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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我与与与与美美美美国国国国情情情情报报报报机机机机构构构构的凄的凄的凄的凄惨惨惨惨故事故事故事故事。。。。可能出版可能出版可能出版可能出版？？？？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我最近写了一本有关于美国情报机構的故事。这是用英文写的。可是由

於此事内容过以 sensitive 之故，在美欧等地大概是出版不了的。不知有

没有在中国出版的可能？在中国可有此类的英文书籍的市场？ 

 

这个故事是讲述我在去年亲身经历的事。 事情大概是如此：三年前（20

05 年初）当我在加拿大上学时，因为在电话上说错话，引致美国连邦调

查局前来调查我。虽然他们未找出东西，可是一年后他们又将我搞错为

别人，又开始调查我一番。 等到连邦调查局发现他们搞错人之后呢，奇

怪的事就开始了。 那是 2006 年夏天，我已回到加州之后。 美国中央

情报局 (其之 clandestine service) 因我总是能发现监视之故，认为我有

天份，在其它方面又很使他们如意，於是前来教改我以便錄取我，为其用上很多的奇招，主要是利用我身边的一些人， 为我

制造假的环境，以便重新教育我， 然后又用他们的特工来与我交道，这些特工又骢明又漂亮人又好，很快地就将我迷上

了， 使得我非常愿意加入中央情报局。 可是从 2006 年 8 月开始，美国国土安全局前来干擾，想要阻止中央情报局录取

我，两个机构於是互鬥起来。我因为国土安全局调走我的“中央情报局的朋友”而生气，在电话上与朋友说国土安全局内有

外国来卧底的，不知是否是正好碰巧说中了，导至国土安全局全面骚动，将我住的地方的居民全部撤离，用了上万的人来包

下我，我又侮辱了国土安全局的人，得罪局内的大官； 国土安全局的大官正好又是美国政府内脾气最大的一位，他一气之

下，击败中央情报局，将其妙招学来， 将其势力夺走，迫使中央情报局与他的国土安全局一起把我包下，最后终於使得中央

情报局在今年年初不再决定用我。 自此之后，国土安全局就不停地整我，我到那儿他门就在那儿传播我的坏话，无论是到加

拿大、台湾、欧洲皆是如此，搞得无人敢真心地与我交道，无政府敢不把我当成危险人物看待， 并控制我身边所有的人， 

用他们来骗我害我，以至我今日落到“天下虽大，而无我容身之处”的悲惨地步。去年这两个机构把我误作为天才，而其实

我只是在认别特工和说活得罪人之事上有过人的才华罢了，说起其它正事，我根本是个白痴。 我手无缚鸡之力， 如何是危

险人物？ 这件荒唐奇事去年曾在美国政府中闹得极大, 使得美国情报机构結构发生变化。 

 

谢谢。 

 

[ 本帖最后由 fuling2007 于 2008-2-19 07:43 编辑 ] 

你的信用得分是666...
想马上知道你在美国信用记录？ 今天在线查
询，只要 0.0 美元。  
www.XinYongUSA.com

漂亮女孩征婚友[靓照]
亚洲交友中心是专为青年男女约会、 浪漫、婚
姻、乐趣而建立的交友网络！  
www.520link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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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引用引用引用: 

原帖由 fuling2007 于 2007-11-26 11:38 发表  

谢谢，螢火虫。看来我非得将之翻成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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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的国籍不是重要的问题，关键是能不能通过无国界世界来发表自己的见解。如果阁下能够充分利用这里来表达自己的心

声，我们将感激不尽。 

 

想再述一下苦。。。得罪得罪。 我虽然是美国公民，在美国是不会有人把我当成是美国人；我虽然生於台湾，在台湾也不会有

人把我当成是台湾人；这都是因为美国国土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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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把它印成铅字,那就在这里让我们一起与你分享你的生活点滴. 

论坛的交流群号为：25103045和24130256 

TOP 

上等兵 

 

fuling2007

UID 15321 

帖子 22 

精华 0 

积分 29 

威望 29  

金钱 60 军币 

阅读权限 20 

在线时间 9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11-16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发表于 2007-11-28 16:05  只看该作者 7#大中小

记住了。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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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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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秘行动 （Clandestine operation） 的精髓是作假骗人。 中情局是作假的高手。他们有许多怪招。例如，在飞机场，他们可以
轻易地将你不知不觉地与人群引开，运用假的路标等等将其他人骗导至其他地方，却又在你来之时将路标移开，以便只有你一人直
走。他们的clandestine operation 中最奇怪的一招就是作假的机构、事件、演艺、环境等等，以便将目标者骗入陷阱之中：要不
然， 他们在知道目标要去某某机构办事之时，他们强先一步到那里，把那里的工作人员和顾客等等全部撤离，再派进他们的特工，
假装是原来的工作人员和顾客，要不然，他们就租个地方，制作一个完全是假的、从来未存在的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和顾客等等
也同样地其实是他们的特工，然后再派其他特工将目标者引入其中，这么作都是为了将目标者困入於假的环境，以便骗他、促使他
作他们想要他所作之事。中情局錄取了许多著名公司的上层人士，目的就是要在需要之时，这些人士会忽然将底下职员换成他们派
去假装的特工，准备把工司分设改为陷阱骗人。这些招式是如何作法，我在我的书中皆写地很清楚。去年10 月国土安全局的头子，
就是最看上中情局的这一招，迫使中情局的密秘行动小组授他这一招的作法，去年11月及12月整两个月皆用其法将我包下：我要是
塔巴士，巴士原有的乘客就会被疏散，换成为他们的“特工”，假装是乘客；我要是去图书馆或书店，他也会强先一步，将那里的
学生頋客换成为他派来假装的“特工”；我要是去医院，他也会将那里的病人撤离，换成为他派来假装生病的“特工”。他花那么
大的功夫的原因，就是要对我复仇、拿我作练习。因为他开始搞这招之时，作假作得不好，他的“特工”都是奇摸怪样的，所以我
一下就发现这些是“假乘客”、“假顾客”、“假病人”，侮辱了他。现在不同了；他用我练习了一年多了，他现在作假可是作地
与中情局一样地像。可是一年来被如此当练习用，我的精神已是很衰落了。我到那都得疑神疑鬼的，不知地方人士等等是否又是假
的，要办的事是否可办成。唉，人皆是象望真实的。要是不能活在真实世界中，而一切皆是假的，那可比挨打受伤还要痛苦！你们
说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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