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唯一由民間集資創立的電視台--民視，正面臨紅色資本以及別有企

圖者強力介入的危機；身為全球各地的民視基層股東或忠實觀眾，我們決

心挺身而出，支持民視現在的經營團隊，捍衛台灣主體價值和本土權益。

長期以來，中國以國家財源為後盾，到處併購產業；適逢台灣前朝政府

傾中且毫無作為，致使許多台灣產業，包括電子、通訊、金融、房地產等，

被各種形式包裝的中資掌控。近兩年，連媒體也一一淪陷，紙媒、電子報、

雜誌、民調機構、系統台、電視台，紛紛被中資以境外基金、購買版權讓

利的誘餌，蠶食鯨吞；不肖商人貪圖私利的後果，島內許多媒體已儼然成

為中國在台利益的代言人。

40年來，海內外台灣人共同經歷了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滅門

血案及陳文成命案等，大家在世界各個角落一起流淚、一起奮鬥，終於爭

取到台灣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總統直選、獲得軍售、台灣關

係法和對台六項保證等等，欣見台灣逐漸步上民主安定之途；然而新政府

上台後，中資侵台日益猖獗，不但逐一染指台灣媒體，近來更針對民視經

營權發動突襲。

現在是我們一起站出來，捍衛台灣喉舌的時候了！提醒大家：民視是

20年前，為突破國民黨媒體壟斷，由小市民集資成立的電視台，不容任何

勢力獨佔；民視不是以營利為唯一目標的企業，不容任何人玩弄金錢遊戲。

民視是本土意識碩果僅存的電視台，不容中國紅色勢力入侵；民視是守護

台灣的眼睛，不能放任外力蓄意扭曲。

20年來，民視大量製作鄉土劇，固然服務部分市場，卻也讓台灣影視

業産生劃地自限的危機；去年，我們長年在海外為了台灣獨立和民主運動

一起打拼的夥伴郭倍宏博士，當選新任民視董事長，民視有了煥然一新的

面貌。

「政經看民視」一開播，立刻成為僑界共同的話題，「專業、公義、敢

言」的節目風格深深吸引外鄉遊子的心，節目探討的主題也成了大家彼此

見面打招呼的話題；繼之的「民視台灣學堂」完整地介紹台灣歷史文化，

揭露長期被國民黨塗抹的史實原貌，系統性地將真相一點一滴還原於民，

在台灣八卦掛帥的電視文化中獨樹一幟。

也因此，過去半年來各種勢力相繼施壓民視；為了珍惜台灣民主政治深

化所亟須培植的第四權力量，我們海外台灣人有三點誠摯的呼籲：

(1)海外股東率先而起，敬請民視、民投3萬多名股東團結起來，支持郭倍

宏董事長和王明玉總經理所領導的民視團隊。

(2)全球觀眾繼續忠實地收看民視，力挺民視堅持本土立場，成為台灣進步

力量的號角。

(3)以電話、電郵等各種形式，向總統府和立法院表達訴求，防堵中資收買

台灣媒體。

（本版廣告費全由海外數佰名台灣鄉親合力捐助）

自由內頁-全版 52x35cm

——海外台灣人聲援民視連署書——

一、全美台灣同鄉會
現任全美會長鄭劭方及前會長施忠
男，中西部現任區理事長黃慶鍾及
前區理事長洪國治、方晃贇、劉文
義，中西部客家同鄉會前會長邱垂
洸，以及全美各地分會會長、理事、
幹部：
李佳林、陳義志、周信結、賴禹安
呂月霞、陳智貞、袁碧玉、張晉賢
王朝崎、張晉惠、王漢平、謝節惠
陳淑慎、唐 望、洪燦堂、吳明賢
劉武鴻、陳寬寬、林正民、黄邦雄
洪賢造、林榮祿、鍾茂智、蕭玉源
王國雄、沈耀初、駱惠子、王奎雄
鄭美華、湯俊彥、林源容、李淑琴
李妙珠、張銘杰、李志芬、葉雲旗
王志倫、黃邦男、劉基炳、鍾富榮
林素珠、林麗華、倪啟茂、林健治
李明信、陳志昌、莊文琮、陳全德
紀達雄、賴端英、文俊彥、黃順義
徐鳯珠、賴秀瓊、張麗艷、賴世鈴
莊兆枋、朱家豪、鄭金蘭、江玟玟
朱家豪、黃鴻展、蘇瑞碧、沈宇蘋
林慶偉、鄭惠媚、陳子琛、張理美
曹世杰、林金地、黃淑怡、王瑞華
謝富凱、林敏璋、葉郁英、林欣慕
吳育芳、王正英、楊勝雄、林瓊華
李光瑤、呂佩璜、張君麟、陳阿火
林雅玲、陳英仁、李賢淇、林毅夫
劉義芳、高秀壁、連擇仁、詹文聲
盧永華、陳善同、詹繡香、詹正治
溫惠蘭、林國亮、鄭忠傳、莊樹源
陳鳯求、李文怡、陳錦隆、蔡淑珍
王貴女、林素梅、孫佳惠、吳玉卿
薛維武、郭淑惠、李俞慧、鄧哲𤋮
楊瑞茂、陳麗香、吳敏生、劉淑賢
林淑美、小林博仁、Allen Chen

二、台灣人公共事務會
現任總會會長陳正義及前會長樊豐
忠、吳明基、楊英育、高龍榮、前
副會長郭正光，總會中常委李英毅、
林榮祿、楊欣晉及前中常委陳明正，
總會中執委鍾佳君、Eric Lee及前中
執委李旭登，以及全美各地分會會
長、幹部：
鄭乃忠、鄭國彬、黃漠見、黃員成
劉文彬、蔡洋清、簡明子、鄭麗伶
林正民、王文雅、林滄城、楊美娥
梁俊華、謝慶鏘、林翠梅、黃慶鍾
李嘉展、湯俊彥、賴琦亮、陳嘉勇
黃增桐、邱俊雄、周清吉、林漢忠
林美娟、黃冠群、陳淮崇、張健邦
郭明美、李信瑩、余惠玲、何文英
楊俊寛、陳富美、林定三、梁淑珍
賴宏乙、林俊安、林志宏、陳惠慈
陳清吉、陳淑惠、陳永欽、陳瓊貞
陳秀鈺、蔣慧容、姜玉李、謝玫瑰
謝茂雄、謝貽堯、徐美岐、徐美和
黃昭雄、高月娥、賴振源、劉文珠
羅純香、毛平定、蔡安祥、詹秀妹
張源妹、張碧娥、陳玉鳳、葉淑媛
葉 勳、周建灯、陳愷璜、蔡郁華
曾美珠、王照彥、王正雄、王玉淇
翁惠美、楊正毅、葉淑媛、陳永森
陳楊尾、陳秀招、蘇秀菊、謝玉琴
陳彩雲、陳嘉明、蕭聖鐵、蔡宜芳
蘇秉銘、黃秀琴、汪幸一、古淑芬
卓昭明、黃美惠、劉哲雄、張毛愛
鄉、黃楊須美、毛洪雪梨、毛呂金

梅、Richard 賴、Jean & Bob Sheen、
Alice Tsai 、 Paul Lin、Peter Chiu、
Wendy Hsu、Jason Chiang、Ann 
Chen、Pi-Chu Lin

三、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
現任總會會長李中志、副會長蔡靜
輝及前會長林瑞陽、陳文彥、林智
美、李學圖、黃東昇、劉斌碩、黃
界清、許正餘，以及全美各地分會
會長、教授、幹部：
洪其璧、劉國城、李敦厚、李雪玟
李延志、葉治平、黃秀雅、黃嘉道
凃瑞峰、吳琇瑩、吳永吉、李淑慎
詹運來、魏武雄、廖祿培、莊正楠
謝暉光、吳照雄、楊宗銘、龔森田
林文約、張仁玫、王泰澤、林肇基
葉秀卿、李香蘭、郭欽義、莊國盛
楊玖之、王 坪、余伯泉、曾鴻圖
林文煌、林慧瑜、劉朝木、蘇俊夫
許信一、劉惠麗、范姜秀緞、李霞
Ivy Langford、Albert Huang

四、北美洲台灣人醫師協會
現任總會會長陳珠琦、前會長蔡榮
聰、楊次雄、邱義男、王政卿、鄭
天助，以及各地分會會長、幹部：
李惠仁、梁德明、陳明正、曾恆利
陳正安、陳茂雄、蘇麗燕、謝安民
溫碧謙、陳怡奾、劉嘉和、劉寧誠
劉嘉昇、陳照雄
五、北美洲台灣婦女會
甫卸任總會會長王淑芬及新任會長
黃美琇，前會長黃美惠、林郁子、
曾映貴、程韻如、賴碧良、洪珠美、
張月英、李碧娥、歐春美、張雅美、
葉寶貴，及各地分會會長/前會長：
張玉珍、林玉英、林美代、周滿恵
劉美惠、陳雨辛

六、民進黨美國各地黨部
現任美南黨部主委楊朝諭及前主委
吳本立、李席舟、宋明麗，美東黨
部前主委楊淑卿、廖宏亮、陳隆豐，
美西黨部評召許維鈞、執委莊勝津，
以及黃子端、曹昌讚、許碧珠、楊
朝召、黃玉婷、蕭錫惠、周昭亮、
李翠雲、李漢文、王奎雄

七、其他社團及專業人士
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現任會長周
明宏，世界台灣客家聯合會前會長
林敬賢、管光明，北美洲台灣人基
督教協會世委會主委王愛蘭、前公
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郭清江、
全美台灣人權協會前會長鄭美華、
李賢群、洪榮隆、楊明昊、蔡靜煌，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林
釗永及前主席陳少明、紐約台灣研
究所主任黃再添、台灣加入聯合國
行動委員會召集人賴弘典，《美洲
台灣日報》董事長黃及時、《太平
洋時報》社長林文政，《台灣ｅ新
聞》主編蔡慧香，紐約台灣會館理
事長方秀蓉、北加州台灣會館理事
長陳德輝、洛杉磯台灣會館前董事
長李木通、王梅鳳、賴英慧，北美
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會長彭良治、
秘書長莊振輝，台聯美東主委陳貞
華，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前

會長李常吉、賴江樁、財務長姜瑞
香，前僑務委員季紫鳳、楊金文、
陳献士，以及陳欽明、劉天良、賴
明堂、林正子、郭郁江、游勝雄、
侯榮達、楊遠香、陳達銘、陳佳和、
陳聰能、李妙珠、郭正昭、李正三、
涂國雄、黃在蘭、葉文宏、莊三田、
林秀合、李翌琦、蘇國雄、蘇藤宗、
張謙益、張仕英、陳文憲、薛澤煌、
林東祿、李小娟、林志宏、朱光昱、
謝和惠、李寶蔆、李筱晴、蔡秀治、
蔡秀霞、郭敏俊、江題安、鄭世謙、
蕭茂雄、吳和和、廖英博、王翊展、
廖泰顯、曾伯雄、江題宇、涼 丰、
陳伯均、林麗雲、吳淑媛、蔡賓漢、
陳娟娟、彭康豪、葉賜田、邱一清、
陳貞建、康伶星、廖東慶、江明輝、
楊遠薰、陳秀芳、許學加、陳守耀

八、全美各地台灣鄉親
紐約、紐澤西
曾伯誠、曾伯雄、曾伯歆、彭啟明
陳春雄、陳淑惠、張忠進、王和男
王勁一、王素華、林瑞葉、廖萃美
黃博書、林榮峰、林雅玲、李清澤
陳碧美、林茂盛、彭靜妙、吳嘉德
羅純美、呂素新、呂俊明、呂俊𠎀
江燕榮、廖淑如、李碧珠、黃麗真
方素卿、陳秀娟、陳秀姮、洪偉婷
顔千鶴、林詠梅、鄭憲章、李璧君
David Chen、Michael Liou

休斯頓
林峙辰、張錦騰、賴瑞華、卓昭明
黃美惠、張得瑜、張君立、王德寬
范美菊、張秋聲、詹螢光、Peral &
Jong Song Chien、Juri Fan 、Tony &
Mary、MacVoy Fanny、Shirley & Jack 
Wu、Jeniffer & Cheng Shin Lin 、Lily 
& Marlowe Yang、James Liou、Lucy Y. 
Jan、Song F. Jan、Nancy Liou

芝加哥
紀秀華、陳晴美、洪聰明、古珮真
陳錫清、賴美華、高秀金、鄭珠美
張秀翠、林易民、吳榮綢、劉文豐
許美齢、吳佩縈、王惠美、楊忠正
陳晴美、林 徴

西雅圖
李清根、陳秀芬、薛龍飛、陳忠吉
林至誠、吳水桃、張純甘、蘇月釵
郭仁聰、范長媚、簘美媛、陳德南
高富美、陳秀英、邵惠音、王翊展
陳秀芬、Brock freeman、Julie 
freeman、Corina Chen、Christina 
Teng、Hsu Chin & Wen Shyan 、
Jessica & Fred Wang、Jack Yang、Su 
Shin Chang、Jo Adcock、Jim Adcock、
Jerry Adcock、Ivy Yang、Denis Chen、
Amy Chen、Christine Chang、Jimmy 
Chen、Brenda Mei、Stephanie Chen、
Kay Hsieh、Emma Tsai、Jennifer 
Wang、Selena Yeh、Shirley Yu、
Nancy Chen & Tony Yu、Ginny Huang、
Charles Lee、 Min Grandam、Francis 
Huang、 Howard Wang、Cindy Wang、
Theresa Wu

加拿大台灣同鄉會
現任會長洪秋月、
下任會長張理瑲，
前台灣駐加拿大代
表陳東璧，前台加
文化協會理事長羅
廷瑄、許建立，加
拿大白石台灣同鄉
會前理事陳榮池，
民進黨加拿大黨部
主委楊超陽、評召
江文基，加拿大商
業投資公司總裁潘
立中，以及陳秀子、
張永松、林芳華、
楊正昭、魏廉思、
周澄江、Rose Wu

歐洲台灣協會聯合會
會長傅佩芬，哥斯大
黎加台灣協會前會長
林長裕，阿根廷台灣
協會創會會長周建宏、
會長林英忠、前會長
游誠一、副會長黃淑
芳、林六吉，阿根廷
台灣客家會會長楊玉
楨，僑務委員羅勝雄、
陳富村、梁輝騰，僑
務諮詢委員林登義、
蔡寵恩、劉秀珠，以
及謝偉群、吳英桃、
謝年華、謝健生、陳
博雄、張清水、施俊
賢、蘇春生、郭吉安、
劉惟祥、謝耀德、江
順昌、蘇明正、陳博
雄、王德裕、何素珍、
江昭萱、陳武俊、李
水泉、林玉貞、林銘
興、謝水波、紀恒昭、
Anthony Lie
英國台灣同學會
(TSAUK)
英國台灣人公共
事務會 (FAPA)

前國策顧問邱垂亮，
僑務委員徐伯基、
僑務諮詢委員陳良
男、郭榮宗、許明
芳，前全盟紐西蘭
理事長楊貴森，
2016雪梨蔡英文後
援會長吳玉明，民
進黨奧克蘭黨部主
委劉文玉、澳洲台
灣同鄉會理事童伊
品、徐湘芸、葉秋
紅、許睦康、王婷
玉，以及吳長勳、
王柏人、Lawrence 
Kao

加州
陳政雄、孫月金、林忠雄、朱修明
莫逢俊、遲玉發、許月美、黃哲陽
劉武鴻、朱光昱、謝和惠、林 霞
張善宏、林秀琴、張禎煜、張逸卿
陳啓宏、英 美、姚秀欒、邱美悅
陳琴姬、陳乃華、蔡錦慧、蔡道弘
何秋菊、何秋蘭、李錦雀、林月完
米 海、Jean Chituc、Ming Mei Tsai、
Catherine Liou、Jiann-Tsyh Lin

洛杉磯-台灣建國促進會
吳明勇、許作初、余文貴、林瀛東
涂哲雄、高玉蘭、劉宇石、莊堃垚
楊玉治、莊縈焄、李正麒、陳建廷
李黃龍錦

洛杉磯-福爾摩沙志工團
林秋子、廖俊民、謝美惠、謝慶雲
杜瑞山、賴介殷、盧信男、周詩頓
陳郁郁、王黎民、余玉桑、陳晃雄
陳瀛岳、周書楓、周書新、柯美津
柯慶明、盧慧真、盧佳延、龍淑珊
蔡明美、蔡梅英、蘇寶月、黃明輝
劉燕璣、王豐琢、翁芳珍、陳貞子
張秀香、張善宏、林秀琴、張禎煜
張逸卿、Esther陳、Jenny林、Gavin
賴

康州
鍾美雲、張家瑜、張凱文、張致瑜

維吉尼亞州
涼 亭、Cathy Wang

賓州
鍾國樑

馬里蘭州
林美玲

華府
林慧柔

奧蘭多

孫淑珠、廖貴香、黃會順、呂雪芳
廖蕙澄、胡明仁、胡光中、黄明毅

俄亥俄州
蔡瑞容、韓立渝、黃瑞瑩、許建德

喬治亞州
羅佳田、蔡霜玲、張文全

愛荷華州
林瑞淇、林碧松、Ching Huei lin

其他
魏淇園、劉玲玲、林相君、林玉鶯
林秋山、林郁君

在日台灣同鄉會現任會長
王紹英、副會長羅世雄、
毛燦英，前會長何康夫、
林建良、邱文章、陳明裕，
台獨連盟日本本部委員長
王明理，日本台灣醫師連
合會現任會長陳憲文、名
譽會長黃俊銘、前會長劉
茂榮、顏真賢、中原昴，
日本台醫人協會會長許青
峰，日本怡友會會長遊泰
慶、前會長西祐己博，在
日台灣婦女會會長詹炳玉、
前會長張信惠，日本台灣
語言文化協會會長許極燉、
前會長張瑞銘，東京語文
學院日本語中心校長林銀
及教授、院長、理事、監
事：
趙中正、丘哲治、黃文雄
張國興、張雅孝、高輝陽
孫雪娥、黃麗郷、李昭宜
東昌明、何啓暉、劉炳宏
多田恵、許瑞和、連根藤
陳建龍、張伯寅、林哲正
王雪梅、薛格芳、林美岑
林滿恵、李瑪珍、李桂英
陳寶卿、蕭悧悧、鄭琤琤
毛利忠、盧建基、林明憲
洪為仁、高村豪、沈國雄
蘇寛敏、陳賢群、劉國揚
李佩珊、李寶錐、李慧敏
許照美、李千美、王麗月
呂淑華、陳素瓊、蘇百祿
郭俊貞、陳優芬、吳松晃
蘇沽訓、蕭莉莉、松田慶
久、宮川健治、郭陳優美
元山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