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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用的天分，接近天才，他考上台

大，先後唸了兩個系：經濟與外文。

外文是他的選擇，到美國留學後

改唸化學，但真正守護他一生的是乒乓

球。

在美國大學校園，他的乒乓球風

靡美國大學，代表他就讀的學校出賽，

無人能敵。並被推選為美國大學隊的隊

長，指揮球員，南征北討。

美國大學生，知道中國乒乓球的厲

害，不是日本人，可能始自台灣留學生

黃用。（作者為前中央日報社社長）

知秋憑一葉 堪懷百歳歲憂
▓鄧普勒

信口雌黃的「俊」才

直到上任前夕，還不清楚當時對

口機構負責人賈慶林是誰的「盲人瞎

馬」、陸委會主委王郁琦，5月7日接受

《中國時報》專訪，呼籲中國大陸撤飛

彈，對台灣展現善意。

他該補修「國際關係」四個學分，

認知當前複雜情勢。

稍具軍事、政治常識的人都知，中

共在沿海部署逾千飛彈，豈在單純針對

一個彈丸之地的台灣？真要對付，辦法

也多的是，譬如選擇封鎖，切斷你的外

援、經濟制裁、利用民間無武裝的萬船

齊發登島、癱瘓戰情指揮系統、甚至一

彈擊毀你的瓦斯槽，造成全城火海，考

驗你的應變能力，能不能在短時間內底

定亂局，是不是已經夠你玩了？

防止外力介入此一區域，無疑是一

項高度意涵。

試看東亞近因海上主權紛爭，弄到

劍拔弩張，隨時可能擦槍走火。5月15

日美日韓於濟州島海域舉行聯合軍演，

美國航母尼米茲號隨即南下，21日取道

中日争議海域釣魚台列嶼、台菲爭議海

域巴士海峽、中菲爭議海域南沙群島仁

愛暗沙、24日就在南海巡弋。它意欲何

為？為菲、日兩國壯膽也。

4月23日，大陸海監曾十船齊發，

八艘長驅直入十二海浬強制驅離日本漁

船；還出動四十架戰機為海監船護航。

日本右翼團體「加油日本」約卅名

成員及漁民，5月26日分乘四艘漁船，

至釣魚台海域釣魚「宣示主權」，大陸

立即派遣三艘海監船，進入釣魚台十二

浬領海內驅離，這是從去年九月日本將

釣魚台非法國有化以來，大陸公務船第

四十六次駛入釣魚台領海。當然，新的

情況自會與時俱進。

  大陸「央視」報導，中共海軍北

海、東海、南海三大艦隊，5月24日在南

海完成一次多兵種立體大規模演習。

凡此種種，都不是衝著台灣而來。

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指稱，中

共解放軍的潛艦，一直在尼米茲號附近

跟蹤，進行情蒐，並三度駛入日本接續

海域；《產經新聞》也引述防衛省官員

的觀點，認為中國想藉此阻止美軍入東

海。

面對威脅如何因應

1996年中共數度對台近海發射飛

彈，曾經引發兩岸局勢緊張，尼米茲號

當時也在台灣海峽巡弋。

迄今兩岸關係已時移勢轉，對岸

實無須以軍事硬實力輕啟戰端，使用上

千彈羣，藉高成本攻略台澎，若將之夷

為焦土，即為塗炭同胞，重建也勞民傷

財，何況民心向背，必然得不償失，利

空之下，於彼何益？雖愚不可及的決策

者，亦當有所不為也。

孫子兵法以「上兵伐謀」，為最高

福建省僑聯副主席陳式海率團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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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僑聯副主席陳式海率團一行

12人，6月24日來訪，理事長陳三井偕

同常務理事黃河、黃海龍及秘書長劉本

炎等接待。

陳三井說，我們剛從廈門海峽論

壇及西安僑史交流研討會回來，不到兩

天，迎來福建省僑聯嘉賓，算來今天是

第四次接待福建省僑聯，前有王亞君主

席、廈門市黃菱會長陳昭揚會長等，足

見本會與福建省僑聯交流密切，希望能

一直保持下去，一起來服務僑胞。

陳式海說，原本王亞君主席要率

團來，惟因要到金門主持「兩岸僑界交

流週─走進臺灣‧金門」，所以由他率

團前來，希望明年能邀請本會參加兩岸

僑界交流週活動。其次，福建省僑聯現

正著手進行《福建僑史》編纂，卷幅

浩繁，希本會學者參與。另為使年輕一

代瞭解僑史，薪火相傳，福建省僑聯已

成立青年總會，由年輕一代接棒，希望

本會也能派年輕團體與青年總會交流。

此外，他特別提到本會在海外有22個分

會，人才濟濟，像是英國分會會長鄭少

強推展校園足球運動，人才希能交流，

同為僑胞服務。

說到福建省僑聯成立青年總會，

與本會澳洲雪梨分會青年團頗有異曲可

工之處，皆是希望華僑第二代能承襲衣

缽，繼續弘揚傳承先輩精神。

近二個小時拜會活動，大家暢所

欲言，惜陳式海一行中午已接受福建省

同鄉會午宴，未能在本會餐敘，似有點

不完滿，但本會致贈每位團員鳳梨酥禮

盒，表示我們歡迎摯誠。（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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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對艦員內務、機艙管路乃至通風等

各項裝備，一一觸摸，必需一塵不染；

休假士兵，服裝儀容，由副長在上甲舨

檢視，連指甲不修，也別想打馬虎眼，

規矩之嚴，無人敢予輕忽。

每赴外島駐防或出戰，例必於中途

試砲，該艦後來在大陳積谷山海域為中

共六艘魚雷快艇圍攻，圖以蛇航避過交

义攻勢未果，右後艙遭追踪魚雷所算，

艦身幾乎整個騰空又重落海面，全艦槍

砲，仍能發射，艦員因有所持，而無束

手就擒之虞，身處零下九度氣溫之下，

人人處變不驚，戰志高昂。

  於今，若非三軍紀律大弛，怎會凸

槌連連，雖坐擁尖端武器，恐亦難操勝

算。

海軍軍容，夙具傳統習慣，整齊淸

潔，守信守時，同舟共濟，只見一義，

不計死生。甲午中日黃海之戰，北洋艦

隊致遠軍艦因久戰受傷，彈亦垂盡，管

帶（艦長）鄧世昌，念己艦不能全，而

思以高速向日艦吉野猛衝，以圖同歸於

盡，不幸撞及敵方射向定遠之魚雷而告

沈沒，他義不獨生而自沈；廣州至今猶

有鄧世昌紀念館之設，以彰其行。

軍威不振缺失連連

近半世紀如太平艦（DE護航驅逐

艦）在大陳島海面為中共擊沈，艦長唐

廷襄未以身殉，及後即與艦艇絕緣，我

在前期服役的迴風運輸艦，自金門運補

返航左營，於台南安平港沙灘擱淺，艦

長陳志文，亦只能官至金防部上校副參

謀長，鬱卒以終。類此鐵律，已成紀

綱。以此檢驗時窮節乃見，崇尚臨難毋

茍免。

甲午戰前，北洋軍艦六艘，入日本

長崎船廠檢修，威容甚盛，日方嘗以為

有意測試其修造能力，東鄉平八郎因見

某艦水兵，於砲管晾晒衣服，認為不知

戰爭之莊嚴與砲座之神聖，其將領軍實

如此，即不足畏。

日人眼中的北洋「海軍寶刀」林泰

曾，二戰期間，香港之役對陳策將軍操

慮扶難的徐亨，與曾率「鞭炮艦隊」於

國共內戰中，冒死在江陰要塞砲台彈射

之下，作長江突圍的勇將陳慶堃，迄今

都成空谷足音。

菲律賓公務船射殺我漁民，海空軍

銜命到南海展軍威，空軍卻在六天內接

連發生F16、幻象二千戰機墜毀事件，引

起民眾揶揄；「還沒打仗，自己就先摔

了！」

從二千年以降，軍機失事統計為：

戰機17架、11死，7失踪；教練機6架，

6死，直昇機3架，2死、9失踪，總計26

架、19人死亡，16人失踪，如果真的開

戰，能教舉國上下有信心？

空軍在賴名湯執掌期間，曾作「零

缺點」的要求，雷厲風行，朝野一片好

評；曾幾何時，因為摔飛機可能有人官

位不保，飛行訓練時數便一度遞減，反

正「西線無戰事」，不出事就好，這種

心態的因循，也直接延緩了戰技的精

進。

國防部自2001年起為了精簡組織及

人力，先後實施了精實案、精進案、精

粹案，從當初的60萬大軍裁至21萬5千

人，最近還計劃裁減至17萬5千人；裁

撤三軍司令部，改設地面、海上、空中

部隊指揮部，指揮官改為中將編階，台

指導原則，老子也說過，「大軍之後，

必有凶年」。即以當前政經策畧而言，

大陸頻頻輸出「讓利」為經畧，逐步營

造先易後難，進入互利雙贏深水區，豈

非展現善意？即使別有用心，我們未嘗

不可順水推舟，若憑智取，則善陣者不

敗。

中共向烏克蘭訂購的歐洲野牛級氣

墊登陸船，第一艘已運抵廣州，它共砸

約合台幣95億預定購入四艘，此一裝備

最高時速116公里，可載三輛主力戰車，

加上140名兵力，進行灘頭搶攻突擊，本

身也具一定自衛火力，有利於一至二百

浬半徑的奪島交鋒，當然也可能威脅我

海防，我們若無因應的智慧與能力，憑

什麼只管用嘴巴嚷嚷要人家撤這個撤那

個？怎不衡量自己有多少籌碼，和莊家

對弈？

一個月支19萬5千薪酬的要員，既昧

於天下大勢，功課做得不足，思維猶欠

成熟，徒成應聲之蟲，可歎！

蟬鳴高枝佔先機

大陸新科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到任

甫滿兩月，於接待中時報系參訪團時，

首稱尚在熱身，卻把講稿棄置一旁，說

「無須長篇大論」，侃侃而談兩岸關

係發展，說可以徵求雙方都可接受的方

案，既「顧及」台灣方面的情感，認為

「不談、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台灣

與大陸進行必要的溝通，也無須感到不

自在。

看似身段柔軟，但卻務實立場堅

定，底線明確。

類此政治語言，殊非一個乳臭未乾

的小朋友所能望其項背。不是嗎？

當年國共和談，內戰談談打打，

國民黨未佔上鋒，今日以小事大，台灣

更須談判高手，馬英九的袖裡乾坤，有

「棉裡針」嗎？

三軍戰力備受質疑

海軍鄭和、高江兩艦，在漢光29

號演習時進行實彈射擊操演，同時出

包，發生76快砲卡彈故障，鄭和艦鄭姓

中校副長不知自省失職，還與部屬飲酒

聚賭，嚴重敗壞軍風，國防部副部長楊

念祖列席立法院，自評整體演習成績達

90分，如此重大敗筆僅懲處五人，包括

現場指揮、督導主管、船艦主管、維保

人員，責不及上將。高江艦完全無法射

擊，還遠不如諸葛孔明的一條草船，因

為草船尚可借箭，它在戰陣只能淪為高

價的箭靶！四月十八日在屏東加祿堂海

邊，定名「聯興」的兩棲登陸作戰操

演，海軍陸戰隊的一輛LVTP－5兩棲登

陸裝甲車在海上抛錨（停擺）、一艘

LCM機械登陸艇搶灘後，閘門無法關

閉。簡直好像所有螺絲都鬆了。

海巡署台南艦與海軍多艘軍艦出海

宣示主權，返抵高雄，在真愛碼頭舉行

記者會，展示其二O機砲，在記者的鏡頭

下，我們清楚看到砲座至少有三處被銹

蝕而未處理加漆，如此「保養」，已概

見戰備要求是如何鬆散。與海軍的臨陣

卡彈，魚雷上沙灘的紀錄，實已異曲同

工，相去不遠。

以筆者在艦上服務多年的經歷，

「保養重於修理」，是基本認知與要

求，我在美式海岸巡防艦PGM「靈江

艦」服役期間，每週六例行保養檢查，

艦長配戴白手套，由副長、輪機長等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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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駭人聽聞。

在台灣素具知名的義美食品商，

被踢爆長達兩年，使用過期原物料，生

產約十二萬箱小泡芙，已被消費者吃下

肚，負責人也只在報刊登一天啟事，以

疏失卸責，並選擇捐出一千五百萬做公

益，企圖大事化小。按十二萬箱成品，

以目前銷售量最廣的小包裝計算，相當

於一百四十四萬包，獲利上億，卻想藉

九牛一毛的零頭捐款，挽救商譽，此等

「奸商」行徑，令人齒冷！

曾以狗食罐頭，製作漢堡包的銷售

紀錄，大家可能已經淡忘。2011年12月

17曰，就讀科技大學的一位湯姓女生，

與同學分享一包義美巧克力小泡芙，竟

發現內藏鼠屍，事後廠商應衛生局要

求，同批貨號產品下架，其所發佈的聲

明稿中，則強調製作過程的包裝口徑，

不可能發生有異物進入的情況。巧妙以

「異物」淡化鼠屍，真正原因有待查明

而不了了之。不知良心何在？五月底，

緊接着是統一公司的七項產品停售，愛

之味仙草凍暫停供貨；台南立光農工公

司賣工業、過期原料給食品商，老闆被

收押，該公司六年來供應工業原料竟高

達逾40公噸，難怪醫院門庭若市，都拜

知名廠商所賜。鹿角菜膠，判是禍首之

一。

我們經常恥笑大陸黑心食品泛濫成

災，看來，台灣實也不遑多讓，不僅並

駕齊驅，甚且有過之了！（作者為本會

理事） 

北大直現存的海軍司令部，與新建的空

軍司令部、乃至陸軍司令部，將自精粹

案的虛級化之後，不知身在何方？尤其

空軍司令部的營區建構，已耗費不少公

帑。

一個中將編階的指揮部，能夠在戰

時發揮多少功能，以裁軍來挹注募兵預

算的不足，這樣的決策，前景便值得慨

歎！中共現役解放軍230萬，兩岸一旦有

事，「全募兵」制度之下的兵勇，如無

「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中心思想，

能否以一當百，不作鳥獸散，就將成為

大哉之問！

或曰，我們擁有不便公諸於世的國

防袐密武器，那就進入另一個「知己知

彼」的層次了。

兩則報導見傳媒真章

5月18日的《蘋果日報》，採用路透

社一張圖片，說菲律賓一名前警員，為

抗議菲國勞工在台遭不當對待，焚燒台

灣國旗，畫面被怒燒的，明明是青天白

日滿地紅旗幟，居然成為台灣國旗了。

顯示編輯臺上已不知有中華民國。

兩天後的政治版，又出現大字標

題：「沾血彈殼血淋淋控訴菲」公務船

濫殺我漁民洪石成。

圖片沾血彈頭，係由法務部提供。

「沾血」彈殼，定在菲國公務船上，是

誰的血呢？連彈殼都能跳到廣大興28號

轟殺我漁民，豈非神乎其技？

這是台北「大報」之一，日銷數

十萬份的品管，也是當代傳媒執筆人的

「浮世繪」，我們當然不能將之視同

「開懷篇」；大眾傳播業的公信力，如

西山之薄日，可謂其來有自。說「低

俗」也就罷了，還真不是普通的膚淺。

在台灣「食」在不安心

誰說台灣的食品安全無虞？我們

從多年前的餿水油吃到起雲劑，現在

又捲入毒澱粉風暴，而且24小時都吃得

到，它簡直無所不在，藏身之處包括：

饅頭、奶酪、奶油、米漿、三合一咖啡

的奶精、餅乾、麻糬、魚丸湯、速食飯

糰、蛋糕、紅豆餅、綠豆糕、蘿蔔糕、

無骨雞排、蘋果麵包、拉麵、炒米粉、

堅果糊、蚵仔麵線、粉圓、芋圓。當你

吃到口感QQ的黑輪，竟可能吃進油漆原

料，你信嗎？禍首都是工業用的化學原

料－順丁烯二酸。

四季豆產品經衛生署抽檢，竟驗出

殘留毒性甚強的農藥「芬普尼」超標逾

百倍，吃一碗可能就有害健康－致癌，

2013年5月9日，比利時分會舉辦法國里爾市一日遊，在戴耀南會長率領下，共
有46位會員參加，有老有少，還有坐輪椅的，顯見大家是多麼捧戴會長的場。

里爾市是法國北部大城，自古以來就是商業大鎮，名勝古蹟多，市容美麗，
人口超過110萬。中午，享用中式自助餐，體力足了，參觀博物院、大教堂、法國
參戰紀念琕、商務中心等。最後，再坐上觀光遊覽車，作50分鐘、16公里的全市導
遊。下午五點，盡興而歸。（編輯室）

比利時分會法國里爾一日遊

▲台灣最具特色的小吃─肉圓、大腸蚵仔麵線，也受毒澱粉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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