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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共產黨，再也沒有比「誠信」更爲有效的武器。共產黨徒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做「誠信」
。(國
民黨？) [原書第 98 頁，以下同]
肯南(Kennan)在外交部服務十年後，比俄國人更瞭解俄國。[117 頁]
希特勒(Hitler)從德國中下階級和暴發戶獲得支持，但是德國貴族反對他。[139 頁]
制定政府的外交政策，最可靠的指南，就是從歷史學到教訓。[169 頁]
羅馬帝國衰亡史：天下再也没有比強迫異國人民作奴隸更荒謬，更不可行。(台灣總有一天會脫
離中國國民黨的統治。) [176 頁]
俄國共產黨徒永遠無法知道人民在想什麼？俄共的能耐是他們能等，但可怕的是人民比俄共更能
等。[185 頁]
肯南指出俄共只是一個過渡現象，它短暫地浮在俄國歷史的大河上。這個河流比任何馬克思、列
寧、史達林(Stalin)的思想更深沈，最終還是俄國的歷史來決定俄國的命運。[187 頁]
美駐俄大使哈里曼(Harriman)知道要改變美國外交政策，要先改變總統的心思。但是美國總統羅
斯福(Roosevelt)的健康持續惡化，所有參與雅爾達(Yalta)會議的人都看得出來，因此要改變當時對蔣
介石一面倒的美國外交政策是很難。[191 頁]
俄共相信當蘇俄這隻大野狼站在西方任何人的門前，是没有人敢面對它的威脅。針對俄共這種自
我陶醉的概念，肯南就制定出圍堵政策。他認爲西方國家只要有耐性，堅決不作任何讓步，總有一天
共產黨會打敗自己。所以我們不用打仗，只要不退讓，時間一久，共產黨就垮了。[196 頁]
肯南因具有歷史學家銳利的眼光，因而能看到未來。[215 頁]
俄國令人不安的國家主義，幾百年來總在進攻和防守之間反覆進行。現在躲在國際馬克思主義幕
後，用甜言蜜語來欺騙疲憊且沮喪的世人(二次大戰後，世人都很疲憊)。也就是説推廣共產主義是假，
進行侵略是實。[220 頁]
1946 年邱吉爾在密蘇里州(Missouri)富爾頓市(Fulton)的威斯敏斯特學院(Westminster Collage)的演
説：｢鐵幕已降臨戰後的歐洲中部｣，和肯南於 1946 年 2 月 22 日從莫斯科(Moscow)傳回華盛頓特區
(Washington, D.C.)的｢長電報｣成爲冷戰時期的二個經典作品。[225 頁]
俄共永遠無法成爲正常國家，它無法和其他國家和平相處。[228 頁]
我們的策略就是永遠把俄共逼到不利的情況下，使他們不敢發動戰爭，這就是圍堵政策，使俄共
知難而退。對肯南來説，最重要的事就是採取克勞塞維茨(Clausewitz)所説的：戰爭就是用不同的方式
來達成政治意圖。(圍堵就是用最少量的生命來進行不同方式的戰爭。) [235 頁]
美國擁有優勢軍力，可以永續圍堵蘇俄，逼他們遵守國際規矩。日久俄共的制度就會國際化，對
大家都有好處。同樣，美國也要教育大眾，政府在外交事務應有特別的權限；政府本身也要有勇氣，
堅持外交政策，不受國內政治的壓力所左右。[245 頁]
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美國支持任何愛好自由民主的人民，來反抗國內的獨裁者和國外
的強權；任何人爲自由民主而奮鬥時，美國絕不袖手旁觀。唯一例外是中國，即使用全世界的力量，
也無法解救中國國民黨。[256-257 頁]
俄共政權本身含有毀滅的種子(政治不民主)，美國只要堅定不移，俄共自會崩潰，世界自然和平。
(中共亦同)。[261 頁]
中共不會是俄共的附庸國。如果讓俄共到中國當家，早晚會一敗塗地。肯南的看法反映出戴維斯

(Davies)的看法。[279 頁]
周邊防禦戰略：美國運用海空軍力量來保護亞洲周邊的島嶼，而放棄大陸本身。這個政策使得杜
魯門決定放棄蔣介石政權，但全力保護台灣島。國務院智庫(Policy Planning Staff；PPS)的第 23 號文
件(PPS/23)決定：在遠東地區任何地方只要是和美國國防息息相關的，美國就要趁早地把這些地區掌
握在手中。(台灣正是這種地區；麥克阿瑟就點名説：台灣是不沈的航空母艦。) [298-299 頁]
肯南用狄托(Tito)叛離蘇聯的例子來辯護他和戴維斯所擬定的中國政策。國防部一直無法面對這
個事實，來放棄蔣介石軍隊。它在 1948 年夏天還設法去搶救蔣介石。國防部一向認爲毛澤東和東歐
衛星國家一樣是蘇俄的走狗，但狄托證明事實並非如此。肯南和戴維斯共同草擬的 PPS/39 文件：美
國對中國政策。指出中共的勝利似乎是蘇共的勝利，但是狄托的獨來獨往，使得俄共對於控制中共失
去信心。何況毛澤東控制中共要比狄托控制南共時間來得久。加上毛澤東又是非常精明的人，他知道
當俄國人的走狗是不會有好下場的。[323 頁]
雖然國防部長佛瑞斯塔(Forrestal)強烈反對，但肯南堅決不支持美國介入中國內戰。他説任何人支
持介入內戰，必須先證明：
(a)、美國的利益將會受到重大損失。
(b)、美國有足夠力量介入，且能圓滿達成任務。
現在這兩個條件都不存在，何況中共又很可能是另一個狄托，所以對蔣家軍的幫助是不負責任的
浪費。[324 頁]
任何共產黨徒把持的國度，早晚會背離俄國而忠於自己的國家，除非是被紅軍佔領的小國，所以
中國早晚會脫離俄共。1947 年戴維斯早就説服肯南，毛澤東的成功並不等於俄國的成功。中共一直懷
疑美國，假如美國繼續幫助蔣介石，只有加深中共對美國的敵意，逼得中共爲了自身的利益去和俄共
站在一起。當然中共早晚會發現中俄必須分家。美國改變不了中國，俄國也作不到。從更久遠的眼光
來看，中國會出現新的革命力量，來推翻中共，要不然就是改變它。當然這需要時間，不過美國是可
以等的。(毛澤東爲了拿回蒙古和取得蘇聯經濟和技術的援助，暫時擁抱蘇聯。後來珍寶島事件發生，
證明肯南和戴維斯是對的)[351-352 頁]
1949 年 4 月國務卿艾奇遜(Acheson)對英國外相貝文(Bevin)説，國民黨完蛋了；但中國人的惰性
和貪婪也很快會把共產黨吞噬掉。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是很理智，但不能明説。杜魯門表面幫國民黨，
其實只是爲了擋開中國遊説團的憤怒，而毛氏卻看不出來；同樣毛氏和俄國的結合也令美國莫名其
妙。肯南和戴維斯對國民黨的腐敗非常不能忍受。在 1949 年 8 月發表｢白皮書｣，把國民黨的缺失全
公布出來。當肯南知道蔣家要把政權搬到台灣時，心裡非常恐慌。美國可能讓蔣介石據有台灣嗎？台
灣位於琉球和菲律賓之間，如讓國民黨佔有，以他們的無能早晚會把台灣葬送給中共。在七月時他就
提出一個戲劇性的解決辦法：美國要下定決心，把國民黨的三十萬大軍從台灣掃地出門。假如老羅斯
福還在的話，他一定會如此作。可是這樣一來，會在遠東造成雷殛的效果。果然有人受不了，逼肯南
立刻取消他的建議。當然這個建議是戴維斯想出來的。這個意見在國務院、五角大廈、CIA 及東京的
麥帥總部都討論過(麥帥奉命支持孫立人出來掌權，但孫立人不肯，反而上報蔣介石，後來被蔣家父
子偽造匪諜案，把他關了一輩子)，內容包括如何勸退蔣介石，或支持台獨；反正就是不讓台灣落入蔣
軍或共軍手裡。這些想法是希望把台灣併入肯南一直推動的周邊防衛戰略的範圍之內；肯南覺得這樣
就不用在中國內戰中選邊站。這個驅逐蔣軍的想法是戴維斯在 PPS 的討論會中提出來的。五角大廈
並不喜歡出兵把台灣佔領的想法，雷斯克(Rusk)回憶：我們並没有足夠的兵力把蔣家軍從台灣趕出去，
而國內的政治環境也不允許。(雷斯克後來出任國務卿。)
建國後，毛澤東不但没有離開史達林，反而更擁抱他。讓戴維斯感到驚訝和憤怒，這使得肯南和
戴維斯的中國政策受人懷疑，艾奇遜也失去信心。肯南承認狄托的樣板不易在中國複製。不過俄共也
一樣不放心，因爲他們的理論權威是罩不住中共的。如果有一天，俄共被自己所栽培的徒子、徒孫所

消滅，不是不可能(中共的反蘇修正好證明戴維斯的看法是對的)。肯南是俄國問題專家，而他有關中
國的智識都是從戴維斯得來的。[356-358 頁]
1949 年 10 月毛澤東建立人民共和國，立即訪問蘇聯，在莫斯科呆了兩個月。國務院並没有注意
到這一件怪事，而全力羞辱逃台的蔣介石。1949 年夏季，公布｢白皮書｣。1950 年 2 月艾奇遜公開發
表演説，不保護蔣家政權，違反美國自己公布的周邊防衛戰略。台灣雖然是島嶼，但蔣家太腐敗了，
所以不劃在防衛圈內，主要是介入中國內戰會帶來極大的災難。至於毛氏是不是蘇俄的傀儡也不明
朗。毛澤東在莫斯科呆了兩個月，肯南認為其中必有蹊蹺。(毛澤東呆在莫斯科那麼久是爲了向史達
林討回蒙古，史達林不給，他説蔣家父子已簽了字。) [387 頁]
肯南想不出再也没有比用美國人的生命和財產來拯救一介失去民心的政權更愚蠢的事；没有任何
一件事可以比這件更令敵人高興的。(羅斯福和美國軍方一直無條件支持蔣介石，但國務院內的中國
通没有一個不反對蔣介石。軍方和右派清算了中國通，美國終於陷入越戰。) [388 頁]
1950 年 2 月肯南發表一篇論文：｢美俄戰爭能避免嗎？｣肯南自己回答：蘇俄帝國主義吞下太多
土地，已經消化不了，所以戰爭不太可能。(蘇聯在 1991 年解體，幾百年來侵占別人的土地都吐出來，
證明肯南是眞正的蘇聯專家。)[393 頁]
原本因爲韓國的軍事意義不大，美國不把它劃在防線之內。韓戰一爆發，肯南和每一位在華府的
同仁都認爲心理因素也很重要，所以決定保衛韓國。在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的當天晚上，肯南
一進入國務院時，立即推薦保護台灣；這可能是政府官員中的第一人。台灣如果落入共產黨徒手中，
會爲遠東帶來大災難。(肯南建議杜魯門要派第七艦隊保護台灣，後來並用舊金山合約，永遠從中國
分開來。)
七月十一日，爲了促成中俄分裂，肯南提議讓中共入聯合國，並擁有安全理事會的席次。這並不
是説他對毛氏有所好感；艦隊護台也不是要向蔣氏示好，他對兩者都無好感。有一次他對英國大使説，
西方絕不能相信中國。(韓戰爆發後，台灣才被列入周邊防衛系統。)[397 頁]
肯南曾親眼看到了俄共的殘忍，他説永遠不會相信俄共所宣稱能夠改善社會的諾言。這在肯南的
年青時就體會到了，所以後來他有很多機會被騙，但都能全身而退。[499 頁]
十幾年來，肯南對蘇俄的評語就像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吉本(Gibbon)所説的：要附庸國長期違
反自己的意志來服從宗主國是不可能的。[519 頁]
在 1945 年，他就獨自看出俄國統治下，對附庸國的殘暴。也因爲他能精準的診斷出史達林統治
的缺點，他斷定俄共會崩潰。同樣，肯南對德政策如能被採納，德國早就統一了，不會分裂那麼久。
另外韓戰前，他就建議台灣由麥帥統治。至於還給中國的建議，根本是無稽之談。韓戰時，他反對攻
入北韓。而美國的未來重大事務，他也建議和同盟國商量，不要在聯合國討論。這些等等都是肯南的
遠見。[520 頁]
肯南認爲艾森豪決定要防衛金馬外島是錯誤的。金馬的重要性，根本是行政部門胡言亂語。(當
年金門炮戰戰死的人都是白死的。現在金馬要送給中共，它都不要，因爲國共兩黨合作，要把國共內
戰演化成國際戰爭。本來毛澤東發動金馬炮戰的目的，就是爲了測試中蘇友好條約是否玩眞的。他想
把美國拖入戰場，看俄共會不會出手幫忙。肯南看出毛澤東的打算，堅持不介入戰爭，只護送物質或
提供槍砲。當金門炮戰拖得太久，美國送十二門 8 吋大砲把廈門打平，俄共也不出手。毛澤東知道中
蘇友好條約是玩假的，就停止炮擊。爲了統治中國，國共可以做殊死鬥；但是爲佔領台灣，兩黨卻合
作無間。美國看出中國人的伎倆，所以在金馬居住的人，美國發給他們的旅行護照上，註明是中國籍；
台灣地區則是台灣籍。因爲美國早就看出中共可以藉口台灣佔有中國的領土金馬，合法出兵台澎。所
以把台灣與金馬分得清清楚楚，不讓國共得逞。詳看維基百科全書。) [543 頁]
南斯拉夫的領導者知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荒謬，不合時宜，但是因爲他們由此取得政權，所以
想盡辦法自圓其説。肯南預測：中國早晚會面對相同的困境。[547 頁]

狄托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中，已不是個例，而是通例。所以克里姆林宮內領導者的想法，
已没有什麼重要。對那些老頭子的眼中，共產主義和性是一樣的。1964 年夏天，肯南對一群茫然的日
本聽眾解説：我想人總是喜歡對他人展現權力，就像他們喜歡做有興趣的事一樣，和眞正推廣共產主
義無關。
共產黨把權力包裝在意識形態的大衣裡來騙人，有時自己也信以爲眞，我想列寧就是這樣。但是
一旦政權老化，意識形態就退色了。就開始去騙取民心，希望獲取名聲、膜拜和尊敬，因爲這是鞏固
權力的要素。至於那些人的小孩呢？他們成群結隊，拉關係，走後門，追逐最新的髮型，侵占良家婦
女，聽披頭合唱團，炒地皮。對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再也没有胃口。(肯南在五、六十年前就預測出
太子黨的出現，實在驚人；這像不像今天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權貴的後代？)
1964 年 11 月，中共核爆成功。肯南在紐約時報發表：｢美國應該如何對付中國？｣文章中肯南説
中國這個了不起的國家，位居亞洲心臟。我們對它的友善常常超越其他國家。也經常主張保護中國主
權(門戶開放政策)。
太平洋的戰爭，有一大部分是爲中國人打的。現在中國落入一群大聲叫囂的狂人手中，用過時及
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吸收亞洲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尋找理由進行獨裁；把馬克思主義和傳統的民粹
結合在一起；把他們的權力和自古以來自以爲是世界中心的傲慢和虛假連在一起；對從歷史稍微有一
點關連的土地，宣示主權；散布對美國的仇恨，從意識形態來醜化美國，也對美國阻擋中共軍事擴充
的努力加以妖魔化。美國最好的做爲就是保護中國周邊國家的獨立，使中共的任何作爲泡湯，並製造
中蘇對抗。[582 頁]
1965 年 3 月，當美軍介入越戰逐漸加深時，肯南私下表示，他很擔心美國在東南亞的作爲。他認
爲政府已失去理智。5 月肯南寫信給他的太太説，我感到毛骨悚然，看來詹森總統失去了大腦。(1954
年 11 月國務卿杜勒斯把戴維斯開除掉，而其他中國通也被逼退，從此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錯誤百
出。)[591 頁]
肯南説胡志明不是希特勒；就算他贏了獨立，也不會當中俄的傀儡。美國如果要打贏他，代價會
超乎所有人的想像。美國像一隻大象，只因爲有一隻老鼠在身邊，就每天亂蹦亂跳，非常失態。[592
頁]
對肯南來説，甚麼叫做獨裁政權？只有一個人擁有絕對的權力：他有辦法控制別人的行爲和思想；
隨意升遷或降低部屬的職位；對會拍馬屁的人急速提拔，而對受貶的人非常殘忍；不在乎人民死活；
只要我懷疑你可能侵犯我，不管你做不做，也要懲罰你；和西方人的互動常常神經過敏；對外國觀察
家也很害怕；想盡辦法盜取情報；高深莫測；製造神話；百姓敢怒不敢言；處處作假；有計畫的宣傳
謊言；竄改歷史。（像不像國民黨？）[619 頁]
現代戰爭四十分鐘就可以毀滅地球。[621 頁]
1983 年 1 月 17 日極機密文件——NSDD-75，顯示雷根仍然進行肯南的圍堵政策。[658 頁]
2002 年秋天，肯南譴責小布希進軍伊拉克，同時責備民主黨没有勇氣阻擋小布希的錯誤。(肯南
快一百歲了，但頭腦仍然很清楚。)[690 頁]
只有肯南能夠預測：美國和他的盟國的合作能令俄國有打敗自己的一天。[694 頁]
肯南之所以有如此本能，因爲他勤讀歷史：
一、羅馬帝國衰亡史指出，極權必敗。
二、俄國文學家作品所顯示出來對共產革命帶來的變遷，非常厭惡。
三、肯南覺得共產黨徒也是人，實在無法經得起太多的挫敗。

四、只要我們堅持不讓步，共產黨徒早晚會加入我們的行列。
五、對美國開國元勳所建立的精神，有永恆的信心；共產黨徒也無法抵擋民主和自由。
圍堵政策成功的先決條件：耐性、堅定、機警。這些話每個人都會説，但只有從肯南的口中説出
來，才能令人信服。學習歷史，瞭解過去，是對外交家和戰略文最好的磨練。
肯南的歷史知識由三個階段培養出來：
一、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時代學習歐美的歷史。
二、當外交官時，勤習俄國文化。
三、在國家戰爭學院授課時，勤讀有關大戰略的經典作品。[695 頁]
作者評論：肯南的偉大是因爲他能超越時空，誨人不倦。[698 頁]
後記：肯南 1904 年 2 月 16 日生，2005 年 3 月 17 日逝世，享年 101 歲。他一生領導世人，打敗
不少極權國家；他留下來的圍堵政策，仍然是美國用來對付任何集權國家的最佳武器。最近美國重返
亞洲，對中共開始圍堵(參看司徒文在今年 9 月 13 日發表的文章<美國重返亞洲政策及台灣的角色
>) ，會不會成功？讓時間來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