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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監聽各國風暴

史諾登事件餘波盪漾
▓李本京

美 國 政 府 頭 號 敵 人 — 史 諾 登

（Edward Snowden）於2013年6月揭發

美國國安局偵查作業後，國際間一片譴

責白宮聲。雖然監聽他國人士行為不是

今天才有，然而監聽對象包括美國親密

的西歐大西洋公約成員，則實在說不過

去。也應了那句老話：「你有美國做朋

友，那還需要敵人嗎？」半年瞬間已

過，美政府仍要重操舊業。這世上唯一

超強在國際社會上說了算，儘管他國呼

天搶地反對，也是枉然。

這不由得讓我們懷念早期一些有

紳士修養的美國政治家們風範了。遠在

一百年前，白宮就在紐約設立了一個秘

密辦事處，名字就叫「黑屋」（Black 
Chamber），是美國首座官式竊聽站，

它的官式名稱為「密碼局」（Cipher 
Bureau）。它化身為商業機構，實際上

卻是專門竊聽他國人士間訊息的政府單

位。這一單位負責電訊密碼之解讀，為

美國政府貢獻不小，然而到1929年卻在

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建議下

關掉了。他的理由是「紳仕們之間是不

看他人信件的」（Gentlemen do not read 
each other's mail）。

時至今日，華府的紳仕們已不易找

到，滿街皆是政客，其所行所為當然就

不紳仕了。這次令人不安的是，此竊聽

事件明明是件事實，卻拖了四個月，國

安局長才於2013年10月29日在國會作證

時，承認幹了這種不長進的事，且其涵

蓋範圍既廣又深，令大眾都傻了眼。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柯拉普及國安局

局長亞歷山大在國會作證時承認，取得

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的一億七千萬筆

電話通聯記錄。他們倆異口同聲地說，

他們並未自行偵得，而是這些國家提供

的。他們還正言「竊聽外國領導人是情

蒐作業的基本方針」。

謊中謊 無法自圓之說詞

聽到這兩位美情報頭子如此自辯，

真是荒唐到不可思議。重要的是他們倆

同聲地說，這樁事白宮也知曉。如此一

來即知，歐巴馬和他的前幾位白宮主人

也均知情，美國從上到下一條鞭式地竊

聽情蒐，確實令世人相當不安。

誠如共和黨參議員柯琳絲所言「朋

友不會竊聽朋友的」（Friends do not spy 
on friends）。看樣子，華府對敵人與友

人是不分的，這才令人傷心與驚心。事

實上，當國會議員在檢視有關竊聽文件

時，均有相當程度的不安。

然而在國際政治上，冷酷的現實

揭露了一個事實，那就是「隔牆有耳」

（Walls always have ears）。國際間真的

毫無情義可言，要不歐巴馬也不會將他

心愛的黑莓手機棄置不用。

美方將責任推給西歐諸國後，這

看即可。

多餘的釐清

早在2003年，中央社發了一則電

聞，批露幾點：

1.鄧的遺囑是有所本的，它來自作

家沙士撰寫的新書《遺囑》，描繪鄧

小平在1992年經過半年的考察、思考和

反覆徵求他人的看法，最後用中國方式

留下了遺囑。挑選了胡錦濤、曾慶紅以

及鄧的秘書兼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王瑞

林，做為江澤民以後的決策核心圈。

2.同時，規劃了十年以後的憲政之

路，並暗示鄧小平雖然辭世，他還再影

響中國。

3.遺囑中鄧小平對政治局提出二十

字的接班方針，此即「沉著應對，穩

住陣腳，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絕不冒

頭」。

筆者要特別指出的是，遺囑內容

所提到的六大問題，都十分勁爆而不可

思議，尤其是改國號、改黨名的問題，

強調向美國學習憲政，「政治民主和法

制」，台灣問題才有可能迎刃而解等等

說法，過去是很少聽到的。最近習近平

拋出的「中國夢」，堅持的是「三個必

須」、「三個共享」與「三個自信」，

追求的是「強國、富民、強軍」，而

避談民主法治。真正的民主，應該向

「社會放權」，而不僅止於「人大舉舉

手」、「政協拍拍手」、「黨委揮揮

手」、「政府動動手」式的民主。

網路消息有時固然真假參半，不可

盡信；但未嘗不是民意的一種反映，時

代的一縷心聲脈動。

註：

一、鄧小平（1904-1997），原名鄧

希賢，四川廣安人。1920年9月赴法勤工

儉學，1926年7月轉赴莫斯科，1927年回

國。

二、王瑞林，鄧小平秘書兼中央軍

委辦公廳主任。

三、曾慶紅（1939-），江西吉安

人，1989年隨江澤民進京，任中共中央

辦公廳副主任。

四、胡錦濤（1942-），出生於江蘇

泰縣，199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書記處書記。

五、鄭必堅（1932-），四川富順

人，1982年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

特別助理兼政治秘書，1992年任中共中

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

六、鄧小平共有三段婚姻。第一任

太太張錫媛因難產而去世。第二任太太

金維映被李維漢橫刀奪愛。第三任太太

浦瓊英（卓琳）相繼生下五名子女，長

女鄧林；長男鄧樸方，在文革時期被迫

害致成殘廢；次女鄧楠；三女鄧榕，又

名毛毛；鄧質方是鄧家老么。（作者為

史學工作者）

▲鄧小平、卓琳夫婦及其長子鄧樸方、長女
鄧林。攝於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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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情報與監督能力。又認為「法國人

會開香檳慶祝，以感激美國為防衛歐洲

所做的努力。」

從這番話，我們可以很輕易對此事

件有一個初步的認識，那就是美國竊聽

他國資訊，是為了被竊聽國家人民之善

行義舉。這種帝國主義思想深植於殖民

時期倒也罷了，然而到了21世紀居然還

有此落伍之思想，確實令人意外。

在梅克爾嚴詞抗議後，美國情報單

位對德、法等國做了讓步，而有關部門

大言，美以後不再竊聽梅克爾的手機，

然而對某些友邦仍在竊聽之列。問題在

美方縱使不再竊聽梅克爾打出的電話，

卻仍在竊聽其它可能與梅克爾通話的

人。這樣一來，不是還再竊聽梅氏的電

話嗎？

其實做美國之鄰國也不安全，因

為此次美國也竊聽比鄰而居的墨西哥總

統的電話。方法則駭入總統卡德隆的電

子郵件，據說收穫豐盛。事實上，早在

2013年5月美方已利用對墨的竊聽，取得

墨國內閣及總統極為眾多對國內外之通

訊，探知墨國之國情。當然南美諸國，

如巴西也遭到竊聽。

前事之師―水門事件

竊聽在各國均採用，本就是例行

公事，無啥稀奇。例如尼克森下台就是

因為水門事件，而此事件就是因為竊聽

行為所致。這是因為當年尼克森在1972
年總統大選期間，縱容屬下從事竊聽行

為。民主黨有鑒於此一天上掉下來的禮

物，就發動強烈攻勢，於1974年將尼克

森訴之於法。最後，尼克森面對國會可

能會通過彈劾總統動議，而自行辭職。

這一事件說明竊聽是違法的，竊聽本國

人士違法，而今美國政府卻認為竊聽他

國人士為合法。

這種遁詞是站不住腳的，美國最

標準典型的藉口是：「他國也在竊聽他

國。」（Everyone is listening everyone 
else） 各國也只好遵奉罷了。觀諸美國

老大死不認錯之心態，可知竊聽將與我

們同在，作為美國之敵人當然被竊聽，

然而當美國之盟邦、好友也會被竊聽。

由此以觀，美國之竊聽制式將會再接再

厲運作無間。

也許有識者認為水門事件後，竊聽

已絕跡美洲，事實當然並非如此。政府

中人總有一些說詞來合法化此一非法行

為，國際上抗議只製造一些些雜音，竊

聽之基礎已固，任憑大眾譴責，這一令

人汗顏之非常動作將持久長存。

結語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提出之訴訟曾經

在2013年12月初於華府地院勝訴。該院

法官雷昂裁定，國安局竊聽之舉可能違

憲，他認為此舉可能違反美國憲法第9增
修條文「禁止不合法搜索」之規定。

就在人們竊竊私語，群起譴責美

國竊聽事件之際，紐約州地方法院於

2013年12月27日對此宣布了一項判決。

法官波利則作相反之判決，他認為權衡

平等和大眾利益的利害關係後，認定政

府監聽行為合法。私人資料應免遭他人

搜索，然而政府蒐集民眾電話資料的目

的，是為了調查和阻止恐怖攻擊則OK，

但這些資料不可挪做他用。

然而如將反恐行動無限上綱，好像

些被害國不願遭不白之冤，乃反告華府

說，他們並未主動將資訊通報美國，是

美國用不法手段取得如此多之資訊。法

國情報局更堅決否認將七千多萬筆資訊

拱手交予美國。讀者諸君，您認為誰說

了謊，因為美、法二者，總有一方是說

謊者。

另外一個謊，則亦相對地頗為嚴

重。那就是白宮與情報單位，到底有沒

有人在說謊？因為情報頭子說白宮瞭然

於胸，對相關竊聽作業有所知曉。然而

白宮卻否認，將所有責任推向此二情報

單位。聰明的您，猜猜誰在說謊。

儘管華府說謊的人很多，然而也

有人說實話。路易士（James Andrew 
Lewis）這位退休外交官就曾直言，美政

府一直用竊聽手段瞭解友邦人士動態及

政情，還曾對友邦之在野黨予以竊聽，

以瞭解更多人事變動內情。

竊聽機制：各國的最愛

儘管許多國家對美抱怨連連，然

而這種行徑卻不是美國所獨用。例如前

英國某內閣閣員在2004年就聲稱，英國

情報單位曾經竊聽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

安南。某英國大報在2009年報導，英國

曾是至少20個友邦竊聽的對象。就在同

一年，歐巴馬參加在法國舉行的NATO
峰會，就曾是某些友邦竊聽的對象。

因此，英首相曾建議友邦間不要相互竊

聽，而應集中火力竊聽中、俄等敵手。

然而最令德國人難堪的是，德國

總理梅克爾被好友歐巴馬政府竊聽。她

在2013年10月中旬打電話給歐巴馬，要

求澄清，並在公開場合嚴詞譴責美國。

對此一事件，前德國副總理羅斯勒表示

「當你加入政府時，就必須假定會被竊

聽，而且是被各方竊聽。」 
 歐巴馬一開始均以「我不知道」來

搪塞記者之提問，然從政府有關人士之

證詞，可認定歐巴馬嫌疑重大。有不少

官員幫歐巴馬洗刷罪名，解釋歐巴馬在

2013年夏天之前並不知道。問題是，若

有人瞞著總統作此犯規之事，那出事之

後，何人應負責。就算歐在去夏前不知

竊聽一事，也無法表示他是清白的。

當然，歐巴馬絕非「路人甲」。根

據可靠記載，在近代史中，此種案件均

被列為「總統不知情」類別，棄車保帥

是官場中一樁最普通之措施。曾在雷根

總統任內擔任白宮助理的塔克說「白宮

遇事典型的處理方式，就是不讓總統為

壞消息負責。」 
美國對外竊聽重災區之一就是歐盟

大咖德國，而美國自命是德國盟友，卻

24小時竊聽梅克爾電話，這一事實對雙

方均有傷害。就美方而言，實不應對老

友如此不講道義。對德方而言，領袖如

此天真，被竊聽全然無知。她對歐巴馬

表示抗議的電話，只得到一些沒有實質

意義的安慰話。德國也想到一種報復美

國之策，就是不再對美提供有關恐怖份

子活動之情報。但此舉茲事體大，諒德

國官方是不會這麼做的。最後，德官方

也只能摸摸鼻子，低首而去。

美國人的自大

美國一般人對此事件有不同反應，

有些人認為歐洲人應該感激美國，因為

這些行動讓歐洲更安全。眾議院情報委

員會主席、共和黨的羅傑斯認為，歐洲

人應該感激美國的監聽作業，並提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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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煥與外交部
▓石永貴

沈昌煥日記發表會迴響     
2013年11月至12月，143期的《僑

協雜誌》，發表了〈沈昌煥1946年日

記新書發表會以及「沈昌煥行誼座談

會」〉，文筆流暢，紀錄翔實，足可媲

美「吳鐵城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

會。新書發表會由國史館主辦，行誼座

談會則由僑協理事長陳三井主持。無論

「日記」保存以及座談會主辦，幕後功

臣為沈昌煥獨子沈大川。沈大川可謂忠

孝傳家典型，令滿堂來自國內外貴賓，

外交使節雲集，稱讚不已。

沈昌煥1933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

學，光華大學可不是一般的大學，它的

創立與愛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周聯華

牧師在《周聯華回憶錄》中這樣的寫

道：「光華大學是為了反對聖約翰大學

而設立的，當時一群愛國學生要在旗杆

上升國旗，外國校長不准，硬把國旗拉

下來，引起學生的不滿，就脫離了聖約

翰。剛好有曾任實業部次長張壽鏞先生

的資助，也說服了鄉紳王豐鎬先生捐

地，就成立了光華大學。」

馬歇爾明人騎瞎馬    
沈昌煥參與總統蔣公機要，自重

慶開始，中間經過勘亂以及台灣時期，

真是無役不與，為蔣公身邊重要謀士之

一，尤以外交宣傳，影響至鉅且遠。而

令與會貴賓好奇的是，何以獨獨保留

1946年這一年日記？這是因為這一年太

重要了。對日抗戰勝利，中共急於參

政，美國蓋世英雄馬歇爾，以贏得二次

大戰的權勢，奉總統杜魯門之命，來華

調停國共紛爭，真是光芒萬丈，何事不

可為？何難不可解？豈料面對野心勃勃

的毛澤東，軟硬都下錯了地方，事事

退，時時讓，弄得中華山河為之變色。

就在這一年，蔣委員長的抗戰勝

利建國，復興中華民族的壯志，付諸春

夢，不到四年間，受逼退守台灣，大好

萬里山河，付諸「東流」。輸在那裡？

可謂敵我實力分明，以裝備、人員論，

▲102年10月12日國史館舉辦「沈昌煥日記新書發表會暨沈昌煥先生行誼座談會」，座無虛席。

只要跟反恐有所牽連，則政府仍可隨心

所欲。這種行徑當然違反了憲法「保障

隱私權」，目前看來，這場官司還有得

打，不論結果如何，此竊聽行為已為世人

注目，要想消弭於無形，恐怕不容易。

而美國總統歐巴馬更對此發表重

大宣示，這一次的宣示等於對竊聽外國

領袖之事拍板定案。歐巴馬最令人注意

的一句話是：「除非基於必要的國家安

全目的，美國不會監偵友邦。」換句話

說，也就是為了美國之安全，監聽仍要

進行。也就是說雖在全球輿論責難下，

美國仍將監聽，若這不是霸權主義國

家，那甚麼才是霸權主義國家？

在司法及行政二部門的縱容下，監

聽行為將一如預期地繼續下去。唯一會

修改的是監聽方式，這種作業改進而實

質不變的做法，當然引起友邦的譴責與

憤怒。然而遇到山姆大叔，也只好作罷。

總之，整起事件只引起一些雜音，

美國一統天下之實質無從改變，不過美

國信用破產確是公認之事實，只是山姆

大叔不在乎他人看法罷了。（作者為中

美文化經濟協會榮譽理事長）

「一個青年僑生的夢」徵文辦法
壹、目的：

一、瞭解青年僑生想法，作為本

會規劃僑生活動參考。

二、蒐整資料，供學術研究，並

提供政府有關單位制訂僑務

及僑教政策參考。

貳、參與對象：
以僑生身分就讀教育部立案之大

學學生及研究所研究生。

參、徵文主題：
一個青年僑生的夢。

肆、字數：
3,000字至5,000字。

伍、截稿日期：
103年7月31日。

陸、交稿方式：
一律以word標楷體電子檔寄交至

本會電子郵件信箱oca232.oca@
msa.hinet.net或cky@ocah.org.tw信

件主旨書明「〈一個青年僑生的

夢〉徵文」。

柒、評審：
分初審及覆審二階段，第一階段

初審前30名作品。第二階覆審前

四名及十名佳作作品。

捌、錄取名額及獎金：
錄取前四名：

第1名：20,000元。

第2名：10,000元。

第3名：8,000元。

第4名：6,000元。

佳作十名：每名各5,000元。各獎

若未達標準得從缺。

玖、錄取公告時間：
103年10月10日於本會網站公告，

並以電郵通知獲獎人。

拾、頒獎日期：
103年12月28日（星期日）上午10
時，併本會僑生獎助金頒獎典禮

舉行，地點：台北市敦化北路232
號。

拾壹、版權：
獲獎作品版權屬本會，由本會

運用。

拾貳、其他：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

修訂於本會網站公告。

（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