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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事
論 壇臺灣選前空難牽動了誰？

不料，活動第一天一早，臺

灣便發生了一起空難。一架黑鷹直

升機在由臺北往宜蘭的途中，發生

不幸的空難。機上十三名乘客，包

括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在內多名將

官，還有位階最高的士官長。不幸

的是，沈總長與其他七名軍士官罹

難，舉國哀悼。蔡英文總統第一時

間宣布，所有選舉行程暫停三日。

由於正逢選舉前，這起空難

來得十分離奇。第一時間，臺灣所

有媒體的焦點全部導向報導這起空

難，全臺也陷入一種莫可名狀的情

緒之中。

目前飛機的黑盒子已經被找

到，預料很快會完成資料判讀，釐

清事故發生的原因。但是，由於發

生時間的實在太敏感，機上又正巧

「眾星雲集」，要在這麼多「湊巧」

的情況下，發生空難，實在太詭

異。而且沒有特殊天候，該架黑鷹

直升機又是最好的機種，飛行時數

才幾百小時，這麼完好的條件下發

生空難？正巧上面坐了參謀總長？

這些都是「巧合」可以解釋的嗎？

為了不影響選情，目前臺灣媒

體基本上把「空難」和「選舉」分

為獨立事件來看待，沒有畫上任何

關聯性。

不過，親民黨總統參選人的砲

火卻異常猛烈，而且不無道理。他

第一時間便主張，總統應進駐衡山

指揮所。這代表甚麼含義？實在耐

人尋味。

宋楚瑜指出，蔡政府強硬通過

《反滲透法》，將中國大陸視為敵

國，黑鷹發生意外時，最高指揮官

竟 3、4個小時行蹤不明，「挑釁

對岸又如此大意，把我們的命開玩 

笑嗎？」

宋楚瑜質疑國防部未做過妥善

的風險評估，更轟蔡政府花了 846

億元採購，卻發生重大事故，訓練

或裝備的環節顯然出了問題。尤其

重要的是，他說：美國在臺協會今

罕見降下半旗，很難不讓人聯想其

中關聯，美國政府必須給臺灣一個

交代。

宋楚瑜提出了《反滲透法》，

頓時讓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也

許，這起空難的確和《反滲透法》

的通過有關。其次，他把矛頭指向

自己的政府，還要美國政府出來交

代！其親中的政治立場，筆者認為

也是整起事件不可忽略的環節！

到底這是一樁純屬意外的空難？

還是一場準戰爭？臺灣每逢關鍵的 

總統大選，選前總有這類怪事發生。

最有名的當推 319槍擊案，其結果

讓陳水扁以三萬票之差當選。今年 

則不然，根據民調，蔡英文領先韓 

國瑜的差距非常大，理應不會為了 

影響選舉結果而發生「懸案」。

我們再來看美方的態度。美國

在臺協會（AIT）第一時間在臉書

發文，更降半旗以示哀悼。美國國

防部參謀首長也用官方臉書發函致

哀，文末還註記了美國國防部，表

達美國軍方與行政部門的態度，是

將沈總長視為「盟友」。這些動作

表明一點，軍機空難，美方視為自

身的損失。

AIT聲明中有一句非常關

鍵：「美國在臺協會已準備好，隨

時就此一事件為臺灣提供協助。」

（AIT stands ready to assist 

our Taiwan counterparts in the 

aftermath of this tragedy.）

前外交官劉仕傑提到，「臺

灣參謀總長因公殉職，作為沒有

正式邦交但實質上最重要的盟邦

（ally），AIT這句話意思是，『臺

灣的敵國（中共人民解放軍）在

此時莫輕舉妄動』。他說，這是外

交信息，也是美國戰備信息。也就

是說，這段聲明前大半部分，寫給

臺灣人看，但最後這一句，卻是寫

給習近平看。」

執得注意的是，美方高規格的

弔念沈總長與罹難的我國軍官。除

此之外，英國、德國、日本、澳洲

與波蘭等國，也透過其駐臺辦事處

表達哀悼。唯獨，北京當局沒有任

何表態。

我們必須重新認知一件事，那

就是美國正與盟邦一起對抗中共。

對於中共而言，2020年已經吹起

亡黨的號角，臺灣的蔡英文政府幾

乎是一面倒向了美國。所以，我們

可以看見美國官方的態度是用「降

臺灣大選已到最後時刻，民調封

關，各黨無不全力衝刺。執政的

民進黨尤其把握優勢，就在全臺

各地，由總統親自上陣站街頭拉

票，串連各地方縣市的候選人，

一起共同拉抬彼此的聲勢。

那些熱衷於彈劾川普的人，為

甚麼一定要把川普拉下來呢？

我們從幾個層面來說：第一、

川普的執政，讓人看清了以往政客

和政黨的執政無能，他們妒嫉，惡

毒的妒嫉。去年，川普對學生組織

「美國轉折點」的青年黑人領袖講

話時說：「受到攻擊，是因為我們

說出了真相，改變了人們的想法，

每天都在證明我們的政策在奏效，

我們所做的是對的，是好事。⋯⋯

嫉妒是非常糟糕、卑鄙、惡毒的，

因為他們永遠都做不到，才會妒嫉

我們。」

第二、川普的執政，是站在

美國基點上，以「美國第一」為口

號，重塑世界格局的偉大工程。我

們來看一看川普就彈劾案寫給佩洛

西的信，這封信寫得太好了，具備

加載史冊的所有要素，時間將會證

明我們今天的推斷。

其中有一段寫到了川普政府

取得的非凡成就，在回顧這些成就

時，我們發現，川普政府確實是在

實際的工作中重塑著世界格局。先

來看一下川普的表述：

「你和你的政黨不顧一切地

想要轉移人們對美國取得的非凡

的經濟成果、難以置信的就業繁

榮、創紀錄的股市、高漲的信心

和繁榮的公民等等的注意力。你

們的政黨根本無法與我們的（工

作成果）紀錄相比：新增 700萬

個工作崗位；非裔、西班牙裔和亞

裔美國人有史以來最低的失業率；

重建軍隊；完全改革後的退伍軍人

管理局，為我們偉大的退伍軍人

提供選擇和問責；超過 170名新

的聯邦法官和歷史性的稅收及監

管削減；取消個人強制醫療保險；

半個世紀以來處方藥價格首次下

降；建立自 1947年以來美國軍隊

的第一個新兵種——太空部隊；第

二修正案的有力保護；刑事司法改

革；被擊敗的伊斯蘭國哈里發國和

擊斃世界頭號恐怖主義頭目巴格

達迪；出色的《美國、墨西哥和加

拿大貿易協定》（USMCA）取代

了災難性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與中方達成突破性

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與日本和韓

國達成大量新的貿易協議；退出可

怕的伊朗核協議；取消不公平且代

價高昂的《巴黎氣候協定》；成為

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產國；承認

以色列首都，開放美國駐耶路撒

冷大使館，並承認以色列對戈蘭

高地的主權；大幅減少非法越境，

結束『抓捕後釋放』的惡行循環，

以及修建南部邊境牆——這僅僅是

個開始，還有更多。你們無法為

自己推行的極端政策辯護：開放

邊界、大規模移民、高犯罪率、

嚴重稅收、社會主義化醫療、破

壞美國能源、由納稅人資助的懷

孕後期墮胎、廢除第二修正案

（Second Amendment）、激進的

極左法律和正義理論，以及按照

黨派利益對常識和國家共同利益

的持續阻撓。」

你能相信，這是川普在執政不

到 3年內取得的成果嗎？而且是在

經歷了巨大阻力的情況下取得的。

設想一下，如果哪位總統候選人在

選戰中向人們做出上述這些承諾，

有幾個人會相信？可是在川普執政

下，事情就這麼強有力的發生了。

就如川普在信中所說：「這僅僅是

個開始，還有更多。」照此下去，

川普執政 8年，世界將會發生翻

天覆地的變化，這種格局的強力重

塑，是不可逆轉的。這才是觸動民

主黨人的深層原因。

目前，極左派把民主黨帶入深

淵，也暴露了某些群體的意圖，他

們就是要把全球帶入社會主義，而

這一布局，至少運作了 70年。幾

十年、上百年的苦心經營，讓川普

三下五除二破解了，這些人能不抓

狂嗎？等川普執政滿 8年，民主黨

再上臺，根本就無法挽回局面，達

到他們帶全球走向社會主義的目的

了。川普做事是一日千里的速度，

所以他們不能等，他們一刻也不等

不了，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前景是全

盤皆輸，這就是他們為甚麼這麼急

切的從川普勝選、就任起，就蓄謀

了對他的彈劾。

其實，這場政治迫害蓄謀的

時間甚至更早。川普在幾十年前，

就在公開場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

公開表達過自己的觀點，美國人聽

川普說了很多年，民主黨當然也同

時聽了很多年，他們當時就採取了

預案，蒐集不利於他的資料，這一

點的最有力證據，就是川普在和希

拉里在大選辯論時，被曝出有一段

私下談話錄音，這段錄音本身的

存在，才是最可怕的，它說明「華

盛頓沼澤」對其每一個潛在的威脅

人物都做了預防的預案，只不過，

川普做的太正了，多年來，他們實

在是蒐集不到甚麼有關他的負面消

息，才使得這一在其他人身上屢試

不爽的預案泡了湯，不得不重新啟

動毀掉他的其他圖謀。

第三、川普的執政，是一場

半旗」來表示他們對於臺灣參謀總

長遇難的態度。

臺灣的軍方，早期由蔣介石

帶來臺灣的主要就是黃埔軍。這批

軍隊的成軍有蘇聯的影子。來到臺

灣之後，中華民國國軍用的是美式

裝備，如今沈一鳴將軍這批軍人，

幾乎是美軍所培養與訓練出來的。

換句話說，中華民國國軍早已拋棄

過往，幾乎是美式的武裝與概念。

作為美國來說，沈一鳴將軍是臺美

協同防務中最信任的一員，不僅過

去如此，未來臺美間的軍事往來，

包括軍售與各類合作，這批高階軍

事將領更扮演重要角色。講更白一

點，就是臺灣軍隊之美國化，就由

沈一鳴這種畢業於美國戰爭學院的

軍事將領來主導。這對於中共來

說，等於是敵軍，是非常不樂見的。

所以，沈一鳴將軍等高階軍

官殉職，最高興的是誰？獲得戰略

利益的是誰？就在美國與中共角力

的最前沿的臺灣，就在臺灣的大選

前，這樁「怪事」就這麼發生？能

夠不啟人疑竇嗎？就像挨了一記悶

棍，雖然不知凶手是誰？但是，直

覺上是知道的。那句：「美國在臺

協會已準備好，隨時就此一事件為

臺灣提供協助」，相當程度的表明

美方並未將空難視為偶發的事故，

他是在軍事層面上看待空難，事實

上罹難者不是一般人，而是美軍當

成自己人看待的臺灣的參謀總長。

中共面臨的是中美對決的大

海，而不是臺灣大選這個小漱口杯

而已。

這起空難並未打擊臺灣人的民

心士氣，親中勢力也難見縫插針。

蔡英文總統即時穩住局面，安撫亡

者遺孀，穩定軍心。我們不知道剩

下幾日，是否還會發生影響選舉

的「怪事」，但是臺灣民主已經成

熟，無論如何，臺北時間 1月 11

日，臺灣將選出新一任的中華民國

總統，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光明的現代治國典範，人們從他的

執政中在漸漸覺醒，人們通過他，

知道了那些社會主義政客對他們進

行的可恥欺騙，很多人因此走向保

守主義，歸回傳統。這一進程是跨

種族的，以美國為中心，引領世界

潮流的；這一進程是以堅定的決心

克服每一個障礙，使近乎無法實現

的夢想得以實現；這一進程使人們

看到，一位偉大的領導者確實具有

改變世界的能力；這一進程人們學

到了，如何用交易的藝術，贏得對

手和盟友的尊敬；這一進程中，人

們學到，面對紛繁複雜的世界格

局，川普是如何找準切入點，在笑

談中，將邪惡個個擊破；這一進程

中，人們又看到，他是如何為人民

作戰，改變那些扭曲的規則⋯⋯這

一進程，你我皆在其中，有些人現

在就看懂了，更多人需要以後漸漸

回顧，逐漸明白，這樣高標準的治

國典範樹立起來了，事實上也斷絕

了政治騙子的後路，人們都明白了

的時候，騙術還怎麼行的通呢？這

也是民主黨人必須要搞掉川普的重

要原因。

我們應該做些甚麼？

我們該做些甚麼？也許有人

對彈劾川普漠不關心，也許有人認

為，這場彈劾應該不會成功，所以

我們甚麼都不用做。事實上，這些

想法都是不對的。

舉個例子，2019年6月以來，

香港人持續抗爭，世界上有很多人

與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對他們表示

支持，如果有人對此漠不關心，你

會做何感想？

有人認為，這場彈劾應該不會

成功，有人把這場彈劾比喻成一場

政治「鬧劇」，但是，這不是「鬧

劇」，而是一場邪惡的政治迫害，

一場邪惡的政治政變，如果迫害、

政變成功，後果不堪設想。不僅目

前取得的一切成功將很快化為泡

影，而且對未來社會將帶來深遠

的負面影響。如果那時，負面影

響波及到你我時，我們反省時能

說：「我做了我要做的，我問心無 

愧嗎？」

大家記不記得，當年耶穌在

被迫害時，有耶路撒冷的女子為

耶穌哭泣，而耶穌卻轉身說：「耶

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為我哭，

而要為你們自己、為你們的兒女

哭！」這次彈劾，川普說：「事實

上，他們不是在追擊我，而是在追

擊你們。」大家理解這些話的含義

嗎？這場彈劾發動的目的指向的不

是川普，而是美國民眾，乃至世界

民眾。只有川普不在其位，那些人

才能實現他們要的，那些人的目標

是世人，他們要的是把世界推入深

淵。這麼說，這件事本身和我們每

個人都有很大的關係。

或許，我們對川普，也應像

對香港人民那樣，用各種方式，表

達自己的支持。我是不相信彈劾川

普能成功的，因為，上帝的聲音更

曾告訴他的子民，川普是神選之

人，上帝會保護他。但是，是不是

這樣，我們就不用做自己要做的了

呢？這個世界上，支持是相互的，

川普給予善良的、弱勢的群體太多

支持，或許，我們只要說一聲，我

與川普站在一起，就表達了自己的

支持。這份支持，其實不是為了別

人，而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應有

的正義感。多年以後，我們會無愧

說，當時，我站了出來，我發出了

自己的聲音。

彈劾川普怎麼看？孔子觀點讓人恍然大悟 下

文∣大獵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