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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巨擘黃其光推動族群融合扶輪社巨擘黃其光推動族群融合

族群的融合是很重要的族群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號尤其是在美國這樣一個號
稱稱 「「民族大熔爐民族大熔爐」」的國家的國家，，
各個族裔的融洽相處不但必各個族裔的融洽相處不但必
要要，，而且重要而且重要。。最近共和黨最近共和黨
的參選人川普的參選人川普(Trump)(Trump)為了獲為了獲
取取 20162016 年美國總統選戰的勝年美國總統選戰的勝
利利，，竟然發表了一連串荒謬竟然發表了一連串荒謬
絕倫絕倫、、極其離譜的極其離譜的 「「反穆斯反穆斯
林林」」言論言論，，他的心態非常的他的心態非常的
不健康不健康，，他的宗教歧視與種他的宗教歧視與種
族歧視的觀點讓人嘆為觀止族歧視的觀點讓人嘆為觀止
，，不管他現在的支持度與民不管他現在的支持度與民
調有多高調有多高，，我認為他已經失我認為他已經失
去了美國總統的高度與寬度去了美國總統的高度與寬度
，，換句話說換句話說，，如果以美國總如果以美國總
統的資格來驗証的話統的資格來驗証的話，，我肯我肯
定的認為川普是不合格定的認為川普是不合格、、不不
適格也不及格的適格也不及格的，，如果這種如果這種
人能夠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人能夠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
的話的話，，那表示共和黨太墮落那表示共和黨太墮落
了了，，如果這種人能夠當選美如果這種人能夠當選美
國總統的話國總統的話，，那表示美國人那表示美國人
太魯莽了太魯莽了，，我衷心的希望他我衷心的希望他
過不了共和黨的那一關過不了共和黨的那一關，，我我
也相信美國人的智慧也相信美國人的智慧，，他們他們
不會愚蠢的選出這樣子的人不會愚蠢的選出這樣子的人
來做美國的最高領導人來做美國的最高領導人！！

從川普的宗教歧視與種從川普的宗教歧視與種
族歧視族歧視，，讓我想起最近才從讓我想起最近才從
芝 加 哥 北 郊 艾 文 斯 頓 市芝 加 哥 北 郊 艾 文 斯 頓 市
(Evanston)(Evanston)任期屆滿的國際扶任期屆滿的國際扶
輪社輪社(Rotary International)(Rotary International) 總總
社長黃其光社長黃其光(Gary Huang)(Gary Huang)先生先生
，，他是台灣人他是台灣人，，他也是扶輪他也是扶輪
社社110110年來第一位擔任總社長年來第一位擔任總社長
的華裔的華裔，，我曾經有幸專訪過我曾經有幸專訪過
他他，，也曾經受到他的邀請也曾經受到他的邀請，，

到過他的總社長官邸作客到過他的總社長官邸作客，，與他促膝長談與他促膝長談，，
我對黃其光先生推動世界各族裔的合群非常我對黃其光先生推動世界各族裔的合群非常
敬佩敬佩。。黃其光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非黃其光對美國和國際社會的影響力非
常的深遠常的深遠，，他在擔任國際扶輪總社社長三年他在擔任國際扶輪總社社長三年
的時間內以他的巨擘來推動扶輪的前進的時間內以他的巨擘來推動扶輪的前進，，他他
馬不停蹄的到過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訪問馬不停蹄的到過世界一百多個國家訪問，，甚甚
至連東歐的共產國家都去過至連東歐的共產國家都去過,,所見到過的總所見到過的總
統與市長不計其數統與市長不計其數，，他在扶輪社的地位因此他在扶輪社的地位因此
而奠定而奠定,, 他在任內飛行距離長達一千萬里他在任內飛行距離長達一千萬里，，
真可謂任重道真可謂任重道 「「遠遠」」，，他的目的就是在推動他的目的就是在推動
各族裔的合群各族裔的合群，，並且讓國際扶輪使用九種不並且讓國際扶輪使用九種不
同的官方語言同的官方語言，，當然他所熟悉的中文當然他所熟悉的中文，，也在也在
他擔任總社長任期之內正式的列入其中他擔任總社長任期之內正式的列入其中，，而而
且中華民國的國旗正式的懸掛在國際扶輪總且中華民國的國旗正式的懸掛在國際扶輪總
社內社內，，黃其光黃其光，，真是台灣之光真是台灣之光，，我衷心的敬我衷心的敬
佩他佩他！！

黃其光非常具有領袖的魅力黃其光非常具有領袖的魅力，，許多扶輪許多扶輪
社的社員尊稱他為社的社員尊稱他為 「「台灣扶輪社之父台灣扶輪社之父」」，，既既
具有相當強勁的開創能力具有相當強勁的開創能力,,也是一位非常有也是一位非常有
遠見的人遠見的人,,他曾經許下宏願要跨越過國界去他曾經許下宏願要跨越過國界去
找社員找社員,,要把國際扶輪社社員的總人數超過要把國際扶輪社社員的總人數超過
一百卅萬人一百卅萬人,, 結果他都做到了結果他都做到了，，並且發揮了並且發揮了
籌款能力籌款能力，，創下了新高紀錄創下了新高紀錄,, 光是台灣的扶光是台灣的扶
輪社友就捐出了兩億兩千萬的捐款輪社友就捐出了兩億兩千萬的捐款。。

黃其光是於一九七六年加入扶輪社的黃其光是於一九七六年加入扶輪社的，，
那一年他才三十歲那一年他才三十歲，，是最年輕的台北市扶輪是最年輕的台北市扶輪
社社員社社員,,他從一介的小小社員做起他從一介的小小社員做起，，由於十由於十
分珍惜入會的機緣分珍惜入會的機緣，，他把扶輪社的公益活動他把扶輪社的公益活動
當成自己的事業在打拼當成自己的事業在打拼、、在奮鬥在奮鬥。。為人平易為人平易
，，做事篤實的黃其光做事篤實的黃其光，，在做完五年的台北扶在做完五年的台北扶
輪社社員後輪社社員後，，即被選為社長即被選為社長，，在做完三年社在做完三年社
長之後長之後，，他從地區的總監他從地區的總監、、講習會講師講習會講師、、召召
集人集人、、主席主席，，一路升為國際扶輪社的理事一路升為國際扶輪社的理事,,
並於二零零一年被選為副社長並於二零零一年被選為副社長；；此後他的服此後他的服
務範圍更加擴大了務範圍更加擴大了，，他再從他再從 「「扶青團扶青團」」開始開始
循序漸進循序漸進，，依序做過中國大陸扶輪擴展委員依序做過中國大陸扶輪擴展委員
會委員會委員、、社長顧問委員會委員社長顧問委員會委員、、世界事務委世界事務委
員會主委員會主委、、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直被直被
選為總社社長選為總社社長,,這一路走來這一路走來，，黃其光一共走黃其光一共走
了三十九年之久了三十九年之久，，其間所獲得過的殊榮不計其間所獲得過的殊榮不計
其數其數，，犖犖大端者包括犖犖大端者包括R.IR.I社長社長““榮譽獎榮譽獎””
，“，“超我服務最高榮譽獎超我服務最高榮譽獎”，”，R.IR.I社長社長““金金
世紀獎世紀獎”，”，此外此外，，還有中華民國還有中華民國 「「國家公益國家公益
獎獎」」、、 「「傑出社區服務獎傑出社區服務獎」」以及美國德州聖以及美國德州聖
安東尼市安東尼市 「「榮譽市長榮譽市長」」等等，，從這些獎勵與殊從這些獎勵與殊
榮榮，，可以見證了黃其光的服務熱忱與公益成可以見證了黃其光的服務熱忱與公益成
效效，，他以他以 『『犠犠牲享受‧享受牲享受‧享受犠犠牲牲』』來給自己來給自己
鼓舞鼓舞，，他說他說，，扶輪社的宗旨就是扶輪社的宗旨就是：： 『『服務最服務最
好的好的，，得利最多得利最多』」』」。。而這裡所謂的而這裡所謂的 『『利利』』
，，並非並非 『『私利私利』』而是而是 『『大利大利』』，，他深知其中他深知其中
的道理的道理，，並且時時以社會的大利為出發點並且時時以社會的大利為出發點，，
也由於有這樣的思維也由於有這樣的思維，，才使得他的公益人生才使得他的公益人生
愈加的光彩奪目愈加的光彩奪目。。

由於扶輪社不但組織龐大由於扶輪社不但組織龐大，，是國際上非是國際上非
政府組織中最大的四個之一政府組織中最大的四個之一，，而且更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
是他的精英成員眾多是他的精英成員眾多，，美國總統卡特也是成美國總統卡特也是成
員之一員之一，，由於影響力大由於影響力大,,在全球各地皆受到在全球各地皆受到
肯定肯定，，每天扶輪社所做的公益社服數以千計每天扶輪社所做的公益社服數以千計
，，所以黃其光堪稱為扶輪社的所以黃其光堪稱為扶輪社的 「「慈善大使慈善大使
」」,,他的腳步遍及各大洲各地區他的腳步遍及各大洲各地區，，而他賴以而他賴以
起家的台灣扶輪社起家的台灣扶輪社，，雖然只有六百多個分社雖然只有六百多個分社
，，成員兩萬多人成員兩萬多人，，僅居全世界第十三位僅居全世界第十三位，，但但
是由於成員皆為事業有成是由於成員皆為事業有成，，財力雄厚的慈善財力雄厚的慈善
人士人士，，所以台灣扶輪社的捐款數竟名列全球所以台灣扶輪社的捐款數竟名列全球
第六名第六名，，其中超過二十五萬美元的捐款人數其中超過二十五萬美元的捐款人數
更是僅次於美國更是僅次於美國，，成為最多的扶輪社成為最多的扶輪社。。

「「當然當然，，我們並不是在比誰捐的款項多我們並不是在比誰捐的款項多
，，本來做慈善義舉就是不分大小本來做慈善義舉就是不分大小，，但是你從但是你從
台灣扶輪社成員競相捐獻的熱忱台灣扶輪社成員競相捐獻的熱忱，，也不難看也不難看
出台灣的愛心是多麼的可貴出台灣的愛心是多麼的可貴！！」」黃其光說黃其光說：：
「「台灣雖地方小台灣雖地方小，，但是愛心卻無窮大但是愛心卻無窮大，，也正也正

因為有那麼多的社友對扶輪社做出那麼大的因為有那麼多的社友對扶輪社做出那麼大的
捐款與貢獻捐款與貢獻，，才讓我有信心與後盾來做總社才讓我有信心與後盾來做總社
長長,,所以我能當選所以我能當選，，不是只靠自己的能力不是只靠自己的能力，，
完全得靠台灣扶輪社社友的相助完全得靠台灣扶輪社社友的相助！！」」

黃其光說自從黃其光說自從 「「許身許身」」給扶輪社之後給扶輪社之後
，，他所結識到的扶輪社友他所結識到的扶輪社友，，什麼地方都有什麼地方都有
。。

「「但是不論是什麼國籍或是什麼膚色的但是不論是什麼國籍或是什麼膚色的
扶輪社友扶輪社友,,大家都是有志一同大家都是有志一同,,一起為周遭的一起為周遭的
人服務貢献人服務貢献,,做慈善做慈善、、行義舉行義舉，，我認為那是我認為那是
相當具有意義的相當具有意義的！！」」 黃其光說黃其光說 :: 「「我們扶我們扶
輪社從來都沒有強烈的國籍觀念和地域色彩輪社從來都沒有強烈的國籍觀念和地域色彩
，，任何地方有任何人需要幫忙的任何地方有任何人需要幫忙的，，我們扶輪我們扶輪
社都會盡最大的能力去協助社都會盡最大的能力去協助，，因為扶輪社的因為扶輪社的

宗旨就是在助人宗旨就是在助人，，在做好事在做好事，，以以
讓我們的世界更溫馨讓我們的世界更溫馨、、更光亮更光亮！！
」」

黃其光說黃其光說，，他四處奔波他四處奔波，，除除
了感到肩上有很重的使命感外了感到肩上有很重的使命感外，，
當然也會有一種戰戰兢的感覺當然也會有一種戰戰兢的感覺,,他他
還特別提到那一年美國發生還特別提到那一年美國發生 「「九九
一一事件一一事件」」，，由於當天他正好要由於當天他正好要
從紐約飛往外地從紐約飛往外地，，因為世貿中心因為世貿中心
被恐佈份子攻擊被恐佈份子攻擊，，所有的航班被所有的航班被
取消取消，，讓他困在紐約不能成行讓他困在紐約不能成行。。

「「當時人心惶惶當時人心惶惶,,我當天接到我當天接到
家人與許多朋友打來的焦急關切家人與許多朋友打來的焦急關切
的電話的電話，，使我十分難忘使我十分難忘，，因為許因為許
多人都担心我的安危多人都担心我的安危，，當然我算當然我算
是很幸運是很幸運，，沒有搭上那幾班致命沒有搭上那幾班致命
的飛機的飛機，，所以我真的很珍惜自己所以我真的很珍惜自己
的生命的生命，，我真的很想在有限的生我真的很想在有限的生
命中命中，，對世人做出最多最大的付對世人做出最多最大的付
出出。。」」黃其光說黃其光說：： 「「所有願意加所有願意加
入扶輪社的人入扶輪社的人，，都是只想到付出都是只想到付出
與貢獻與貢獻，，其他的名利真的是不重其他的名利真的是不重
要的要的，，如果你真的要去追求名與如果你真的要去追求名與
利的話利的話，，也就不需要去加入扶輪也就不需要去加入扶輪
社了社了！！」」

黃其光認為黃其光認為，，身為扶輪社的身為扶輪社的
一員一員,,他最感到欣慰的一點就是他最感到欣慰的一點就是，，
能夠直接參與扶輪社所舉辦的各能夠直接參與扶輪社所舉辦的各
種社區公義服務種社區公義服務。。

「「做善事不分大小做善事不分大小,,也不計時也不計時
間的長短間的長短」」黃其光說黃其光說 :: 「「像推動像推動
根除與防治小兒痲痺症根除與防治小兒痲痺症(Poliomy(Poliomy--
elitis eradicationelitis eradication））的工作的工作，，就是就是
我們扶輪社從我們扶輪社從19851985年起開始推動年起開始推動
的計畫的計畫,, 這也是多年來我們一直這也是多年來我們一直
在努力做的長期工作在努力做的長期工作，，我們為此共捐獻了超我們為此共捐獻了超
過八億五千多萬美金過八億五千多萬美金,,也是我認為扶輪社對也是我認為扶輪社對
國際社會最重要的貢献之一國際社會最重要的貢献之一,,以往全世界一以往全世界一
百六十七個國家百六十七個國家，，每天平均有兩千件案例每天平均有兩千件案例，，
但是現在一年不到三百件但是現在一年不到三百件，，而且只剩下三個而且只剩下三個
國家國家（（阿富汗阿富汗、、奈及利亞與巴基斯坦奈及利亞與巴基斯坦））還存還存
在小兒麻痺症在小兒麻痺症，，這都是因為扶輪社在積極努這都是因為扶輪社在積極努
力推動的成果力推動的成果！！

」」
黃其光也再三強調黃其光也再三強調，，只要是有人住的地只要是有人住的地

方方,,就是扶輪社服務的地方就是扶輪社服務的地方，，扶輪社所服務扶輪社所服務
的地方是無所不在的的地方是無所不在的。。黃其光說黃其光說:: 「「我們確我們確
定定，，只要有人需要幫忙只要有人需要幫忙，，扶輪社的社員都會扶輪社的社員都會
義無反顧義無反顧，，勇往直前去做勇往直前去做,,而且我們也盡力而且我們也盡力
做到不去向別人籌款做到不去向別人籌款,,而是靠扶輪社自己社而是靠扶輪社自己社
員的力量來做員的力量來做，，那樣會讓我們有更充實的感那樣會讓我們有更充實的感
覺覺，，因為社會上的慈善機構有很多因為社會上的慈善機構有很多，，我們只我們只
是其中之一是其中之一，，我們想多靠自己的能力來推動我們想多靠自己的能力來推動
善事善事，，這樣做起來會更有意義這樣做起來會更有意義！！」」

黃其光也說道黃其光也說道，，台灣雖與國際上有正式台灣雖與國際上有正式
邦交的國家不多邦交的國家不多，，但是由於台灣扶輪社的公但是由於台灣扶輪社的公
益愛心活動益愛心活動，，使台灣與全球一百多個國家與使台灣與全球一百多個國家與
地區地區，，建立了相當緊密的聯繫與交流建立了相當緊密的聯繫與交流,,所以所以
台灣扶輪社自然成為台灣與世界交流的另一台灣扶輪社自然成為台灣與世界交流的另一
個重要的管道個重要的管道，，也由於台灣扶輪社的也由於台灣扶輪社的 「「牽成牽成

」」，，而使台灣在非政治的領域上成為而使台灣在非政治的領域上成為 「「泱泱泱泱
的大國的大國」」，，不過黃其光也一再強調不過黃其光也一再強調：： 「「扶輪扶輪
社是不談政治的社是不談政治的，，政治不在我們考量的範圍政治不在我們考量的範圍
之內之內！！」」黃其光說黃其光說:: 「「我們不是聯合國我們不是聯合國，，我我
們也非奧委會們也非奧委會，，我們不需要考量什麼模式我們不需要考量什麼模式，，
我們只是以公正我們只是以公正，，對等與和諧的原則來對待對等與和諧的原則來對待
所有參與扶輪社的國家與地區的扶輪社成員所有參與扶輪社的國家與地區的扶輪社成員
，，因為我們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因為我們大家的目標是一致的，，大家都是大家都是
從事愛心的慈善義舉從事愛心的慈善義舉，，那是我們扶輪社所追那是我們扶輪社所追
求的真正核心價值求的真正核心價值！！」」

黃其光強調黃其光強調，，扶輪社是以人道與人本的扶輪社是以人道與人本的
精神精神，，來做慈善義工的來做慈善義工的，，所以扶輪社的義舉所以扶輪社的義舉
善行是理所當然善行是理所當然，，率性而為的率性而為的。。

「「一切的投入都不計名利一切的投入都不計名利，，但求公益得但求公益得
以施展以施展。。」」黃其光說黃其光說：： 「「尊重別人尊重別人，，就是尊就是尊
重自己重自己，，珍惜別人珍惜別人，，就是珍惜自己就是珍惜自己，，我一直我一直
是以這種心態來要求自己是以這種心態來要求自己，，以使扶輪社的工以使扶輪社的工
作做得更完美與更和諧作做得更完美與更和諧,,今天我所付出的努今天我所付出的努
力力，，將來一旦能對世人有助益將來一旦能對世人有助益，，這就是我最這就是我最
大的滿足大的滿足！！」」

黃其光黃其光，，他真的是台灣之光他真的是台灣之光，，他以自己他以自己
的巨擘來推動扶國際扶輪社的前進的巨擘來推動扶國際扶輪社的前進，，使得各使得各
個族群得以融合個族群得以融合，，那不正是凸顯出川普那不正是凸顯出川普””反反
穆斯林穆斯林””言論的荒謬絕倫嗎言論的荒謬絕倫嗎！！

一對恐怖的夫妻全副武裝衝進加州聖柏一對恐怖的夫妻全副武裝衝進加州聖柏
納迪諾納迪諾（（San BernardinoSan Bernardino））一棟幫助發育障礙人士一棟幫助發育障礙人士

的社工服務中心大樓內持者長步槍開槍屠殺的社工服務中心大樓內持者長步槍開槍屠殺，，造造
成了十四人死亡成了十四人死亡、、二十一人受傷的慘案二十一人受傷的慘案。。這一起這一起

慘絕人寰的槍擊慘絕人寰的槍擊
案是美國自案是美國自 20122012
年紐頓中學槍擊年紐頓中學槍擊
案以來最大的一案以來最大的一
起殺戮起殺戮，，再度讓再度讓
人震撼與傷痛人震撼與傷痛。。

今年美今年美
國所發生的重大國所發生的重大
槍擊案特別多槍擊案特別多，，
在此之前在此之前，，死亡死亡
人數在四人以上人數在四人以上
的槍擊案的槍擊案，，今年今年
已經發生過三百已經發生過三百
五十三件五十三件，，平均平均
一天就有一件重一天就有一件重
大致命的槍擊案大致命的槍擊案
，，真是讓人不寒真是讓人不寒
而慄而慄。。

由於法由於法
國巴黎的恐怖襲國巴黎的恐怖襲
擊事件才剛剛平擊事件才剛剛平
息未久息未久，，現在美現在美
國加州又發生這國加州又發生這

麼一樁令人心驚膽顫屠殺案麼一樁令人心驚膽顫屠殺案，，再加上這對夫妻又再加上這對夫妻又
具有穆斯林的背景具有穆斯林的背景，，作案計劃十分的週密作案計劃十分的週密，，所以所以
無論他們是否與無論他們是否與""伊斯蘭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Islamic State)有關聯有關聯，，
他們的殘酷行為當然就是恐怖份子的行為他們的殘酷行為當然就是恐怖份子的行為，，那是那是
極不文明的野蠻舉動極不文明的野蠻舉動，，應該要被世人所譴責和唾應該要被世人所譴責和唾
棄的棄的！！

當然當然，，在這次不幸事件發生之後在這次不幸事件發生之後，，歐巴歐巴
馬總統又是循往例馬總統又是循往例，，在槍擊案後立即為無辜的死在槍擊案後立即為無辜的死
者哀悼者哀悼、、也為嚴禁槍支進諫言也為嚴禁槍支進諫言，，只可惜美國的老只可惜美國的老
百姓聽他講那些話都聽得麻木不仁百姓聽他講那些話都聽得麻木不仁，，已經沒有什已經沒有什
麼感覺了麼感覺了，，只因為槍擊案永遠都不停息只因為槍擊案永遠都不停息，，所以歐所以歐
巴馬總統還是得一說再說巴馬總統還是得一說再說，，大家還是得一聽再聽大家還是得一聽再聽
，，而事實上而事實上，，這些一再發生的槍擊案真的是沒有這些一再發生的槍擊案真的是沒有
什麼出人意料的地方什麼出人意料的地方，，只是殺手屠夫的名字不同只是殺手屠夫的名字不同
，，只是有些細節不一樣只是有些細節不一樣，，或是恐怖的程度不一樣或是恐怖的程度不一樣
，，但是總體來說他們都擁有一種普遍性但是總體來說他們都擁有一種普遍性、、令人絕令人絕
望的普遍性望的普遍性，，那就是那就是 :: 他們都是盲目信仰宗教的他們都是盲目信仰宗教的
狂熱份子狂熱份子、、他們都是歧視工作職場的偏激份子以他們都是歧視工作職場的偏激份子以
及不滿人生態度的悲觀份子及不滿人生態度的悲觀份子，，他們都很自傲他們都很自傲，，也也
很自私很自私，，他們自己不要命他們自己不要命、、不想活不想活，，卻要以瘋狂卻要以瘋狂
的屠殺舉動去找人陪葬的屠殺舉動去找人陪葬，，他們的作為還能夠讓人他們的作為還能夠讓人
世間有什麼公道和天理呢世間有什麼公道和天理呢？！？！

可悲的是可悲的是，，這一次製造聖柏納迪諾慘案這一次製造聖柏納迪諾慘案
的兇手並不是我們慣常見到的孤獨殺手或冷血屠的兇手並不是我們慣常見到的孤獨殺手或冷血屠
夫夫，，而是一對魯莽憤怒而是一對魯莽憤怒、、無情無義的穆斯林夫妻無情無義的穆斯林夫妻

，，他們忍心的丟下了僅有六個月大他們忍心的丟下了僅有六個月大、、嗷嗷待哺的嗷嗷待哺的
女嬰兒女嬰兒，，持槍向無辜的大眾開火持槍向無辜的大眾開火，，他們在殺人肇他們在殺人肇
事之後驚慌駕車逃逸事之後驚慌駕車逃逸，，並在幾小時之後被警察擊並在幾小時之後被警察擊
斃斃，，真是死有餘辜真是死有餘辜！！後來後來FBIFBI調查出他們行凶用調查出他們行凶用
的來福槍和半自動手槍都是合法購買到的的來福槍和半自動手槍都是合法購買到的，，而且而且
警方也查出警方也查出，，他們還在家製作了大量的炸彈他們還在家製作了大量的炸彈，，並並
在家中囤積了超過一千發子彈在家中囤積了超過一千發子彈，，他們的家就像一他們的家就像一
個彈藥庫個彈藥庫........................................哇哇，，令我百思不解的是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怎怎
麼美國的法律可以容忍這種事發生呢麼美國的法律可以容忍這種事發生呢？！？！

《《 紐 約 日 報紐 約 日 報 （（New York Daily NewsNew York Daily News
）》）》日前破天荒的以頭版整版圖文的篇幅來攻擊日前破天荒的以頭版整版圖文的篇幅來攻擊
指責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對這一次槍擊案的反應指責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對這一次槍擊案的反應，，
《《紐日紐日》》痛陳這些政客們只知道虛偽的祈禱痛陳這些政客們只知道虛偽的祈禱，，而而
不知道去真心的推動槍支制度的改革不知道去真心的推動槍支制度的改革，，那真是一那真是一
針見血的評論針見血的評論。。當然當然，，在美國在美國，，槍支持有權固然槍支持有權固然
是受到美國憲法保護的是受到美國憲法保護的，，但是鬆散的法律條文似但是鬆散的法律條文似
乎已經忽略了人身真正的安全乎已經忽略了人身真正的安全，，此外此外，，主張現有主張現有
槍支制度的政治遊說者和利益團體的力量實在是槍支制度的政治遊說者和利益團體的力量實在是
太強大了太強大了，，他們左右了國會議員的投票意志他們左右了國會議員的投票意志，，使使
得槍枝管控法無法真正的落實以達到管理和控制得槍枝管控法無法真正的落實以達到管理和控制
的目的的目的，，結果造成了安全和自由難以平衡結果造成了安全和自由難以平衡，，如果如果
這一次的槍擊案能夠讓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站出來這一次的槍擊案能夠讓成千上萬的美國人站出來
關注關注，，並且眾口一致的對槍枝說並且眾口一致的對槍枝說 「「不不」」的話的話，，或或
許他們就能夠使得那些執迷不悟的國會議員驚醒許他們就能夠使得那些執迷不悟的國會議員驚醒
和覺悟和覺悟，，而讓美國獨有的槍支制度露出改變的曙而讓美國獨有的槍支制度露出改變的曙
光呢光呢！！

慘絕人寰的加州槍擊案值得我們省思
眾口一致才能讓槍管露出改變的曙光！

黃其光黃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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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顯出川普 「反穆斯林」 言論的荒謬絕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