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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起： 

我想藉這個機會，感謝所有的與會者，參與今天台北論壇舉辦的活動。 

 

非常高興大家今天有這個機會，來這裡聆聽洪博培州長的演講。從這

個位置，我看到前行政院副院長吳榮義，另外還有三位前駐美代表。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駐各國代表前輩，以及一些政府官員，包括國

安會官員，還有前任的政府官員，以及許多我在學界的好朋友。除此

之外，來自媒體的朋友，包括來自美國商會的會長 Andrea Wu，非常

感謝大家今天撥空前來。 

 

台北論壇非常榮幸能夠舉辦這次的演講會，邀請洪博培州長前來演

講。他不只是一位重要的美國前政府官員，他這次來台灣可以說是回

老家，因為他曾經在台灣住過一段時間。他第一次來台灣是 19 歲的

時候，那是 30 年前，不好意思把你的年齡洩漏給大家知道了。他當

時只有 19 歲，來台灣住了兩年時間，是一個非常有語言才華的人，

他學會說華語，而且甚至也能夠說台語。大約十多年前，他又再度回

到台灣。他第二次來台灣是和家人一起來，帶了夫人和五六個小孩子

一起，在天母住了超過一年的時間。我聽說他們昨天才回到天母去拜

訪鄰里。洪夫人也非常有愛心，在美國的時候就做了很多慈善的工

作，甚至也在當地成立了許多為青年還有兒童的相關慈善計畫。他們

在台灣的時候也擔任志工，把自己的經驗奉獻給天主教的孤兒院。昨

天他們也回天主教教會拜訪，所以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再次看到夫妻兩

位來到台灣。 

 

洪州長在他公領域的職業生涯裡可說是相當成功。我想在座有一些人

非常熟悉他過去的成就，在此我向大家簡單的說明一下。其實他在政

治生涯當中常常和台灣有交集。1992~1993 年時他被派駐到新加坡擔

任駐星大使，當時台灣第一次與中國大陸舉行高層會談，也就是辜汪

會談，就是在新加坡舉行，而洪州長當時就在新加坡任職，所以我相

信他一定也對當時的美國政策形塑有相當多的貢獻。2001 到 2003

年，他擔任美國的貿易副代表，也是在這段期間，台灣加入世界貿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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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我自己不是從事貿易談判工作，不過我相信洪州長在這樣的職

位一定也對台灣的入會有相當大的幫助。後來洪州長就去競選猶他州

州長，他不僅當選還連任成功。所以他在擔任猶他州州長期間，證明

了他不僅是外交長才，同時也可以處理國內事務。大家可能了解，猶

他州是非常保守的州，但他確認能夠降低稅率，減少浪費，甚至也能

夠成功的復甦猶他州的經濟，他連任的得票率非常高。後來美國總統

歐巴馬決定延攬他進入外交領域，洪大使被派駐到中國大陸。一年

前，他決定返回美國，爭取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他其實也獲

得了許多美國民眾的支持。他今天會和我們分享他對於美國挑戰與機

會的看法。我們今天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聆聽他對於美國的願景。

洪州長說他不會講太久，因為他希望留更多的時間讓大家提問。讓我

們一起掌聲歡迎洪州長。 

 

洪博培： 

謝謝，多謝你。我真的非常高興能和我所有的朋友們今天在一起。班

門弄斧，關公面前耍大刀。邱吉爾曾經說過，有些事情在一生當中是

絕對不要做的，比如說你不能親吻那些離你很遠的人，你沒辦法攀爬

即將倒塌的山，當然你也通常不應該跟一群比你聰明的人談話，不過

呢，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來到這裡，非常感謝蘇起的邀請。我也非常

高興能夠和我的夫人一起來，我們在 1980 年代曾經住在天母，因為

我的內人他在天主教教會志工工作，他在當時的孤兒院服務，所以我

們就想，如果能夠把希望與生命投注在一個人的家庭，或一個人的生

命裡頭，這將會是非常美好的事情，這也是為什麼我們領養了我們的

女兒。其實這可以說是當時天主教會播下的一棵種子，其實我覺得當

時能夠去了解人性的偉大，人性的光輝，共同促進社區的蓬勃發展，

這是很重要的。Gracie 是揚州人，中國有一句話說，「揚州出美女」。

你看她就知道了，對不對，她非常有名，所以如果大家看看我的女兒

楊樂意，她在揚州可說是公眾人物，比美國前大使，也就是我，還更

有名。我女兒她的肖像還被放在郵票上，所以可說是非常非常知名的

人物。我跟她說，她不知道自己多幸運，因為通常一個人要先死，別

人才會把他放上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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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起先生剛剛有提到我的生活和台灣有非常多的交集，的確如此。

1979 年我第一次到台灣來，當時的台灣和現在非常的不一樣，當時

可說是比較艱困的年代，在座大家應該都知道當時是多麼艱困的年

代，因為當時我們不知道美國和台灣的關係是否能夠繼續朝向正面的

發展。但是因為台美雙方領導階層的願景，大家對於安全與穩定有共

同的想法，所以美國和台灣也在 1979 年之後繼續蓬勃發展。我在 1987

年的時候回到台灣，和我的內人一起住在天母，好像一夕之間，戒嚴

就解除了，這是 20 年前的事情。當時的媒體在一夕之間變得開放，

而反對黨也能夠成立，當時我可說是見證了這一切的改變。報禁解除

了、黨禁解除了，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改變。如果我們比較 1987

年和 1979 年就會發現有非常大的不同。 

 

台北對我來說可說是非常熟悉的，昨天晚上我到外交部，他們居然給

我吃臭豆腐。因為我告訴他們我最喜歡吃的東西就是臭豆腐！他們不

相信我的話，所以他們給我吃臭豆腐，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把辣椒

放在上面，還有旁邊有泡菜，非常好吃，非常好吃。我曾住在內湖、

中山、永和、中和、三重、板橋、花蓮，還有花蓮過去有一個叫做玉

里的地方。我很久以前就是坐火車，從花蓮開始一直坐到玉里，玉里

那個時候是比較鄉下的地方，有很好的西瓜，玉里真的是非常棒的地

方，所以我的印象記憶猶新，真的非常喜歡當時在台灣的生活。 

 

2001 年時我擔任美國的貿易代表，當時我們協助中國與台灣加入世

貿組織，2001 年的時候在杜哈，我也見證了中國與台灣入會的情況。

昨天晚上我坐在賴博士旁邊，那麼她也提到當時是多麼艱困的時局，

但是我也見證了這歷史的一刻。我想各方的領導人都相當的有願景，

才促成了入會的成功。2002 年 TIFA 程序正式的開始，當時不只是美

牛的議題而已，其實當我想要擔任美國共和黨總統提名人選時，我就

提出貿易是非常重要的，自由貿易協定也是非常重要的。這次回到台

灣來，我想雖然過了 13 年，但是，對於台灣的能力其實還是印象非

常深刻。台灣的實力在哪裡呢？第一個，就是台灣的人民。人民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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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勤勞，而且非常有決心，不管到哪裡，我都深深受到台灣人民

的啟發。他們住在一個自由的社會裡頭，所以能力是無限的，天空才

是大家的極限。台灣實力的第二個來源就是對於正確價值觀的投入。

其實美國國力之所以強，並不是因為美國的軍力，雖然軍力的確很

強。也不見得是美國的經濟，雖然美國的經濟現在仍然是全球最大

的，占全球 GDP 的四分之一。美國國力強是因為美國的價值，我們

對於自由、民主、人權，以及自由市場的信念。如果我們能夠把一群

人民的活力，還有他們的勤勞和價值觀結合在一起，實力就是無限

的。雖然很多人和我說，台灣目前面臨很大的挑戰，但是我說其實世

界各地大家都面臨很大的挑戰。不管你在歐洲、美國、中國大陸或台

灣，不管在哪裡，都會有這種不安全感，都會有挑戰。但是如果我們

仔細的衡量各個條件的話，會發現其實我們有很大的成功機會。我們

有正確的價值觀，我們有良好的制度，讓我們能夠迎接未來，不管我

們要走哪一條道路，我們都有辦法成功。 

 

我現在想和大家分享我對於世界的看法，因為我們現在在美國經歷一

個前所未有的時期，不管對美國或對這個世界來講都是一樣。然後再

一會兒，我也會和大家分享我對未來的看法。首先，先和大家分享幾

個關於歷史地位的看法。這個世界現在好像陷入一種僵局，被債務拖

垮，恐懼和不確定性正在經歷轉型。不管到哪裡，都看到這樣的情況，

這已經不是一個黑白是非分明的世界了，我們看到越來越多的灰色地

帶，當灰色地帶出現的時候，友情就變得更重要了，忠誠度變得更重

要了。現在也許大家覺得不管走到哪裡都不穩，全球經濟似乎就像一

個科學家之前說的，以前大家想要解決一些謎題，過去可以找到解決

答案，但是今天我們進入了一個新的時期，有很多沒有辦法解決的謎

題，有很多的不確定性，沒有一定的答案。 

 

我們現在已發現不管在太平洋的哪一邊，全球的經濟局面和資本主義

都面臨很巨大的改變。已開發的經濟體像是美國的經濟，現在正在去

槓桿化。每個家庭、每個城市、每個州，包含聯邦政府，現在就在去

槓桿化，他們希望能夠去除債務。因為債務依我來看，已經不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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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經濟議題了，它已經是國家安全的議題。如果你的債務占 GDP 比

例到達 100％，你就失去競爭能力了，所以對我們來說，去槓桿化是

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也要建立一些規則，而現在也在進行一些鬆

綁，比如說健保，還有教育制度等等，現在有 60 兆的成長在接下來

幾年會減緩，主要是因為資產負債表上，因為恐懼、因為不確定性、

因為缺乏一個正確明確的方向。這些恐懼的因素，負面的影響到全球

經濟發展。確實，就如我描述的，我相信其他人也同樣描述到，所謂

的正常已經出現了一個所謂的新的正常，對正常的定義已經改變。我

們今天面對全球的局面，我們可說正在尋找一個重新的平衡，整個人

口的局面、整個資本的分配，現在都在重新調整。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債務問題。因為這些力量，也迫使全球的經濟，必須找到比較均衡比

較平衡的發展，為什麼要這樣呢？因為資產負債表必須要把它平衡過

來，不平衡是不行的。一旦能夠平衡過來，我們就能恢復成長。所以

我覺得我們在一生當中，可以看到資金的流動，會重新分配，從已開

發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我們會看到一個趨勢，看到一個現象是在我

們有生之年會看到的，就是資金的流動，這樣的轉變是我們樂於看到

的。35 億的客戶，大家知道這個驅動力是什麼呢？這個驅動力就是

來自共產主義的瓦解，1978-1979 年在鄧小平帶領之下，中國所進行

的改革，還有柏林圍牆的坍倒。在鄧小平開啟改革之後，柏林圍牆就

坍倒了。這是一個重大的趨勢，其實就是資訊時代的來臨，還有創新，

電腦的創新、機器人的創新、醫療的創新，都幫我們解決很多的問題，

延長我們的壽命，這也是前所未有的。作為美國 Huntsman 癌症基金

會的主席，我親眼見證到醫療上面的進步。我們看到很多的突破，很

多的成就，但是也因為這樣的進步，使得很多勞工失業，這樣的情況

也是前所未有的。我現在最擔憂的是什麼呢？我擔憂的是政府陷入僵

局、我擔憂的是政府沒辦法做出決定，更害怕結構性的失業。因為結

構性的失業現在是美國很嚴重的問題，是刻不容緩需要解決的問題，

因為他會引起非常嚴重的社會影響，會產生負面的衝擊，比如佔領華

爾街運動，是大家已經看到的。有些人落後了、有些人趕不上了，派

越來越大，可是能夠吃到派的人減少了，都是大資本家。我們看一看

蘋果電腦與 Steve Jobs 這個例子。大家都對蘋果、Steve Jobs 耳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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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他是非常有創意的人，他完全改變了大家對電腦、對電影、對音

樂、對出版的看法，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創造了巨大的價值，超過了

0.5 兆的市場價值。根據最近的報導，0.5 兆美元可說是美國零售業的

百分之二十的成長。這是一間公司，可是美國的零售業績完全歸功於

一家美國公司，也就是蘋果公司，這是非常驚人的。那麼當然大家都

知道蘋果能夠有這麼好的發展，也要感謝鴻海。蘋果賣的產品超過

1280 億，這麼高的利潤，他的利潤是美國麥當勞的 30 倍，但是美國

麥當勞提供更多美國人工作的機會。那我今天要和大家說，在美國

呢，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趨勢，會更像蘋果的模式，而更不像麥當勞

的模式。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讓我們的年輕人做好準備呢？讓他們能夠

接受現實，也就是接受資訊時代所帶來的挑戰、全球資本主義所帶來

的影響，它所產生的衝擊。如果我們不趕快急起直追的話，我們會受

到什麼樣子的衝擊。 

 

我現在有四件事情要和大家分享，因為時間有限。這四件事情會改變

事件，接下來幾年我們會看到：美國、能源、中國、歐洲。美國即將

要大選，大選一定會受到經濟的影響，而這個大選可能會有三個州是

決定性的。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競爭會非常激烈，而且最後會非常

的激烈。那麼在美國，我要誠實的和大家說，我在競選期間，我都和

大家說，我是一個失敗者，所以我講的是實話。現在在美國我們有赤

字。財政的赤字是不容忽視的，我們還有信用赤字及信心赤字，這是

我們美國的問題，我們是一個非常有復原能力的經濟體。在 1830 年

代傑克森時期，托克維爾到美國去，他說美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不

是因為美國的人民優於其他人民，而是因為美國有能力去修護他的錯

誤，他是能夠改過自新的，這個能力我們依然有，我們有改過自新的

能力。債務占 GDP 的 100%，這樣子的情況是不能繼續下去的，它已

經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因為它使我們失去全球競爭能力。如果你的

債務這麼沈重，你無法在全球舞台上面和別人競爭。還有健保問題需

要解決、社會福利問題需要解決，我們也需要去檢討我們的國防，要

用不同的角度去檢討國防，我們的錢要花在不同的地方，不能繼續過

去的花錢方式。當我談到國防部，我有兩個兒子在海軍，我希望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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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能夠有很強勁，足夠的預算，但我們在美國別無選擇。我們必須

要探討每一項支出，我們的信用赤字。最新的輿論調查，公眾對於國

會只有 8％的支持而已，在我的一生當中，從來沒有看過人民那麼不

信任國會。現在國會可能只有親友團的支持了，為什麼呢？國會為什

麼會失去公眾對他們的信任呢？因為我們的制度需要大幅改革，現在

的裙帶主義太嚴重，我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要開誠布公、要坦白、

要誠實、要直接，必須要有任期。現在在職的人不願意放手、不願意

卸任，所以每一次的選舉都看到同樣的臉孔，這個情況一定要把它打

斷。而我們的宣傳，我們競選的募款方式也需要改革。你只要找一群

有智慧的人，來請他擬一個預算，他現在就能做的比現在的人還要

好。國會必須要平衡預算，要不然就要停止付這些國會議員薪水，他

們如果連這些基本的預算都無法平衡，是不配繼續支領納稅人繳的薪

資了，所以我們一定要進行國會的改革。 

 

再來就是，我們剛剛講到信心赤字，信心危機，我們可以恢復我們的

信心，這應該做得到。最近我在中國，跟經濟部門的部長坐下來談話，

我們開立一個經貿相關的會議，但是在開會結束之後，中國官員跟我

說，請洪大使告訴美國人民，叫他們不要失去信心，因為如果美國人

失去信心，全球都會感冒，全球都會受到影響。當時我就想，我是來

自偉大國家的大使，居然有一個中國官員對我訓話，要我鼓勵美國人

民恢復信心。我居然被他說教，但是他講的非常有道理，美國人真的

需要恢復信心。如果你看美國的資產負債表，我們的資產還是非常雄

厚的，美國最雄厚的資產就是能夠吸引來自世界各地的菁英，是不是

能夠讓這些菁英，這些人才進入我們的社會，讓他們有成功的機會。

我們未來的經濟發展，就必須要靠這些人才。而且美國仍然是全球最

有創意的經濟體，有的時候大家真的會覺得華府是個陷入僵局的地

方，大家不願看這麼悲觀的地方。但是如果大家看看矽谷，像最近我

去史丹佛大學演講，我們去看看他們所投資的公司，比如說他們投資

Google，不只是 Facebook 這些大公司，我還參與了一個圓桌論壇，

在座的有來自中國、印度還有其他亞洲國家的學生。我們就發現其實

他們對於未來非常的樂觀，他們有各式各樣新奇的想法，對他們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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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臉書已經是老套了，他們覺得還有更令人興奮的新創意。這是我

們非常羨慕的，這也是為什麼美國能夠結合這麼優秀的人，讓他們願

意冒險，給予他們資金。其實這樣的冒險犯難的精神，美國人還是擁

有的。第三點，其實美國還是有全球最強大的軍隊，而且這些都是募

兵而來的。我的兩個兒子都在海軍服役，我非常以他們為榮。我們還

是有非常多的軍人願意為國家犧牲，他們願意到世界各地去維護世界

的秩序。我們在中東地區已經十年了，的確有非常多該做的事情，該

修補和他們的關係。那麼有非常多的軍人在這個地方，他們犧牲了非

常多，其實美國欠他們很多，我們應該要開始去肯定他們所帶給我們

的種種貢獻。除此之外，美國有最好的大學，舉例來說，加州大學體

系，雖然預算大幅的減少，他們今年的資金大概會比以前還要少三分

之一，必須要提高學費，但是美國仍然有全球最棒的大學和高等教

育，全球各地的人還是要到美國留學。在中國任職的時候，每天外面

都有非常多的中國學生要申請美國的留學簽證，也有非常多傑出的印

度人到美國留學。現在美國的中國留學生超過 15 萬人。除此之外，

美國還是有志工精神，我們還是會即時的向我們的同胞伸出援手，我

們也非常願意的把我們的心力和時間奉獻給我們自己的社區。我覺得

美國人還是非常重視道德，雖然華爾街的那些人可能犯了很多的錯

誤，銀行犯了很多的錯誤，他們必須付出代價。但是我想美國整體而

言，道德還是很重要的。整體而言，如果我們看美國的資產負債表還

是很健康的。我們的確經歷了一段信心比較失落的時段，但是大家別

忘記，在 1954 年的時候，美國道瓊指數第一次回到經濟大蕭條之後

的水準。所以當然美國經濟要復甦不可能是明天的事情，不可能是今

年第四季的事情，當然還是需要一段時間。如果我們以歷史為鑑，會

發現其實還需要滿長的一段時間。像我們經歷了這麼嚴重的經濟衰

退，可能還要三到五年的時間，經濟才會復甦。所以呢，如果我們回

過頭來看這次的金融危機，我們反彈的速度似乎比以前來的快。但是

像當年的經濟大蕭條，花了 20 年的時間，用很多很多的政府資金來

讓整個經濟慢慢復甦。所以這一次的確還是需要花一段時間的，而在

這段期間，經濟成長仍然會受到房市頹靡的影響。目前美國的空屋高

達 500 萬戶，美國的不動產其實一直都占美國 GDP 的 1/3，現在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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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新的房屋在蓋，但是他蓋了還是賣不出去，因為這些空房必須要消

化才行。所以美國的經濟成長率如果要高於 2％、高於 3％，美國的

房市必須要能夠復甦。 

 

我剛剛提了四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會影響未來幾年，剛剛講完了美國，

第二個講的是能源。美國最近可以說是獲得了最好的天然資產禮物，

就是油頁岩。要感謝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 George Mitchell，未來的

油頁岩會扮演更重要的角色。我覺得美國最重要的創意會在未來幾年

發生，目前美國 37％的油是來自油頁岩，未來可能會提高到 50％。

幾年前我們無法想像這個情況，到 2030 年美國可能是一個能源上可

以自給自足的國家。我以前從來沒想過我會在演講說這樣子的話，但

是現在美國的能源對於美國的經濟成長是非常重要的。現在北美洲因

為產業的關係，創造了 60 萬新的工作機會，這是令人非常驚訝的。

這 60 萬個工作機會是從美國公部門釋放出來的，因為美國政府沒有

這麼多的錢，沒有這麼多的薪水可以支付，所以只好把工作轉移到私

部門去。如果沒有油頁岩這個產業的話，大家可以想像會有多慘呢？

因為從油頁岩提煉石油可能會釋放很多的甲烷等溫室氣體，所以我們

必須持續做技術上的創新。意味著在未來幾年，美國會因為能源問

題，而創造出更多的工作機會。我們在過程當中，不僅能提供工作機

會，也能夠提高我們的能源自給自足率。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名正言

順的告訴這些石油公司，以前你們獨占了這整個體系，但是未來有便

宜潔淨的能源，你們的能源分配體系必須改變。其實我在猶他州擔任

州長的時候，是全美國唯一一個開天然氣汽車的州長，那時候很多人

覺得我作為州長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很多人對我說，當時我們每一加

侖的石油要付 4.5 塊美金，他們很生氣。我和他們講說你知道我今天

早上加油花了多少錢，我只花了 1 塊美金。這很簡單，你只要找當地

的企業，把你的汽車改裝就好，很簡單的。但是我發現大家不願意這

樣做的原因是因為能源分配的問題，能源的分配體系出了問題。後來

我們想辦法改變這個問題，所以後來改變之後，有人就能從科羅拉多

州一路開天然氣汽車開到加州，其實你只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好。所以

我覺得天然氣所帶來的經濟利益是非常高的，他的價格相當於每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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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美元，不是現在的 90 美元或 100 美元。美國的天然氣業者已經開

始了解他們有非常非常大的商機，像最近我們才把很大的煤礦場改成

天然氣場，而我現在也是 Capability 這家公司的董事，他們使用非常

多的石油。現在他們也意識到天然氣可以扮演更重要的角色，這些能

源上的轉換、能源上的改革，在戰略、經濟，還有外交上面的影響其

實是非常非常大的，但這些影響我根本沒辦法一一舉例，因為實在是

太多了。 

 

第三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歐洲。我認為歐洲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採

取最重要的腳步就是整合，可是歐洲的整合現在出現很大的問題：歐

元體系。我們可以說好像有點本末倒置了，怎麼說呢，就好像兩個人

想要結婚，但是他們在結婚以前就先有一個共同帳戶，用這個共同的

帳戶做各種交易。這就有點像是歐洲的情況，如果你在政治上面沒有

整合，你不可能在金融上面整合，但是我認為歐洲永遠不可能在政治

上真正整合的。因此，如果未來歐元要能夠存活下去，他們必須讓歐

洲的每個國家的政府釋放更多的政治權力，成立某種類似邦聯或聯邦

政府。像去年，歐洲的 GDP 減少許多。像歐洲的北約組織，也慢慢

的去軍隊化了，他們未來可能會真正參與的衝突，只有阿富汗。所以

我覺得歐洲他們現在已經要進入一個長期而嚴重的經濟衰退。如果歐

洲真的要能夠存活下去，可能要做幾件事情。第一，他們必須要能夠

讓通貨膨脹再一次發生，也就是歐洲央行必須能夠讓通膨恢復到該有

的水準。第二，金融體系必須要改革，我們必須要讓歐洲的金融體系

經歷各種壓力測試，像美國那個樣子。第三，歐洲的各個國家必須要

更努力。對德國總理梅克爾來說，她並不認為歐元問題是經濟問題，

她認為是政治問題。要怎麼樣讓他們救比較弱的國家，其實歐元真的

是政治問題。第四，富有國家的補貼必須要增加，但是我覺得這是不

大可能的。美國有類似這樣子的制度，我們有勞力的自由移動，但是

歐洲沒有。如果要有美國這樣子的補貼制度的話，必須要有勞力的自

由移動，但是歐洲沒有。所以我剛剛提到這四個元素，歐洲似乎都相

當的欠缺。歐盟的各個會員國似乎都沒有辦法達成共識。短期而言，

不管是希臘、義大利、西班牙，這些問題都有可能變成傳染病，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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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界各地，因為全球各國都會受到歐洲的影響。 

 

第四個元素就是中國了，我第一次認識中國的時候，我還非常的年

輕。我第一次到中國去，是在 1980 年代初期和雷根總統一起到訪。

當時我拜訪了鄧小平，也見證了他的改革開放政策。我常常在思考鄧

小平留下的政績。今年八月，我覺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時代已經到了

結尾，為什麼呢？因為新的政治領導階層、政治領導世代已經沒有鄧

小平當時的影響了。對 1970 年代末到 2010 年這 30 年來的這個世代，

鄧小平留下來的影響是什麼呢?第一個就是中國在外交上對世界的開

放。第二，對世界經濟上的開放，包括勞動力。第三，中國共產黨的

主導地位，中國共產黨仍然會是決策的核心，而且也不會有任何的其

他的政黨能夠取代。但是現在第五代領導者出現了，包括習近平、李

克強、王岐山、汪洋等人，這些人會成為第五世代政治局的主要領導

人，他們和鄧小平的時代作法會很不一樣。首先，中國國內所做的鎮

壓情況越來越多。第二，中國會不會在政治上越來越趨向民族主義？

第三，中國是不是會在國際社會上更為霸道？這三個似乎是第五代領

導人必需解決的問題。我發現第五代領導人和第四代領導人是不一樣

的。很多第五代領導人我都不是非常熟悉，我比較認識第三代和第四

代的。第五代領導人他們並沒有受到 60 年代大躍進的影響，也沒有

受到 1966 到 1976 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雖然當時有非常多人受害。

第四代領導人因為經歷過這段歷史時局，所以他們在某種程度上是比

較謙卑的，他們看過中國最慘的狀況，他們不希望中國重蹈覆轍。但

是第五代領導人，因為沒有經歷過這樣的時代，所以他們的自省可能

都是來自過去這段時間，但是他們看到中國這三十年來每年經濟成長

率都已經高達 8％、9％，他們看到中國的強大，也看到美國的式微，

所以他們可能是更難搞定的世代。他們的民族主義會高漲，他們對自

己的看法會有更堅定的信心，這其實對於全球各國會有很深大的影

響。所以我們對於接下來中國的發展，要密切的注意。在過去幾年我

們在中美關係看到什麼樣的發展？在未來的水平線上，會有什麼樣的

挑戰？中美的雙方關係，我們看到了很多雙邊關係、經貿關係、區域

安全、文化，現在已經從雙邊變成全球性的關係。中美之間開始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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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韓、討論伊朗問題、討論歐洲的經濟重整、討論緬甸的議題，或者

討論南海議題。中美關係現在已經變成全球性的關係，這個挑戰在於

中美關係是否已經發展到足以駕馭這些問題的程度，可能還沒有。中

國在世界舞台上面剛剛開始嶄露頭角，不過還沒有完全準備好來承擔

領導者所需要承擔的責任。這是美國所帶來的挑戰，要如何鞏固中美

的關係，讓這個關係更強大，從雙邊的關係變成一種全球性的關係。

對於中美關係來講，最重要的是，美國是否能夠將美國的價值投入到

中國，影響中國。美國的價值觀必須是一致不變，我們應該要不害怕

去宣揚我們的基本價值，自由民主、人權、自由市場。這些價值是我

們必須捍衛的，我們必須大膽的去承擔這些價值，讓我們可以抬頭挺

胸，繼續在這些價值觀上面能夠有所作為。 

 

我最近有一些體驗，我見了一位年輕的女性倪玉蘭，她是中國政治的

異議份子。我也有追蹤她的一些發展，了解她的故事想和她見面。我

認為這是美國大使應該做的事情。她遇到了難題，跟她的很多同志一

樣，她被虐待到沒辦法走路，躺在她的公寓床上，沒有電、沒有暖氣、

沒有網際網路。我有司機開車載我去，雖然其實我更喜歡自己騎腳踏

車。我的坐車凱迪拉克上還有美國國旗。我到了非常破舊的公寓，去

拜訪這位異議份子。我從車子走出來，有些安全人員在場。我走進她

的公寓的時候，我所看到的表情是我一輩子都不會忘記的。她什麼話

都不用說，我可以透過她的眼睛知道，所謂美國的價值被她看到了。

她其實不是在政治上很重要的人。她企圖做一些突破，她希望能夠進

行更廣泛的對話，提倡人權，還有人的尊嚴。我能夠到場，因為我是

美國大使，我代表的是美國。她幾乎說不出話來，她看到我，眼淚就

落下來了，她被承認了。儘管她經年累月的吃了很多苦，因為我到場，

她覺得美國的價值重視到她了。這就是我所說的，我希望我們能夠一

起支持這些價值，因為這些價值讓我們的人民能夠強大，也一定能夠

確保我們的未來是光明的。 

 

蘇起： 

我們謝謝洪州長這麼精采的演說，這麼的鼓舞人心，我特別喜歡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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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關於美國價值的這一部分。我想在進行問答提問之前，我想要簡

單敘述一些看法。我同意您的說法，美國人應該對自己更有信心，而

且美國值得對自己有信心，因為美國的人口是成長的。我有很多的美

國朋友他們可能是學者，也有官員，或者來自各行各業，他們很多人

都和您一樣，都收養了孩子。有位前副國務卿，他收養了五個小孩，

我非常吃驚，我問他，他們都和您住在一起嗎？他說，是的，他們都

和我住在一起。五個收養的孩子都和他的家人住在一起。我覺得這就

是愛心和慈悲心，體現了美國的價值，慷慨的精神，這是大國大民的

精神。所以我可以說，長期來看，美國絕對不是在衰退當中，美國應

該要能夠恢復信心。這是我個人的看法。我也有機會在四月份的時

候，和洪州長同時參加了一場世界論壇。在這世界論壇當中，他在晚

宴發表主題演說。他的演說就和他剛剛發表的演說一樣的精采，而他

回答問題時更精采。所以請大家好好的把握接下來的機會，我們能夠

在這裡再度和他在台灣見面，所以請大家好好的把握接下來的半個小

時，能夠和我們的老朋友暢所欲言。 

 

蘇起： 

梁博士，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經濟學者。 

 

梁啟源： 

我們都同意您剛剛的演講非常的精采，讓我們有非常豐富的收穫。您

提到能源，我完全同意您的說法。油頁岩對美國的能源發展來講是非

常正面的，可以解決美國的能源問題，所以油頁岩的發展對美國的發

展是非常正面的。但是能源還是有些問題，也就是能源的消費，還有

能源的使用效率，在美國依然是有進步的空間，還有溫室氣體的排

放，依然是個嚴重的問題。特別是要面對氣候變遷的問題，我想了解

您的看法，針對最近美國政府的能源政策，特別是溫室氣體排放減少

的政策，您認為現在美國政府的政策是正確的嗎？想要了解您的看

法。還有您認為美國在未來是否會改變它的政策？而追尋 UNFCCC

的簽署來減少碳排放，您認為美國將來在這方面的政策是否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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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博培： 

謝謝您的問題。現在美國的政治對話，正在改變當中。就溫室效應這

樣的討論，在一年前我有參與，大家都開始討論。因為現在經濟發展

疲弱。而檯面上的人沒有人願意承擔風險，所以大家都在談就業問

題、談經濟復甦的問題，但是就是不談氣候變遷或者是碳排放，或者

是任何能讓我們改善能源政策上的經濟議題，因為經濟太糟，大家都

不願意談，也沒有人願意站出來談。 

 

所以首先，我覺得除非有強而有力的政治領導者出現，讓我們朝這個

方向努力能做出成績，除非有這樣的人出現，要不然還是不會有太多

討論。其次，我可以說在共和黨的提名時，我是唯一談到氣候變遷的

人。一百人當中，大概有九十九個氣候專家，他們說，我們現在有嚴

重的事情發生，我們要在政策上做出決定。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

很多政策上面的討論。讓我這麼說吧，我現在是癌症基金會的主席，

有 99.9％的腫瘤專家，他們如果來跟你說攝護腺癌我們應該要進行這

樣的治療，我就會說，這些醫生都發言了，我們應該要開始做出什麼

樣政策上的決定。這確實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雖然談論的人不多，但

卻有進展，為什麼呢？因為現在重點轉向天然氣，還有因為使用天然

氣而減少 50％的排放。如果在五年前能夠擬定一個計畫來減少碳排

放，但是如果沒有天然氣的話，那麼我們現在大概是不會有什麼進展

的。所以光是天然氣的開發，會成為一個重要的驅動力，可以改善我

們的生活品質與空氣品質，因為對美國某些地區的人來說，這是一個

健康的議題。我作為州長，這是我一個非常深刻的體驗。其次，在這

個議題上，如果要有進展的話，一定要面對全球的問題。因為你不管

在哪個國家，你今天可能是上游，也一定是某個人的下游。我們在猶

他州，天空可能會因為印度的空氣污染、中國的空氣污染而導致我們

的天空不這麼藍了，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不管你在地球上的哪個

角落，今天你做的決定都有可能影響全世界。所以如果要解決這個問

題，我們必須以全球視野來解決問題。我們都了解美國污染的排放很

嚴重，但中國更嚴重。如果讓我們的科學家結合起來，讓我們的研究

資料能夠更協調，整合資料，我們應該要讓更多的官員、州長能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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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這個議題。我們發現中國一定要加入這個討論，但是我們在加入

討論之後，發現我們的文本是不一樣的。因為我們的資料來源是不一

樣的，這是物理學家、這是氣候學家，可能雙方讀的資料是不一樣的， 

美方的資料和中方的資料也是不一樣的。我在擔任駐中國大使的時

候，我充分的意識到，我們要從基礎做起，我們從科學交流開始吧！

讓我們的資訊能夠整合，能夠在碳排放上面達到協議。因為要有政策

的決議，必須要先建立基準。所以我想我們需要集合中美科學界的力

量合作，當然有些專業團體，他們要開始建立標準，要做基準評價，

我們要了解我們是怎樣受到影響，大環境是怎麼樣受到影響，要先建

立基準，我們才有可能討論有效的政策、有效的策略。 

 

蘇起： 

還有問題嗎？因為這個光線太強，看不清楚。宋燕輝博士，中研院的

宋燕輝博士。 

 

宋燕輝： 

謝謝蘇董事長，洪州長您好，兩位好，我來自中研院。我有兩個問題

是和外交政策有關的。我認為這兩個外交政策對美國不僅是挑戰也是

機會。第一個問題是美國是否同意簽署聯合國的海洋法公約，如果成

為海洋法公約的一員，那麼會帶來穩定還是不穩定，在海事上面會有

更穩定的發展還是中美之間會有衝突？這是第一個問題。南海的爭

端，我覺得也會為美國以及馬政府帶來機會與挑戰，你認為馬政府是

否應該站在美國這一邊，還是站在中國大陸那一邊，還是要和中美合

作來解決南海的爭端？這些都是非常棘手的問題。 

 

洪博培： 

我回答這個問題可能就決定了我的生死，還好我的夫人在，她可以拯

救我。首先，針對美國是否要加入聯合國海洋公約，其實這個問題，

過去不斷被提起，很多歷任的總統、歷任的國會不斷討論這個問題，

甚至曾經還送到參議院去討論。我記得雷根總統是最後一位支持海洋

法公約的美國總統。要支持這樣的作法，其實應該是說，它並不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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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的解決很多的主權問題，但是如果能先有一個架構，來把基本的

問題先提出來說，各個國家所主張的海洋領土等等。以往這是一個非

常模糊的議題，大家都不願意開誠布公，所以如果說能夠加入這個議

題或是討論這個議題，至少可以先把基本的問題釐清。第二個，我的

看法是，我們不見得能夠真正的解決南海島嶼主權的問題，不管是釣

魚台列嶼或是南海島嶼問題，我覺得很難找到解決方案。我是一個非

常務實的人，如果沒有辦法解決問題要怎麼辦呢？你要去管理這個問

題，你要採取外交途徑，你必須要有信心建立措施。除此之外，還要

有行為的準則，讓各方可以去遵守，讓我們未來有機會去解決這些問

題，可能包括天然資源的問題，當然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個人認

為，我們可能可以在近期之內，看到所謂的行為準則慢慢建立，這個

可能是來自東南亞國協。我覺得，東協其實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是比較

有進展的，當然主要原因是因為越南主張這是他的領土，當然就產生

了很多緊張的關係，當然還有菲律賓。我想東協他們是採取共識決，

不是採取雙邊協議的方式來解決問題，因為如果是雙邊的話，問題是

無法解決的。其實我非常期待東協針對南海主權議題，採取協商的機

制，然後建立一個行為準則，這個準則可以適用於東北亞。我覺得這

個準則可以是讓東北亞的國家來遵守。但是它可能不是短期之內可以

解決的，它可以說是國際政治裡頭最盤根錯節的一個問題，只要談到

主權、宗教、族群，根本就是一個定時炸彈，一個很難解決的議題。

而且至少南海議題上面，我們至少有這三個，其中一個就是主權，主

權問題很難解決，我們沒有辦法找到非常明朗確切的答案，所以，我

們只能期待各方有這樣子的意願去參與談判的過程，或許最後能產生

一個行為準則，讓我們能夠到下一代之前都不會發生這樣子的衝突。 

 

蘇起： 

謝謝宋博士。接下來是嚴博士，嚴博士在回台灣之前，曾經在阿拉斯

加大學任教。 

 

洪博培：那是很冷的地方，我不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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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震生： 

我的問題比較容易，是針對國內政治。您在參與共和黨初選的時候，

我們知道有很多其他的候選人不斷的出現，想要挑戰 Romney，比如

來說有 Bachmann、Perry、Gingrich 還有 Santorum，其實您的支持率

在新罕布夏州的初選有提高，後來您就棄選了。所以我想問的是，其

他候選人其實只能說是替代方案而已，其實您本來要進入領先群的時

候，為什麼棄選了呢？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我的第二個問題是，您

有非常宏大的願景，而且也能講的這麼清楚，既然如此，您下一次還

會再出來參選嗎？ 

 

洪博培： 

我想我的夫人 Mary Kaye 在我們開始競選的時候，她講的非常的清

楚：「我先說清楚，如果你參與了這樣子的選舉，如果你決心要參選

到底的話，我就會離開你。」不過我覺得這趟旅程可以說是非常非常

的有趣的，如果你沒有真正參與的話，很難了解這其中的程序。在初

選期間，它有非常多複雜的因素，非常值得玩味的。這樣說好了，我

覺得如果你要參選總統，在某種程度上你是瘋了。如果你要參選第二

次，大概就是真的瘋子。我覺得我並不是真的瘋子，可能只有一點點。

不過我覺得在這趟旅程當中，我學到很多。學到什麼呢？首先，一定

要及早加入，每個人都要贏在起跑點上。當然我們也知道，要募很多

的款。但是我剛剛也有提到，這對美國的政治結構是非常有傷害的，

我們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哪一天我再次加入美國總統選舉的話，

我們必須改變政治獻金的作法。我可能會繼續的去推動任期期限的制

度，避免這種旋轉門的情勢發生。或許就是因為現在政治制度的問

題，所以美國大眾才不願意信任美國的政治人物。當然，一開始的時

候，我剛剛有提到，必須募夠多的款才能夠有足夠的威勢。除此之外，

在愛荷華州、南卡和新罕布夏州必須先領先才行。愛荷華州是農業大

州，他們有非常多的大豆農夫，他們獲得了很多政府的補貼。我非常

不喜歡這樣的情況，我一開始就和他們說：「我覺得你補貼這些大豆

農夫是不對的。」當然，他們就會反對我。像 Romney 或其他的候選

人，他們時常就是見人說人話、見鬼說鬼話，但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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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老婆就會離我而去。所以如果你要有原則、你要堅持你的想法，你

可能必須要承受這樣子的後果。所以我是不支持農業補貼的，我從一

個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的觀點來看，我是贊成民事結合，就是同性戀

人，我是支持他們做民事結合的。但是共和黨大部分的人不喜歡這樣

子的概念。除此之外，他們也不支持我的環保和環境政策。雖然我在

擔任猶他州州長的時候，猶他州的工作機會是最多的一個州，政績也

最好的一個州，這是第三方的獨立機構評比的。那時候有很多人要我

簽署一些宣示宣言，我不願意這麼做。因為我覺得真正要照顧的是我

們的選民，而不是一些特殊的利益團體。所以我那時候不願意去愛荷

華州，不願意在那裡做很多的競選活動，因為我覺得我們在愛荷華州

是不可能成功的，所以我們在愛荷華州就表現不好。新罕布夏州是一

個非常有趣的州，他們的社會比較開放，有比較多獨立的選民，當然

也有非常多擁有自由精神的共和黨的選民，還有民主黨的選民，所以

他們要選誰，我們很難知道，所以我們就想說如果我們在這裡耕耘一

下，或許可以做的很好。南卡比較像愛荷華州，也就是說整個的選民

架構比較像愛荷華州，大概只有少部分的選民能夠決定選舉的結果，

所以我們覺得，在愛荷華州，我們頂多能夠做的就是建立聲勢。但是

我們在愛荷華州沒辦法做到，所以在新罕布夏州初選之前，我們並沒

有很多的支持，但是在新罕布夏州做的不錯。如果我們多一個禮拜的

時間，或許我們就能變成第二名。那時候我們是第三名，那時候 Ron 

Paul 他也是獲得獨立選民的支持，所以他在新罕布夏州是第二名。那

時候其實我並沒有告訴別人這件事，但是我心裡的想法是，我們在新

罕布夏州大概要拿到第二名，才有一定的選民支持和基礎。第三名不

差但是也不好，很多的媒體當時問我們說：「你的期待是什麼呢？」

我想說，我們必須要進入到市場裡頭，就有點像股市裡的一支股票，

因為其實你的股價就決定了你在市場上的地位。同樣的意思是說，一

個候選人如果在市場裡頭無法得到一定的地位的話，選民就不願意信

任你。如果是第二名的話，我們以後可能會做的很好。當時在南卡最

大的報紙就為我們背書，支持我們，還有州長和他的家人也非常支持

我們，但是我們在新罕布夏州卻沒辦法拿到第二名，對我來說是一個

很大的打擊，所以我們就決定不繼續參選。我們當然可以繼續參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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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募款，但是在初選的那幾州，其實我們可以繼續努力，但是我不

願意浪費捐款人的錢，我也不願意浪費犧牲我們家人的精力。所以這

是為什麼當初棄選了也不願意走下去。棄選之後呢，現在我也不知道

以後會怎麼走，但是我知道今年美國的大選一定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不過我覺得，可以告訴大家一件事，就是美國政治和美國選民有一個

共同的趨勢，就是大家變得不再屬於哪個政黨，變成獨立的選民。這

些年輕的選民，他們接受的教育更好，更了解國家大事的議題，所以

他們不論是就政治問題，還是因為移民的關係，我想未來的選民會更

為獨立，未來可能不只是共和黨和民主黨兩強的對決，甚至有可能獨

立候選人、第三方、第四方的勢力，會改變現狀，我並不認為美國政

治現狀真的有願景，真的有勇氣。美國人民也很清楚這一點，他們也

覺得很煩。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有第三方的獨立候選人，因為各

州的選舉法規的問題。但是我認為未來可能會慢慢有改變。今年竄起

的網路政黨「美國人的選擇」（America＇s Elect）已出現在 35 到 40

個州的選票上，這是前所未有的，而美國未來的政治生態可能會有更

大幅的改變。 

 

蘇起： 

謝謝。高教授高博士，後面還有人舉手，我看不到你，有點太暗了，

但是先高教授，然後再另外一位。  

 

高希均： 

謝謝洪州長。很可惜在北京和舊金山，您的演講我沒機會參與，不過

我想今天都彌補了。除此之外呢，我要感謝台北論壇蘇起董事長舉辦

這樣子的論壇和演講會，因為其實要舉辦這樣子的演講會很困難，背

後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我自己是遠見雜誌的社長。過去幾個月呢，我

們邀請了兩位講者，一位是桑默斯(Larry Summers)，另外一位是傅高

義（Ezra Vogel）。我知道要舉辦這樣子的演講會非常困難。Vogel 教

授的中文和你一樣好，但是 Larry Summers 當然沒這麼好。你不要告

訴 Larry 他中文不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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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博培： 

我當然不會。 

 

高希均： 

他們兩位的演講當中，還有他們和馬總統的會談的時候，他們都呼籲

台灣要增加或者是改善台灣與中國及美國之間的關係。您在台灣大概

也了解，我在這裡是學經濟的，我從經濟學的角度來看，時間並不站

在台灣這一邊。為了台灣的利益，我們必須更密集的和中國接觸。但

是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我們需要另一個政黨的合作。現在國民黨執

政，但是民進黨當然有能力讓整個情勢或者是整個趨勢變得比較棘

手。我的問題是說，從您的觀點來看，中華民國政府不管是國民黨執

政或者是民進黨執政的政府，中華民國的政府是否應該加速或者改善

與中國大陸之間的關係，或者是要讓他比較戒急用忍，還是要減緩

呢？ 

 

洪博培： 

如果你在 30 年前我在台灣的時候問我，我會期待有這麼一天，也就

是兩岸之間有每週五百個航班還有巨大的貿易量，我會說你發瘋了。

我那時候是個年輕人，我真的沒有辦法預見我和台灣之間有這麼密切

的接觸，這帶來什麼樣的後果呢？更多的確定性、更大的自信還有可

預測性，特別是對於不穩定的區域來說。這 50 年以來，這個地區一

直都不穩定，但是最近的發展卻讓這個地區更穩定了。所以我們要好

好的想一想，我們常常都只看到壞處、挑戰。但是如果我到中國外交

部，坐下來談談這個議題，台灣如果不是第四名或是第五名重要議題

的話，我會很吃驚。但是今天，情況已經改觀了，台灣已經不是燙手

山芋了。因為台灣跟中國之間的關係改善，是讓大家都獲利。確實，

這些議題越來越艱難，會有衝突和對立。為什麼呢？因為有進展，只

要在這個議題上有進展，這個議題會變得比較困難。之前根本沒有議

題，沒有對話，沒有事情可以做。但是現在有很多事情在發生，當然，

每一年的問題會越來越嚴重。但是不能夠失去希望也不能夠失去方

向，要繼續往前進，而且持續努力建立一個架構，讓我們能夠建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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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帶來繁榮還有和平。我想這是在兩岸關係當中，大家需要注意的。

我想全世界對於兩岸關係改善都感到很感激。因為我們過去沒有想像

到今天有這樣子的成就。當然往前走下去，會有些不確定性，但是一

定要繼續，因為兩岸關係的貿易量和人的互動，都帶動了這個地區的

繁榮以及穩定，每年一百萬名陸客來台觀光，他們打開電視看到什

麼？他們一定會從電視上學到什麼。不管他們看到的是什麼，昨天馬

總統跟我說，台灣總統競選，大陸並沒有禁播。這是好事。還有人和

人的互動，心對心、頭腦對頭腦的互動，帶來很大的教育上面的機會，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為中國沒有拒絕。中國說：「繼續學生的交流」

兩岸學生互訪，也是現在進行式，這些都是正面的發展。這是我過去

到亞洲四次，而在台灣住過兩次，北京住過一次的人來說，今天的局

面是我過去無法想像的，所以我要祝賀大家，像我昨天祝賀馬總統一

樣。的確不容易，那麼在一個像台灣這樣民主，你總是會想，考慮到

你在政治上面是不是有什麼樣的斬獲，但是也許比政治利益上更重要

的是，願景。怎麼樣的願景能夠為雙方的人民帶來最大的利益。我想

這才是我們最重要的考慮。 

 

蘇起： 

在這裡有兩位媒體的代表要發問 

 

史哲維： 

洪州長您好，很高興能夠見到您，我是中天電視的記者。我曾經在華

府待了 13 年作為特派記者。您提到您有兩個兒子現在在美國的海

軍，您以他們為榮。那我們都知道，很多的美國官員不見得讓兒子從

軍。我能夠想到讓兒子從軍的是參議員 Jim Webb 還有 John McCain。

我想知道在您的家庭裡，是什麼樣的因素，讓您樂於見到您的兩位兒

子從軍。那麼其次，Romney 在面對茶黨議題還有宗教議題都受到很

大的挑戰。 

 

洪博培： 

謝謝你提出的問題。你是一個傑出的記者，能夠問我這麼尖銳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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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我父親在海軍的時候生下我，我出生的時候還收到 25 元的出生

津貼，我一直非常感謝美國的海軍。家父還有我的叔叔、祖父，他們

都曾經是海軍的官員，對我們家來說這是一個崇高的榮譽。他們其實

都沒有做到將軍，因為我們的家族軍階都沒有這麼高，沒有超過上

校。但是我們都以愛國為榮，能夠穿上軍服，能夠為國家犧牲，一直

是我們家光榮的傳統。我的孩子們在長大的過程當中，我們和他們講

到選擇，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樣浪費時間，但是你也可以想一想，對於

我自己來說，什麼是最好的。這是你的選擇，你也可以把你的時間用

在更有意義的事情上。我的兒子之所以願意從軍，是因為他們看到這

個意義。我曾經擔任州長，擔任州長的時候也算是軍隊統率，就是國

民兵的統率。我可以下令去打愛達荷州或科羅拉多州。當然我沒有這

麼做。我的兒子看到國民兵從伊拉克回來，從阿富汗回來，他們看到

我身為州長，我可能要到他們的營隊裡發言或者是安慰這些痛失家人

的家庭去安慰他們，我想這在他們的腦海當中留下非常深刻的映像。

他們了解這些士兵為國捐軀所作出的犧牲，他們有非常深刻的映像。

我的老二，他是打美式橄欖球，他最近也去唸海軍官校。也許將來大

家在電視上，可以看到他打球比賽，打敗聖母大學校隊。 

 

那麼針對 Romney 州長，我想有一定比例的美國人絕對會因為他的宗

教而無法接受他，有相當的比例的美國人是這樣的。那麼共和黨保守

黨，他們對於歐巴馬總統有很多的敵意，因為這麼強烈的敵意而導致

這些人可以忽略 Romney 州長的一些缺點。他的立場或許不是對他這

麼有利。他摩門教徒的身分，有些障礙可能是很難超越的。這次的大

選，我覺得這次共和黨和民主黨的競爭會非常的激烈，有一些宗教團

體可能因為沒有選擇而必須支持他，而這個問題是誰會得到獨立選民

的票數？上一次他們多半是投給歐巴馬總統，這一次他可能非共和黨

也可能非民主黨，他是因人來投票而非因政黨來投票。所以這些獨立

選民才是兩位候選人需要積極去爭取的，像婦女、新移民和年輕人，

他們還在左右搖擺。根據我所知，他們還沒有決定，所以我們可能要

到最後 11 月份才能夠揭曉。歐巴馬總統如果輸的話，那就是因為他

沒辦法贏得四年前支持他的獨立選民。四年前，他贏得多數獨立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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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票數。如果這次他沒有贏，那就是因為他失去那些選民的支持，他

們可能對他太過於失望，以至於就拋棄他了。 

 

記者： 

我是 Radio Free Asia 的特派員。在您的演講尾聲，您提到這位政治異

議份子，倪玉蘭，就是您有去拜訪他的。在茉莉花革命之後，有一群

人聚集在王府井，在當時您也有去。您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有什麼

樣的看法？在習近平的領導之下，中國的人權問題是否會改善？ 

 

洪博培： 

我認為中國現在有一個有利的對話正在進行當中，這可能不是中國共

產黨樂於見到的。但是有六億個網友和九千萬的部落客，他們透過網

際網路，透過互聯網一步一步的逼政府正視這個問題。到底要討論人

權還是不要討論人權，這其實是無庸置疑的，人民一定會討論到人權

的問題。美國在人權議題上一直是燈塔，我們要把燈打開，照亮世界

的每個角落，如果我們不發言，如果我們選擇沉默，我們就是對不起

自己，對不起美國的價值，這絕對不是一件好事。所以，我要說的是

什麼，美國的品牌到底是什麼，美國到底是什麼聞名世界的？我們的

品牌價值就是自由、民主、人權還有自由市場，這些是我們的價值觀，

這是我們已經努力的兩百多年，這是我們創國國父所給我們的傳統，

有賴我們繼續把這些價值發揚光大，因為這是我們的基本原則。所以

在人權上面，美國需要有相當的敏感度，要能夠了解當地的風土民

情，我知道 human rights，人權，它的翻譯也會影響到世界各地人民

對於 human rights 人權的看法。不管怎麼樣，人權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如果重視人權，我們會更強大，如果我們不重視人權，我們未來

一定會後悔。這是歷史告訴我們的教訓。 

 

蘇起： 

好，我們是不是請這位女士問最後一個問題 。雖然我只能看到你的

背面，請您自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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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您好，我是聯合報影音部的記者。我想請問一下您對於棄台論有什麼

樣的看法？那您是支持還是反對？謝謝。 

 

蘇起： 

對什麼有看法？ 

 

記者： 

棄台論 

 

蘇起： 

喔，棄台論。 

 

洪博培： 

給我翻譯，我聽不大清楚。 

 

蘇起： 

喔，棄台論。這位女士來自聯合報。她要問的問題是現在美國有些人

在討論所謂的棄台論，比如說布里辛斯基和歐文海軍上將等。他們談

到台灣太麻煩了，乾脆就不要管台灣，向中國靠攏。有聽過嗎？ 

 

洪博培： 

我沒聽說過。但在所有關係中向來都是有付出才有收穫，所以我想回

到我最初提到的：美國的資產是什麼、台灣的資產又是什麼？其實很

清楚，就是人才還有價值。不管你在政治上做什麼，你只要盡力發揮

你的優勢，也就是你的人力資源還有你的價值，這兩項支柱就能讓國

家的人民發揮他們的潛力。如果我們有共同的價值，我們就會不斷的

分享心得、互相投資、維持友善的關係，因為我們有太多共同的地方。

所以我有聽過這樣的論點，但我同樣了解美國與台灣之間具有堅強的

力量，將兩國人民緊密的凝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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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起： 

接下來洪州長和他的夫人有午宴，我們必須給他們一點休息的時間，

他們的行程非常的緊。所以我們要再次感謝洪州長，今天這麼精采、

這麼完整、這麼多面向、這麼鼓舞人心的演說。特別感謝您，這麼的

坦白，如此坦白的回答問題，因為我覺得其實有很多問題是不容易回

覆的。也謝謝您和台灣的老朋友們分享您的看法，我們希望能夠在不

久的將來再度歡迎您到台灣來，我們希望非常能夠更了解您，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