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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蔡英文總統第一時間表示拒

絕，這就掌握了大多數臺灣人的民

心。相反的，當時的國民黨還在

堅持「九二共識」，還在「一中原

則」，從那時起，國民黨已經失去

了道德高地，隨後就在這個問題上

一路挨打。韓國瑜至今不敢明確對

兩岸問題明確表態，因為一表態就 
失分！

近日媒體報導，韓國瑜確定不

去美國了。外傳，原因是因為美

方事先早「洩題」給韓國瑜。根據

報導，這五個題目分別是：「若韓

國瑜當選總統，未來臺灣經濟是

否會過度依賴中國？」「如何證明

在兩岸關係上能夠比蔡英文處理

得好？」「若中國要求兩岸簽署和

平協議，是否會屈服中方壓力？」

「對於中共介入臺灣 2020 大選的

看法，以及如何應對？」「是否繼

續配合與美對臺軍購政策？」

韓營的國政顧問說，取消選前

訪美是個正確的決定，主要是考量

時間不夠，會把心力、時間放在國

內扎根。

這五個問題，究其實質就是問

韓國瑜，你選擇親共？還是親美？

考的就是韓國瑜在美、中、臺三

方，如何擺正自己的角色？是不是

能比蔡英文做得更好？

結果，韓國瑜之不訪美等於

「亡國感」是一種感覺，最初

是年輕人目睹香港「反送中」運動

而起的。隨著總統大選各方之角

逐，年輕人赫然發現，臺灣有幾個

候選人的態度是「親共」，國民黨

的黨主席，甚至想和中共簽訂所謂

「和平協議」。年輕人當然會想，

萬一某人當選中華民國總統，那麼

臺灣的主權還能存在嗎？萬一真接

受了「一國兩制」的招安，臺灣會

不會變成下一個香港？臺灣年輕人

會不會必須在街頭奮戰？會不會被

消失？被浮屍？被警察性侵？香港

最近更升級，口罩不能戴了，連遮

面都不可以。香港已經不香港了，

是一個戰地的景象了！

這種感覺，隨著香港武警的暴

力鎮壓，活生生的出現在各種網絡

媒體上面。臺灣人會有「警惕」，

不希望步入香港的後塵，這是有正

常思維的人都該有的反應。

遺憾的是，某些族群是無視

於這個事實，矛頭對內。或許是

他們長期接受臺灣的親共紅媒之

宣傳，看不到這些香港的「戰地」

報導，聽不見港人的心聲，他們

以五十歲以上的人居多。這些人

構成了堅定的所謂「韓粉」，他們

穿著中華民國的國旗，希望回到

的兩蔣時代的中華民國。這些人

也有「亡國感」，不一樣的是，他

們認為消滅中華民國的「凶手」不

是中共，而是民進黨。所以，他

們力挺韓國瑜，而忽略了韓國瑜

對於中共軟骨的事實。因此，韓國

瑜進香港中聯辦；對於香港「反送

中」運動不吱聲；甚至他可能是旺

中紅媒推派的中共代理人，這些

情事在「韓粉」眼中都不重要，因

為他們設定的敵人是現任中華民

國總統蔡英文，而不是想要滅亡

中華民國的中共。

他們在各種造勢場合揮舞中

華民國國旗，甚至戴在頭上、塗在

臉上、穿在身上。問題是，這面旗

子並不能飄揚在中國！日前一名臺

灣青年楊翰傑在中山陵前高舉中華

民國國旗，被當地公安逮捕。除了

被要求刪除照片，公安還要他撰

寫「悔過書」及上「政治課」後，

才將他釋放。他寫道，他被公安要

求交出手機，刪除所有在大陸展示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的照片及影

片，甚至還被進行所有個人資料採

集、政治立場調查、所有家世背景 
調查。

這就是事實真相，真正要消滅

中華民國的，的確是中國共產黨。

臺灣年輕人的「亡國感」，不是來

自於蔡英文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

而是來自於親共、媚共，反過來將

槍口指著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小群

人。這些人拱出一個被謔稱為「草

包」的總統候選人，以其笑話不

斷，爭議不絕的各類荒謬言行，希

冀謀取總統大位。萬一被他選上，

中華民國可真是危險矣！年輕人能

不狂吃「芒果乾」嗎？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

民主法治國家，當然不同於香港

被「一國兩制」的地位。可是，

習近平在今年元月發表對臺灣講

話，明確了「一國兩制」的對臺方

臺灣最近流行一個名詞——「芒果

乾」，這是年輕人的網絡用語，因

其與「亡國感」諧音。

交了一張白卷。不過，這個白卷是

有意義的，就是，韓國瑜不敢回答

的背後，代表他已經被中共給綁

架，身不由己了。試想，這五個問

題有那麼難回答嗎？堂堂正正回答

之，獲得美方的首肯與支持，那不

是大大加分嗎？不是可以扳回低迷

的選情嗎？但是，韓國瑜不能答，

因為，他有個背後靈在監視著，順

了姑情，逆嫂意，他萬一說了美方

中聽的話，中共可不會放過他，於

是，乾脆不去美國，省得多生事

端！這本身就說明問題，韓國瑜在

中美雙方，立場是親共的，這和中

華民國的存在，剛好是背道而馳！

可是，韓國瑜的民調還一直

在三成左右，直到最近還有兩成五

的支持度，他還是有機會選上總統

的，這真是件恐怖的事。

年輕人發現，他們的三觀和上

一代不同。老一輩的人「韓粉化」

的嚴重，可是手中有選票。許多

十幾歲的人把「韓粉」當笑柄，這

些「韓粉」可能就是他們的老師、

父母或爺奶。年輕人在資訊化社會

是強者，比起他們的長輩，這些

年輕人更公民化，熟稔信息的真假

判讀，不容易被單一媒體洗腦，

不把政治參與給宗教信仰化，不

買造神的那一套。他們關心自己

的未來，除了經濟考量，年輕人

更在意生活的環境。基本人權對

於他們是重要的，民族情緒反而

不那麼重要，他們關心的價值取

向比較趨向普世性，不像上一輩

都是在威權社會形成的封閉之價 
值觀。

根據幾家媒體的長期追蹤民

調，年輕人極少支持韓國瑜的。韓

國瑜的主要支持者是五十歲以上，

尤其是軍公教的退休人員。他們關

心的是年金被刪的議題，懷抱的價

值觀是兩蔣時代的。可是，那個時

代已經消失了，不是誰來消滅的，

而是時代在改變，那個威權時代的

氛圍已經不見了。他們寄希望於韓

國瑜，希望來一次復辟，把失去的

感覺找回來，可是，就算找回來，

也不可能百分百。中國大陸上，民

國風早就被文革得一乾二淨，中華

民國歷經政黨輪替，已經是一個民

主法治國，也就是，舊的中華民國

已經蛻變為民主國家，這是成就，

老一輩的人應以之為榮，順應這個

社會的走向。

臺灣的年輕人本來不認識共

產黨，對其毫無關心。可是，因為

香港「反送中」事件，臺灣年輕人

關心起共產黨來了，我就遇見一些

中學生問我，甚麼是共產黨？當你

和他們說明之後，他們簡直太厭惡

了。共產黨幹甚麼，都是替他們自

己做一次最好的展示，讓人們看清

他們！譬如 NBA 事件，簡直是讓

全世界的 NBA 球迷徹底對中共噁

心。這些人都是年輕人，本來都不

關心共產黨的滲透。這一下，全都

讓他們看見共產黨如何干預 NBA
的運作！

所以，臺灣年輕人的「芒果

乾」也不是甚麼壞事？他激起了臺

灣人的家國意識，對於凝聚內部

反共的力量，大有裨益。如孟子

所言：「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

亡。」有憂患意識，就會振作。

蔡英文總統說，芒果樹是他

們種的，指的是韓國瑜。我認為，

「芒果乾」是 Made in China，中

共製造的，這絕無二話。至於質量

如何？是不是山寨貨？吃了死不死

人？那就不敢保證了。

文∣東洲 
圖｜ Adobe Stock

「芒果乾」成臺灣人流行詞

加州新健保補貼非法移民1億 合法居民買單
近期加州州長紐森簽署了系

列新的法律，其中包括備受社會

各方爭議的健康保險新法「加州

全保」（Covered California）。加

州新健保將投入近 1 億美元補貼

非法移民，與此同時，沒有購買

保險的合法加州居民，竟然會被

罰款。 2020 年「加州全保」的註

冊期，已經從 10 月 15 日開始。

「加州全保」對於加州人到底是大

放福利？還是沉重負擔？加州居

民為甚麼發起罷免州長的運動？

1億美元補貼非法移民
根據健保新法，美國加州成

為全美第一個向年輕低收入非法

移民提供健保的州。

這項計畫將使得年齡在 19 歲

至 25 歲間的非法移民，有資格獲

得該州的醫療補助 Medicaid 項

目——Medi-Cal。該計畫覆蓋 10
萬人，每年耗資約 9800 萬美元。

為他們提供加州的醫療補助項 
目 Medi-Cal，包括：健康保險、

牙醫和眼科保險，甚至生孩子的

保險。

19 歲至 25 歲間的非法移民在

明年 1 月 1 日開始，可以註冊加

州白卡。不過，申請者年收入必

須低於聯邦貧窮水平的 1.38 倍，

即四口之家年收入低於 3.55 萬美

元，或個人收入低於1.72萬美元。

15億美元 
補貼中等收入人群

加州還是全美第一個為中等收

入家庭提供保險補貼的州。

「健保」新法案還將使中等收

入的加州人可以獲得保費補貼，加

州近15億美元撥款將用於補貼「加

州全保」的健保計畫。大部分受益

人將是年收入達聯邦貧窮水平 4 ～

6 倍者（四口之家收入約 10.3 萬～

15.4 萬美元的家庭）。

年收入在貧窮水平 2 ～ 4 倍的

人，可以在聯邦補貼基礎上獲得州

補貼。

不買「加州全保」將被罰款

2020 年「加州全保」的註冊期

已從 10 月 15 日開始，透過「加州

全保」購買保險的用戶，將有更長

時間註冊「加州全保」，紐森簽署

的新法將截止日從 1 月 15 日，延

後到了 1 月 31 日。

須要注意的是，未購買健保的

加州居民將支付罰款。紐森簽署了

類似之前奧巴馬醫保中的個人強制

罰款。 2016 年，該罰款已達 695
美元，或家庭年收入的 2.5%，取

較高者。加州預計 3 年可以獲得約

10 億美元的罰款收入，用於向中

等收入家庭的健保補貼。

恢復個人強制保險，對不購買

醫療保險的人處以罰款。這項罰款的

最初實施，是作為聯邦平價醫療法案

「奧巴馬醫改」的一部分，遭到眾人

唾棄，共和黨人在 2017 年採取行動

將其撤銷，不料在加州又死灰復燃。

加州非法移民 
福利接近合法居民

在這項新法生效前，加州的非

法移民除了不能投票、競選公職人

員、擔任陪審員，非法移民與合法

居民享受的權益已經非常接近。

1、可以申請駕照買車。

2、可以就讀公立學校。

3、盜搶無須被遣返。

4、求職時免受雇主歧視。

5、未成年非法移民享受全額

醫療福利。

6、「母憑子貴」享福利。

也就是說在加州辛辛苦苦工作

賺錢養家的合法居民，必須交稅再

養活不少非法移民。

那麼，每戶加州家庭為此將額

外支出多少費用？

加州每戶家庭 
為非法移民承擔高昂費用

僅以洛杉磯為例，據福克斯商

業電視臺報導，洛杉磯在 2015 年

至 2016 年間，支出了近 13 億美

元的福利金，用於向非法移民提供

健康保險和食品券等福利。其中，

懷孕生孩子方面，任何懷孕的非法

移民都可以享用政府提供的生育醫

療補助，僅此一項，每年就花掉了

近 2.4 億美元。

而在整個加州，2013 年加州

在非法移民上的支出就已經高達

253 億美元，相當於平均每個加州

公民的家庭要多承擔 2400 美元。

加州非法移民 
導致社會問題愈演愈烈

當然，有不少支持者表示，加

州對非法移民如此「慷慨」的原因

之一，是加州「不差錢」。

的確，加州是美國 GDP 最高

的一個州，也是全球 GDP 最高的

省一級行政單位。如果將其看作

一個單獨的經濟體，根據 2018 年

5 月分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加州

2017 年實際 GDP 增長 3.4%，達

到 2.747 萬億美元，首度超過英

國，成為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而加

州的人口只有 4000 萬，遠少於英

國的 6500 萬。

但是，加州為非法移民付出的

不僅僅是金錢，更多的是社會安全。

加州警長協會曾在一份聲明中

表示：「我們對立法部門將政治意義

凌駕在公眾安全上表示失望，限制安

全執法部門與移民執法部門的合作，

將使社區處於危險之中。」美國司法

部長塞申斯和聯邦移民和海關執法局

代理局長何曼都對此表示反對，認為

這會嚴重削弱加州的治安水平。

而對大麻毒品氾濫、社區安全

問題、衛生隱患的擔憂，也體現在

本次「健保」法案的討論過程中。

2019 年 6 月 6 日，洛杉磯無

文∣李若蘭、金唐 家可歸者管理局最新報告顯示，洛

杉磯無家可歸的流浪漢，比去年增

加了約 12%。以避難所、車輛和

街道為家的人數，已經高達到 5.9
萬人！其中，有 3.63 萬人住在洛

杉磯市中心，較去年，這一數字直

接飆升了 16%；而在無家可歸者

當中，約有 29% 患有精神疾病或

藥物濫用問題。

就連致力於解決無家可歸問題

的洛杉磯市政廳附近，也經常會搭

起帳篷。

加上垃圾堆積、鼠患和疾病，

未能完滿解決。洛杉磯市中心從第

三街至第七街之間，就被洛杉磯

市政府稱為「斑疹傷寒區」。今

年年初，洛杉磯市政府檢察官 Liz 
Greenwood，在自己的市政廳辦公

室裡，感染上了斑疹傷寒。

來自加州其他地區的數據也不

容樂觀：

阿拉密達縣，無家可歸的居民

人數在過去兩年中增加了 43%。

橙縣，在 2018 年的基礎上增

加了 50%。

舊金山，自 2017 年以來增長

了 17%。

加州州長紐森上任至今，還

不足一年，但目前民間已在全州範

圍，開始蒐集簽名來罷免他。民眾

表示，加州人所面臨的是昂貴的稅

賦、罪犯充斥的社區、下一代被迫

接受扭曲觀念、激進性教育等，這

些法案都是罪惡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