年及一年的定期存款(CD)。 

 



三﹐貸款 

（１）入社滿一個月後，就可向貸款理事申請，新舊車立即生效。 

（２）無抵押貸款：最高可借到五千元，入社滿一年者，最高可借到一萬元。 

（３）新車貸款：貸款額是車價（包括稅金）的90%和100%二種，利息在借款時決 

                定。 

（４）股權抵押貸款，將自己或子女的存款做抵押，最多可借到有效抵押額的95%

。 

（５）過期還錢（超過限期十五日）(Late Charge)，利息的10%。 

 

四﹐本社支票帳戶已於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正式使用，目前已有不少會員熱心支 

持開戶，合作社盼更多的會員參與贊助使用支票帳戶。 

（１）最低存款額 (Minimum     Balance) 

     每月五百元，如低於五百元，則收服務費五元。  

               ( 2 ) 不足款支票(Insufficient Fund)每張收費十元。 

               ( 3 ) 止付支票(Stop Payment)每張收費十元，支票複印每張收費三元。 

               ( 4 ) ACH--薪水直接存款(Direct Deposit) 

 

五﹐Night Drop Box：設置在辦公室外面 

 

六﹐本社地址（台灣人活動中心）    5885 Point West Suite 200, Houston, TX 77036 

     電話：713-988-3764    傳真：713-988-7416     外州電話：1-888-988-0910 

     貸款專線：713-988-4519         E-mail: TAFEDCU@AOL.COM 

   辦公時間：    Monday ~ Thursday    9:00AM to 3:30PM 

              Friday             9:00AM to 5:00PM 

              Saturday         9:00AM to 1:00PM 



4. 鄭南榕烈士自焚十週年紀念會演講全文        莊承業 

紀念會主持人，各位關心故鄉的同鄉： 

  這是一個悲傷的日子，嘛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日子，鄭南榕烈士為著疼台灣，自焚犧牲

家己。沒親像中國國民黨佮中國共產黨為得維護自己的政權迫害民主鬥士，犧牲別人。 

  今仔日咱大家聚集來紀念鄭南榕烈士自焚十週年。利用這個機會，咱再一次來認識和

追念鄭烈士的身世、思想佮精神，然後踏著伊的腳步，繼續為他的思想來打拚。 

  鄭烈士是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彼冬，佇台北市出世。老爸是福州人，老母是基

隆人。他佇宜蘭大漢的。高中讀台北市的建國中學。畢業後，考到成功大學的工學院。這

個時陣，伊讀大量有關文學、歷史佮哲學的冊。伊感覺伊是一流的思想家，不愛做三流得

工程師。經過二冬的休學佮對人生的思考，他重考進入輔仁大學哲學系，第二冬轉學到台

灣大學哲學系。伊讀真多胡適、殷海光佮李熬的著作，其他有關近代哲學的冊。伊強烈感

受台灣社會不公不義的現象，決心做本土話的思想家。 

  預官退伍後，佮葉菊蘭女士結婚。伊開始做各種頭路，但是攏沒順利。伊一直認為辦

雜誌是最理想的路。一九八一年開始去立法院旁聽，替深耕佮政治家雜誌寫文章。伊進一

步加入黨外活動。因為伊是外省人加上伊的特殊思想，引起黨外人士對伊的嫌疑。 

  為著實現伊的政治理想「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伊佇一九八四年三月創辦「自由時

代週刊」，聘請陳水扁做法律顧問。開始伊長期對蔣家王朝佮中國國民黨的抗爭。佇雜誌

上暴露蔣家的祕密，轉載江南的「蔣經國傳」，及其他有關中國國民黨的暴政。要求解除

世界記錄的長期戒嚴法；呼籲公佈二二八的真相；明訂二二八做和平日。伊進一步公開主

張「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路」；介紹台灣的新憲法。伊自稱是一個一流的行動思想家。伊

不單拿筆宣揚他的思想，伊用伊的二隻腳推動伊的思想。伊參與一九八六年 519 綠色行動

要求解嚴；發動一九八七年二二八和平日運動；佮台灣人有權利要求獨立的示威。伊是腳

踏實地百分之一百的行動思想家。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伊刊登台灣獨立聯盟主席許世楷博士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

過轉冬一月收到中國國民黨法院的傳票。一月底出庭時，伊公開宣佈「國民黨抓不到我的

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鄭烈士開始自禁雜誌社進入七十一日的生命抗爭。四月七日佇

警察重重包圍下，壯烈自焚犧牲。 

  我家己感覺真慚愧，我對鄭烈士的認識真少，一直到鄭烈士自焚以後。我願意提出伊

的思想佮大家分享： 

1.     伊是正港的台灣人：咱要接受外省人子弟做台灣人。 

2.     爭取百分之一百的言論自由。 

3.     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路。 



    值得咱學的是他的精神，什麼是他的精神： 

1.    大公無私的精神：自焚是一個真好的例。 

2.    堅定不移的精神：只要伊認為是對的，伊堅持到底。 

3.     腳踏實地的行動家：伊常常佇第一線對抗中國國民黨。 

  今仔日咱來紀念鄭烈士時，沒駛忘記伊的思想佮精神。目前台灣的政治環境非常混亂。

李登輝講「我是台灣人，嘛是中國人」，這是一句高度的「創造性的模糊」。中國國民黨

佮共產黨時常講出「如果有人主張台灣獨立，共產黨就會打過來」。這是違反百分之一百

的言論自由。咱要繼續喊出台灣獨立的信息。有寡人講台灣已經獨立了，沒需要去爭取。

台灣真正已經獨立了嗎？真正咱要愛的獨立嗎？ 

  今仔日的紀念會另外有一個意義，從新認識鄭烈士所講的「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動」。

咱要有一條真長的路要走。咱要好好準備，大家合力打拚，希望明年選出一個咱會要的總

統。咱要從新出發，舉著「獨立是台灣唯一的活路」前進。按呢今仔日紀念鄭烈士的自焚

卡有意義。(04-1999) 

 

 



5. 1+1=0 或 1+1= -2                        莊承業 

  今年 (2000) 九月十六日，台美學會邀請台灣立委蔡同榮來休士頓演講，他演

講的內容很踏實，舉了很多例子，和很有說服力，這是值得我敬佩和學習。他談得

話題很廣，尤其是幽默地強調他是台獨死黨。我只記得下面這件事，印象非常深

刻。有一天統一派的李慶華和他在立法院碰面，開玩笑地跟他說：「你是台獨派，

我是統一派，我們二個人共同組織一個黨叫『新中間黨』。」根據我的數學常識用

組合方式表示如下： 

                   台獨派     新中間派    統一派 

蔡同榮          1                                  0 

李慶華    +    0                                  1 

------------------------------------------------ 

                                         0  

  這是一個小小的故事，我深深體會到民主政治的可貴。李慶華不會因蔡同榮是

台獨，一天到晚怒目相視。碰到面還可以開玩笑。因為這個新中間黨永久不會成

立，所以 1+1=0。容忍異議是民主社會的真髓，也是民主人應該有的風度和見識。 

  有些爭議性高的發生在我們的社區，你知道 1 加 1 等於多少嗎？根據我的觀

察，1 加 1 等於負 2。因為兩個當事者就不再熱心社區工作，更嚴重的是引起當事

者周圍的人的共恨。1 加 1 自然等於負 2。[1+1=(-1)+(-1)=(-2)] 

  十年前，我一直相信批評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之一。現在我不再相信。並不是

我反對批評，基本上我贊成批評，我只是把重點放在批評的表達方式。有一個很簡

單的事前檢驗。先想好如何去表達批評，然後靜下來，把自己當做被批評的主角，

自己思考是否能忍受自己的表達方式。否則表達方式需要改進。這樣的批評才容易

被人接受，同時收到效果。 

  最後要強調的有二點，第一能夠跟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相處；第二批評的表達方

式要好好思考。It is not what you say; it is how you say it.  (10-2000) 

 



6. 人人可以推動草根外交                     莊承業 

  你肯化費一小時的時間替故鄉台灣做一點草根外交嗎？如果很多人樂意去做，一定比單單

由 FAPA 會員去進行，效果會更好。本文詳細說明如何去推動。 

  今年五月陳水扁總統上台後，FAPA 的草根外交重點放在二方面：1. 台灣的安全；2. 台灣

加入國際組織。美國是目前唯一有能力牽制中國的國家，美國政府和國會對台灣的態度有舉足

輕重的影響力。根據美國憲法的規定，任何一條法律的制定需要美國總統和國會同時簽署才有

效。換一句話說，美國總統要尊重國會的意見。本文要介紹的是對國會議員的遊說工作。 

1. 國會如何制定法律 

 因為客觀條件的需要，國會議員需要隨時提出各種不同的議案。大致有下列四種。 

a. ACT 

這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國會通過和總統簽字後就變成法律。參議院的 ACT NO 是 Sxxx，台灣

安全加強法案是 S693。眾議院是 HRxxx。台安法是 HR1838。 

b. Bill 

跟 ACT 一樣，具有法律約束力，大多是國內法律。 

c. Concurrent Resolution 

參眾兩院的共識議案。沒有法律約束力，但會影響聯邦政府的政策。議案號碼是 SCRxxx 以及

HCRxxx。 

d. Simple resolution 

只有參議院或眾議院本身的共識而已。 

2. 參議院手中的台灣安全加強法案(S693) 

  今年二月一日，眾議院以 341 對 70 票通過此法案。目前在參議院被「冰凍」，因為有一

位參議員反對。其次簽署的參議員只有二十位。需要六十位簽署才能解凍。同時要有六十七票

贊成時，才能推翻總統的否決，這是一項非常艱難的法案。目前德州二位參議員 Gramm 和

Hutchison 維持保留態度，需要同鄉加倍努力。 

3. 眾議院手中的「台灣加入聯合國」HCR390，以及「准許台灣高層官員訪問美國」HOR401，

FAPA 目前積極展開對此二項議案的遊說，一個議案要獲得通過需要經過下面四個步驟： 

a. 議案提案人(Sponsor) 

一般一個議案提案人都是二、三十位議員共同提案。 



b. 議案簽署人(Co-sponsor) 

我們主要的工作集中在這一階段。向國會議員遊說支持某項議案，也就是說要求對方簽署這條

議案。 

c. 公開辯論(Debate) 

在參眾議院上公開辯論，爭取更多的議員贊成。 

d. 投票。 

4. 尋求議案資料 

  請進入網路，FAPA 的網頁地址是 www.fapa.org，按一下 FAPA 標誌，就呈現三大項目的

資料： 

  What's new 

  Template letter 

  Campaigns & Issues 

a. 找台灣安全加強法案(S693) 

在 Campaign & Issues 下面找到 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TSEA)按一下。下面一個影

面就可以找到 TSEA (SENITE)的 Revised text of HR1838。可以從電腦印下來做參考。 

b. 台灣進入聯合國 HCR390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United Nations) 

在 What's new 下面可以找到此議案簽署的眾議員名單。九月二十一日截止，有七十八位

Sponsor 和 Co-sponsor。休士頓地區 Tom Delay(22), Gene Green(28), Kevin Brady(8)都簽署了。

需要這一條議案的人，請送電子郵件給我   (chengchuang@yahoo.com)。 

c. 准許台灣高層官員訪問美國 HCR401 (Lower restriction on high-level visit) 

請在 What's new 下尋找此議案，然後印出來做參考，請願信的樣本可以在 Template letter 下找

到。要再尋找其他資料時，記得按"Home"，從新再來。 

5. 哈理斯郡區內參眾議員的資料 

參議員二位, 眾議員七位.  參考 FAPA-Texas South Chapter 的資料 

  

6. 初步的草根外交 

a. 寫信到 D.C.。眾議員的地址如下： 

The honorabl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ashington, D.C. 20515 

b. 打電話或拜訪本地的辦公室 

參考下面的資料： 

Sample of Grassroots Lobby -- phone call 

Dial the congressman's office, and say: 

    - "Hello, my name is Cheng Chuang, I live in the district 7. May I talk to the staff?" 

    + He/she may say, "May I help you?" 

    - "I am Taiwanese American, and I an very concerned with two issues pending in congress, the first 

one is HCR 390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United Nations, the second one is HCR 401 Lower 

Restriction of High-Level Visit from Taiwan." 

    +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 "I would like to ask Congressman Bill Archer to co-sponsor these two issues. May I make 15 

minutes appointment with you next week?" 

    a. "That is O.K. I will pass your message to him. May I have your name, address and phone 

number?" 

    - After giving the information to him/her, ask his/her name, and then just say "Thank you." 

    b. "What time do you like to come?" 

    - "How about 10 a.m. next Tuesday, October 10, where is your office?" 

    + "My office is xxxx." 

    - "May I have your name? Thank you, see you next Tuesday." 

You have to prepare the copies of HCR 390 and 401, then invite two or three friends going with you. 

One week late, call him/her again to follow up the issues. 

如果對方容許你的拜訪，請打電話給我，我可以陪你去，記下對方的姓名，以便下次連絡。 

7.    結語。 

  草根外交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陳水扁總統說過：「我們要走出去，讓國際認識台灣的

存在。」同樣道理，我們要走出我們的社區，跟參眾議員的助理打交道。目前是選舉期間，你

可以說你要幫他拉票。只要繼續去做，一、二年的努力就可以建立一個好的關係。大家試試

看，需要任何資料或有任何困難，請打電話給我。(10-2000)  

 

  

 



7. 陳水扁總統初穿馬靴    莊承業◎美國德州休士頓同鄉 

今年(2001)四月中旬，報紙刊出陳水扁總統預定六月初訪問休士頓，本地的鄉親知

道這個消息後，都表現出非常興奮。五月初以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為主體發起社團聯合會議

，開始討論有關歡迎事項。最重要的是發動鄉親到現場歡迎。 

歡迎陳總統的鄉親除本地外，有遠自洛杉磯的一百多位，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東

尼，甚至四百哩外路易斯安那州的巴頓路治等地都租一輛巴士來助陣。 

六月二日傍晚七、八點開始，在PostOak大道上，聚集了很多鄉親，大部份的人手

上都拿著綠色台灣小旗，揮動時相當壯觀。同時對面街道上也有三百位中國人舉起小紅旗

抗議。時間越晚，加入行列的鄉親越多，兩方時常對陣搖旗叫喊，客家會運來一個大鼓聲

勢。我方有時唱歌，有時喊口號；最精彩的是「天安門事件，羞！羞！！羞！！！」，讓

對方招架不及。陳總統的座車大概九點五分到達雙樹旅館，這時聚集的鄉親有二千人之多

。陳總統伉儷出現時，激動的鄉親沸騰到頂點，大家高喊「阿扁加油！」「阿扁加油！」

鄉親們親自看到陳總統，就心滿意足。在興高彩烈的氣氛中結束歡迎陳總統。 

六月三日中午眾議員戴雷在TasteofTexas招待陳總統伉儷及隨從人員，這家餐館是

以牛排聞名世界。利用這個機會，戴雷贈送陳總統一頂牛仔帽和一雙馬靴。這二項是德州

的招牌產品，餐館外的馬路上，拿著綠旗的鄉親繼續跟拿紅旗的中國人叫喊對陣。 

下午二點，戴雷陪陳總統到新建的棒球場EnronField觀看本地的Astro隊和洛杉磯的

Dodge隊的比賽。估計有四百多位鄉親買票陪陳總統看球賽。鄉親的坐區正好是陳總統坐

位的正前方。每次Astro隊得分時，三、四百支綠旗在球場上揮舞。幾位同鄉精心傑作，

用有色的紙張排出「ILoveTaiwan台獨」（我愛台獨），傳出強烈的訊息給陳總統。一百

多位拿紅旗的也到現場，只是門票是免費的。在鄉親的坐位前面懸掛二面大綠色布條「W

elcomeTaiwanPresidentChen」和「ThankYouTomDeLay」。陳總統是這個棒球場開張後第

一位總統來觀賞球賽。四點一到，陳總統和戴雷就離開球場。球賽一直在進行中，很多鄉

親也隨著陳總統離開。 

當天晚上七點鐘，陳總統在雙樹旅館設宴招待戴雷，政要人士以及一百位僑界人士

。宴會開始時，台灣駐美外交代表程建人致詞歡迎陳總統。接著是本地眾議員Sheila-

JacksonLee，戴雷等等。戴雷稱讚台灣的民主化，推崇陳總統的領導能力。他也提到那些

抗議的中國人應該回中國去抗議。最後陳總統演講，他很感激戴雷的親切招待，他說他很

遺憾去年沒安排到休士頓，否則就不必受到「軟禁」。用完餐後，陳總統起身到每一桌向

在座人仕敬酒，充分表現出他的親和力。宴會九點結束。十點半，陳總統離開雙樹旅館時

，門外有許多鄉親拿著綠旗向他歡送。對陳總統和鄉親們來說，這是難望的一刻。 

在媒體的宣傳上，鄉親出盡風頭。休士頓紀事報在六月二日的讀者投書中，一起刊

登五位鄉親的投稿，佔了一頁的四分之一，這是珍貴的免費廣告。六月三日報導陳總統的

行程是放在地方消息版上。次日，報紙的第一版刊登陳總統戴牛仔帽，試穿馬靴的彩色照



片，讓休士頓的市民知道陳總統的拜訪。有一個小故事，當休士頓紀事報的記者（中國籍

）訪問戴雷時，問他究竟是歡迎中華民國的總統，還是歡迎台灣的總統？戴雷回答說，他

歡迎的是中華民國的總統，也是台灣的總統。美國的媒體都以「Taiwan 

President」稱呼陳總統。 

這次陳水扁總統過境休士頓不到三十小時，卻是台灣外交史上的一大突破和豐收。

他先後跟德州州長培利的專使，休士頓市長布朗，以及本地的四位眾議員見面（本地一共

有七位眾議員）。值得一提的是受到眾議院共和黨黨鞭戴雷全程的殷切招待。台灣對美國

的外交展開新的一頁。(7-12-2001) 

 



8.「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現階段意義（莊承業）  TAA-Houston Journal 10 - 2001 

  

今年九月八日是「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署五十週年紀念日。當日由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休士

頓支部、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南德州分會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休士頓分會共同舉辦。 

休士頓地區特別舉辦二項活動來紀念。一個是上午在Galleria的遊行，主題是「台灣不是

中國的一部份」和「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休士頓紀事報第二天刊出照片和報導台灣加

入聯合國的活動，達到宣傳的效果。一個是下午在台灣人活動中心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和

台灣主權」的演講會。 

第一位講員是 Dr. Hans Stockton， 講解「舊金山和平條約」簽訂時的時代背景。當時韓戰 

籠罩全世界，中國加入韓戰後，局勢更加惡化，美英等國認為台灣的歸屬不一定要馬上解

決。所以條約上只註明日本放棄台灣的一切權利而已，沒有交代台灣的歸屬。也就是說台

灣不屬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二位講員是筆者，介紹台灣的歷史，大致上台灣史是一部殖民統治的歷史，清朝正式把

台灣列入為一省是在一八八七年，可是一八九五年就割讓給日本。所以台灣只有八年的時

間是隸屬於清朝。 

 

第三位是 Mike Fonte，台灣人公共事務會資深分析師，講解「誰是台灣的主人？」他的 

結論當然是住在島上的台灣人。 

 

整天的活動主題歸納下面三點： 

1.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份 

2. 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3.  聯合國應該接納台灣為會員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現階段意義是台灣的主權是屬於台灣人。筆者將三位演講者的全文

寄給休士頓紀事報的九位編輯員，和四十二個外國領事館，讓他們瞭解台灣主權的真相。 

筆者利用這個機會特別感謝下列同鄉的協助：陳碧惠、陳龍潭、陳慧屏、王梅子、高景男

、郭珠貞、吳明珠、湯明珠和邱忠男，以及參加遊行和演講會的同鄉。 

備註：Dr. Hans 

Stockton是在本地聖湯瑪士大學執教。他說全校只有他一個人研究的重點是台灣，其他的

教授都跑到中國大陸去了，他的處境是相當艱苦。(9-2001) 



9. 台灣人活動中心開幕十週年紀念     莊承業 

  今年 (2002)七月十一日是台灣人活動中心（下稱活動中心）開幕十週年紀念日。十

一年前，台灣人社區以聚沙成塔的草根精神，購買有歷史性的活動中心。這篇文章給大家

有機會共同回憶那一段美好的日子，算是紀念的另一種形式。 

一、建館基金 

  一九八七年左右，休士頓的房地產不景氣，真多同鄉認為是購買會館的好機會，即使

該年同鄉會會長郭正光大聲疾呼，也不見動靜。同年九月李雅彥花很大力氣把台灣會館籌

備會組織起來。下面的資料是從一九八七、八八年《聯合鄉訊》摘錄出來的，籌備會的成

員如下： 

章程組：李雅彥、謝貴分、蔡丁財、楊朝諭 

文書組：蔡淑媛、沈郁芳、郭正光、李文雄、吳連山 

活動組：林秋成、歐清南、李席舟 

節目組；周政賢、呂明雪、陳德通 

餐會組；楊朝諭、李雅彥 

財務組：蘇宏彥、陳燦河 

置產組：張顯道、洪恭儀、林英宏、吳振成 

募款組：李席舟、楊朝諄、林明德、莊峻華、王敦正 

   這是一個非常堅強的籌備會。蔡淑媛報導十月九日開第二次會議的內容，工作重點

放在章程、募款、置產和申請非營利免稅社團。 

十一月七日：FAPA 民主聖火聯合活動，義賣得 428 元。 

十一月二十七日：會館杯網球友誼賽。 

 

一九八八年的活動更多： 

李雅彥和蔡丁財完成章程草稿。洪恭儀找到三個房地產，可是沒談成。 

二月十三日：同鄉會年會，義賣建館彩券，收入一萬二千元，歐清南大力推銷。 

二月二十日：建館舞會，收入一千二百元。 

三月五日：同鄉會租用的活動中心開幕，地點是 7250 Harwin 二千五百呎的大廳， 

          七個小房間。租金二百五十元。 

四月九日：台灣會館成立大會，同鄉會長新舊交接典禮，李雅彥當新會長。 

四月十六日：謝里法油畫義賣，楊朝諄、李席舟、李雅彥等三人購買。得九千元， 

            一半歸會館。 



 

七月鄉訊：李雅彥寫「台灣人活動中心近況報告及感言」。因為使用人很少， 

          有感而發。 

八月鄉訊：義賣Ｔ恤「我愛台灣」，成績平平。 

十月鄉訊：九月份理事會議記錄上，提到本人向理事會介紹有關建館的討論項目。 

          決定十二月三日開會討論。 

  從上面的資料，可以發現李雅彥在過去一年絞盡腦汁，一心一意全力推動建館工作。

聽說他甚至於像苦行僧似地到 Harwin 街上的一些台灣人商店挨戶募款，精神可嘉。 

  在外地漂泊四年，我九月回來，馬上找李雅彥，他安排我到同鄉會理事會議上報告。

奇怪的是他一直沒提到他組織好的籌備會，他也沒要求我加入。十二月三日有三、四十位

熱心同鄉再一次參加建館籌備會的討論，所得的共識是先租借一個場所，運作一、二年再

決定是否購買。一九八九年二月要成立籌備會時，只有四、五位同鄉出席，籌備會宣告流

產。 

二、尋找會館 

  一年半過去了，一九九零年秋天，送小女到台灣語文學校上課，當時借用的是位於南

區的 Forester Elementary School。學校的校務委員常常為了二年搬一次校舍感到非常的頭

痛，大家束手無策。聽了不少口水之後，自己覺得找校舍比找同鄉會的活動場所更迫切。

自己認為籌備會行不通只好獨自行動。跟李雅彥談了一下，他介紹一位房地產經紀人

Michael  Richker。下面是當時提供給 Michael 的條件； 

1. 地點：Hillcroft 以西，Wilcrest 以東，Richmond 以南，Bissonnet 以北。 

2. 價格：二十萬元以下。 

3. 建築物：適合於學校使用。 

4. 停車場：建築物附近有充分的停車場可以借用。 

5. 保養：建築物不可太舊，減輕保養費用。 

    順便一提，當我知道李雅彥跟二、三十位同鄉合資購買在糖城附近的一塊土地時，

曾徵求他的意見。他說找不到場所，學校很難維持，遠水救不了近火，尋找一棟建築物是

非常迫切的。經過他的諒解後，我放心進行。 

     因為不熟悉校務，所以請當時校長李石山當顧問，他推薦剛下任的校長林秋成。

就這樣從十月起開始尋找。Richker 很賣力介紹，前後看過五間建築物，都不理想。 



     一九九一年三月中旬，找到這間破產的托兒所時，覺得非常適當，同時符合五個

條件。下面是決定購買過程中的一些活動： 

三月二十三日：陪林秋成視察室內狀況，覺得滿意。 

   四月六日：邀請同鄉會邱忠男、建館基金負責人李雅彥、台灣學校吳連山、合作社 

          曾昆聯等合伙視察室外的環境，我提供室內佈置圖，四個人都覺得不錯。 

   五月十八日：邀請台灣學校吳連山、廖明徵；同鄉會鄭耀洲、邱忠男夫婦、吳木盛 

            夫婦；熱心同鄉蘇宏彥、謝貴分視察室內。同時沈盈懷和一位越南電 

            工去瞭解整修的情況。視察後大家一起到謝貴分辦公室進行評估，得到 

            的共識認為這是一棟理想的建築物。 

   六月十四日：社團協調會議上，自己寫一份報告介紹這一棟建築物。 

   

四月二十六日到七月十一日之間前後四次參加同鄉會理事會議，介紹這一棟建築物，

並要求補助三萬元。起初理事關心的是買這麼大的建築物是否恰當？最後一次理事會議理

事投票的結果是五比一，同意無息貸款三萬元，期限十年。 

三、 基金會挑起重擔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位先後擔任台灣學校的校長郭珠貞、沈郁芳、謝清實、林秋

成、廖明徵透過顧問謝貴分的協助，向國稅局申請「休士頓台灣人傳統基金會」（下稱基

金會）為非營利息稅機構。一直到一九九一年一月中旬才收到國稅局批准的文件。這個興

奮的消息提高同鄉對於購買會館的信心。說實在的，沒有基金會的協助，會館不知還要拖

多久。所以這五位校長和顧問對台灣會館購買的過程中擔當火車頭的作用。五月十日這五

位理事發通知出去召開基金會第一次會員大會。六月一日大會中大家熱烈討論購買會館的

議題，得到大多數會員的贊成通過。選出七位理事楊朝諭、莊勝義、吳木盛、廖明徵、謝

清實、吳連山和本人，並授權新的理事會進行購買的交涉工作。 

   六月二日下午馬上召開第一次理事會議，決議如下： 

1. 選出會長楊朝諭、副會長莊勝義（幾個月後，二人對調）。 

2. 建築物以十五萬元開價，不得超過二十三萬元。 

3. 全部預算是二十五萬元，包括建築物和整修。 

4. 籌款方式，以每股二千五百元計算，向一百位同鄉貸款（後來理事會主張募款為

主，貸款為副）。 

5. 授權本人進行議價。 



四、 交涉過程 

   這棟托兒所是一九七九年興建，幾年後再擴建一次，就是目前合作社、同鄉會、基

金會、台灣學校的辦公室。因為經營失敗而破產，由聯邦政府 RTC 接管。 

   交涉過程中，基金會理事會常常開會討論，相當密集，士氣也很高。下面是一些重

要日期： 

   六月三日：跟兩位房地產經紀人見面，瞭解底價。 

   六月十四日：正式將 Earnest Money Contract 交給對方，開價十四萬五仟元。 

   六月二十三日：基金會理事會開會，提高到十七萬元。 

   六月二十七日：對方經紀人建議十九萬三千元。 

   七月七日：基金會理事會開會，邀請同鄉會鄭耀洲、郭正光；合作社曾昆聯、 

                謝貴分到席。大家同意提高到十九萬三千元。 

   七月十七日：謝清實協助環保評估工作，沒發現任何嚴重的危害性。 

   七月十七日：最後成交的金額是十九萬五千元。 

   化了一個月過了第一關，沒想到第二關那麼困難，化費二倍的時間，鬥志都受到磨

損。八月初開始交涉 Special Warranty Deed。這個地區是由 Hines Gerald Interest 財團開發

的。一開始就委託石福津律師去交涉有關條文。Hines 的辦事人員故意挑難要求加上下列

二項限制： 

   1. 停車位子不得超過四十五個。 

   2. 每年不得超過十二次大規模活動（指超過四十五部車）。 

   為了解決停車問題，特別跟對面街的商店 SARA International 印度老闆商量。對方

同意月租一百元，使用五十五車位，期限五年。Hines 收到停車協約書後馬上同意取消第

一條限制，可是不放棄第二條限制。八月十九日石律師放棄交涉。自己陷入無底洞內，看

不到一絲光線，心情非常憂鬱。最後委託蔡丁財出面協調，透過人事關係向 Hines 遊說，

足足等了五個禮拜後，對方才同意取消第二項限制。蔡丁財功不可沒。十月十七日完成修

改 Special Warranty Deed。十月二十八日完成過戶手續。因理事長莊勝義不在，由副理事

長楊朝諭和本人去簽約，終於自己放下心來，一勞永逸解決校舍問題和同鄉會的活動場所。

事後，李雅彥寄一張感謝的信給我。 

   過戶時要繳了二十萬多，除建館基金四萬元、同鄉會三萬元外，李雅彥和蘇宏彥提

供十三萬五仟元的短期週轉金，勉強湊合這筆經費，又多了二位幕後功臣。 



五、 整修工程 

   這是一間規模大、設備齊全的托兒所，主要整修工程是打通三個房間變成大廳和隔

四個房間變成八間教室。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開始，第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大

部份的室內工程是由沈盈懷包工負責。其他動員大量的義工，照事務的分類，列出參與的

義工名單： 

   繪圖和申請執照：林英宏、曾昆聯、林秋成、郭振源 

   接通自來水：洪恭儀 

   地磚的挑選：連淑琴、莊勝義、沈郁芳、郭奕秀 

   室內設計：郭奕秀（郭明德的女兒） 

   室內隔間：莊勝義、沈郁芳、鄭耀洲、陳智英、陳雲霞、莊崇佑、楊朝諭 

   游泳池填平：簡忠松 

   大廳音響設備：林秋成、歐清南、葉國勢 

   室內清潔：台灣學校前後五次發動全部的教師和義工幫忙清掃 

   室外庭園整理：郭振源、李素微、吳連山、吳文山 

   室外清潔：楊垂欣、李紗英夫婦僱工人清理 

   還有許多義工參與各種工作，因為沒有記錄，無法一一列出，請多多包涵。如果你

有資料，歡迎寫出來供大家分享。 

   整修工程的全部費用是十萬元。 

六、 募款餐會 

   活動中心於 1991 年 7 月 17 日成交後，基金會於八月成立一個募款委員會。委員會

的成員名單如下： 

    楊朝諭（召集人）；林英宏、林秋成、林榮生、邱忠男、吳重華、郭正光、郭鐘

樑、陳舜哲、許重義、蘇宏彥、蘇秀娥、曾昆聯、莊勝義、闕文榮、戴建民、葉錦如。 

   委員會討論的結果大家同意樂捐一萬元以上者，在接待室、圖書室、教室門外掛碑

紀念。一仟元以上者全部刻在銅板上紀念。楊朝諭、莊勝義、林秋成和各委員全心全力打

拚募款。 

   當大廳打通，地磚鋪好，其他整修工程還在進行中時，基金會決定在一九九二年一

月十一日舉辦一次大規模的募款餐會。當天晚上天氣寒冷，外面又下雨，但是阻擋不了三

百多位熱心的同鄉來捧場。整個室內充滿笑聲，喜氣洋洋，每一個同鄉因為有參與感而感

覺驕傲自滿。到這一天為止共募得二十五萬七千六百元。 

   捐款一萬元以上的名單如下： 



   蘇宏彥、李雅彥、趙紀諭、張顯道、黃逢春、李席舟、王敦正、林重光、楊朝諄、

黃澄清、吳本立、鄭溫溫、鄭順順兩姊妹，吳東山、連山、文山三兄弟。 

   台灣學校和合作社各補貼整修費用五仟元和四仟四百元。尚有幾十位捐了一仟元，

以及其他樂捐者，無法一一列出。到五月底一共募款三十萬元，這包括建館基金四萬元，

同鄉會三萬元。活動中心開幕時，剩下幾仟元。順便一提，開幕後，陸續有人捐款一萬元

以上。 

七、 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 

   一九九二年一月基金會理事會通過設立活動中心管理委員會（下稱委員會），理事

會派本人擔任第一屆活動中心主任。負責組織委員會。因為活動中心是台灣人社區的共同

財產，所以委員會需要包括各社團。委員名單如下： 

   同鄉會趙紀諭、台灣學校蔡炳全、台商會吳文馨、台美公民協會蔡丁財、長春會歐

壽昌、基金會莊承業、熱心同鄉李紗英（原屬同鄉會）。 

   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是二月八日召開，任期到一九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委員會首先擬

定委員會規章。內容包括各委員的職責，管理活動中心，控制開支，聘請職員和義工。以

後制定租金，租用申請表，義工的值班，建立檔案制度。合作社和台灣學校分別於二月和

四月搬入活動中心，同鄉會也有了自己的辦公室。 

   委員會五月起聘請黃燦琴女士擔任辦事員，辦公時間是禮拜一、五和禮拜日。當時

一個禮拜開放七天，其他值班的義工是葉世亮、李紗英、蕭雅美、蔡淑貞、陳月鶴、高守

仁、戴京珠、黃瑤明、吳文山、曾昆聯、李素微、沈盈懷、廖桂汝等等，值班有十一個月

之久。活動中心的財務字四月起到次年三月底止，一共收入$43,000，支出$40,500。收入

部份有六千元是樂捐的。 

    萬事起頭難，委員會在各委員、辦事員和各義工的合作下，慢慢建立一套管理辦

法。一年後，順利移交。 

八、 活動中心的設施 

   台灣人活動中心是位於休士頓西南區，離近年來發展的華人鬧區只有一、二哩遠而

已。整個活動中心的設施如下： 

地坪：1.12 英畝  停車：三十六位 

建坪：一萬二千平方公呎 兒童遊樂場所一個 



一間大廳容納二百五十人 

九間教室，圖書室、廚房、二間辦公室、二間儲藏室、三間合作社辦公室。 

九、 開幕典禮 

   基金會選擇七月十一日下午一點舉行剪綵。那一天同鄉們都穿著很漂亮，這是喜氣

洋洋的一天，也是慶祝豐收的一天。室外剪綵由理事長莊勝義主持，十二位樂捐一萬元以

上的同鄉聯合剪開彩帶。隨後在室內舉行開幕典禮。會中莊勝義表揚募款委員會楊朝諭等

十七位，基金會發起人郭珠貞等八位，以及趙紀諭熱心同鄉十多位。其次是林嘉堂，他捐

贈室外活動中心的招牌。林飛虎捐獻大廳燈光設備。餘興節目豐富，包括遠地達拉斯蔡靜

煌一家人的剪裁舞獅，和紐奧良施利雄十餘人表演山地舞。整個活動中心充滿喜樂。 

  十年過去了，現在有機會回頭看看，活動中心的地點適當嗎？建築物大小足夠使用嗎？

本人非常感激三百位參與的同鄉，大家眾志成城完成購買活動中心的願望。讀完這篇報導

後，如果沒看到自己的名字，請原諒，最重要的是此篇報導是否喚醒你一段美好日子的回

憶？（備註：多謝莊勝義、郭珠貞、葉錦如和林秋成對本文提供寶貴的意見。）(07-2002) 

  

 



10. 台灣為什麼需要正名         莊承業 

  在國民黨五十多年「中國化」的教育下，大多數的台灣居民無意識中自認為中國人；

可是又不同意中國的一國兩制。這種混亂的觀念如何去釐清，的確是要費精神。目前在台

灣推動的正名運動，讓自認中國人的台灣人有一個機會深深思考一下。這篇文章是根據台

灣過去歷史的背景，從美國、聯合國、中國和台灣四個角度來分析，希望對台灣正名提供

比較正確的認識。二○○二年五月母親節那一天，有二萬多人參加遊行支持台灣正名運動，

明年如果有十萬人參與，台灣的民意向前踏出一大步，一定會得到國際的尊重。 

一、美國  

  因為台灣戰略地位的重要，以及台灣的民主化，所以美國一直支持台灣。 

  美國的一中政策是根據一九七二年美國和中國簽署的上海公報而建立的。該公報說

「美國瞭解在台灣海峽兩邊的中國人同意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公報上

只有註明美國瞭解而不是承認。這份公報沒經過美國國會的通過，只是中美兩國政府暗中

交易決定的黑箱作業。 

  三十年後的今天，台灣走向民主化，台灣居民有權自認是台灣人時，只要超過半數，

上海公報就變成廢紙一張。台美人全力遊說國會議員們，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 

  目前美國對台灣的政策是根據一九七九年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來擬定。台

灣關係法是一條法律，美國政府必須遵守，其法律功效高於上海公報。美國政府是可以隨

時取消上海公報。關係法所關注的是台灣安全，而不是中華民國這個招牌。 

  布希政府對台灣相當友善，台灣和美國的關係非常密切。二○○二年四月布希不但自

己脫口說出「台灣共和國」，八月二十六日美國副國務卿阿米搭吉在北京親口說出「美國

不支持台灣獨立，並不表示反對台灣獨立。」布希政府慢慢體會到不能忽視一個事實「台

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一中政策開始鬆動，只是等待時機來改變而已。只要大多數

的台灣居民贊成「台灣共和國」為國名時，一定會加速美國對台灣主權的承認。 

二、聯合國 

  一九七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席位後，只要是中華民國的資產，中國有

權接管。日本和南韓的領事館被中國接收之後，國民黨政府一聲也沒吭過。 

  在聯合國官方報告上，有關台灣部份都附加「是中國的一部份」。如果台灣繼續使用

「中華民國」，中國會強詞奪理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如果改用「台灣共和國」時，中

國就無法無理取鬧。更何況聯合國明文規定人民有自決的權利，行使民族自決是對付中國

的最佳武器。 

三、中國 

  除上海公報、聯合國的官方報告之外，中國一直認為國民黨佔領台灣是一九四九年後

國共內戰的延長。有一天大多數台灣居民贊成更改國名為「台灣共和國」時，中國的內戰



論就無疾而終。在國際法上，中國無權也不敢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中國只好用武

力來威脅台灣。目前中國沒有能力武力侵略台灣，是台灣更正國名的最好時機。 

四、台灣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命令國民黨暫時代理聯軍管理台

灣（參考李筱峰著作《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下冊）。沒想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

就非法佔領台灣變成中華民國的領土。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平條約簽訂時，明文記載日本

放棄對台灣的權利，並沒註明台灣是屬於那一個國家。五十年後的今天，如果台灣居民繼

續使用中華民國，會被國際誤解台灣居民願意和中國統一。台灣居民需要瞭解本身的歷史，

台灣居民無緣無故被迫捲入國共內戰的糾紛，永難脫生。根據過去歷史的記載和舊金山和

平條約的條文，中華民國目前擁有的領土只有金門和馬祖而已。台灣居民有權要求這個島

嶼應該歸還給台灣人，最具體的做法就是更正國名為台灣共和國。台灣正名運動可以徹底

破解五十多年來加在台灣人身上的四個符咒「中華民國」、「我是中國人」、「國共還在

內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解脫後做一個有尊嚴的台灣人。 

  有一個新的國名台灣共和國，不但名正言順，而且會得到美國和國際的支持，進一步

順利加入聯合國變成一個正正當當的主權獨立的國家。 

五、結論 

  台灣的前途是操在台灣居民的手中，也就是你的手中，不是中國的飛彈。只要台灣居

民有信心、有毅力，繼續走民主、自由、人權的路。更要緊的是宣傳和支持台灣正名運動。

有一天，大家做伙歡歡喜喜來慶祝台灣共和國的誕生。(10-2002) 

  

  



11, 一次難忘的示威       莊承業 

  人生的路途頂，常常佇特殊的環境下，學習「經一事長一智」的真理。 

  十月二十三日(2002)下晡五點到七點，休士頓台灣同鄉會發動向江澤民示威的抗議，

在 610 Loop 一間旅館前抗議，現場有真多法輪功會學員一句話沒講，默默站著、坐著，

對四周圍發生的動靜「無動於衷」。這是第一次看到法輪功示威的方式。 

  隔日透早，載全美台灣同鄉會會長邱義昌、郭嘉明、方俊人做伙去大學城(College 

Station，Texas A & M University)支援台灣同學會的抗議活動。這次邱會長專程來本地

參加連續三日的抗議活動，精神可嘉。車開了將近二點鐘，到大學城時，雨變真大。接近

布希圖書館的入口時，發現四個警察站佇十字路，並封鎖路口，只好一直開去，佇附近一

間大的建築物停車，然後打電話給張淑惠（黃界清太太）。半點鐘後，張廣安教授開車來

帶路。事後知影郭正光夫婦、鄧玉庭夫婦和郭錦鳳等五人因為沒人帶路，空跑一趟。 

  十點左右到抗議的現場時，發現學校將布希圖書館正門前面的大草圃用籬笆隔開抗議

的團體和歡迎的隊伍。走入抗議的場所時，已經有三、四百位法論功的學員，有的人站著，

有的人坐著。因為穿著橘啊色，所以非常顯目。張淑惠和本人向法輪功的負責人交涉，他

們同意撥出一個角落給阮有所在掛布條 "One Taiwan, One China" 。細陣的雨繼續直直落。

場內非常的肅靜，無人講話，只有二、三位安全人員輪流巡邏。台灣同學會也動員二、三

十人來參加。我為了好奇起見，走去看對方歡迎的隊伍，大概有一、二百人。 

  十一點快到時，正對面有一陣車隊駛來，可惜車隊是走圖書館的後壁門。相信江澤民

沒看到示威的團體。十一點江澤民發表演講，十二點演講會結束。大部份來賓的車和行路

的人攏需要經過大門前的大路。每一個人攏真清楚看得抗議的訴求。同學會做了一次真好

的宣傳。大部份的來賓攏離開後，同學會決定佇十二點半收場。結束一場有意義的示威活

動。但是法輪功學員繼續抗議。走到大路頂時，有一台卡車駛來，旁邊的廣告等寫著「江

澤民千古罪人」。這次法輪功的示威，不但動員二千人，同時運用宣傳的技術充分表現出

一個有計劃、有組織的團體。 

  離開現場時，運動鞋、襪子和兩隻腳攏溼溼的。我相信坐著的法輪功學員的腳倉嘛是

濕濕濕。這次的示威體會到「動的力量」和「靜的力量」。動的是指一個團體動員的能力。

全國各地來德州的法輪功會員估計有二千人。靜的是指三、四百人站著也好，坐著也好，

沒人講話，沒人振動，表現出另外一種力量的感覺。 

這次的活動深深體會出法輪功學員「參與感」的精神。參與是關心的具體表現，嘛是

毅力的培養，更加重要的是使命感的動力，這是值得咱學習和加強的。(11-2002) 

（後記：這次示威，大學城的電視台和休士頓的 CBS 電視台攏有現場報導。） 

 



12. 乾杯十年、回味無窮     莊承業     TAA-Houston Journal  12-2002 

一、腦波震盪 

"Life is looking forward to" 

"Just do it" 

"You should keep up your dreams" 

"Season-changing gives us a hope" 

"Tomorrow could be better" 

"Plan 5 minutes in the morning" 

"Keep your desk clean"   

上面是十一月十一日社員們演講時說出來的話。聽了這些話，你有什麼感想？社員們就在

這種互相鼓勵和互相學習的氣氛下增進演講的技術。最重要的是在歡樂的環境下自我成長

。乾杯十年，雖然酒量增有限，但是品嚐的醇酒是津津有味的。 

二、乾杯俱樂部 

本人把 Toastmasters  Club  

稱呼為乾杯俱樂部。每一次聚會後，社員都會有意外的感受和收穫，尤其是上台演講的人

，所以值得乾杯。 

乾杯俱樂部（下稱俱樂部）的創辦人是 Dr. Ralph C. Smedley 

1924年他在洛杉磯地區設立第一個俱樂部，主要動機是想幫助別人增進演講能力。今天，

這個俱樂部分佈到七十個國家，全球有八千五百個。休士頓地區就有80個俱樂部，台灣有

71，台北市31。可見這是一個普遍受歡迎的俱樂部。 

 

一九九二年蔡丁財擔任台美公民協會（Taiwanese American Citizen League, 

簡稱TACL）的會長時。有一次理事會議中討論領導人才的培養，委託李時洲收集資料。

經過二、三個月奔走TACL Toastmasters Club  

就在十月正式成立，當時社員超過二十名，是屬於德州南部的District 56。 

 

十月十四日剛剛慶祝時週年紀念，有六十位朋友參加。驚喜中曾色惠、柯志佳、葉世亮和

本人接受一個十年年資的獎牌。俱樂部的社員流動性很大，照統計平均只呆二十個月，十

次演講拿到CTM的證書(Competent Toastmaster) 

就離開。所以長期維持一個二十名社員的俱樂部是不容易的。 

 



三、往事如畫 

十年是不算短的一段時間，腦海裡留下一些美好的畫面。起初三、四年，每次聚會好像是

在開大公司的董事會議，每位社員都需要穿西裝，一點兒也不可馬虎。夏天時至少要戴領

帶。有些社員退出，可能受不了這種無理的要求。 

  

聚會時間是每禮拜一晚上七點半到九點半。結束後，回到家常常超過十點，對許多上班族

的人來說是一種負擔。一九九七年有一些社員建議縮短到一小時半。部份社員反對演講的

時間減少，每次三位演講變成二位。兩方社員經過一場激烈的君子辯論，結果議案表決通

過。理論和實際無法配合時，只好遷就實際。 

  

我們俱樂部有四位才女和二位才子。四位才女是吳真惠、曾色惠、謝貴分和葉芸；二位才

子是吳信哲和黃瑞楠。這些社員的演講內容、用詞、台風、發音、以及聽力和機智都是高

人一等。聽這些社員的演講是一種享受。值得一提的是吳信哲經過三個階段的激烈競爭，

終於有資格參加 District 56 

的決賽。可惜他講的內容太深奧而沒得獎。本俱樂部服務職位最高的是謝貴分，她擔任過

District 56 的財務長。 

  

九四年秋天，林美慈、曾色惠、謝貴分、吳信哲、林恩義和本人一起到奧斯汀參加District 

56的年會。我們有幸聽到那年世界冠軍的演講"A Sticky Bucket” 

。演講者是描述在冬天的一個深夜裡替一隻乳牛看病，結果因結冰一隻手被黏在水桶上，

手指動彈不得，最後只好用力甩掉水桶，手指不斷流血。演講的重點是提醒不可墨守成規

，要有毅力衝破困境。演講者本來是一位獸醫，得到第一名後，轉行變成職業演說家。 

 

吳真惠是第一位社員編輯四頁的英文刊物，替我們的俱樂部拿到很多分數。本人託俱樂部

的福，整整一年把社員的演講稿刊登在《台灣鄉訊》上。還有二年的時間是每期刊登四個

笑話。 

 

四、學以致用  

唸了十八年的書，不知實際用得上的知識是否有十分之一？可是在俱樂部學習到，使用率

非常高。社員可以各取所需，然後應用到日常生活上，收益良多。 

  

俱樂部有一項訓練就是如何開會，包括會議的內容、程序、提案表決等等。一般人怕開會

主要原因是怕浪費過多的時間，怕跟別人爭論。其實瞭解會議的常識後，會減少不少麻煩

。一九九五年本人參加 District 56 

的會議訓練，五月編印一份會議講義開始上課，介紹會議的一些規則，增進開會的效率和

成果。 



  

通常每個俱樂部有七位理事：社長、副社長、教育、公關、秘書、財務和招待，任期六個

月。理事上任前收到一本手冊和參加二小時的訓練，讓每位理事充分瞭解本身的工作內容

，培養理事的責任感和團隊精神。過去四、五年，本人用心編輯合作社理事長、常務理事

、徵信理事、監察理事、貸款專員等等的手冊，是從俱樂部學來的。 

 

宋明琇問本人什麼原因能在俱樂部呆十年。本人的回答是："Sharpen my brain." 

讓腦波多多振動。譬如我演講的題目、如何下筆、如何結束。所以投稿給Houston 

Chronicle或寫信給參眾議員，都有很大的幫助。 

經過俱樂部長期的訓練，會培養出樂觀和進取的精神。俱樂部的使命短文中最後二句是 

                       《Which in return foster self-confidence and personal growth》 

五、活到老、學到老  

孔子說得對，活到老學到老。參加俱樂部除了讓腦波多振動，緩和腦神經退化外，分享社

員的演講，聽了一場好的演講比吃一頓美食更有意思。四年前宋明 加入本俱樂部後，她

致力改變本俱樂部的體質，從嚴肅的學習氣氛中轉變成有歡樂的社交化。所以不但常常有

點心吃，開派對，更有跳舞活動等等。 

  

今天乾杯俱樂部已經變成多元化，除了原先訓練社員的演講能力外，最起碼分享社員的人

生經驗和觀念，當做一種平常的社交活動。百聞不如一看，歡迎大家光臨，分享有酸味、

有甜味的乾杯。在品嚐乾杯滋味的同時體會到自我成長，不是一舉二得嗎？(12-2002) 

  



13.  開拓第二戰場               莊承業 

 

一位創作力強的作家會隨時找靈感來發表作品。一位疼台灣的人隨時想辦法喚醒台灣人意

識，進一步加強認同台灣。 

 

過去三十冬，海外的台灣人有一個共同的願望，就是推翻國民黨政權，大家無暝無日同心

協力來打拚。現在這個願望實現了，國民黨真的下台了，大家心內真爽快，嘛有成就感。以前台

北經文處是咱抗爭的第一戰場。民進黨執政後，台灣的政治環境產生真大的變化。二、三冬前，

本人體會到咱主要的戰場應該搬去台灣，咱需要開拓廣闊的第二戰場。 

   

二○○○年五月陳水扁佇就職演講中講出不當言論「五不政策」，激怒了主張獨立的團體

佮熱心的同鄉。有的人對伊真感冒，有的人認為台灣已經民主化了，可以休息，有的人一直想辦

法去影響伊。一時海外的台美人失去共同奮鬥的方向。但是台灣還沒真正獨立，咱要繼續去找第

二戰場。 

二冬前，一位二十七、八歲的姪女從台灣送來一份伊湄兒中寫著「我們中國人……」突然

間發現第二戰場。回覆時簡單一句問話：「妳是中國人嗎？」本人知影要打破一個長期的觀念是

非常困難的，需要給伊有時間去思考這個嚴肅的問題。「我們中國人」已經變成一句口頭禪，需

要咱去點破，去喚醒這種無意識的錯誤觀念。 

   

二○○一年年底台灣有立委選舉，手中有一份高中的同學錄，十月起開始寫批給五十幾位

同學，主要是啟發同學的思考能力。批中介紹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平條約內有關台灣國際地位未

定的條文，以及陳水扁總統沒承認「九二共識」的內涵。一、二冬來寄了幾次資料給同學做參考，

加強同學對台灣的了解佮信心。 

   

舊年的這個時陣（三月）去台灣參加第二屆世界台灣人大會，真歡喜看到大會的主題「台

灣正名，國家制憲」。同時走上台北街頭遊行三小時。獨派團體找出這條正確的大路。三月底佇

台南參加國小畢業五十週年的聚會，順便佇台北買三十本李筱峰的書「台灣史 100 件大事」上冊

去送給小學的同學，同時介紹「台灣需要正名」的重要性。目前手頂有八、九十位名單，保持連

絡，提供資訊。本人發覺一、二冬來的努力已經得到正面的效果。咱需要加強第二戰場。 

    

親愛的讀者，你繼續佇第一戰場打拚嗎？或是你有你的第二戰場。不管如何，歡迎你來加

入「台灣正名」的草根運動。利用各種方式、各種機會向島內的親戚五十、朋友六十推銷現階段

最要緊的觀念「台灣人」、「台灣共和國」；支持台灣正名運動。台灣的民眾是咱需要開拓的第

二戰場的對象。明年總統大選時，希望陳水扁總統再一次當選連任，這是咱共同做伙打拚的目標。

(04-2003) 

  



14. 強烈抗議「港澳僑生」的獎學金  莊承業 

  佇台灣，有部份官員是根據「一國兩制」的觀念來推動行政事務，造成真多笑話。 

  四月初，一位同鄉佇「僑務委員會」的網站看到一個消息：教育部試辦頒發獎學金給

港澳僑生。他馬上到教育部的網站去查資料，果然沒錯，四年的大學獎學金可以領到新台

幣四十二萬元。多慷慨的教育部！最荒唐的是文宣中有這樣幾句話「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

織之後的國際化趨勢，的確需要吸引海外優秀華裔學生返國升學，提升國家競爭力，僑生

學生返回僑居地，盼能宣揚中華文化。」這種不合邏輯的文宣，竟然變成頒發獎學金的堂

堂皇皇的理由！ 

  四月十二日「僑務」座談會，我故意去參加。我知道「僑委會」還繼續替「港澳僑生」

服務。當我提出抗議時，張富美答覆下次行政院部會會議時，她會轉達給教育部長。更妙

的是她說台灣的大學常常招不到學生，另外一個堂皇的理由。 

  當天的「僑務」座談會，相當失望。台灣人活動中心外面有人抗議，要求廢除「僑委

會」。張富美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提出有力的證據或政策來反駁，進一步說明「僑委會」

存在的正當性。她只是說外交部的預算是 280 億，「僑委會」只是小小的 15 億。言下之

意好像說僑委會是小兒科，沒值得抗議。 

  有人建議在「僑教中心」掛一張台灣地圖。民進黨執政三年，台灣地圖還沒掛上去，

這是誰的責任？有人建議服務人員要多講台灣話。看樣子，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可以到僑教

中心開課傳授台灣話。 

  二小時的座談會，只聽到一句「甲意聽」的話。張富美講佇馬來西亞的僑生對台商的

幫忙真大。她也講休士頓的僑教中心是十七間中最大的。站在另外一個角度看，可以看出

「僑委會」如何浪費台灣人民的錢。我們應該繼續抗議，要求裁併「僑務委員會」。 

  我已經把港澳僑生的獎學金的抗議書寄給教育部僑教會主委高崇雲。並將教育部的文

宣傳真給四位立委蕭美琴、王幸男、蔡同榮和陳唐山，請他們注意教育部的亂。 

  抗議書寄給台北市中山南路 5 號，教育部僑教會高崇雲主委。 (05-2003) 

  

 



15.     休士頓台美人向中國示威 莊承業 

 

WHO FOR TAIWAN 

 

 五月二十日左右，消息傳出中國鴨罷阻擋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加入世界衛生

組織，所有同鄉非常憤怒。一禮拜後台灣同鄉會向中國領事館做強烈的示威抗議。 

 

六月六日下午三點半，蔡靜輝、楊金水、張義茂等十幾位達拉斯的同鄉到現

場佈置。四點過後，同鄉陸續到齊，中國領事館整修中，暫時租 MONTROSE 3400

號的七樓上班。這條街的二面站滿抗議的同鄉。休士頓台灣同鄉會長王明珠和六

位理事全體出動。王會長在隊伍中走來是去鼓舞同鄉的士氣。四點四十五分王明

珠，達拉斯同鄉會長張義茂，莊承業和世界日報記者胡宗駒作伙上樓去中國領室

館傳遞抗議書。進入辦公室後，莊承業向前說明來意，這位辦事員馬上仇氣向記

者警告不可照相。他進去請示，出來後用強硬的口氣講“不收抗議書。這是中國

領土，你們不走馬上叫警察來”。野蠻的態度叫人無法忍受。 

 

五點後，路頂的車輛越來越多。“HOAN FOR TAIWAN”的標語發揮真大

的響應，喇叭的聲音響盡天空。同鄉憤怒的大聲喊 “CJINA LIED, PEOPLE 

DIED”， “WHO FOR TAIWAN”， “ONE CHINA， ONE TAIWAN”，

“SARS MADE IN CHINA”。部份同鄉開始唱歌。 “福爾摩莎頌”， “母親

的名叫台灣”等等來助陣。 

 

示威過程中，有二位來賓國務院外交安全人員的 JACK CLEVE 和本地警察

JOSEPH CRAM。同鄉利用機會說明示威抗議的原因。除世界日報記者外，媒體

有一位「新唐人」電視台記者王洋，她訪問王明珠和前會長高景男等。有人問她

六四事件已經十四年了，為何在美國的幾萬留學生都沒聲音？她說有二個原因：

第一是留學生目睹中國共產黨的殘忍手段，第二是中國用 “愛國心”來麻醉中

國人的思想，不敢反抗中國政府。 

 

六點到了，七、八十位同鄉結束一場有意義的抗議活動。只要中國繼續鴨罷，

抗議示威一定繼續下去。(06-2003) 

 



16.      鮑爾重申台灣的重要性         莊承業 

為了慶祝設在德州農工大學(TEXAS A & M UNIV.)的布希圖書館基金會成立六週年紀

念，美國前總統老布希特別策劃這一次「美中關係的研討會」。日期四天，從十一月五日

到八日(2003)。可以觀察得到的是布希政府和公共服務學校(GEORGE BUSH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和休士頓萊斯大學的貝克公共政策學院

(JAMES A BAKER III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漸漸變成美國對中國的任何政策

的重要智庫。 
 

  五日清晨六點多，由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APA)，南德州分會楊明耕會長領隊開車一

小時半到大學城參加此次會議，同行的同鄉包括副會長羅錦燦、梁敏雄、方俊人、陳太太

和筆者；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前會長高景男、方清玉夫婦另開一部車。八點多抵達約定地點，

由黃界清教授的太太張淑惠安排三部車送客人到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九點不到，大禮堂的

上下樓完全爆滿。 

   

前總統老布希首先開場白，說明這次研討會的用意：讓美國和中國面對面交談，想辦

法解決一些有爭議的議題。然後他介紹第一位主講人國務卿鮑爾 (Colin Powell)。當鮑

爾走進會場時，二千五百位聽眾站起來熱烈鼓掌歡迎。一開始他就強調美國遵守上海公報

和台灣關係法，對中國和台灣的既定政策不變。他希望中國和台灣以和平方式解決糾紛。

然後他故意把話題轉到中國在海岸繼續佈置飛彈是顯示一種不一樣的信息。美國會提高警

覺觀察中國處理台灣的方式是和平或武力；把它認定中國對附近鄰國和美國將會採取同樣

的手段。他建議美中的對談不要停留在教條式的口號，應該改以務實的態度就事論事公開

討論。鮑爾進一步指出台灣的安全是高於任何和中國交涉的議題，他很清楚地把美國目前

的堅定立場透過這次演講向中國表達。這是一場簡短又強有力的演講。 
 

  第二位主講人是中國前副總理錢其琛，他已經是七十五歲了。他並沒有對鮑爾的演講

提出任何個人的反應，他只是照手上的稿件用英文唸了一遍。老生長談，他提到台灣議題

是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的延續。目前台灣島內有一股力量把台灣推向獨立，對美中關係沒

有任何益處，只是問題的製造者。他順便提到有三十萬台灣人在上海工作，意味台灣議題

是中國內政問題。最後他認為美中繼續溝通是絕對必要的。這次他帶領 40 人代表團來美。

研討會包括政治、外交、軍事、經濟、農業、教育、能源和科技交流等層面。 

   

輪到前國務卿季辛吉演講時，聽眾的熱情逐漸減低。他強調 32 年前敲開中國大門是正確

的，因為過去七任美國總統都採取同樣的態度和策略對付中國。他認為圍堵政策是錯誤的。

只有兩方面公開來往坦誠溝通才能製造和平，繁榮兩嬴的局面。鮑爾演講時曾幽默季辛吉，

他曾誇獎季辛吉的功勞及工作認真的態度，包括啟發自己(INSPIRING HIMSELF). 

   

演講後，聽眾書面問題重要的有下列二項： 

 

問題一：21 世紀中國將成為超級經濟強國，中國能發揮什麼作用？ 

錢其琛回答：中國目前只是開發中的國家，2050 年時最多是一個普通的開發國家 



而已，不可能成為超級經濟強國。 

 

問題二：目前美國對台灣議題應有的態度如何？ 

季辛吉回答：1. 遵守上海公報一中原則，不是二個中國。2. 鼓勵中國和台灣通話 

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3. 維持現狀。 

   

11 點會議結束，大家一起去參觀布希花園和墓地。然後張淑惠很慷慨作東請客。下

午一點多才啟程回休士頓。 

   

次日對此事的報導，HOUSTON CHRONICLE 的標題是"POWELL CITES TAIWAN'S 

IMPORTANCE"。可是大學城的報紙 EAGLE 的標題是"POWELL VOICES HOPE FOR 

US─CHINA RELATIONS。報導的重點完全不一樣。 

 

補充：上午錢其琛說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下午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則

說：「台灣問題也是美國的內部問題。」(11-07-2003) 

  

 



17. 讀書會報告              莊承業 

 
2003 年 7 月開始，記得有五個人；顏琇莉、方俊人、林三江、曾恒輝，筆者，成

立一個讀書會，每月聚會一次，用一冬的時間讀完下面這本書。每次聚會時，主講者需

要準備一份書面報告，這是筆者的六份報告；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by Stephen Covey   C.Y. Chuang   July 25, 2003 
The Seven Habits–An Overview ( p46 – 62) Bookclub - Report 1   

 

Habits  

 3 elements: desire, knowledge and skill. 

 There is one more segment “Character” involved. 

 Desire plays a major role in a habit 

 

Maturity Continuum 

 A breakdown of maturity : dependence -  focus on You 

      independence – focus on I 

      interdependence – focus on We 

 

 Privately Victory (habits 1, 2, 3) & Public victory (habits 4, 5, 6) 

 

Effectiveness Defined 

 Balance of P/PC Production/Production Capacity 

 

 Effectiveness is a process of learning, trial & error, and committing to  

  change and to improve. 

 

 Higher expectation generates the higher effectiveness. 

   

Three Kinds of Assets 

 Physical, 

 Financial 

 Human 

 How to make the assets more effectively. 

 

Interchange of Experience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Attachments 

1. Two American Women’s Story  

You will define yourself from within, rather than by people’s opinions  

or by comparisons to others. “Wrong” and “right” will have little to do  

with being found out. (page 61)  

2. See what is the result depends on how you do 

Second thought is preferable at the different angle, focus on the  

positive and the effectiveness, when we encounter severe problems.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by Stephen Covey     C. Y. Chuang  Aug.22, 2003 
Habit 1 – Be Proactive (p66 – p94)       Bookclub – Report 2 

 

Proactive   
1. Taking initiativ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ke things happen (p71) 

2. Four senses to have a freedom to choice. (p71) 

a. Self-Awareness   

b. Imagination 

c. Conscience 

d. Independent Will  

     3.    Don’t be mad with other’s bad words or attacks 

 “No one can hurt you without your consent” by Eleanor Roosevelt  (p72) 

            “They cannot take away our self respect if we don’t give it to them”  

            by Gandhi (p72) 

      4.   Positive thinking of other people 

      5.   Expand “circle of influence” 

Reactive 

1. Negative thinking of other people, but ignore the positive side 

2. Focus results in blaming and accusing attitudes, reactive language, and increased feeling 

of victimization. (p83) 

3. Shrink “circle of influence” 

Trap of Proactive (The other end of the stick) (p90) 

1. Proactive doesn’t mean every initiative is done right; what happens if it is wrong 

2. “While we are free to choose our actions, we are not free to choose the consequences of 

those actions.  Consequences are governed by natural law” (p90) 

3. “We pick up one end of the stick, we pick up the other” (p91) 

4. To admit the mistake, and empower ourselves immediately (p91) 

5. It could make a sense at the beginning, but it turns out to be negative in the long run. 

6. It doesn’t make a sense at the beginning, but it turns out to be positive in the long run?? 

7. Think about any initiative before being act 5 years from today. 

8. “Lord, give me th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which can and ought to be changed, the 

      serenity to accept the things which cannot be changed, and the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p86) 

Making and Keeping Commitment (p91) 

1. Proactive is the essence of our growth. 

2. Be focus on “matter” instead of “person”. 

3. Be responsible to whatever we say or we do. 

4. An effective person means a responsible people (p93)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by Stephen Covey       C Y Chuang      Nov.14, 2003 

Habit 2 –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p96 – p144)   Bookclub – Report 3 

 

Funeral Service: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 What do you want the people to remember you?  A role we play in our life. 

- Set an ultimate goal; get the direction; then proceed and update simultaneously, 

- “We manage ourselves each day to be and to do what really matters most” (p98) 

All Things are Created Twice (Actually thrice) (p99) 

- Planning (mind), executing or implementing (action) and reviewing (mind & action) 

- Life could be repeated thrice; millionaire too. 

Leadership (habit 2) & Management (habit 3) (p101) 

- Leadership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director); management is doing things 

right.(actor) 

- We need a vision or a compass (principle or direction) instead of road map.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     What do you want to accomplish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new assignment or our 

                   life . 

 -     With self-awareness, imagination and conscience,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 

                  volunteer of the credit union and THSH. 

 -     It would be fun to write the mission statement whenever we start something new. 

 -     Rolfe Kerr’s personal creed “Hear both sides before judging”; “Listen twice as much 

                  as you speak” (p106). 

Center of Our Life (p109 to 111) – Alternative Center and Principle Center  

- Source of Security(worth), Guidance(criteria), Wisdom(capacity), Power 

(strength) 
- Alternative center: Spouse-Centeredness; Family; Money; Work; Possession; 

                                 Pleasure; Friend/Enemy ; Church; Self 

Principle-Center Living (Objective Thinking) (p122 to 128) 

- Not affected by other persons, you make your decision consciously and 

knowledgeably.  

- The decision is made by the principle; not by pleasing people. 

- The decision is made by the best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 

- Feeling comfortably about the decision. 

- With principle center in mind, you see the things differently, and act effectively. 

- Principles are deep, fundamental truths, class truths, and generic common 

denominators.  (p122)   

- Read “Appendix A”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profile of centers in a life, and establish 

the sense of your own principle-center. (p144 & p321 to p329) 

Use The Whole Brain – Balancing Right and Left Brain  

 -    Right:  intuitive, pictures, put together, simultaneous thinking, time free, listen to 

                             others 

 -    Left:    logical,    words,   break apart, sequential thinking, time bound, stick to own  

                             mind 

 -    Improving the function of the right brain 

      a.  Expand Perspective:  image beyond your mind, and visualize in rich detail. 



                 b.  Visualization and Affirmation:   

Identifying Roles and Goals 

- The role is just a tool, the goal is the product.  Manager is a role, job well done is a 

goal 

Write Your Own Mission Statement – The most challenge phrase in the whole book  

- Emerge (apply) the mission statement into the daily life. 

- The mission statement is the guidance to act effectively in the daily life. 

- Personal mission statement is the engine of the life journey; the tool to work 

effectively 

- Mission statement should be modified from time to time to fit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by Stephen Covey       C Y Chuang      Feb.13, 2004 

Habit 3 – Put First Things First (Time Management)     (p145 – p182)   Bookclub – Report 4 

 

Time Management – Action Philosophy 

- Right brain: Through the imagination and ideas, establishing the leadership habits.  

                          Habit 1 (Proactive) & Habit 2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 Left brain: How to execute the idea to get the results. i.e. time management 

Independent Will  

- Leadership means “does the right thing”, and decides what “first things” are. 

- While management “does the thing right”, and put them first with discipline. 

- Discipline in different ways, such as to philosophy, principles, and values. 

- The power of independent will to do something when you don’t want to do it; 

                  to be a function of your values rather than impulse or desire. 

Four Generations of Time Management 
- Time management in a simple sentence “Organize and execute around priorities” 

- 1st G: by notes and checklists 

- 2
nd

 G: by calendars and appointments 

- 3
rd

 G: by prioritization 

- 4
th

 G: by preserve and enhance relationships to get the results. 

Time Management Matrix - Four Quadrants 

- Two important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 Urgent & Important 

- Q I : urgent & important               Q II: not urgent, but important 

- Q III: Urgent, but not important   Q IV: not urgent & not important 

Quadrant II Contents  

- Something “Important” to your values, mission, and your high priority goals. 

- Keep P/PC (Production/Production Capacity) in balance, think preventively. 

- Focus on enhancing relationships and results rather than time and methods  

Quadrant II Tool 

- Balance your role to your value or mission 

- Focus on weekly planning 

- Delegating the people 

- Flexibility fits to your need, not the other way 

 

 



Quadrant II Manager 

 -    Roles: define your roles appropriately 

 -    Goals: set up a reasonable goal to be achieved 

 -    Plans: the road to reach the goal 

                 a. Weekly schedule with daily adapting 

      b.    Delegate the people 

Highlight of 4
th

 Generation 
 -    Focus on Quadrant II  

 -    Concept of the efficiency dealing with time and effectiveness delegating people. 

       a.    Efficiency by the tool of weekly schedule 

                  b.    Effectiveness by increasing P/PC (high-leverage) through delegation of the 

                         people。 

   Stewardship Delegation – most effective way 

   1)   Desired Results – clearly state the expectation to whom concerned 

   2)   Guidelines – show the proper way to do the job and avoid the mistakes 

   3)   Resources – provide enough the money, tool and people 

   4)   Accountability –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5)   Consequences – reward or punishment depends on good or bad job is done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by Stephen Covey       C Y Chuang      May 28, 2004 

Paradigms of Interdependence      (p185 – p203)                         Bookclub – Report 5 

 

1.     IQ Intelligence Quotient  

 

2.    EQ Emotional Quotient 

  

3.    Emotional Bank Account    (EBA) 

  

- Integrity 

- Courtesy, kindness, honesty, respect, trust 

- If EBA is high, the communication channel is widely open; otherwise, it is vice versa. 

- Six major deposits 

  

a. Understanding the individual 

b. Attending to the little things 

c. Keeping the commitments 

d. Clarifying expectations 

e. Showing personal integrity 

f. Apologizing sincerely when you make a withdrawal 

 

4. Interdependence 

 

 a. Be objective to people and matters. 

 b. Focus on the positive side than negative when interfacing with people...  

      b. Successful working with other people is the key for an effective people. 



 

5. Tips for Management 

 

a. Face Reality! 

  -   Facing reality meant figuring out what needed to be done, and doing it  

                       – no matter how painful. 

  -   If you Face Reality, if you choose to look at your business environment as  

      constantly changing, if you search for ways to cope with and compete within 

                      that environment, you are facing reality. 

 

b. Managing Less Is Managing Better 

  -   Manager should create a vision (or a goal) for their employees and to make 

                       sure the vision is always on the track. 

  -   Make them feel good about what they are doing.  Make them feel that they are 

                       doing something important for the company.  Give them confidence 

 

 

The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by Stephen Covey       C Y Chuang      July 30, 2004 

Habit 4 Think Win/Win (Interdependence)      (p204 – p234)      Bookclub – Report 6 

 

 Public Victory  

 

Six Cases of Interaction (interdependence) 

1. Win/Win 

2. Win/Lose 

3. Lose/Win 

4. Lose/Lose 

5. Win – Secure own needs,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other’s need 

6. Win/Win or No Deal 

 

Five Dimensions of Win/Win 

1. Character:  Integrity – The value we place on ourselves 

  Maturity -  Balance between courage and consideration 

  Abundance Mentality – Share with others the inner sense of personal 

                                                               value  

2. Relationship: Focus on mutual goal, not on the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 interest. 

3. Agreement: Performance agreement in the following five elements 

      -  Agreeable desired result: Openly discussion about the result 

      -  Basic guidelines:  Game rule 

      -  Share the resources:  Access to resource 

      -  Proved accountability: Measurement of responsibility 

      -  Specify consequence: Reward and penalty 

4. Supportive System:  Communication & training 

5. 4 Processes to reach win/Win 

      -  See the problem from point of the other people 

      -  Identify the key issues 



      -  Determine what results could be satisfied 

      -  Third alternative to achieve the result 

 

Remarkable Notes 

- Public Victory does not mean victory over other people.  It means success in 

effective interaction that bring mutually beneficial results to everyone involved (p 

220) 

- Public Victory means working together, communicating together, making things 

happen together.(p220) 

- Enough deposits of Emotional Bank Account have been made so that you know and 

I know that we deeply respect each other.  We are focused on the issues, not on 

personalities or positions. (p221) 

- Good relationship does eliminate the negative energy normally focused on difference 

in personality and position and creates a positive, cooperative energy focus ed on 

thoroughly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and resolving them in a mutually beneficial way. 

(p221) 

- Win/Win puts the responsibility on the individual for accomplishing specified results 

with clear guidelines and available resource.  It makes a person accountable to 

perform and evaluate the results and provides consequences as a natural result of 

performance. (p232) 

 

 



 

18.      從台灣願景看2004年總統大選        莊承業 

 台灣今年的總統選舉攸關美麗島的穩定安全和經濟繁榮，引起海內外台灣人相當的關注。

有二百多年選舉經驗的美國，常常用一句話來形容：「選舉是在爛蘋果中挑選一個比較不

爛的。」現在以台灣的願景，用十個議題來比較二組總統候選人。 

一、繼續改革 

   

日本明治維新，改革成功，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反觀中國，歷代改革都失敗，所以中

國仍停留在專制化的體制。台灣呢？歷經國民黨四十年的高壓統治，留下不少爛攤子。民

進黨執政三年半，雖然受到國親兩黨立委的牽制，也交出漂亮的成績單；沒有人說民進黨

是「國庫通黨庫」，或是「法院是民進黨開的」，軍隊國家化，國家政策朝向四族共和。

阿扁政府在金融改革方面可說是難能可貴，除了打銷呆帳1兆1684億元，將逾放比由最高

的兩位數降到5％以下。台灣的改革工程需要繼續讓民進黨來推動。 

   

國親推出來的連宋結合是舊時代的復辟，他們有決心、有能力去改革他們舊有的陋習嗎？

如果有魄力的話，為何國民黨的黨產一直是百億以上？尤其他們周圍享受三、四十年特權

的核心份子，願意放棄本身的利益嗎？台灣人容忍開倒車的人來執政嗎？ 

二、執政黨的黨綱 

民進黨於一九九九年提出「台灣前途決議文」作為黨綱；「台灣，固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

華民國，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任何有關獨立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

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這個條文很清楚闡明「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可是國親兩黨的黨綱為何？他們沒有共識，所以有宋楚瑜的一中屋頂；連戰的一個中國各

自表述；以及王金平的一邊一國可以討論。連宋上台會造成三頭馬車，方向迷糊的政府，

你放心坐在汽車裡，讓連宋去駕駛嗎？ 

三、經濟政策 

因為世界過去四年來都是經濟低迷，目前美國股票的道瓊指數恢復到一九九九年而已。以

出口導向為主的台灣經濟自然受到影響；但失業率沒有像美國的6.5%那麼嚴重。經濟出身

的台南市長許添財一月十日在休士頓的阿扁後援會募款餐會上，積極強調國家主權是協助

經濟發展的主力。民進黨執政繼續穩定國家主權，加強企業全球化佈置。 

連宋執政的話，一中屋頂就會把台灣主權壓得扁扁的，進一步產業過度依靠中國，台灣變

成中國的囊中物，對台灣整體的經濟發展是不利的。 

四、移民政策 



根據保守的估計目前至少有十萬不合法的中國人居留台灣。去年秋天台灣團結聯盟在立法

院提出議案，修改八年到十二年，外籍居民才有權利成為台灣公民。此案被國親兩黨立委

封殺掉，因為這十萬中國人是他們的鐵票。如果國親執政，只會放寬條件，加速中國人移

民到台灣。台灣已經夠擁擠了，你願意讓有敵意的中國人移民過來嗎？請冷靜思考一下。 

五、四族共和政策 

陳水扁總統上台後，積極推廣客家文化；包括成立客家委員會，開播客家電視台、客家文

化館、客家藝文中心等等。談到原住民的照顧，除了恢復太魯閣族自成一族外，積極規範

原住民自治區，目前在立法院審議中。民進黨照顧弱勢文化是朝族群和諧的大道前進。 

   

李登輝執政以前，國民黨是靠高壓和籠絡手段來統治台灣。以強勢文化的姿態壓迫弱勢文

化。這是舊時代的特徵。連宋當選後，會改邪歸正照顧弱勢文化嗎？想必只是新瓶裝著舊

酒。 

六、三權分立的制衡 

民主政治大部份建立在三權分立的基礎上。目前民進黨執政；可是立法院由國親立委控制

，民進黨變成跛腳政府。最近行政院推出五年五千億的十項建設，在立法院被封殺，阿扁

再連任的話，情況改善有限。萬一連宋當選，府會勾通，國親可以無所不為，為自己的利

益訂出法律。最擔心的是一中屋頂政策，通過一國兩制，到時候二百萬人上街頭抗議也無

效。最具體的例子是去年年底立法院通過的防禦性公投法案，約束公投的範圍。這種公投

有什麼用？國親立委無法放寬心胸，認識民主的真諦，不走正門大路，專門找羊腸小徑；

這是專制性格的心態作祟。我們能讓「回歸祖國」的人執政嗎？ 

七、亞太平衡 

台灣地理位置正好是在東亞一連串海島的中心。在國際戰略上是佔有關鍵性的要津。台灣

維持一個獨立的國家，剛好平衡美中的對峙，保持亞太地區的和平。這是遠東各國所期待

的。國親上台的話，向中國靠攏，亞太地區就失去平衡，中國可以東征北討，造成動盪的

局面，台灣變成紛爭的地區，這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阿扁連任，可以保持亞太地區的穩

定。 

八、政黨鬥爭 

執政黨和在野黨彼此鬥爭是民主政治的常態。可是目前擺在眼前，連宋不屬於同一政黨，

萬一當選，國民黨和親民黨都是執政黨，彼此兩黨為了分配政府的官員以及財經的資源，

一定會明爭暗鬥。最擔心的是宋楚瑜對2008年的總統位置雄心勃勃，連戰有能力擺平嗎？

馬英九會視而不見嗎？到時候，府會相鬥一定會比現在更嚴重。任何一方為了打倒敵手，

有一方可能向中國求救、靠攏。台灣的政治會陷入混亂狀態。因為國親兩黨關係的複雜，

這一次選舉會像2000年美國總統選舉，有百分之十的民主黨員倒戈投票給共和黨布希；同

樣有一些理性的國民黨員會投票給民進黨。 



九、公投意義 

公投法的立法和實施是為台灣制定新憲法鋪路；以直接民權決定國家的大事。陳水扁總統

執意舉辦公投是非常有智慧的。第一深耕民主，紮實基礎，啟發國民「當家作主」的意願

，奠定走大路的方向。第二是二條公投通過後，既使連宋當選，他們也要符合民意，增購

武器保衛台灣。既然連宋處處討好中國，他們不可能增添武器，這是國親反對公投的主要

原因之一。你願意台灣的民主政治倒退幾大步，台灣的安全受到威脅嗎？ 

十、國家認同 

國家認同的分歧是台灣亂象的根源，最深層裡，這是中國人優越感的作祟。這跟美國一樣

，白人本身的優越感造成當地社會混亂的主因。最近一連串的事故發生可以得到證明：譬

如遊行時有人高呼「胡錦濤萬歲」，「把阿扁當彈靶射擊」，「將阿扁的頭割下來送給中

共解剖」等等。這不單單是優越感的現象，而且充分暴露「仇恨」的心態。我們可以不警

惕嗎？因為國親不認同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所以過去四年統媒唱衰台灣，加上國親立

委杯葛民進黨，共同製造台灣的亂象。他們的目的是讓台灣人失去信心，他們有機會復辟

，共享政權。更可怕的是中國人的優越感會更加囂張，沈默的台灣人應該要站出來投票給

阿扁，終結台灣的亂象。 

從台灣的願景看這場總統大選，萬一連宋當選，會發生下列三個現象： 

1.舊時代的復辟；黑金特權，國庫通黨庫會死灰復燃，台灣的民主政治會倒退。 

2.國親兩黨鉤心鬥角，爭權奪利，府會混亂會造成台灣政局動盪不安。 

3.模糊國家認同，引進中國勢力，為一中屋頂政策鋪路，最後台灣變成中國的屬地。 

另一方面如果阿扁連任，可以期待下面三種效應： 

1.台灣繼續深耕民主，推動四族共和政策，輔導並加強台灣產業的競爭力。 

2.讓連宋死心，終結舊時代的復辟，加速中國國民黨的改革，早日變成台灣國民黨。 

3.加強國家認同，繼續向國際傳遞信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進一步向國際社

會進軍，實現一個主權完整的國家。 

最後衷心的期望，台灣人要有信心，大家邀請親友，三月二十日那一天，把神聖的一票投

給阿扁，讓阿扁連任，讓台灣的主權繼續鞏固。 

2004年02月份 休士頓《台灣鄉訊》 

 



 



19. 記休士頓阿扁連任慶祝酒會   莊承業  TAA – Houston Journal 5-2004  

         乾杯！乾杯！為台灣乾杯！ 

  

四月十日下午三點不到，不少同鄉陸續到台灣人活動中心。大家面帶笑容，神情怡然；見

面時，互相握手道賀恭喜。走進大廳，就看到幾百個小小香檳杯子。裡面佈置很多阿扁助

選的旗幟。到處看到扁帽、扁娃娃、扁恤衫和阿扁海外後援會夾克等等，大廳的氣氛喜氣

洋洋。這場阿扁連任慶祝酒會是由台灣同鄉會、阿扁後援會和客家後援會聯合舉辦。吸引

了將近四百位同鄉。 

  

慶祝酒會開始時，首先放映三、四十分鐘的「二二八手牽手護台灣」錄影帶。銀幕上時常

出現感人的鏡頭；大家嘻嘻哈哈手牽手顯示族群大團結的歷史時刻。後援會總幹事李席舟

帶領大家唱“牽手連心護台灣”和“相信台灣”。同鄉會會長郭振源首先致詞，他說阿扁

連任是返台投票同鄉的功勞。李席舟用輕鬆的口氣分析阿扁勝選票數6,471,970的玄機。64

是指中共的天安門事件的日子；7197是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中國；零是表示像六四，香

港回歸最後都變成零，引發聽眾的熱烈笑聲。接著客家後援會會長郭正光說明美國有六個

客家後援會，沒有一個是連宋的支持者，因為那是「見笑」的代誌。你向島內的客家鄉親

說為什麼有二萬人回去幫阿扁助選，就是不希望下次回家時是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

。李席舟也提到台灣的計程車司機幫連宋拆字，結果是連和瑜的組合變成「輸」，選前許

多人就知道他們一定失敗，「不幸」言中。 

  

首先上台發表返台助選的是郭錦鳳，她戴了阿扁帽加二二八手牽手絲巾，描述她上街拜票

和藍軍對峙的情景。她講話的姿勢和高昂的語氣充分表現是一位超級助選員。詹松烽提到

選前打電話給親友時，大家都在敷衍。等了自己親自遊說拉票，加上三一九阿扁槍傷，親

戚朋友都說作案的人夭壽，馬上改投阿扁。尤其是第二天，她的姐姐看到電視報票時，阿

扁落後二十萬票，悲傷到眼淚都流出來，真情流露。在這次的選舉中，許多客家人真正地

覺醒了。顏琇莉提到三一九阿扁在台南市掃街時，兩旁的樓房都高高懸掛著鞭炮，無地躲

藏，整條街變成白茫茫。當她看到阿扁時，阿扁和呂秀蓮都面無表情，自己感到很奇怪，



事後才知道阿扁中彈。一位年輕的朋友謝瑞榮上台時，向大家報告，民進黨不怕驗票。因

為根據基層工作人員的回報消息，廢票三十三萬之中，有三分之二是明顯投阿扁的票；由

於驗票嚴格，所以造成過多的廢票，否則阿扁贏得更多。壓軸戲是由劉如峰醫師表演，他

的助選活動從同學會，站台演說，街道分發傳單，一直到電台Call-

In。他的助選故事可以寫成一本小說。 

  

時間已經超過五點半了，李席舟請大家站起來，帶領大家高高舉起杯子，為阿扁連任乾杯

，為台灣乾杯，天祐台灣。此時整個大廳溢滿著酒味和笑聲，把慶祝酒會帶到最高潮，最

後合唱團表演三首歌，結束這個充滿喜樂的慶祝酒會。(04-2004) 

  

 



20. 連宋颱風吹垮了中國黨       莊承業 

 

今年台灣的颱風季節來得早，四月初國民黨江丙坤到中國交涉連戰訪問中國，敲定四月廿

六日啟程。接著宋楚瑜不甘落後，於五月五日也登陸訪問。前後一個半月的政治颱風，把

台灣吹得東倒西歪，連阿扁總統也招架乏力。台灣的地理正好座落於颱風地帶，很巧也是

列強必爭之地。相信台灣人有足夠的信心和毅力來克服這次連宋颱風所造成的破壞。 
這次連宋颱風帶給我們什麼樣的認識和啟示。我們有必要深一層的瞭解。 

一、連宋的迴光返照 

一個病人長期的掙扎，在將近走完這段人生的旅程時，常會有迴光返照的現象發生。通常

的情況下，旁邊的親友會很興高采烈，認為病情會有好轉，可是經驗豐富的醫生會馬上診

斷，此位病人快走到盡頭了。 

我們首先要瞭解連宋都是專制體制下成長，輝煌騰達。他們的思性方式一直停留在那個框

框裡。連宋知道他們窮途末路的困境，竟然異想天開，認為利用朝貢的機會「風光」一下

，可以死灰復燃。他們忘了台灣已經是民主社會了，二次總統都落選，還有第三次機會嗎

？江丙坤玩弄的「連戰連任主席」的續集會成功嗎？登陸訪問不可能加分，再過二個月，

只好鞠躬下台。 

宋楚瑜一向是單槍匹馬闖天下，他能順利組成「親民黨」算是好運氣。現在大牌立委李慶

華和邱毅宣佈退黨，他不但沒規勸，反而一副煞無其事地說「要走的就走吧！」。老宋現

在有中共撐腰，李慶華算老幾？他沒想到骨牌效應，當更多的立委離開親民黨時，他的舞

台在哪裡？這不是日落西山的景象嗎？ 

二、魔術家的騙術 

胡錦濤、連戰和宋楚瑜是目前台海兩邊手段高明的魔術家。他們彼此也知道他們都是騙術

的玩家。 

胡錦濤充分瞭解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的內容。這個決議文很清楚地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

取代中華民國，這是國際上公認的決定」。胡錦濤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說「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份」，可是在連宋面前，閉口不談，好像沒這件事一樣。中國共產黨最邪惡的就是口是

心非。中共對台商的優惠條件，故意在連宋面前提出來，這種騙術的確高明。 

談到連戰的騙術更好玩。他常常自傲地說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可是在中國時，他變成

啞巴了。更可笑的是過去四、五十年來台灣人民奮鬥出來的自由民主的價值，他卻說那是

「民粹運動」。更高明的騙術「台獨人民」不是「台灣人民」。連戰被統煤的宣傳和民調

害死了也不知道。他提出來的「堅持和平，創造兩贏」中共聽得進去嗎？宋楚瑜一直相信

統煤的民調。二次總統大選前，泛藍都佔上風，怪不得他會說出「台灣意識」不是「台獨



意識」。他學到中共的宣傳祕訣「謊言說了一千次就變成真話」。他的新口號「兩岸一中

」，讓台灣的泛藍見到曙光。中華民國已經在國際上消失了，「兩岸一中」的底線還不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的中國。沒想到聰明的宋楚瑜竟然想出這樣劣貨的騙術。 

以看魔術的心情看連宋颱風是可以原諒，但是不可受騙。 

三、歷史的角度 

連宋的智囊團以為此次的登陸活動會變成歷史性的事件。真的嗎？一位敗軍之將向敵軍叩

頭，算是一種光彩嗎？站在未來的歷史角度來看這件事，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有一天台灣

離開中國真正獨立了，這件事充其量只是茶餘飯後的題材，不會在歷史上登上大雅。萬一

有一天台灣不幸落入中共之手，中國的歷史是由中國人執筆，中共一定會霸佔一切的功勞

，怎麼可能讓敗軍分享呢？很可惜，聰明反被聰明誤，連宋二人無法洞察細微。 

四、台灣的主流意識 

連宋颱風是否對台灣意識造成傷害？剛好相反。筆者相信一定助長了台灣意識的高漲。這

句話是怎麼說的？  

 

國民黨執政時，還記得所謂「軍公教三合一的鐵票」嗎？過去二次總統選舉，民進黨贏得

很辛苦。主要原因是這一批鐵票繼續發酵，在感情上仍然支持國民黨。現在連戰的底牌揭

露了，多少人還會相信去年連宋表演的「吻台灣土地」的一場戲嗎？這批鐵票人士會開始

思考，跟國民黨走，就是把自己的子孫送給中共。這樣對嗎？連宋颱風正好是一瓶強烈的

清醒酒。只要我們下一點遊說的工夫，鐵票將開始崩潰了。 

繼續做國民黨的黨員是一件光榮的事嗎？除了有本身的利益關係外，其他的黨員硬著頭皮

當傻瓜嗎？我們應該建議台聯黨或手護台灣大聯盟積極鼓吹「國民黨黨員退黨運動」，相

信會對國民黨造成致命的打擊。 

五、決戰之日 - 二零零八年總統大選 

胡連宋三個人最怕的是台灣選民手中的選票。胡錦濤更怕台灣二零零八年總統大選，所以

他利用連宋來擾亂台灣的選民。連宋颱風已經過境了，我們要好好利用「連宋颱風」的真

相，以螞蟻雄兵的精神，向自己的親友遊說。二零零八年總統大選時，民進黨能衝出百分

之七十五的選票，這一天真正向全世界宣佈「台灣國誕生了」。(07-2005) 

 



21. 【Rethinking 「ONE CHINA」】讀後感                 莊承業 
 

 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 佇二零零四年二月廿六日舉辦 

一次【Rethinking 「ONE CHINA」】的討論會，會中發表論文的有眾議員、學者和傳統 

基金會的資深研究員。本書由 Mr. John J Tkacik Jr. 編輯成冊。幾年前他來過休士頓演講 

。 

  

 這本書的主要內容是探討美國一中政策的原則、歷史背景和台美中三國的複雜關

係。  

 

一、一中政策的原則 

 

 美國的一中政策的主軸是同一時間，只承認一個中國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日本成立一個傀儡政府，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逃難到重慶也成立一個政府。當時美國

選擇承認蔣介石政權。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蔣介石逃避到台灣。因為韓戰的

關係，美國繼續承認蔣介石政權。一九七二年二月廿八日，北京的中國和美國簽署上海公

報。中共建國三十年後，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美國和中共正式建交。上海公報有一段話

牽涉到台灣的主權，那就是「美國認知台灣海峽的二邊同意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份」。這句話說明美國政府對中國政府和台灣政府沒有預設立場。 

 

二、一中政策的歷史背景 

 Kissinger代表尼克森總統跟中國交涉時，基於當時的國際情勢，Kissinger等決策

人士做了下面三個假設： 

 

 1. 蘇聯和西方國家的冷戰局勢，將維持真久。 

 2. 毛澤東已經穩定政局，中國共產黨將繼續統治中國。 

 3. 只要美國和台灣斷交，台灣政府會馬上和中國合併。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美國和中共建交的主要目的是箝制蘇聯。頂面三個假設中，蘇

聯佇一九九一年解體，中國失去制衡的地位。第二個假設共產黨繼續執政，只是採取經濟

開放政策。第三個假設台灣並沒有跟中國合併，反而從極權專制的國家變成為一個民主法

治的社會。 

  

 美國對中台關係一直採取模糊態度，雷根總統上台後，就採取比較強硬的態度，

一九八二年七月，才有「六項保證」(Six Assurance)  出籠，奠定此後美國對中台關係的 

準則： 

 

 1. 美國不設定停售台灣武器的日期。 

 2. 美國不同意在武器售台的議題上跟中共磋商。 

 3. 美國不同意擔任中台關係的調節者。 

 4. 美國不願意修改台灣關係法。 



 5. 美國對台灣主權的看法沒變動。 

 6. 美國不會強迫台灣去跟中國協商。 

 

 這「六項保證」充分說明美國的立場。可惜克林頓總統上台後，為了討好中國，

發表「三不政策」，這對台灣相當不利。 

    

 布希總統二零零零年上台後，積極支持台灣，但是四年後口氣完全變樣，由  

「Whatever it takes」 變成 「No support for Taiwan Independence」，小國佇國際之間 

常常被炒做魷魚。台灣佇國際間的地位是相當險惡。 

  

 其他學者和資深研究員都認為美國的「一中原則」已經過時，需要重新釐訂新政

策，否則美國要背黑鍋，對台灣人民造成不公不平。 

  

 台獨理論的名教授陳隆志博士，佇三月廿二日來德州農工大學演講時表示，美國

推動一中一台的時機已經成熟了。自己深受感動。美國一般重要的國家政策是由參眾議院

制訂，咱應該向參眾議員強力遊說。以休士頓地區來講，咱遊說的對象不是單單休士頓地

區，應該包括德州各地的33位參眾議員。本地的FAPA要扮演一個領導者的角色，全力推

動一中一台的遊說工作。(4/24/2006) 

 

 

 



22. 台灣需要的是國家尊嚴 

October 27th, 2006   台灣公論報 

記陳隆志教授休士頓演講 

【莊承業‧休士頓報導】有一次佇聯合國大樓，碰到聯合國人口最少國家的代表；

這是一個非洲的國家，人口一萬一千人。這位代表對我講他對台灣的科技進步，以及民主

化相當稱讚，可惜你們國家的官員無法進出聯合國，以國家尊嚴的角度來說，我們是比你

們高一等。 

頂面這段話是著名的紐約法學院法律系執教的陳隆志教授講的話。陳教授是FAPA

南德州分會2006年九月卅日年會的主講人。他提到台灣目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因

為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所以變成一個不正常的國家。 

陳教授表示，對內，台灣需要一部適用於台灣的憲法；對外，國家要正名─「台灣

」兩個字是最恰當的名字。 

聯合國是一個國際舞台，一共有193個會員國，只有台灣被排除在外，台灣的人口

雖然沒多，但是卻比聯合國裡49個最小的國家加起來還多。陳教授說， 台灣應 

該以台灣人民的福利為訴求，申請加入聯合國，而不是以「中華民國」的名義「重返」聯

合國。他提到今年七月，陳水扁總統召見十幾位獨派人士諮詢有關台灣加入 

聯合國的代誌，他也被邀請。參加的人都建議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陳總統說他會好

好考慮，只要政府願意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時，世界大多數的國家會尊 

重台灣政府的意願，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在這種環境之下，中共是無法阻擋的，台灣成

為聯合的會員會早日達成。 

最後陳教授表示，台灣加入聯合國是一中一台的切入點，台灣一但加入聯合國，美

國自然會放棄「一中政策」。尤其去年中共通過反分裂法，台灣申請加入聯 合國就 

變得真重要，因為這將是會員國的集體承認，讓聯合國了解台灣經濟起飛以及民主發展的

經驗，讓台灣享有參與國際組織的權利與義務；台灣才能變成一個有尊嚴的 國家。 

七十一歲的陳教授在35年前出版一本書《台灣的獨立及建國》，可以講是台獨先輩

。黑名單解除後，他回台灣創立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 會，擔任董事長。 四、五年 

前在紐約設立 NEW CENTURY 

INSTITUNE，積極從事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文宣工作。除了教書外，他還擔任台灣加入聯合

國促進會會長，他對台灣加入聯合國有充分的信心，其精神與毅力讓台灣人萬分尊敬。 

年會中，會員選出郭正光為新會長；同時選出吳光宜，楊明耕和羅錦燦為FAPA 

總會理事。陳教授停留休士頓三日並受到台南一中校友會的招待聚餐與觀光。 



 

相片說明：陳隆志教授與與會來賓合影，左起：陳隆志教授、德州參議員Kay Bailey 

Hutchison 助理Albert Chan、德州眾議員John Culberson 助理Nick 

Swyka、FAPA南德州分會副會長郭正光、FAPA南德州分會會長羅錦燦、楊朝諄。(攝影：

林美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