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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體制  反法律
美前法務部長克拉克之真面目

▓李本京

前言

台北的2012年秋天充滿了政治煙硝

味，民進黨一方面發動倒閣，當然未

成，然而另一方面，卻一而再、再而三

地對政府施壓，要將阿扁保外就醫。就

在此時，美前法務部長克拉克（Ramsey 

Clark）應蔡同榮等人之邀來台訪問，其

目的就是要助阿扁逃脫牢獄。克氏來台

後當然受到蔡等獨派人士之大力歡迎，

同時也拜見了法務部長曾勇夫。蔡等並

在飯店以百桌之大場面，發動此一援扁

行動，一時之間，這位美國佬在台灣也

風光了幾天。然而，大多數的國人卻對

此公瞭解不多，有鑑於此，筆者願在此

以公正之立場據實剖析克氏，俾得一窺

此人之真面目。

假若要選一位美國當代最引人爭議

者，克拉克就算不是第一號，必也佔前

十名的地位。他穿著老派，然而思想卻

有激進左派的味道。他聲音和緩低沉，

就像一位鄰家長者，然而他的思維卻多

跑在法治的框外。他聲稱愛自由、愛平

等，卻做出反政府的舉動，是一位法制

外的法律人，要想瞭解這麼一位德州佬

實屬不易。

老克拉克謹守保守派立場

克拉克的父親是湯姆克拉克（Tom 

C. Clark），母親姓倫姆斯（Ramsey），

所以克拉克的名字就取作倫姆斯‧克拉

克（Ramsey Clark）。克拉克的法學背

景可以說是家學淵源。老克拉克在1945

年就被杜魯門任命為法務部長（Attorney 

General），其後在1949年再被杜魯門任

命為大法官。美國的大法官是終身職，

地位崇高。然而，因為兒子在1967年被

詹森總統任命為法務部長，老克拉克認

為自己身為大法官，與兒子的工作有利

益衝突，遂於當年1月20日兒子就職時

宣佈辭職，引為美談，這一點與國人習

性大不相同。實際上，老克拉克雖被杜

魯門賞識，卻在其擔任大法官時，因判

案立場與杜魯門相異，而被杜責罵。老

克拉克終其一生謹守一個保守派者應有

之立場，然而仍不時受到負面評比，不

過他仍廣受德州鄉親們的尊敬，德州聖

安東尼的一間中學被命名為「克拉克中

學」，鄉親們多認為他是德州之驕傲。

克拉克飽受爭議的政治風格

克拉克1927年生於德州達拉斯，曾

▲克拉克。

間，先用煽惑的標題「北市府掩藝文大

老性騷　許博允仗勢猥褻女音樂家」，

以及一只大（鹹豬）手及色迷迷的笑

臉示意圖（沒有現場照片，以圖畫代

替），一味製造聳動效果。

其實早在9月6日，陳嘉君和許博允

等一伙人在印尼索洛市開會時，即曾在

電梯內接到台北一通電話，談到性騷擾

的醞釀傳聞。她記得許當時一臉訝異：

「怎會如此造謠、扭曲？」放下電話不

久，他忽然悟道：「應是衝著台北市立

交響樂團團長黃維明而來，黃11月即滿3

年任期，有人要這個位置，藉故排擠，

自己成了陪葬。」

許博允回到台北，直到10月中旬，

都沒人找他澄清真相，卻由個別市議員

一味叫嚷要黃下台，要許辭去北市府顧

問職。顧問是無給職，對名滿天下的許

乃輕如鴻毛，但名譽可是第二生命啊！

可歎音樂殿堂淪為政治和人事鬥爭，台

北人何其不幸！

我提議慎重定義「性騷擾」：受

害人要在第一時間向對方說「不」，若

對方不理睬而繼續行動，那就構成性騷

擾，應找人佐證和提告；不能逆來順受

或半推半就，事後才抱怨就有理說不

清。涉案的這位年輕女音樂家，對長輩

碰手就感到「噁心」，國際通行的抱

吻心生恐懼反感，但眾目睽睽下（30多

人）不吭氣，午夜時刻還和八個男士去

夜店喝酒到清晨三點多，酒金高逹1萬

5,000元，如此「豪邁」，讓一般女性傻

眼吧？

走筆至此，欣聞壹傳媒整攤賣給辜

家了。2001年黎智英宣布來台辦媒體，

香港不少人高呼「送瘟神」。好不容易

輪到我們送瘟神了，天佑台灣！（作者

為媒體工作者）

邁阿密分會王雲福會長來訪

邁阿密分會會長王雲福（右一）

偕同會員李梅蘭（右二）、徐成林（左

一）、羅香齡（左二）等四位，10月21
日趁出席華僑節大會時拜訪理事長陳三

井，感受到總會的熱情，親眼目睹國父

的孫女孫穗芳女士的風采，見證了她所

捐贈的第101尊國父銅像的揭幕儀式，

可謂為一次開心的知性之旅。特別的是

徐成林前一晚九點鐘，由屏東騎摩托車

出發的，足足騎了13個小時飛馳而來，

令人佩服其毅力。（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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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些國際間臭名遠揚之罪犯的人權

而努力。他的「客戶」包羅不少犯下

重罪的國際犯人，其名單令人震驚，

在此僅提及數位以供讀者參考。例如

1986年在以色列西岸暗殺猶太人之亞曼

（Mahmoud El-Abed Ahmad）；而就在同

一年，美英等國為報復利比亞強人格達

費（Muammar Gaddafi）之恐怖行動而發

動空襲，克拉克隨即發表正式宣言，狀

告美、英等國，最終華府地方法院則判

克拉克控訴無效。

此外，當美國情報單位掌握到阿拉

伯基本教義派殺人犯拉哈曼（Oman Al-

Abdel Rahman）犯下恐怖罪行時，克拉

克亦是辯護人，然而這位恐怖份子卻

是1993年紐約世貿中心爆炸案之重要嫌

犯。當殺害以色列人之伊恩（Ziad Abu 

Eain）逃亡時，克拉克亦高調當起辯護

人，令人不解的是他熱衷於保護仍在逃

亡中之納粹罪犯。

就諸多實例以觀，他對殺害猶太

人之凶手總是有着過多之同情心。除此

之外，他還自願成為賴比瑞亞強人泰勒

（Charles Taylor）之律師。泰勒之罪為

屠殺異族人士，並曾接受我政府100萬美

元之贈與（《紐約時報》則認為不止此

數，約300-1000萬）。他因犯屠殺異族

罪，2012年5月國際法院判決謀殺、強姦

等11項罪名，被海牙國際法庭判刑五十

年，是國際法庭在二戰後首次對曾任國

家元首定罪之案例，由此可知泰勒之罪

有多大；此外，還有塞爾維亞強人米洛

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之屠殺

異族人士。事實上，他們都經國際法庭

判刑在案，而克拉克仍在維護人權口號

下，不顧國際法庭之判決，而為反對而

反對。他的反政府思維延伸到反對國際

組織，如聯合國、國際法庭等。他還曾

要求解散北約，為潛逃之納粹殺人犯發

言。尤有甚者，他亦為越戰時期美國逃

兵爭取權益，一時之間令致家有子弟因

越戰傷亡者困惑不已。

而他在伊戰後公審海珊（Saddam 

Hussein）時，亦現身作為其辯護律師，

並且出人意料地擔任塞爾維亞強人米洛

塞維奇及海珊之律師，前者無情地燒殺

其他族群人士，而克拉克卻參加米氏

之喪禮，認為此二人均「勇於抵抗強

權」。克氏並且認為海珊「應該有權利

保衛自己」，因而認為美國出兵是錯

的；他讉責小布希總統，已然發動了第

二次冷戰；他反對以色列政府追捕前納

粹份子，自動擔任前納粹份子集中營頭

目李納斯（Karl Linnas）、納粹華沙屠

夫雷蒙（Jack Reimer）及盧安達軍閥採

行種族屠殺之塔基魯提馬納（Elizaphan 

Ntakirutimana）的辯護律師。在以色列與

阿拉伯國家之矛盾中，克氏永遠站在阿

拉伯國家這一邊。

克拉克的客戶陣容令人側目

他對美國罪犯特別有興趣，例如

逃稅人拉洛奇（Lyndon LaRoche）、黑

豹黨創黨人西爾（Bobby Seale）、在

秘魯從事顛覆當地政府之柏倫森（Lori 

Berenson）及為抗議進軍伊拉克而作逃兵

之梅吉亞（Camilo Mejia）。

上述實例僅是冰山一角，他的「客

戶」陣容令人側目，不瞭解為何經政府

或國際法庭判刑之人還應予以呵護，說

他是「法治外的法律人」恐不為過。

誤解體制也誤解人權

克拉克之所以作出如許多令人詫

在二戰期間於海軍陸戰隊服役。德州大

學畢業後，再赴芝加哥大學取得法律博

士，後於1950年考取德州律師執照，在

律師事務所任職至1961年，此後即出任

公職。1965年克拉克被同是德州人之詹

森總統任命為法務部副部長，於1967年

元月升任為法務部部長。

其任部長期間，正是美國人權運動

蓬勃的60年代，許多法案之執行都需政

府之執着與毅力，就這一點而言，克拉

克達成了他的使命。然而，就另一個層

面來看，卻多是負面的批評，是其成為

美國政壇最具爭議者之一的開端。

人們最不滿的，是克拉克對罪犯過

於寬鬆，這種縱容的態度致令罪犯處於

法網之外，而引發更多仿效者。識者認

為推行人權是對的，然而置框架於法制

之外，終會導致社會紊亂。此外，令人

詬病的，是克拉克的信仰在於發揚及維

護犯罪者的權益，卻忽視了被害者的人

權，他的超自由想法則衝擊到法律之尊

嚴。換句話說，他這一生除了在司法部

工作期間外，幾乎都在反政府、反傳統

也反體制。也就因為這一原因，他的言

行並未得到大多數美國人民的頌揚，反

倒成為一個國際超級異議人士，也成為

一個備受批評爭議者。

克拉克的虛偽被定調

克拉克反對越戰，他不僅口誅筆伐

美國之出兵越南，並曾在1972年越戰時

期前往河內，與北越領導人晤面，並且

在北越共黨面前大肆抨擊美國政府。同

行者，尚有曾在1968年8月民主黨在芝

加哥總統提名大會時，參與暴動而與警

察巷戰的海頓（Tom Hayden）等激進人

物。這一次出國告洋狀，引起國內廣大

斥責聲浪，大多認為就算是反對越戰，

也不應到河內唱此調。這是克拉克反政

府的經典之作。從此之後，克氏即愈來

愈偏激，成為反體制之代表人物。

當他就任法務部長職務，調查甘迺

迪被刺一案時，與總檢查長格里遜（Jim 

Garrison）意見相左，而於1967年的一

次CBS記者郝曼（George Herman）訪問

中坦承，在調查刺甘案時曾有不實的陳

述。這些事證對克拉克都是無法擦掉的

污點，而克氏之虛偽也被定了調。由於

他的人格為人所懷疑，他於1969年元月

底離開部長職務後，即與政府唱反調。

他的反死刑思維也因此引起保守人士的

不安。此後他更走向國際，為犯了國際

法的罪犯嗆聲，其行為也愈形怪異。

熱衷保護納粹罪犯

從克拉克的一生行事風範中，可

以看出他是一個百分百的「反體制」份

子。正由於如此，他心中有個宏願，就

是「反體制」。根據他的思維，「體

制」就是政府，於是克拉克就將此二者

合而為一，而一以貫之地反對政府。除

了前文提及的反越戰外，克拉克也堅決

反對征戰伊拉克，因為他相信從事戰爭

之政府製造了萬惡及腐敗。由於有此理

念，他就十分同情被政府判刑懲治之

人，其結果就是毫無選擇地當一些國際

級罪犯的辯護人，克拉克遂不由自主地

永遠站在政府的另一邊。像他這種作法

的人，這世上恐不多見。

他也想成為一個政治人物，然而

在1974年紐約州民主黨參議員提名時，

卻輸給著名的老牌議員賈維芝。既然宦

途無望，克氏即全力自命為人權鬥士，

不過他不是為了一般人之人權，卻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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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漢字
獨特性和優越性

▓彭聖師

全世界在飆「華文熱」

中國和平崛起，現在全世界都在

飆「華文熱」，學習漢語的人數愈來愈

多。中國大陸政府為了向世界推廣漢

語，增進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了解，設立

了很多「孔子學院」。

中共的全球中文攻勢，由其「國

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統籌

管理，簡稱「漢辦」；積極培訓海內外

師資，推廣中文。「孔子學院總部」設

在北京，境外的孔子學院都是其分支機

構。

地球上說中文的人最多  

中文目前是地球上最多人說的語

言，比英語人口多五億，在網路則是第

二大語言。英文在大陸學府是必修外

語。現在反過來，北京要使中文成為所

有地球人的必修外語。

當今最熱的中文市場是泰國與南

韓，2007年以前所有中小學都有中文

課。其次是歐洲，尤其德國與法國，接

下來是美國及其他地方。

華文漢字欣欣向榮

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學院在韓國成

立，作為推廣漢語教育與傳播中華文化

的重要平臺。嗣後建設孔子學院的步伐

越來越快，在國外的影響力也越來越

大。截至2012年1月止，全球已有105個

國家和地區建立了358所孔子學院和500

個孔子學堂。華文漢字欣欣向榮，可喜

可賀。

簡體字以訛傳訛

可惜的，「孔子學院」所推廣的簡

體漢字，錯誤百出，喪失漢字精華，以

訛傳訛，誤人子弟。筆者忝為中華文化

與炎黃子孫的一員，能不痛心疾首？因

此，特將我們漢字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再次簡述如下。

一則以拋磚引玉，就教於方家大

老；再則期以引起共鳴，糾正錯誤，推

行「漢字正體化」；三則不但要保存國

粹，而且要把國粹發揚光大。

漢字的科學性和優越性

感謝我們的祖先，創造出如此優

越性、科學性和置於任何空間，都能適

合寫作閱讀的文字。而且在發音學上，

絕不次於其它外國語言，這是我們炎黃

子孫的驕傲。如果您學的外國語種類越

多，您就愈會發現筆者所言不誣；而且

在E世代一切求速的今天，正體漢字的電

腦輸入速度，甚至比其他文字更快、更

方便。玆分述如下。

方正性

第一是漢字的方正性。一個漢字就

異的行徑，主要是他對「體制」之定義

有誤解。事實上，他也誤解了「人權」

之定義。克氏一直堅信犯罪者無罪，而

掌握法制機構者則是有罪，於是他之控

訴美國政府及北約就不足為奇了。事實

上，他並不是在為「人權」而奮鬥，祇

不過夢想作國際犯罪者之靠山罷了。他

成立了「反戰及反歧視運動」，此一團

體被公認為是一個左傾組織，其主要行

動即在反戰、「支持恐怖行動」及從事

反猶行動。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對於二戰

後逃脫之納粹份子如此有同情心。更荒

謬的是，他曾在1992年出版新書《此時

點火：美國在波斯灣戰爭罪行》，他在

書中特別重點提示，美國之所以發動兩

次對伊戰爭是在屠殺伊拉克平民。

克拉克之引人不滿，在於他的政治

思維與暴力份子、恐怖份子或是殺人獨

裁者一直連在一起，於是就有識者視其

為史達林之同路人（Stalinist dupe），也

被人認為是獨裁者之幫凶，這是因為克

氏在冷戰時期稱頌共產主義，也對一些

開發中國家之獨裁者表示同情之故。令

人不解的是，他多半時間用在為這些已

犯下國際法上之大罪者爭取自由，卻並

未對無數在獨裁者槍桿下喪生者之人權

爭取任何權益。就此以觀，克氏之自命

為人權鬥士，也祇是一個假象而已。

他極力支持的「黑豹黨」及其創黨

人西爾（Bobby Seal），這一具有毛派

左傾性質之反政府組織，被FBI前局長

胡佛稱為「美國本土最具暴力之恐怖份

子」。由此可知，他所欽佩及支持的對

象實係美國國內及國際重罪犯人。而今

天他來到台灣，為的是要聲援阿扁，祇

是在其支持者之名單上加上阿扁，使得

阿扁從此加入米勒塞維奇、海珊等國際

重犯之行列，真不知獨派人士邀請克拉

克來此，是在幫阿扁，還是在害阿扁？

（作者為本會理事）

英國分會鄭少強會長來訪

英國分會會長鄭少強（右3）偕同

助理馬虹（右2）、葉宇軒（右1），10
月19日來訪，理事長陳三井（左5）偕

同常務理事沈大川（左4）、理事張明

玉（左2）、秘書長陳鴻瑜（左3）、

副秘書長劉本炎（左1）接待。鄭少強

此行除參加10月21日國父銅像揭幕典禮

外，亦將拜會國內體育及教育主管，推

廣其「陽光體育─中英校園足球合作」

理念（編按：請參閱42頁），將英國足

球理念與國內教育體系結合，培養國人

喜愛足球運動之風氣。（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