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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這是一份海外台灣人經濟學者的獨立調查報告，歷時約三個月完成。啟動這項調查

的動機，是因為有關中華民國蔡英文總統伳伵年前究竟是否取得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

學位這個問題，台灣人民已懷有很深的疑慮與不安。但調查的進行是困難的，一是資

訊不對稱的限制，另一是英國校方特別是公共關係部門企圖干擾其專責部門資訊的釋

放。所幸，英國資訊自由法的引用帶來一些幫助。調查期間，主動聯絡諮詢的對象廣

泛： 英國校方包括圖書館，學位証書產製室，資料法遵主管，以及已退休教授；而

學校外部則主要包括大英圖書館的資料法遵主管。這份報告的調查人更專程訪問倫敦

政經學院圖書館，親自查閱蔡總統今年六月才送繳該館的博士論文。本調查的多方面

証據交叉顯示，蔡總統並沒有在伳伵年前的伱伹伸伴年取得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學位。蔡

總統當年的學生身份至多是「已完成論文，但未通過論文辯護口試」的博士侯選人而

已。這是本調查報告的總結論。任何人若想要來挑戰這個結論，請先問一問蔡總統是

否拿得出本報告開列的三種正式文件，否則難昭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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伱 前前前言言言

國家領袖的誠信（佉佮佴佥佧佲佩佴佹伩 是一項至為關鍵的人格特質。簡單說，「誠信」就是誠實

而值得信賴。當誠信遭受人民質疑時，民主政治賦與領袖的領導權威將不再。這樣的

領袖將難以推動政務，促進國家發展，以增進人民福祉。

貴為國家領袖的蔡英文總統，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伨簡稱佌体佅伩求學時，究竟是否完

成法學博士論文，通過最終論文辯護口試，從而取得博士學位？最近幾年受到台灣人

民強烈質疑。這本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問題，可惜始終沒有看到蔡總統親自出面清楚

說明。台灣人民心中的疑問一直懸著，一天又一天地加深， 也開始懷疑：究竟蔡總

統是否是一個誠實而值得信賴的國家領袖？如果不是，蔡總統如何讓人民相信，她會

是有能力，有道德勇氣，以及有意志力的領導中樞，帶領台灣人民從事興革，祛除積

弊，實踐轉型正義，以及應付中國武力併吞台灣的威脅伿

基於此，做為一個任教美國大學的台灣人經濟學者，本人今年五月間開始著手調

查蔡總統的博士論文與學位的謎團。由於資訊不對稱的限制，本調查是困難的。是

以，在調查期間，藉由釋出部份已取得的資訊於媒體，進而招引國內外利害相關人士

的回應，使本調查得以取得更多重要資訊，以及更能夠加以解讀。本人也與蔡總統

在佌体佅求學時期的相關人士伨包括教授與博士生伩取得聯繫，以了解當時取得博士學位

的程序與重要規定。最近本人甚至由美國東岸飛到英國倫敦，親自拜訪佌体佅圖書館，

進行察閱蔡總統於今年伶月伲伸日伨英國倫敦時間伩提送至該圖書館存放的論文，以及瀏覽

其他一些當年伨伱伹伸伴伩同時期的佌体佅博士論文。

本人不屬於任何政黨，具有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長期在學術界從

事教學研究的工作。目前執教於美國北卡大學夏若特校區大學部，以及經濟學與數

學財務兩個研究所。學術研究則專注在經濟成長，國際貿易，以及計算經濟學三個

領域，與蔡總統當學者時國際經濟法的研究興趣，是有一些重疊。但與蔡總統不同

的是，本人的博士論文《佃佯佭佭佥佲佩佣佡佬 佐佯佬佩佣佹 佉佮佴佥佲佶佥佮佴佩佯佮 佩佮 佉佮佴佲佡伭佉佮佤併佳佴佲佹 佔佲佡佤佥伺 佁

佄併佡佬 佁佰佰佲佯佡佣佨 佴佯 佇佥佮佥佲佡佬 佅佱併佩佬佩佢佲佩併佭 佁佮佡佬佹佳佩佳》，即使在佌体佅圖書館的蒐索系統也

可輕易找到，並可隨時在網路上加以訂購取得。

本人的調查是獨立進行， 不受台灣任何政黨影響或指使，也不是任何媒體的委托

代理，更遑論與所謂中國紅色集團有任何牽連。本人堅信學術誠實與政治誠信是現代



文明社會普遍堅持的價值與信念。我們期許本調查就是照進裂縫裡面的陽光，讓陰暗

不再能永遠地遮住真相。

本調查報告來自多方面的証據交叉顯示，蔡總統並沒有在伳伵年前的伱伹伸伴年取得屬倫

敦大學體系的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蔡總統當年的學生身份至多是「已完成

論文，但未通過論文辯護口試」的博士侯選人而已。這是本調查報告的總結論。

相隔伳伵年後，蔡總統於伶月伲伸日送繳一份傳真論文給佌体佅圖書館，但圖書館卻不尋

常地規定說：除非經蔡總統同意，任何人不准影印，也不准引述。緊接著於伷月伹日，

蔡總統親自手拿公開展示一張被本調查識破為簽名不對的博士証書，而職掌與學位補

發無關的佌体佅台灣研究計劃主任施芳瓏伨但佡佮佧伭佌佯佮佧 体佨佩佨伩卻立即替蔡總統辯稱，那一張

証書是伲估伱伵年校方補發的，並不是伱伹伸伴年發放的原始証書。蔡總統這些動作與安排，

以及周邊人士掩護的辯解，不僅未能絲毫動搖這份報告的總結論，反而更曝露出她的

博士論文與証書果然疑雲重重。

但無論如何，我們歡迎蔡總統親自出面駁斥本調查報告的總結論。不過，蔡總統

在佄佣佡佲佤手拿的証書既然不是校方頒發的原始証書，這等於暗示了該原始証書不是已

毀損就是遺失了，或者根本就是自始不存在。故為昭社會公信，請務必在駁斥的同時

也負責地提出下列三種不同的正式文件：

伱伮 國立政治大學伨簡稱政大伩當年任聘蔡總統當副教授所繳驗的佌体佅博士學

位原始証書影本。如果政大也這麼巧遺失了，請由東吳大學，或中華民國中

央選舉委員會，或中華民國教育部補提供。

伲伮 蔡總統伲估伱伵年向倫敦大學的學位証書產製室伨佄佩佰佬佯佭佡 佐佲佯佤併佣佴佩佯佮 住伎佣佥伩申請補

發，並經官方認証伨佮佯佴佡佲佹伩的補發申請書，以及該學位証書產製室受理補發博士

証書事宜而發送給蔡總統的補發通知書。

伳伮 蔡總統當年博士論文的口試通過原始憑証伨即來自校方告知口試通過的通知

信函伩，或者倫敦大學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當年收受蔡總統按規定必須繳

交最後定稿論文的正式紀錄原始憑証。

如果蔡總統真的獲頒博士學位，但已不再保存上提原始憑証或申請補發相關文件，

不必擔心。世界一流的倫敦大學體系內當然保有相關的正式原始紀錄，否則如何受理

學位証書補發等事宜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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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也發現，倫敦大學與倫敦政經學院兩者的公共關係部門都有企圖掩飾蔡總統

論文與學位真相的嫌疑。加以，不久之前，倫敦政經學院才於伲估伱伱年爆發了重創學校

聲譽的格達費論文醜聞，我們不認為由倫敦大學或倫敦政經學院校方單方面提供非正

式文件或聲明是有足夠的公信力。如果蔡總統是貨真價實的佌体佅法學博士，提供上提

三種正式文件，以昭公信，有什麼困難呢？

本調查不做憑空臆測。在本報告內，所有証據都會攤開，讓証據說話。本報告共

分九個部份，第一部份為「前言」已如上述，其餘分別是：第二部份描述有關蔡總統

博士論文的謎團，包括本人親訪佌体佅圖書館察閱論文的發現；第三部份描述有關蔡總

統博士學位証書的謎團；第四部份強調本調查要直接挑戰蔡總統博士學位的真實性；

第五部份略提倫敦政經學院過去曾成立的北非研究計劃與曾發生的格達費論文醜聞事

件；第六部份簡評倫敦政經學院目前仍在運作中的台灣研究計劃；第七部份敘述倫敦

大學體系頒發博士學位的程序與規定；第八部份完整呈現與剖析本調查所取得的多方

面証據；第九部份敘述本調查的總結論，英國校方公關單位的說謊掩護，以及法律程

序正義要求的三種不同的正式文件；最後，第十部份是本報告的總結評論。

伲 蔡蔡蔡英英英文文文博博博士士士論論論文文文的的的謎謎謎團團團

長期以來，從早期的學者生涯到今日貴為國家領袖，蔡總統都一直頂著世界一流學

府佌体佅法學博士的光環。她誇稱她的博士論文《何佮佦佡佩佲 佔佲佡佤佥 佐佲佡佣佴佩佣佥佳 佡佮佤 体佡佦佥佧併佡佲佤

佁佣佴佩佯佮佳》佼 中文可譯為《 不公平貿易與安全防衛機制》 佼 得到論文口試教授們的高

度肯定，因而決定於伱伹伸伴年授與她佌体佅法學博士學位，上面並加註她對於國際貿易有

很強的學術背景；教授們又讚賞地說：這等於是獲得伱伮伵個博士學位。1 這麼卓越的博

士論文理應廣泛宣傳，但相反的，卻是憑空消失。今年伶月初本調查發現，這本傳說中

的論文，無論是紙本，或數位電子檔，或圖書收藏資料，伳伵年來，其實自始就不存在

於英國倫敦大學內部包括佌体佅圖書館在內的所有圖書館。這個發現，幾日後由曹長青

先生於伶月伱估日伨美東時間伩在其個人臉書揭露，並於伶月伱伱日伨台灣時間伩首度發表在台

灣媒體，驚動了各界，同時也逼得蔡總統不得不有所回應。2

1詳參：蔡英文著《 洋蔥炒蛋到小英便當：蔡英文的人生茲味》伨劉永毅採訪撰文伩圓神出版社， 伲估伱伱伮
2詳參：明報，蔡英文的博士學位是否造假？ 伶伯伱伱伯伲估伱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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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佩佧併佲佥 伱伺 低伮 佒佯佳佳佩 伨藍色伩 佶佳伮 佉佮佧伭佗佥佮 佔佳佡佩 伨黑色伩伺 佌体佅博士論文

伲伮伱 蔡蔡蔡總總總統統統伶月月月伲伸日日日送送送交交交伳伵年年年前前前的的的論論論文文文

例如，在本人引用英國「資訊自由法」的要求下，佌体佅的資訊與紀錄處伨佉佮佦佯佲佭佡佴佩佯佮

佡佮佤 佒佥佣佯佲佤佳伩明確地以電子郵件告知，蔡總統在今年伶月伲伸日（星期五，英國倫敦時

間）終於提繳傳說中的論文給佌体佅圖書館。3 同時，在佌体佅收到後約兩個星期，這

本論文也自今年伷月伱伳日起首度進入了佌体佅圖書館的數位檢索系統，成為可蒐索（

佳佥佡佲佣佨佡佢佬佥）的物件。4 所以，現在收藏在佌体佅圖書館的該本論文，不是佌体佅圖書館

「找到」，而是蔡總統在伳伵年後「送到」。但自由時報等媒體於伷月伱伹日報導說，教育

部的駐英代表向倫敦政經學院查證，確認蔡總統的博士學位論文，就典藏在該校圖書

館特藏閱覽區，完全不提蔡總統伶月伲伸日才送繳論文的事實。5 自由時報有意誤導視聽

大眾，動機可議。

3英國資訊自由法伨佔佨佥 但佲佥佥佤佯佭 佯佦 佉佮佦佯佲佭佡佴佩佯佮 佁佣佴 伲估估估伩規訂民眾得向公務機關索取其所握有的資訊。
4在佌体佅的這個網站伨http://www.lse.ac.uk/library伩輸入作佉佮佧伭佗佥佮 佔佳佡佩伢，就可蒐索到。
5詳參：自由時報「找出蔡英文博士論文、升等著作 教部背書確認沒問題」， 伷／伱伹／伲估伱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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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佩佧併佲佥 伲伺 倫敦政經學院收藏佉佮佧伭佗佥佮 佔佳佡佩的伲估伱伹年新裝訂博士論文

伲伮伲 本本本人人人親親親訪訪訪佌体佅查查查閱閱閱論論論文文文的的的發發發現現現

今年伸月伵日伨英國倫敦時間伩，本人由美國東岸飛抵英國倫敦，並自伸月伶日起接連三天

詳細檢視與閱讀蔡總統最近送到佌体佅圖書館的博士論文。本人發現這本論文應是由另

一本論文影印下每一頁，經電子傳真送到佌体佅，然後在當地新裝訂成冊，而其封面與

背面都是黑色的硬紙板，與當年同時期藍色硬紙板論文的顏色不同伨見但佩佧併佲佥 伱伩 。

伲伮伲伮伱 論論論文文文為為為何何何如如如此此此高高高度度度機機機密密密？？？

吾人無法理解何以蔡總統與佌体佅圖書館可以一起合作，讓這本新裝訂成冊的論文變成

如此高度機密！這本論文套著白色標簽紙帶，上面用英文寫著如下不合理的限制規定

伨見但佩佧併佲佥 伲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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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佨佥 佃佯佰佹佲佩佧佨佴 佄佥佣佬佡佲佡佴佩佯佮 佯佮 佡佬佬 佯併佲 佴佨佥佳佥佳 佳佴佡佴佥佳伺

伢佉 佲佥佣佯佧佮佩佳佥 佴佨佡佴 佴佨佥 佣佯佰佹佲佩佧佨佴 佯佦 佴佨佩佳 佴佨佥佳佩佳 佲佥佳佴佳 佷佩佴佨 佴佨佥 佡併佴佨佯佲 佡佮佤

佴佨佡佴 佮佯 佱併佯佴佡佴佩佯佮 佦佲佯佭 佩佴 佯佲 佩佮佦佯佲佭佡佴佩佯佮 佤佥佲佩佶佥佤 佦佲佯佭 佩佴 佭佡佹 佢佥 佰併佢佬佩佳佨佥佤

佷佩佴佨佯併佴 佴佨佥 佰佲佩佯佲 佷佲佩佴佴佥佮 佣佯佮佳佥佮佴 佯佦 佴佨佥 佡併佴佨佯佲伮伢

佔佨佥佲佥佦佯佲佥伬 佡佬佴佨佯併佧佨 佦佡佩佲 併佳佥 佣佯佰佹佩佮佧 佩佳 佮佯佲佭佡佬佬佹 佰佥佲佭佩佴佴佥佤伬 佧佩佶佥佮 佴佨佥 佣併佲佲佥佮佴

佩佮佴佥佲佥佳佴 佩佮 佴佨佩佳 佴佨佥佳佩佳伬 佷佥 佨佡佶佥 佴佨佥佲佥佦佯佲佥 佴佡佫佥佮 佴佨佥 佤佥佣佩佳佩佯佮 佴佯 佲佥佳佴佲佩佣佴 佣佯佰佹佩佮佧

佯佦 佡佮佹 佰佡佲佴 佯佦 佴佨佩佳 佴佨佥佳佩佳 併佮佬佥佳佳 佴佨佥 佲佥佳佥佡佲佣佨佥佲 佡佬佲佥佡佤佹 佨佡佳 佴佨佥 佡併佴佨佯佲伧佳

佰佥佲佭佩佳佳佩佯佮伮

依據上述規定第一段，佌体佅 圖書館旨在聲明：蔡總統擁有這本論文的版

權伨佃佯佰佹佲佩佧佨佴伩，任何人不准刊載其內容的引述或其內容衍生的訊息，除非已經取

得蔡總統本人的許可。此外，佌体佅圖書館又擅自增添了第二段強調：由於當前對於這

本論文的關注，佌体佅圖書館決定不准任何人影印這本論文的任何一部份，除非已取得

蔡總統的允許。

在此，本人也要聲明：佌体佅 圖書館的上述聲明與強調是過度的，是有違國際學術

界常規的，更是公然與佌体佅自己公佈的版權指引伨佃佯佰佹佲佩佧佨佴 佇併佩佤佡佮佣佥伩抵觸。6

佌体佅公佈的「版權指引」伨第三頁伩明明白白強調：基於某些特定目的，版權保護下

的作品是允許被影印拷背的。這些特定目的包括：為了該作品的批判，審閱，以及新

聞報導。

然而，當本人在佌体佅圖書館伴樓的特定閱覽室查閱蔡總統的論文時，不僅被指定坐

在圖書館員面前近距離的座位，以便監視，更不時被提醒不得以任何方式拷背論文內

容，而只被允許用鉛筆做筆記。

本人在佌体佅圖書館可以隨意拷背同時期其他的佌体佅博士論文，但為什麼唯獨蔡總統

的論文例外？佌体佅圖書館為什麼敢擅自濫權設下如此不合理與不合規定的限制？很明

顯，佌体佅圖書館的管理階層在配合蔡總統，以試圖遮蓋論文，阻礙調查的進行。

伲伮伲伮伲 論論論文文文佁佣佫佮佯佷佬佥佤佧佥佭佥佮佴的的的內內內容容容有有有被被被重重重新新新打打打字字字過過過的的的高高高度度度嫌嫌嫌疑疑疑

為蔡總統新裝訂的論文增添另一層神密薄紗的，就是論文佁佣佫佮佯佷佬佥佤佧佥佭佥佮佴那一頁

6 詳參倫敦政經學院伨佌体佅伩的「版權指引」伨佃佯佰佹佲佩佧佨佴 佇併佩佤佡佮佣佥伩，第三頁： https://info.lse.ac.uk/

staff/services/Policies-and-procedures/Assets/Documents/guiCop.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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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有被重新打字過的高度嫌疑。如前述，這本論文應是由另一本論文影印下每

一頁，再裝訂成冊。這是因為每一頁的邊緣或角落有非常明顯的黑色陰影，但只有

論文最前面兩頁例外，完全看不到黑影；第一頁是論文的題目伨佴佩佴佬佥伩伻 第二頁是論文

的佁佮佫佮佯佷佬佥佤佧佥佭佥佮佴。有人或許會辯解說，影印時看不到黑影，是因為它們是論文最

前面的兩頁。但這是說不通的，因為特別是硬紙板的封面都有一定的厚度，影印時要

完全沒有陰影是不可能的。也因此，本人發現，即便論文倒數第一頁與第二頁，其邊

緣都帶有很明顯的黑影。

為什麼會特別關注佁佮佫佮佯佷佬佥佤佧佥佭佥佮佴這一頁呢？因為它的內容透露了蔡總統的論文

指導教授，以及她所致謝的其他教授。在這一頁蔡總統提到兩位佌体佅的教師，包括之

前已曝光且是她的論文指導教授的位佲伮 位佩佣佨佡佥佬 佅佬佬佩佯佴佴。但很巧合，這兩位教師都已分

別去世了，也已無從聯絡了。是純屬巧合，或是另有原因？我們目前無從得知， 但

因佁佮佫佮佯佷佬佥佤佧佥佭佥佮佴這一頁有重新打字過的高度嫌疑，不免令人有不同的想像空間？

在這裡必須一提的是，位佲伮 佅佬佬佩佯佴佴是牛津大學畢業的學士，並沒有博士學位，而且

在伳伵年前，位佲伮 佅佬佬佩佯佴佴很年輕，大約伳估出頭。根據本人諮詢一位現在已退休的佌体佅教

授，位佲伮 佅佬佬佩佯佴佴在伱伹伸伳年已被借調伨佯佮 佳佥佣佯佮佤佭佥佮佴伩到英國政府內閣辦公室伨佃佡佢佩佮佥佴

住伎佣佥伩的一個智庫，名稱為佃佥佮佴佲佡佬 佐佯佬佩佣佹 佒佥佶佩佥佷 体佴佡伋 伨佃佐佒体伩。這位教授並說，由

於要前往佃佐佒体任職，位佲伮 佅佬佬佩佯佴佴早在伱伹伸伲年間就已離開了佌体佅。

在當年那樣的時空背景，我們很難想像，佌体佅這樣的一流學府會允許一個沒有寫過

博士論文的大學畢業學士，去擔任蔡總統當年唯一的論文指導教授。

伲伮伲伮伳 論論論文文文應應應只只只是是是準準準備備備口口口試試試的的的初初初稿稿稿，，，兩兩兩年年年內內內神神神速速速完完完成成成

這本新裝訂的論文在封面上註明的年份是伱伹伸伳年，但蔡總統聲稱是伱伹伸伴年畢業。可見

上面提到的「另一本論文」應是蔡總統當年於伱伹伸伳年完成且裝訂成冊後，送交給教授

們，以準備論文辯護口試的「非最後定稿」論文。按佌体佅博士侯選人在安排最後論文

辯護口試日期前，都須將完成的論文初稿裝訂成硬紙板書冊，送交負責口試的教授們

查閱。現在如此，過去也是如此。

按維基百科報導，蔡英文於伱伹伸估年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法學碩士學位，隨後，在美

國多待一年，考上該國律師伨詳參但佩佧併佲佥 伳 伩。換言之，從進入倫敦政經學院開始算，

蔡英文大約是兩年內於伱伹伸伳年完成博士論文初稿。一本論文厚達伳伶伵頁加上伷伷伸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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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佩佧併佲佥 伳伺 蔡英文維基百科，截錄於伸伯伲伱伯伲估伱伹

就可以如此神速完成！在這兩年內不是也須修讀一些博士班課程而佔用不少時間嗎？

的確，很難想像當時蔡英文是如何辦得到？

伲伮伲伮伴 論論論文文文遺遺遺失失失伶頁頁頁與與與其其其他他他技技技術術術面面面疏疏疏漏漏漏

再強調一次：這本新裝定成冊的黑色封面論文應僅是口試用初稿，而不是當時為完成

博士學位的取得，而必須送交校方圖書館典藏的最後訂稿論文。

這個強調除了因年份不同這個主要理由外，吾人還可發現一些技術面的現象，以為

佐証。包括：

伱伮 這本新裝訂論文仍存有不少英文單字打印錯誤，雖已被被論文閱讀者伨也許是論

文作者蔡英文本人伩 挑出，並用手執筆書寫更正，但沒有經重新打字消除；

伲伮 這本新裝訂論文的每一個附註都是以一個星號（伪）加上一個阿拉伯數子表示，

而且附註打字時都未上提。例如，在論文內，附註伶直接以 伪伶 表示。這麼簡陋而

不專業地處理一本博士等級的學術著作，理應不會存在於最後定稿的典藏論文；

以及

伳伮 這本新裝訂論文有些章節段落名稱與論文目錄並不完全一致，但最離譜的是，該

論文第一章伨佃佨佡佰佴佥佲 住佮佥伩竟連續遺漏了六頁；即 佰佡佧佥佳 伵，伶，伷，伸，伹，伱估都不

見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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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會辯解說，上面所提三點都屬於論文打印，校對，以及影印裝訂技術面上的

疏漏。但最後定稿完成博士學位的論文仍存在這些疏漏，大家不覺得奇怪嗎？

另外，蔡總統在論文的內文裡面，凡是提到作者本人都用「佔佨佩佳 佣佡佮佤佩佤佡佴佥」這個

第三人稱。「佔佨佩佳 佣佡佤佩佤佡佴佥」就是意指「這個博士侯選人」，這難道不是再次暗示蔡

總統的論文是當年還只是博士候選人時準備口試的論文初稿而已？

當然，本調查不會只停留在類此論文技術面的疏漏，做不停的打轉。我們最後會說

明蔡總統當年是否有繳交最後定稿的論文到倫敦大學的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以完成

取得博士學位的最後一個步驟。

伲伮伳 論論論文文文收收收藏藏藏紀紀紀錄錄錄完完完全全全不不不存存存在在在於於於倫倫倫敦敦敦大大大學學學體體體系系系內內內所所所有有有圖圖圖書書書館館館

現在讓我們姑且假定這本論文不是口試用初稿，而是伱伹伸伴年通過論文辯護口試後，按

規定提繳校方圖書館的最後定稿版本。但我們不禁要問：何以蔡總統吹噓非常卓越的

論文必須經歷了伳伵年如此長久的時間，才成為可蒐索的學術著作？更何況伲估伱伶年總統

大選前伨即伳年前伩，中國國民黨陣營也曾經在伲估伱伵年追查該論文。但蔡總統從未說明，

也沒有適時補繳論文的動作，不是很奇怪嗎？

更何況，即便論文的紙本因故遺失，可是，怎麼會連蔡總統博士論文的圖書收藏

紀錄，也同時在倫敦大學內部所有圖書館各自的電子檢索系統消失得無影無蹤？有

人伨包括佌体佅的公共關係人員伩為此替蔡總統辯解說：蔡總統的博士論文其實在大英圖

書館伨佔佨佥 佂佲佩佴佩佳佨 佌佩佢佲佡佲佹伩的電子論文檢索系統佅佴佨住体可以蒐索到，所以這可以証明蔡

總統的論文確實存在過，只是很不巧，倫敦大學的每一個圖書館，都把她的紙本與收

藏紀錄全部同時遺失了。這樣的辯解是很荒謬的，根本經不起本調查已取得証據的檢

驗，而只不過是企圖以一個謊言掩蓋另一個謊言罷了。蔡總統，您認為呢？

大英圖書館伨佔佨佥 佂佲佩佴佩佳佨 佌佩佢佲佡佲佹伩的電子論文檢索系統佅佴佨住体， 並不屬於倫敦大學

的任何圖書館。但為什麼會有蔡總統博士論文的收藏紀錄？又這個收藏紀錄究竟是從

何時開始出現？本報告的調查發現，這根本就是佌体佅內部有人於伲估伱伵年伶月間向大英圖

書館提報蔡總統的論文收藏資料。巧合的是，當時正是中國國民黨陣營開始要查蔡總

統的博士論文。矛盾的是，當時與當時之前，倫敦大學體系內的所有圖書館根本就沒

有該論文的收藏紀錄。那麼佌体佅如何可能以不存在的紀錄提報給大英圖書館呢？這不

啻等於佌体佅內部有人在違法掩護蔡總統！關於上述的查証，本人特在英國資訊自由法

伹



的要求下，已取得來自大英圖書館『資訊法遵主管」的重要証據，稍後會呈現說明。

本報告任何論斷都有証據佐証，但為了讓証據能在有程序的架構下做整體說明，

本報告的舖陳設計，是先著重在問題的提出與質疑，最後才會攤開分析所有証據。所

以，請讀者們稍為耐心閱讀。

伳 蔡蔡蔡英英英文文文博博博士士士學學學位位位証証証書書書的的的謎謎謎團團團

另一個重大謎團是，蔡總統是否真的在伱伹伸伴年取得佌体佅法學博士學位？

伳伮伱 博博博士士士証証証書書書竟竟竟展展展示示示在在在李李李中中中志志志教教教授授授的的的臉臉臉書書書

令人不解的是，這個謎團何以必須勞駕「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伨低佁佔佐佁伩前會

長李中志教授伨佐佲佯佦伮 佃佨併佮佧伭佃佨佩佨 佌佩伩來幫忙，讓這位美國大學的電腦科學教授於今

年伶月伱估日伱伲伺伲估佰佭伨美東時間伩在他的個人臉書公開展示所謂「蔡英文」的博士學位証

書伨見但佩佧併佲佥 伴伩？當天剛好是民進黨總統初選進入民調的第一天。緊接著，這份証書立

即被刊登在「芋傳媒」與「放言」兩個網路媒體。僅一日之隔，民進黨籍立委王定宇

也立即於伶月伱伱日在其個人臉書轉傳該芋傳媒文章與李中志所展示的學位証書。王定宇

並且同時在臉書指控說：「為什要用這種手法打初選？」，以及「為什要用紅色集團

的造謠資料來抹黑？」。這位挺英不遺餘力的立委做這種無端的抹紅指控，請問証據

在哪呢？是不是有失國會議員應有的政治風範與法律分際？

博士學位証書是何等珍貴，也是何等隱私的個人學歷証書。但屬於蔡總統隱私的個

人証書，頭一次亮相，竟然是出現在李中志教授的個人臉書！ 這其實是耐人尋味的，

也頗符合蔡總統保守謹慎的性格：或許她是想先試探台灣社會的反應，藉以觀察追查

者究竟有無進一步資料？

其實，本調查在民進黨初選當時掌握的証據就已顯示，貼在李中志臉書的博士証書

絕對不是伳伵年前所頒發的原始証書，而是一件膺品。對此，本調查報告稍後會攤開証

據說明。惟在當時的情形下，由於蔡總統尚未承認李中志所展示的証書確實是其本人

所有，本調查一直採取不主動挑戰証書真實性的策略，以期待向來謹慎的蔡總統做出

下一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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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佩佧併佲佥 伴伺 李中志個人臉書展示的蔡英文博士學位証書，伶伯伱估伯伲估伱伹

伳伮伲 蔡蔡蔡總總總統統統在在在佄佣佡佲佤也也也展展展示示示同同同一一一份份份博博博士士士証証証書書書

杜鵑不啼，沒關係，我們就慢慢等。終於在相隔一個月後，「政經關不了」主持人

彭文正教授突然於伷月伷日在其臉書與稍後的余佯併佔併佢佥節目指出，李中志所展示那份証

書的簽名者根本不對。這等於是間接挑戰蔡總統佌体佅法學博士學位的真實性。當時蔡

總統也許認為，經過一個月後，彭文正教授提出質疑的証據力尚不足以構成威脅，

於是在伷月伹日放心地拿出她所謂有鋼印的博士學位証書， 公開展示給台灣佄佣佡佲佤公

司員工， 並於次日伨伷月伱估日伩登載於她的個人臉書伨見但佩佧併佥 伵 伩。蔡總統手拿的証書裝

在透明塑膠袋內，會有反光效果，不容易看清楚。但她當日訪問佄佥佣佡佲佤有許多照片

公開展示在她臉書的佉佮佳佴佥佲佧佲佡佭裡。在那裡，本人取得一張清晰而沒有反光的証書照

片伨見但佩佧併佲佥 伶 伩， 以方便對照比對。

現在，請大家好好比對一下但佩佧併佲佥 伴與但佩佧併佲佥 伶。吾人可輕易看出，李中志教授

在伶月伱估日臉書首度展示，並經由民進黨籍立委王定宇於次日在其臉書轉傳的博士証

書，確實與蔡總統一個月後在佄佣佡佲佤所展示的，是屬於同一份：差別只是一份為証書

拷背版，另一份為原件。這兩份無論校徽，內容，編排，簽名，以及日期全部一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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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佩佧併佲佥 伵伺 蔡英文在佄佣佡佲佤總部展示所謂的佌体佅博士証書伨一伩，取自其個人臉書，伷伯伱估伯伲估伱伹

樣。

然而，李中志教授既不是蔡總統府內幕僚，也不是民進黨黨主席，秘書長，或發言

人，蔡總統何以讓這麼私密的博士証書先行展示在李中志的個人臉書呢？動機何在？

蔡總統是不是應有所說明？是不是擔心若自己先直接展示，恐怕會冒著証書真偽被立

即識破所帶來的政治與法律風險？因此，蔡總統是不是在藉著試探一段時間後，看看

追查論文與學位者是否擁有足以構成威脅的証據力？要不然，吾人實在無法理解，為

什麼李中志教授與蔡總統相隔一個月，一前一後分別展示同一份博士學位証書？

但不管蔡總統如何謹慎，我們終於等到杜鵑啼了：我們總算已看到她在佄佣佡佲佤總部

手執一份署名「佉佮佧伭佗佥佮 佔佳佡佩」的博士學位証書原件。就本調查的進展言，蔡總統這

個動作太重要了。手拿証書這個動作已使整個情況不可逆轉，讓蔡總統已不再有機會

去否認李中志早在伶月伱估日所展示的拷背版証書。

伳伮伳 蔡蔡蔡總總總統統統與與與李李李中中中志志志相相相隔隔隔一一一個個個月月月展展展示示示同同同一一一件件件膺膺膺品品品

在此，再強調一次，蔡總統在佄佣佡佲佤手拿的那份博士証書是一件膺品。若是真品，

証書上的簽名應該是伱伹伸伴年的副校長伨佖佩佣佥 佃佨佡佮佣佥佬佬佯佲伩佒佡佮佤佯佬佰佨 佑併佩佲佫；然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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佴

但佩佧併佲佥 伶伺 蔡英文在佄佣佡佲佤總部展示所謂的佌体佅博士証書伨二伩，取自其個人臉書，伷伯伱估伯伲估伱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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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看到的卻是佁佤佲佩佡佮 体佭佩佴佨伨見但佩佧併佲佥 伶伩。按佁佤佲佩佡佮 体佭佩佴佨擔任副校長是最近在伲估伱伲伭

伲估伱伸的伷年期間，這位甫卸任不久的副校長怎麼可能簽名在一份伳伵年前的學位証書上！

既然簽名不對，如何會是真品呢？

在蔡總統親自展示証書原件後，不到一個星期，台大法律系名譽教授賀德

芬伷月伱伲日在「政經關不了」公開指控，蔡總統在佄佣佡佲佤總部手拿的博士學位証書是偽

造的。7 這項指控已由彭文正教授之前的間接挑戰升高為直接挑戰。本調查完全支持

這項指控，因為早在民進黨總統初選期間，本調查就已充分掌握彭文正與賀德芬兩位

教授所提的証據。本報告會呈現這些証據，並做進一步解析。

賀德芬教授的指控是何其嚴肅重大，攸關一個既是學者也是最高權力者的「學術誠

實」，「法律遵守」，以及「政治誠信」三者。然而，蔡總統本人迄今仍未有任何回

應。

有趣的是，佌体佅台灣研究計劃主任施芳瓏（伨但佡佮佧伭佌佯佮佧 体佨佩佨伩與民進黨立委王定

宇，都不約而同在他們各自的臉書辯稱：蔡總統在佄佣佡佲佤手拿的博士証書是伲估伱伵年補

發的，所以是由當時的副校長佁佤佲佩佡佮 体佭佩佴佨簽名。在此，我們要問，對於施芳瓏與王

定宇所提的辯護理由，蔡總統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又，蔡總統不是在伲估伱伲與伲估伱伶兩

年參選總統時才分別繳驗過學歷証件嗎？怎麼又需要補發呢？再說，關於學位証書的

補發，校方有一定的嚴格程序。蔡總統手拿簽名不對的証書，真的是來自校方的補發

嗎？這些問題，蔡總統真的可以迴避，而不向台灣人民交代清楚嗎？

追論文，論文不見，要隔了伳伵年才提繳至佌体佅圖書館；而好不容易論文在佌体佅圖書

館上架了，卻又是設置重重不尋常的限制。追博士學位証書，証書也不見；而好不

容易拿出証書，卻又是証書簽名不對。上述蔡總統佌体佅博士論文與學位証書的種種謎

團，疑雲重重，持平的說很難通過一般人的常識這一關。儘管蔡總統迄今還是沒有出

面說明清楚，但陽光已慢慢地照進來了，真相終會大白。

伴 本本本調調調查查查報報報告告告的的的直直直接接接挑挑挑戰戰戰：：：真真真博博博士士士，，，還還還是是是假假假博博博士士士？？？

本調查已取得相當多的關鍵証據，我們要直接挑戰蔡總統佌体佅博士學位証書究竟是真

品，還是偽造的膺品？簡單說，就是真博士，還是假博士？本調查也發現，佌体佅與

7詳參此一集余佯併佴併佢佥節目：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R1lfmILYSA。余佯併佔併佢佥發表日期
是伷伯伱伳伯伲估伱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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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內部，特別是負責公共關係的部門，企圖掩護蔡總統，並藉由片面釋出

與佌体佅專責單位相違的訊息，經佌体佅「台灣研究計劃」主任施芳瓏在臉書轉傳，再由

一些台灣媒體裝扮成佌体佅或倫敦大學的官方說法，最後以不專業且不準確的訊息提供

給台灣人民。在本報告裡，我們會慢慢地讓証據說話。我們深信，學術誠實與政治誠

信是現代文明社會普遍堅持的信念與價值。

在讓証據說話前，本報告接著要先談談有關佌体佅的北非研究計劃，台灣研究計劃，

以及博士授與的程序。這些機構面與制度面的了解，對本報告稍後証據的呈現與解析

會有所幫助。

伵 佌体佅的的的北北北非非非研研研究究究計計計劃劃劃與與與格格格達達達費費費博博博士士士論論論文文文醜醜醜聞聞聞

首先，要提醒大家應注意到十餘年前，佌体佅曾發生過國際性的所謂『格達費博士論文

醜聞』。這個醜聞，重創了英國這所名校的聲譽。8 當時，佌体佅曾接受一筆伱伵估萬英鎊

來自非政府組織格達費基金會伨佔佨佥 低佇住 佇佡佤佤佡伌 但佯併佮佤佡佴佩佯佮伩的捐款，並以這筆款項

成立了『北非研究計劃』伨低佯佲佴佨 佁佦佲佩佣佡 佒佥佳佥佡佲佣佨 佐佲佯佧佲佡佭佭佥伩。這個基金會是前利比

亞強人格達費的兒子体佡佩佦 佡佬伭佉佳佬佡佭 佇佡佤佤佡伌所經管，而這位強人的兒子也正是佌体佅哲學

系的博士生，並於伲估估伸年取得佌体佅博士學位。

不過，他的論文後來被發現是有人代寫，並涉及抄襲。由於這個論文醜聞事件，加

上複雜的國際金錢關係，英國政府成立了由前高等法院法官伨佌佯佲佤 佃佨佩佥佦 佊併佳佴佩佣佥伩佌佯佲佤

佗佯佯佬佦領導的獨立調查小組，準備進行調查。結果導致佌体佅的院長伨佄佩佲佥佣佴佯佲伩 体佩佲伮

佈佯佷佡佲佤 佄佡佶佩佥佳於伲估伱伱年伳月伳日辭職，以示負責，而『北非研究計劃』也遭撤銷。

沒錯，佌体佅的學術聲譽是世界一流的，但並不表示它在行政管理決策方面是不可挑

戰的。否則，也不會有格達費博士論文醜聞的發生。

伶 佌体佅的的的台台台灣灣灣研研研究究究計計計劃劃劃主主主任任任也也也參參參與與與掩掩掩護護護

巧合的是，佌体佅在更早之前的伲估估伳年成立了『台灣研究計劃』伨佔佡佩佷佡佮 佒佥佳佥佡佲佣佨

佐佲佯佧佲佡佭佭佥伩。本人不知佌体佅這個研究計劃是否有收受來自台灣方面的捐獻資金，不

8 詳參：伨伱伩英國衛報 佔佨佥 佇併佡佲佤佩佡佮， 估伳 位佡佲佣佨 伲估伱伱， 佌体佅 佨佥佡佤 佱併佩佴佳 佯佶佥佲 佇佡佤佤佡伌 佳佣佡佮佤佡佬；以及伨伲伩維
基百科報導，https://en.wikipedia.org/wiki/London_School_of_Economics_Gaddafi_li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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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已注意到這個研究計劃的主任施芳瓏（佄佲伮 但佡佮佧伭佬佯佮佧 体佨佩佨伩最近動作頻頻，經常

發表言論在她的臉書及時在第一時間為蔡總統辯護，再很快地由台灣的一些媒體轉

載。施芳瓏主任當然有權對外發表看法，但她在佌体佅的職掌與論文或學位發放無關，

其發言內容經常逾越應有的分際，不免令人產生一些聯想。

茲舉最近一例說明台灣有些媒體如何配合施芳瓏釋出的言論，蓄意扭曲阻隢整個事

件的調查。首現台灣的自由時報伷月伱伲日以自由心証與不負責的聳動標題「反英獨派硬

拗畢業證書造假 佌体佅主任：別再搞政治鬥爭」發文，再片面以施芳瓏主任臉書的貼文

為本，做整個事件一面倒的扭曲報導。9 例如：

伱伮 佌体佅的台灣計劃主任施芳瓏的臉書貼文明明說，蔡英文在佄佣佡佲佤展示的博士証書

是伲估伱伵年所補發的，但自由時報卻改口說是伲估伱伲伭伲估伱伸期間所補發的。自由時報

何以要這麼做呢？

伲伮 施芳瓏主任說：「至於蔡英文為何不拿出伱伹伸伴年原始證書，這是她個人選

擇，佌体佅校方完全不過問，也不覺得有任何必要回覆這項質疑。」 關於這個說

法，本人想請施芳瓏主任好好了解一下佌体佅博士學位的補發要件與程序，不要為

了掩護蔡總統，而說一些不誠實與不專業的話術。任何腦袋有一點邏輯的人都知

道，蔡總統如果拿不出伱伹伸伴年的原始証書，原因只有三個：一，蔡總統根本就不

曾有過佌体佅的博士學位；二，蔡總統的學位証書遺失了；三，蔡總統的學位証書

遭毀損了。這那裡是個人選擇的問題，簡直不知所云！蔡總統是不是伲估伱伵年申請

補發証書，不是施主任一個人說了算，而是要蔡總統與校方同時拿出正式補發文

件來！

伳伮 施芳瓏主任強調：「無論補發的原因是什麼，都完全符合個人經驗法則，如果外

界仍有質疑，那就連帶地懷疑起倫敦大學各學院逾百年的學術公信力。」其實，

証書補發有英國校方規定的要件與程序，施芳瓏主任提到「 完全符合個人經驗

法則」與「懷疑起倫敦大學各學院逾百年的學術公信力」，本人還是一句話：不

知所云！

按本調查的觀察，台灣研究計劃主任施芳瓏不過是在蔡總統與倫敦大學／佌体佅之間

扮掩穿針引線的角色罷了。她在台灣研究計劃的職掌與論文或學位的頒發無關，她的

9 詳參：自由時報，估伷伯伱伲伯伲估伱伹，反英獨派硬拗畢業證書造假 佌体佅主任：別再搞政治鬥爭

伱伶



發言如何能代表倫敦大學或佌体佅呢？ 但為什麼要頻頻介入，利用不實訊息配合台灣媒

體帶風向，以干擾蔡總統學位問題的調查？難道就沒有利益衝突的顧慮嗎？

伷 倫倫倫敦敦敦大大大學學學佌体佅博博博士士士學學學位位位的的的頒頒頒發發發程程程序序序與與與規規規定定定

現在讓我們稍停下來審視一下佌体佅博士學位的頒發程序與規定，接著我們會開始攤開

與剖析本調查已掌握的訊息。要瞭解這些訊息之前，我們應注意到佌体佅與倫敦大學是

維持一種類似邦聯的組織關係。而且，伲估估伷伭伲估估伸學年度是組織關系變化的起點，使得

倫敦大學的運作由權力集中化走向分權化。

權權權力力力集集集中中中化化化組組組織織織 在在在伲估估伷伭伲估估伸學年度之前，倫敦大學體系內所有各學院的學位都是

由倫敦大學頒發。當時，所有博士侯選人在通過論文的辯護口試後，都必須按規定提

繳一份最後定稿的博士論文至倫敦大學的 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伨吾人或可稱之為作總

圖書館伢伩。同時，另一份相同的論文也必須提繳至倫敦大學的另一圖書館，即高等法

律研究院伨佉佮佳佴佩佴併佴佥 佯佦 佁佤佶佡佮佣佥佤 佌佥佧佡佬 体佴併佤佩佥佳伩圖書館。

高高高度度度分分分權權權化化化組組組織織織 但但但自伲估估伷伭伲估估伸學年度開始，佌体佅等於是分離於論敦大學的一所獨

立大學，所有博士侯選人在通過論文的辯護口試後，都不須再按過去的規定提繳一份

最後定稿的博士論文至倫敦大學的 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而且儘管學位証書上仍繼

續保留有倫敦大學副校長伨佖佩佣佥 佃佨佡佮佣佥佬佬佯佲伩的簽名，佌体佅的所有學位都改由佌体佅自己負

責頒發。

蔡總統是早期就讀佌体佅的博士班，故必須照規定走完過去權力集中化年代的論文口

試與提繳的最後一道程序。換言之，蔡總統當年必須在通過口試後，照規定繳交最後

定稿的博士論文至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同時再送另一份相同的論文至高等法律研究

院圖書館，她才有可能拿到倫敦大學所頒發的博士學位証書。

不過，由於朝向高度分權化發展，倫敦大學的總圖書館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的圖

書蒐索系統雖然仍保存所有早期繳交博士論文的正式典藏紀錄，但已不再存放所有紙

本論文，而是全部移至倫敦大學各學院伨包括佌体佅伩的圖書館分別存放。

伱伷



但佩佧併佲佥 伷伺 調查人佈佷佡佮 佌佩佮詢問電郵，伵伯伲伹伯伲估伱伹

伸 呈呈呈現現現與與與剖剖剖析析析本本本調調調查查查取取取得得得來來來自自自多多多方方方面面面的的的証証証據據據

這份調查報告的完成，主要是根據本人透過電子郵件有系統地詢問佌体佅與英國倫敦大

學的相關專責部門人員，而本人也為一些特定問題諮詢過大英圖書館伨佂佲佩佴佩佳佨 佌佩佢佲佡佲佹伩

相關人員。 在取得的重要訊息中，有些是特別在引用英國資訊自由法下而取得。 蔡

總統真的是佌体佅法學博士，還是在長期欺騙下偽裝的假博士？這是本調查提出的直

接挑戰。本人於今年伵月伲伹日發出第一封電郵至佌体佅圖書館，首度正式展開調查伨詳

見但佩佧併佲佥 伷伩

我們現在就開始逐一呈現與剖析本調查取得的四大証據：

伱伮 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 從未收到過蔡英文的論文；

伲伮 蔡英文手拿展示的博士証書是偽造的膺品；

伳伮 唯獨蔡英文例外，伱伹伸伴年度伱估伵個博士都有正式論文紀錄；

伴伮 大英圖書館蔡英文論文紀錄是伲估伱伵年伶月才新登錄的。

這些政據足以証明蔡總統並沒有在伱伹伸伴年取得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學位，更可証

明佌体佅與倫敦大學公關部門說謊與試圖掩護蔡英文的欺騙行為。

伱伸



但佩佧併佲佥 伸伺 佌体佅研究支援服務處圖書館助理佒伮住伮女士電郵，伶伯伴伯伲估伱伹

伸伮伱 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 從從從未未未收收收到到到過過過蔡蔡蔡英英英文文文的的的論論論文文文

本人於今年伵月伲伹日發出第一封電郵至佌体佅圖書館，首度正式展開調查伨詳見但佩佧併佲佥

伷伩。本人的第一封電郵主要在問佌体佅圖書館人員伨詳見但佩佧併佲佥 伷伩： 為什麼大英圖書館

的佅佔佨住佳的圖書蒐索系統有蔡總統的佌体佅博士論文紀錄，但為什麼佌体佅圖書館的圖書

蒐索系統都找不到？

很快地在一個星期內，本人收到來自佌体佅研究支援服務處的圖書館助理佒伮住伮女

士伶月伴日的電郵回函伨詳見但佩佧併佥 伸伩。這封回函讓本調查取得重大發現，因為該研究支

援服務處的圖書館助理清楚而且一點也不含糊地說：

伱伮 佌体佅圖書館從來就沒有收藏過佉佮佧伭佗佥佮 佔佳佡佩伨蔡英文伩的博士論文；

伲伮 倫敦大學的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顯然從未收到過蔡英文的博士論文；以及

伳伮 在倫敦大學的高等法律研究院伨佉佁佌体伩圖書館也找不到這本論文。

佌体佅研究支援服務處的圖書館助理佒伮住伮女士提供的訊息非常明確，也非常重要。現

在大家明白了：蔡總統的博士論文，無論是紙本，或是數位電子檔，或是圖書收藏紀

伱伹



但佩佧併佲佥 伹伺 調查人佈佷佡佮 佌佩佮詢問電郵，伶伯伴伯伲估伱伹

錄，根本就不存在於倫敦大學內部所有的圖書館，包括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伬 佉佁佌体圖

書館，以及佌体佅圖書館。前面提到，這個重大訊息已經由曹長青先生伶月伱伱日在台灣媒

體揭露。10

這位助理同時在伶月伴日的電郵更指出：在早期所有的博士學位都是在倫敦大學的頭

銜下頒發，而博士論文第一須先送繳至倫敦大學的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並且另一

份相同的論文也須依照法律規定送繳至倫敦大學的高等法律研究院伨佉佁佌体伩圖書館。然

而，這兩個圖書館完全沒有蔡英文博士論文的紙本與其收藏紀錄，更遑論是佌体佅圖書

館。

如本報告前面已提過，蔡總統才於今年伶月伲伸日將一份傳真論文送到佌体佅圖書館，

並新裝訂成冊收藏於該館，首度成為伳伵年來佌体佅圖書館搜索系統可尋獲的物件。這個

情形不啻為佒伮住伮女士所提供訊息下了最佳的註解。

很清楚，佒伮住伮女士伶月伴日的電郵暗示了：蔡英文當年並沒有完成繳交最後定稿論

文到校方圖書館，自然也就拿不到博士學位。

但為了慎重起見，本人收到佒伮住伮女士伶月伴日的電郵後，立刻於同一日再以電郵詢

問伨詳見但佩佧併佲佥 伹伩：為什麼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會同時消失於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佥佳 佌佩佢佲佡佲佹伬 佉佁佌体

佌佩佢佲佡佲佹伬 以及 佌体佅 佌佩佢佲佡佲佹這三個有關的圖書館？這位佌体佅研究支援服務處的圖書館助

理於伶月伶日再回覆說伨詳見但佩佧併佲佥 伱估伩：恐怕已沒有進一步訊息可以奉告，上述三個圖

書館已做澈底地搜尋，但都找不到這本論文。

10詳見：附註 伲。

伲估



但佩佧併佲佥 伱估伺 佌体佅研究支援服務處圖書館助理佒伮住伮女士電郵，伶伯伶伯伲估伱伹

伸伮伲 蔡蔡蔡英英英文文文手手手拿拿拿展展展示示示的的的博博博士士士証証証書書書是是是偽偽偽造造造的的的膺膺膺品品品

前面提到佒伮住伮女士伶月伴日的回覆電郵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証據，不僅逼出了蔡英文高度

機密的論文，更逼出了蔡英文伷月伱估日手拿公開展示偽造的博士証書伨詳見但佩佧併佲佥 伶伩。

當蔡英文親自手拿展示的証書時，她其實是心虛的。因此，在過去一個月的時間裡，

這份偽造的証書是先提前於伶月伱估日在李中志教授的個人臉書做試探性的揭露。這份証

書之所以是一件偽造的膺品有三個原因：

第一，蔡英文聲稱自己是伱伹伸伴年取得佌体佅法學博士學位，但她手拿展示的証書簽名

不是來自當時的倫敦大學副校長佒佡佮佤佯佬佰佨 佑併佩佲佫，卻是來自伲估伱伲伭伲估伱伸期間擔任副校長

的佁佤佲佩佡佮 体佭佩佴佨。為了証明這一點，本調查自維基百科取得了一份倫敦大學歷屆副校

長名單供大家參考伨見佔佡佢佬佥 伱伩。

第二，佌体佅台灣研究計劃主任施芳瓏與民進黨立委都替蔡英文辯護說：蔡英

文伷月伱估日手拿的証書是伲估伱伵年補發伨佒佥佰佬佡佣佥佭佥佮佴伩的，但這樣的辯護是沒有辦法改變

這份証書是偽造的事。本人其實早在李中志教授一個月前於伶月伱估日在其個人臉書展示

同一份偽造的証書時，就即時以電郵詢問倫敦大學學位証書產製室，而該証書產製室

主管佔伮佂伮女士很快地於伶月伱伲日以電郵回覆，並明確地作如下說明：

伲伱



佔佡佢佬佥 伱伺 倫敦大學歷屆副校長伨佖佩佣佥 佃佨佡佮佣佥佬佬佯佲佳伩名單，取自維基百科

作學位証書的補發伨佲佥佰佬佡佣佥佭佥佮佴伩必須在經証明遺失或意外毀損的情況下，才

可以辦理。而且補發的証書當然還是與原始証書佩佤佥佮佴佩佣佡佬伨完全相同伩，例

如：相同的文書，相同的簽名等。伢

佌体佅台灣研究計劃主任施芳瓏曾替蔡總統辯護說：「至於為什麼蔡總統不拿出原

始証書？這是她個人的選擇，佌体佅校方完全不過問，也不覺得有任何必要回覆這項質

疑。」這位主任又說：「無論補發的原因是什麼，都完全符合個人經驗法則，如果外

界仍有質疑，那就連帶地懷疑起倫敦大學各學院逾百年的學術公信力。」

如果對照一下上述倫敦大學學位証書產製室主管的清晰又專業的說明，本調查對

於佌体佅台灣研究計劃主任施芳瓏的這番信口開河辯護，是深不以為然。本人建議施芳

瓏主任仔細研讀一下本報告提供的佌体佅學位証書補發申請表與說明伨附件 佁伩。

第三，在蔡英文著《 洋蔥炒蛋到小英便當：蔡英文的人生滋味》這本伲估伱伱年出版

的書裡提到，她的論文口試得到教授們的高度肯定，因而決定於伱伹伸伴年授與她佌体佅法

學博士學位，並在上面加註她對於國際貿易有很強的學術背景。然而，蔡總統伷月伱估日

伲伲



但佩佧併佲佥 伱伱伺 倫敦大學學位証書產製室主管佔伮佂伮女士電郵，伶伯伱伲伯伲估伱伹

手拿的証書上面，並沒有所謂「她對於國際貿易有很強的學術背景」的加註。11

很清楚，由上述三個原因觀察，蔡總統手拿展示的博士証書應是一件偽造的膺品。

按照伶月伱伲日佔伮佂伮女士的電郵，倫敦大學學位証書產製室是不可能發出一個與原始証書

不一樣的補發証書。這個問題是非常嚴重的，所謂的補發証書究竟是來自何處，不僅

蔡總統有嚴重法律責任，而且李中志教授也很難擺脫連帶責任的關係，除非他完全不

知情。即便倫敦大學的某些單位主管想要違法掩護，而逕自承認該偽造証書確實是由

倫敦大學的學位証書產製室發出。那麼請蔡總統提出補發過程的正式申請文件，也請

倫敦大學校方同時也提出發給蔡總統的正式補發受理通知書，否則是完全沒有公信力

的。

伸伮伳 唯唯唯獨獨獨蔡蔡蔡英英英文文文例例例外外外，，，伱伹伸伴年年年度度度伱估伵個個個博博博士士士都都都有有有正正正式式式論論論文文文紀紀紀錄錄錄

前述佌体佅研究支援服務處圖書館助理佒伮住伮女士伶月伴日毫不含糊地揭露蔡英文從未按

照規定繳交論文至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與佉佁佌体 佌佩佢佲佡佲佹，這就等於說蔡總統並沒有

在伱伹伸伴年取得佌体佅法學博士學位。12 從此，本調查的重點開始轉向博士証書的真偽

11當然，也有可能是蔡英文在《 洋蔥炒蛋到小英便當：蔡英文的人生滋味》這本書裡早已經說謊，連博
士証書都不存在，何來「加註」一事。

12任何博士侯選人在通過論文口試後，一定必須提繳最後定稿的論文至大學指定圖書館，才算真正完成最
後一道程序。這一道程序走完，大學才會進行準備頒發博士學位証書。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世界上
任何水準以上的大學都是如此。

伲伳



但佩佧併佲佥 伱伲伺 佌体佅通聯處媒體關係主管佄伮住伮先生電郵，伶伯伱伴伯伲估伱伹

問題，但佌体佅研究支援服務處圖書館助理佒伮住伮女士也開始不再回答本人後續的電

郵詢問。終於在伶月伱伴日，改由佌体佅通聯處的媒體關係主管佄伮住伮先生以電郵回覆 伨詳

參但佩佧併佲佥 伱伲伩。

這位公關主管在伶月伱伴日的電郵提出與專責單位佒伮住伮女士伨研究支援服務處圖書館助

理伩完全相反的訊息。這位公關主管佄伮住伮先生說：根據倫敦政經學院與倫敦大學的「紀

錄」伨佲佥佣佯佲佤佳伩，蔡英文在伱伹伸伴年獲頒法學博士學位，而且學生紀錄也顯示蔡英文有繳

交論文。這位主管顯然在撒謊！現在讓我們來一一檢視他在同一份電郵所提的「証

明」：

這位主管的第一個証明是，佉佮佧伭佗佥佮 佔佳佡佩伨蔡英文伩的名字出現在他所提供的伱伹伸伳伭

伱伹伸伴學年度獲頒博士的佌体佅畢業生名單中。這份名單是影印的，是以電郵夾帶傳送給

本人，並已成為本報告的附件佂，以供參考。

根據這份名單，佌体佅在伱伹伸伳伭伸伴學年度有伱估伷個畢業生伨包括蔡英文伩，其中有伳個是

法學伨佌佡佷伩博士，伶個是藝術伨佁佲佴佳伩博士，其餘伹伸個都是經濟學伨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伩博士。本

人透過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的線上圖書檢索系統，針對這伱估伷個畢業生進行論文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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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由於名單很長，本人特將此伱估伷個畢業生的搜尋結果分別摘要在三個統計表伨詳

見佔佡佢佬佥 伲，佔佡佢佬佥 伳，佔佡佢佬佥 伴伩。 為了方便分析，每一張表伨佔佡佢佬佥伩上面均提供線上連

結伨佬佩佮佫伩，讀者可以點擊每一個畢業生的「佬佩佮佫」，以查看該畢業生在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的論文收藏紀錄。如果有紀錄的話，則表示這一個畢業生的論文在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的圖書目錄是一個可搜索伨佳佥佡佲佣佨佡佢佬佥伩的著作。這樣的搜索結果就標示在

統計表上作佳佥佡佲佣佨佡佢佬佥伢這一欄伨余佥佳或低佯伩。

本調查有注意到，在伱估伷個表列的博士畢業生中，有一個畢業生伨佐佡併佬佩佮佥 但佲佡佮佣佥佳

佃佲佥佡佳佥佹，佔佡佢佬佥 伲伩的博士學位於伱伹伹伲年被註銷。只要點擊此一佌体佅圖書館的搜索連

結 佌体佅 佬佩佮佫，大家就可看到這個情形。因此，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已不再留存這

位伱伹伸伴年畢業生的論文紀錄。

在剔除上述被註銷博士學位後的伱估伶個畢業生中，本調查發現：唯獨佉佮佧伭佗佥佮

佔佳佡佩伨蔡英文）例外，每一個畢業生在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的圖書搜索系統都有完整

論文收藏紀錄。本調查搜索的結果証明，佌体佅研究支援服務處圖書館助理佒伮住伮女士是

對的，而佌体佅那一位公關主管佄伮住伮先生則顯然是企圖以說謊來掩護蔡英文。

另外，在此伱估伶個表列博士畢業生中，有伳個是屬於佌体佅法律系。他們是佊佯佳佥 佅佮伭

佲佩佱併佥 位佯佬佩佮佡 佖佥佧佡伨佔佡佢佬佥 伳伩伬 位佩佣佨佡佥佬 但佲佡佮佣佩佳 体佭佩佴佨伨佔佡佢佬佥 伴伩伬以及佉佮佧伭佗佥佮 佔佳佡佩伨佔佡佢佬佥

伴伩。 按照當時的法規，除了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伬這些法學博士論文也必須提繳至倫

敦大學的高等法律研究院伨佉佁佌体伩圖書館典藏。很遺憾，還是唯獨蔡英文例外，其他兩

位法律系畢業生都可輕易地在佉佁佌体的圖書搜索系統，找到他們的博士論文收藏紀錄。

不僅如此，這兩位法學博士的論文紙本也都收藏在佉佁佌体圖書館。大家若想檢驗本報告

的說法是否正確，可試著點擊下面伳個連結就可明白：

• 位佯佬佩佮佡 佖佥佧佡伬 佊佯佳佥 佅佮佲佩佱併佥 佛佬佩佮佫佝

• 体佭佩佴佨伬 位佩佣佨佡佥佬 但佲佡佮佣佩佳 佛佬佩佮佫佝

• 佔佳佡佩伬 佉佮佧伭佗佥佮 佛佬佩佮佫佝

上述圖書搜索系統測試的結果，証明蔡英文的情形實在是獨特到我們沒辦法接受她

曾經在伱伹伸伴年通過論文口試，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搜索的結果在在証明，不僅蔡英

文說謊，佌体佅的公關主管也在說謊！

在此，我們必須強調，佌体佅通聯處的媒體關係主管佄伮住伮先生所提供的伱伹伸伳伭伸伴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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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畢業生名單伨詳參附件佂伩並沒有令人信服的証據力，何況，誠如前面所提，伱伹伸伴年

畢業生中畢竟也有一位後來於伱伹伹伲年被註銷博士學位。

本報告所做的分析是以事實做基礎，但為防倫敦大學或倫敦政經學院內部某些行

政單位在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或佉佁佌体 佌佩佢佲佡佲佹的線上圖書搜索系統做手腳，以擾亂本

報告分析的正確性，本人所有的線上搜索結果，都保留有一份影像檔伨佳佣佲佥佥佮佳佨佯佴佳 佯佲

佩佭佡佧佥 伌佬佥佳 伩，以供存証。

伸伮伴 大大大英英英圖圖圖書書書館館館蔡蔡蔡英英英文文文論論論文文文紀紀紀錄錄錄是是是伲估伱伵年年年伶月月月才才才新新新登登登錄錄錄的的的

我們現在來檢視第伴個証據，而這個証據也會証明：佌体佅通聯處的媒體關係主管佄伮住伮先

生在伶月伱伴日的電郵說了第二個謊話伨詳參但佩佧併佲佥 伱伲伩。這位公關主管在電郵裡又

說：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清楚地收到蔡英文的論文，否則這份論文就不應已出現

在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的圖書目錄上，進而因此事實，這份論文也出現在大英圖書

館伨佔佨佥 佂佲佩佴佩佳佨 佌佩佢佲佡佲佹伩的圖書目錄。

但是前面第伳個証據的分析已充分地說明，伱伹伸伴年同時期的其他法學博士論文是既

出現在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的圖書目錄，也出現在佉佁佌体 佌佩佢佲佡佲佹的圖書目錄，而且這

些法學博士論文的紙本都為後者高等法律研究院圖書館伨佉佁佌体伩所典藏。然而，蔡英文

的論文，無論是收藏紀錄或是紙本，都無影無蹤。佄伮住伮先生的謊話扯得太大了！

又，這位佌体佅通聯處的媒體關係主管企圖以大英圖書館有蔡英文論文收藏紀錄的事

實，來反証蔡英文的確有在伱伹伸伴年繳交論文至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然而，本人在英

國資訊自由法的要求下，已自大英圖書館取得足以推翻這個反証的重大証據。

按大英圖書館的資訊法遵主管佊伮佃伮先生於伷月伱伸日以電郵回覆本人伶月伲伱日在援引英

國資訊自由法下所提出的一些相關詢問伨詳參附件佃伩，這些詢問主要有兩個重點：

• 第一，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是不存在於倫敦大學內部圖書館目錄，但為什麼大英圖

書館的搜索系統伨佅佴佨住体伩有該論文的收藏紀錄？

• 第二，究竟是誰讓這本論文的資訊進入大英圖書館的佅佴佨住体搜索系統？

這位資訊法遵主管的回覆主要在電郵的第二段伨如下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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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佗佥 佨佡佶佥 佣佯佮佳佩佤佥佲佥佤 佹佯併佲 佲佥佱併佥佳佴伬 佡佮佤 佣佡佮 佣佯佮伌佲佭 佴佨佡佴 佷佥 佨佯佬佤 佡 佲佥佣佯佲佤

佩佮 佅佔佨住体 佯佦 佴佨佥 佴佨佥佳佩佳 佢併佴 佮佯佴 佴佨佥 佦併佬佬 伌佬佥伮 佔佨佥 佲佥佣佯佲佤 佷佡佳 佡佤佤佥佤 佩佮 佊併佮佥

伲估伱伵 佢佹 佡 佭佥佭佢佥佲 佯佦 佳佴佡伋 佩佮 佲佥佳佰佯佮佳佥 佴佯 佡 併佳佥佲伧佳 佳佰佥佣併佬佡佴佩佶佥 佲佥佱併佥佳佴 佦佯佲

佴佨佥 佴佨佥佳佩佳伮 佗佥 佨佡佶佥 佡 佮佯佴佥 佯佮 佴佨佥 佅佔佨住体 佲佥佣佯佲佤 佳佴佡佴佩佮佧 佴佨佡佴 佴佨佥 佩佴佥佭 佩佳

你佭佩佳佳佩佮佧 佦佲佯佭 併佮佩佶佥佲佳佩佴佹伧伮 佗佨佥佮 佡佮 佩佴佥佭 佩佳 佮佯佴 佨佥佬佤 佢併佴 佡 佲佥佱併佥佳佴 佦佯佲 佩佴

佩佳 佭佡佤佥 佴佨佥 佅佔佨住体 佁佤佭佩佮 佔佥佡佭 佷佩佬佬 佣佯佮佴佡佣佴 佴佨佥 佩佮佳佴佩佴併佴佩佯佮 佴佯 佲佥佱併佥佳佴 佡

佣佯佰佹 佦佯佲 佤佩佧佩佴佩佳佡佴佩佯佮 佡佮佤 佩佴 佩佳 佬佩佫佥佬佹 佴佨佥 佩佮佳佴佩佴併佴佩佯佮 佷佨佯 佡佤佶佩佳佥佤 佴佨佥 佣佯佰佹

佷佡佳 佭佩佳佳佩佮佧 佷佨佩佣佨 佨佡佳 佲佥佳併佬佴佥佤 佩佮 佴佨佥 佮佯佴佥 佢佥佩佮佧 佰佬佡佣佥佤 佯佮 佴佨佥 佲佥佣佯佲佤伮

佔佨佥 佁佤佭佩佮 佔佥佡佭 佡佬佳佯 併佳併佡佬佬佹 佶佥佲佩伌佥佳 佲佥佱併佥佳佴佳 佴佯 佣佨佥佣佫 佴佨佥佹 佡佲佥 佶佡佬佩佤 佴佨佥佳佩佳

佴佩佴佬佥佳 佡佴 佴佨佥 佴佩佭佥 佯佦 佴佨佥 佲佥佱併佥佳佴伬 佨佯佷佥佶佥佲伬 佴佨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 佨佯佬佤佳 佮佯 佤佯佣併佭佥佮佴佡佲佹

佲佥佣佯佲佤佳 佯佦 佷佨佡佴 佣佨佥佣佫佳 佷佥佲佥 佣佡佲佲佩佥佤 佯併佴 佩佮 伲估伱伵伮伢

這這這位位位法法法遵遵遵主主主管管管上上上述述述的的的回回回覆覆覆明明明確確確地地地說說說：：：蔡蔡蔡英英英文文文的的的博博博士士士論論論文文文的的的圖圖圖書書書目目目錄錄錄是是是2015年年年6月月月

新新新登登登錄錄錄，，，因因因而而而才才才進進進入入入大大大英英英圖圖圖書書書館館館的的的EThOS系系系統統統。而大英圖書館之所以這麼做，是因

為當時有人在查詢蔡英文的博士論文，所以該圖書館的館員乃向倫敦政經學院圖書館

諮詢這本論文的下落。13

一個令人不解的問題是，在當時伨伲估伱伵年伶月伩倫敦大學內部圖書館並無收藏蔡英文

論文任何紀錄的情形下，倫敦大學方面伨包括佌体佅圖書館伩是如何能向大英圖書館提報

該論文的圖書目錄？本人可以想到的理由是，當時台灣方面已有人在查詢蔡英文的論

文，而倫敦大學方面已有動作在掩護蔡英文。但不管如何，若有人還想要以大英圖書

館有蔡英文論文的圖書目錄資料，以証明該論文是曾經存在於倫敦大學內部，邏輯上

是根本無法成立。至若佌体佅或倫敦大學方面若還要以大英圖書館的圖書目錄來說謊掩

護蔡英文，恰恰凸顯他們迄今仍拿不出正式文件，以回應本調查的直接挑戰。

伹 本本本調調調查查查的的的總總總結結結論論論與與與法法法律律律程程程序序序正正正義義義訴訴訴求求求

在呈現與剖析本調查的多方面証據後，現在我們要摘述我們的總結論，倫敦大學與倫

敦政經學院的說謊掩護，以及我們的法律正義訴求。

13電郵裡雖僅提到伢佴佨佥 佩佮佳佴佩佴併佴佩佯佮伢，但這個英文名詞顯然是指倫敦政經學院伨佌体佅伩圖書館，因為新登錄的
目錄確實是說：蔡英文的論文存放於佌体佅圖書館，而且上頭註明作禁閱伢伨伢佲佥佳佴佲佩佣佴佥佤 佡佣佣佥佳佳伢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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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佩佧併佲佥 伱伳伺 倫敦大學的資料保護暨法遵主管佋伮佇伮先生電郵，伶伯伱伹伯伲估伱伹

伹伮伱 源源源自自自於於於証証証據據據的的的結結結論論論

經由上述多方面証據交叉顯示，本報告的總結論很清楚：蔡總統並沒有在伳伵年前

的伱伹伸伴年取得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學位。蔡總統當年的學生身份至多是「已完成論

文，但未通過論文辯護口試」的博士侯選人而已。

要不然，如何解釋為什麼伱伹伸伴年畢業的伱估估多名倫敦政經學院當時的新科博士，每

一位在倫敦大學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裡都有正式的博士論文收藏目錄資料，唯獨蔡

英文沒有？又，如何解釋為什麼伱伹伸伴年畢業的新科法學博士，每一位在倫敦大學高等

法律研究院伨佉佁佌体伩裡，既有博士論文收藏目錄資料，又有存放該論文的紙本，以供借

閱，唯獨蔡英文沒有？

伹伮伲 英英英國國國校校校方方方公公公關關關單單單位位位說說說謊謊謊掩掩掩護護護

本調查發現，英國校方的行政管理階已經在進行說謊，以期遮蓋蔡總統並未曾取

得佌体佅法學博士的真相。佌体佅台灣計劃主任施芳瓏最近曾說：外界如再懷疑，等於是

在挑戰倫敦政經學院百年來樹立的學術地位。這根本是施芳瓏想要參與掩護，又掩飾

不了自己欲蓋彌彰的心虛。本調查何曾懷疑過佌体佅的學術地位？

伲伸



但佩佧併佲佥 伱伴伺 倫敦大學的對外關係副主任佂伮佒伮女士電郵，伷伯伱伹伯伲估伱伹

英國校方公關單位說謊掩護， 除了上述來自佌体佅通聯處媒體關係主管佄伮住伮先生

外，還包括倫敦大學的 資料保護暨資訊法遵主管佋伮佇伮先生與同一大學的對外關係副主

任佂伮佒伮女士。茲分別摘述如下：

第一，倫敦大學的 資料保護暨資訊法遵主管佋伮佇伮先生伶月伱伹日以電郵回覆本人提

出在英國資訊自由法下的訊問，他說伨詳參但佩佧併佲佥 伱伳伩伺「關於高等法律研究院伨佉佁佌体伩是

否曾收到蔡英文的博士論文一事，倫敦大學並沒有伱伹伸估年代論文的「任何正式收受紀

錄」伨佡佮佹 佦佯佲佭佡佬 佡佣佱併佩佳佩佴佩佯佮 佲佥佣佯佲佤佳伩，但是「通訊紀錄」伨佣佯佲佲佥佳佰佯佮佤佥佮佣佥 佲佥佣佯佲佤佳伩顯

示，体佈佌伨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伩曾在過去的某個時間點有將蔡英文的論文送過來

給佉佁佌体。然而，在佉佁佌体圖書館，這本論文現在找不到。」

如果倫敦大學這位法遵主管上面這段話不是謊話，什麼才是謊話？試問如果倫敦大

學沒有正式的論文收受的紀錄，那麼体佈佌與佉佁佌体伱伹伸伴年的論文圖書目錄資料伨蔡英文

除外伩又是什麼？那麼又要如何處理新學位証書的發放，以及日後舊証書遺失或毀損的

伲伹



但佩佧併佲佥 伱伵伺 倫敦大學的對外關係副主任佂伮佒伮女士電郵，伷伯伲伳伯伲估伱伹

補發？接著，本人以電郵進一步詢問：既然倫敦大學有當時的通訊紀錄，那麼佉佁佌体究

竟在過去那一個時間點收到蔡英文的博士論文？這一位法遵主管已不再回答；連續在

不同的日期去了三封電郵，還是不答！

第二，本人從未主動與倫敦大學的對外關係單位連繫，但伷月伱伹日，本人突然收

到來自這個單位副主任佂伮佇伮女士的電郵伨詳參但佩佧併佲佥 伱伴伩。接著，在本人回覆後，這

位佂伮佇伮女士又於伷月伲伳日發出另一封電郵伨詳參但佩佧併佲佥 伱伵伩。

這兩封電郵的唯一目的在強調，倫敦大學副校長的簽名僅保留伲估年。因此，除非一

個博士生是在最近伲估年內拿到學位，否則補發証書的簽名不再用原始的副校長簽名，

而一律改用証書補發當時現任副校長的簽名。很奇怪，負責對外關係的副主任竟然越

俎代庖，突然主動與本人接觸，並逕自反駁專責單位倫敦大學學位產製室主管佔伮佂伮女

士伶月伱伲日所發出的電郵伨但佩佧併佲佥 伱伱伩。

更奇怪的是，倫敦大學對外關係副主任的反駁電郵伨伷月伱伹日伩與倫敦大學學位產製

室主管的電郵伨伶月伱伲日伩竟然是相隔一個月以上！這位對外關係副主任到底在緊張什

麼，是因為突然有來自某方面勢力的交待嗎？

這位倫敦大學對外關係副主任佂伮佇伮女士又說：學位產製室主管之所以沒有提副校

長的簽名僅保留伲估年，是因為不知道本人在問的是伱伹伸伴年博士論文証書。事實上，本

人在伶月伱伲日收到學位產製室主管佔伮佂伮女士的第一封回覆伨詳參但佩佧併佲佥佳 伱伱伩後，即立刻

在同日發出致謝電郵伨詳參但佩佧併佲佥佳 伱伶伩，並順便提伱伹伸伴年學位的補發，但佔伮佂伮女士第

二封回覆電郵也沒有提副校長簽名僅保留伲估年的規定，僅想知道本人詢問的動機 伨詳

參但佩佧併佲佥佳 伱伷伩。

伳估



但佩佧併佲佥 伱伶伺 調查人佈佷佡佮 佌佩佮詢問電郵，伶伯伱伲伯伲估伱伹

鑑於倫敦大學與倫敦政經學院的公共關係單位，三番兩次發表與校方專責單位不同

的說法，本調查已對英國校方行政管理階層的公信力，有相當的保留，甚或有相當的

懷疑。本調查甚至擔心蔡總統博士學位真相的遮掩，有可能演變成另一個牽涉到台灣

與英國的國際醜聞。

伹伮伳 法法法律律律程程程序序序正正正義義義訴訴訴求求求伺三三三種種種不不不同同同的的的正正正式式式文文文件件件

我們歷經了伳個月的調查，也提出了蔡總統並沒有在伱伹伸伴年取得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

學位的總結論。我們尊重法律程序正義。如果有人想要挑戰本調查的總結論，請先問

一問蔡總統是否拿得出本報告開出的下列三種不同的正式文件：

伱伮 國立政治大學伨簡稱政大伩當年任聘蔡總統當副教授所繳驗的佌体佅博士學

位原始証書影本。如果政大也這麼巧遺失了，請由東吳大學，或中華民國中

央選舉委員會，或中華民國教育部補提供。

伲伮 蔡總統伲估伱伵年向倫敦大學的學位証書產製室伨佄佩佰佬佯佭佡 住伎佣佥伩申請補發，並經官

方認証伨佮佯佴佡佲佹伩的補發申請書，以及該學位証書產製室受理補發博士証書事宜而

發送給蔡總統的補發通知書。

伳伮 蔡總統當年博士論文的口試通過原始憑証伨即來自校方告知口試通過的通知

信函伩，或者倫敦大學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當年收受蔡總統按規定必須繳

交最後定稿論文的正式紀錄原始憑証。

如果蔡總統是貨真價實的佌体佅法學博士，提供上提三種正式文件，以昭公信，有什

麼困難呢？

伳伱



但佩佧併佲佥 伱伷伺 倫敦大學學位証書產製室主管佔伮佂伮女士電郵，伶伯伱伳伯伲估伱伹

伱估 總總總結結結

本報告鉅細靡遺地敘述了蔡英文總統博士論文與証書的謎團，也呈現與剖析本人兩個

多月來的調查結果。這個調查本不應花如此多的時間與心神，但在資訊不對稱下，關

鍵資訊是掌握在英國與台灣兩邊的校方，而且，個人資料有法律上的保護。因此，本

調查是困難的，是迂迴的。所幸，經由多方面管道的耐心諮詢，本調查掌握了相當有

力的証據力，足以揭開有關蔡總統倫敦政經學院法學博士學位的神密面紗。

不過，很遺撼，本調查的總結論是：蔡總統並沒有在伳伵年前的伱伹伸伴年取得屬倫敦

大學體系的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學博士學位。蔡總統當年的學生身份至多是「已完成論

文，但未通過論文辯護口試」的博士侯選人而已。

當然，對這個結果，本調查也不覺得意外。畢竟對任何一個博士生想要在大約兩年

的時程取得全球一流名校的博士學位，的確是高度困難的。以當時的博士生蔡英文來

說，她伱伹伸伳年完成博士論文的寫作。也就是說，從進入倫敦政經學院開始算，不到兩

年的時間，一本論文厚達伳伶伵頁加上伷伷伸個附註就可以那麼快速的完成！的確，很難想

像是如何辦得到？

不過，這本論文的收藏紀錄自始就不存在於倫敦大學內部所有圖書館。這一點也不

奇怪，因為蔡英文沒有通過論文辯護口試，自然也就沒有提繳最後定稿的論文到倫敦

大學圖書館。有人辯說大英圖書館的電子蒐索系統有蔡英文的論文紀錄，因此以此事

來反証論文應曾經存在校方圖書館過。但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大英圖書館的收藏

紀錄是伲估伱伵年伶月間才開始加入。為什麼是伲估伱伵年伶月間這個時間點呢？那是因為當時

伳伲



台灣方面已有人開始在查蔡總統論文的下落，而佌体佅內部也有人適時提報該論文資料

給大英圖書館。問題是佌体佅當時如何可能無中生有，將不存在的紀錄提報給大英圖書

館呢？如本報告在內文的剖析，這是佌体佅在違法掩護蔡總統的有力証據，而我們更擔

心蔡總統的論文與學位問題會不會最後演變成一件牽涉到英國與台灣的國際醜聞。

蔡英文帶著虛假的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光環，進入台灣學界與政界，並成為在台灣

擁有最高權力的政治人物。博士學位當然不是參選總統的必要條件，但長期謊報學歷

絕對是蔡英文在學術誠實與政治誠信上不可原諒的污點，也絕對是對台灣民主發展的

一大侮辱！

伳伳



低佡佭佥 佐佨佄佳 佯佦 佌体佅 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 体佥佡佲佣佨佡佢佬佥

伱伮 位佩佣佨佡佥佬 佈佯佰佥 佁佬佬佥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伮 佃佡佲佯佬佩佮佥 佁佮佳佴佥佹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伮 佇佨佯佬佡佭佲佥佺佡 佁佲佡佢佳佨佥佩佢佡佮佩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伴伮 位佡佲佩佡 佄佥佬 佒佯佳佡佲佩佯 佐佩佬佡佲 佁佲佥佺佡佧佡 佁佧併佩佲佲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伮 位併佨佡佭佭佡佤 住佭佡佲 佌佡佩佱併佥 佁佺佡佭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伮 体併佮佤佡佴 佂佡佬佫佡佲佡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伮 佈佥佬佥佮 佊併佬佩佡 佂佡佬佬佨佡佴佣佨佥佴 佁佲佴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伮 佅佩佬佥佥佮 佖佡佲佴佡佮 佂佡佲佫佥佲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伮 佄佩佡佮佥 佃佬佡佩佲佥 佂佡佲佯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估伮 佉佡佮 佊佡佭佥佳 佂佥佡佲佤佷佥佬佬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伱伮 佁佬佩佳佯佮 佌佥佥 佂佯佯佴佨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伲伮 体佴佥佰佨佥佮 佃伮 佂佯佳佷佯佲佴佨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伳伮 佐佡併佬 佅佤佷佩佮 佂佯佷佬佥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伴伮 佇佯佲佤佯佮 佈佩佬佡佲佹 佂佯佹佣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伵伮 佊佯佣佥佬佹佮 佁佬佹佳佥 佂佯佹佤佥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伶伮 佃佨佲佩佳佴佯佰佨佥佲 佊佯佨佮 佂佲佥佷佳佴佥佲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伷伮 佔併佲佮佥佲 佐佥佴佥佲 佄佯佫併佢佯伭佂佲佩佧佧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伸伮 佇佯佰佡 佃佨佯佷佤佨併佲佹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伹伮 位佡佲佣併佳 佖佩佡佮佡 佃佬佥佭佮佴佩佮佯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估伮 位佡佲佩佡 佁佭佡佬佩佡 佃佯佭佮佩佮佯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伱伮 佐佥佴佥佲 佄佯併佧佬佡佳 佃佯佮佧佤佯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伲伮 体佴佥佰佨佡佮佩佥 位佡佸佩佮佥 佃佯佯佰佥佲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伳伮 佇佥佲佡佬佤佯 位佡佧佥佬佡 佃佯佳佴佡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伴伮 佗佩佬佬佩佡佭 佈佡佲佡佬佤 佃佯佸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伵伮 佐佡併佬佩佮佥 但佲佡佮佣佥佳 佃佲佥佡佳佥佹 伨佲佥佶佯佫佥佤伩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低佯佴 佁佶佡佩佬佡佢佬佥 低佯
伲伶伮 佐佡佴佲佩佣佩佡 体併佳佡佮 佃佲佯佣佫佥佲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伷伮 佇佩佬佬佩佡佮 佈佯佰佥 佄佡佲佣佹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伸伮 佒佯佢佥佲佴佯 住佬佩佶佥佩佲佡 佄佥 佁佧併佩佡佲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伲伹伮 佃佡佲佬佯佳 佒佯佢佥佲佴佯 佄佥佬 低佥佲佯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估伮 但佲佡佮佣佯佩佳 佄佥佳 佒佯佳佩佥佲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伱伮 余佯佧佥佳佨 佌佡佸佭佡佮 佄佥佳佨佰佡佮佤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伲伮 佐佨佩佬佩佰 佊佯佨佮 佄佥佷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伳伮 佂佲佩佧佩佴佴佥 佄併佭佡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伴伮 佄佡佶佩佤 佄併佮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伵伮 位佡佲佹 佅佬佦佲佥佤佡 佅佡佴佯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伶伮 低佩佣佨佯佬佡佳 佐佨佩佬佩佰 但佡佬佫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伷伮 低佩佣佨佯佬佡佳 但佬佯佲佯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伸伮 佁佤佥佭佩佲 佇佥佢佡佲佡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伳伹伮 位佡佲佫 佁佮佤佲佥佷 佇佯佯佤佷佩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伴估伮 佃佨佡佲佬佥佳 佒佡佮佤佡佬佬 佇佲佡佮佴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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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佡佭佥 佐佨佄佳 佯佦 佌体佅 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 体佥佡佲佣佨佡佢佬佥

伴伱伮 佄佡佰佨佮佥 佃佬佡佲佥 位佡佲佹 佈佡佢佩佢佩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伬伱伹伸伵 余佥佳
伴伲伮 余佯佨佡佮佮佥佳 佈佡佢佴併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伴伳伮 佊佯佨佮 佅佤佷佡佲佤 佒佯佹 佈佡佲佧佲佥佡佶佥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伴伴伮 余併伭但佥佮佧 佈佯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伴伵伮 体佴佥佰佨佥佮 但佲佡佮佣佩佳 佊佯佮佥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伴伶伮 佄佡佶佩佤 位佡佲佴佩佮 佊佯佮佥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伴伷伮 佁佧佬佡佩佡 佇佥佧佯佲佧佩佯佳 佋佡佬佡佭佡佴佩佡佮佯併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伴伸伮 佊佯佨佮 佋佡佴佳佯併佬佡佣佯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伴伹伮 体佨佩佲佬佥佹 佐佡佴佲佩佣佩佡 佋佥佥佢佬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估伮 位佩佣佨佡佥佬 佐佡佴佲佩佣佫 佋佥佬佬佥佹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伱伮 佁佮佤佲佥佷 佊佯佨佮 佋佥佮佤佲佩佣佫 佁佲佴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伲伮 佋佨佯佮佧 佃佨佯 住佯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伳伮 佂佡佲佲佹佭佯佲佥 佊佯佨佮 佋佩佮佧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伴伮 体併佳佡佮 佇佩佮佡 佌佡佣佲佯佩佸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伵伮 佈佩佮佧伭位佡佮 佌佥併佮佧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伶伮 佃佨佲佩佳佴佯佳 佌佹佲佩佮佴佺佩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伷伮 佁佮佮佥 佌佯併佩佳佥 位佡佲佴佩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伸伮 佃佯佬佬佩佮 佗佩佬佬佩佡佭 位佥佡佤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伵伹伮 佊佯佨佮佮佹 佒佯佢佥佲佴佯 位佥佯佮佯 体佥佧併佲佡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估伮 佃佡佴佨佥佲佩佮佥 位佩佣佨佡佬佯佰佯併佬佯併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伱伮 佊佯佨佮 位佩佣佫佬佥佷佲佩佧佨佴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伲伮 佐佥佴佥佲 位佡佩佴佬佡佮佤 位佩佬佮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伳伮 佊佯佳佥 佅佮佲佩佱併佥 位佯佬佩佮佡 佖佥佧佡 佌佡佷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伴伮 佊佯佨佮 佈佡佬佳佴佥佡佤 位佯佯佲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伵伮 佌佯佲佥佮佺佯 位佯佲佥佮佯伭低佡佶佡佲佲佯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伶伮 位佡佲佹 体併佳佡佮佮佡 位佯佲佧佡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伷伮 佔佩佭佯佴佨佹 佊佯佨佮 位佯佲佲佩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伸伮 佌佹佮佤佡 佃佡佴佨佥佲佩佮佥 位佯併佮佴佦佯佲佤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伶伹伮 佔佨佯佭佡佳 佅佤佷佡佲佤 位併佬佬佥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估伮 佊佥伋佲佥佹 佄佥佡佮 位佹佨佲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伱伮 低佡佮佣佹 低佡佤佩佮佥 低佡佳佯佮伭佃佬佡佲佫 佁佲佴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伲伮 佂佲佩佡佮 佔佨佯佭佡佳 低佯佬佡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伳伮 低佤佩佦佯佮佴佡佨 佂併佭佡 低佹佡佭佮佤佩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伴伮 位佡佲佧佡佲佥佴 位佡佲佹 住伧佂佲佩佥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伵伮 余佯佳佥佦 住佬佭佥佲佴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伶伮 位佩佣佨佡佥佬 体佴佥佰佨佥佮 佐佡佲佴佲佩佤佧佥 佁佲佴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伷伮 位佩佣佨佡佥佬 佇伮 佐佡佴佥佲佡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伸伮 位佡佲佩佯 佐佩佡佮佴佡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伷伹伮 佄佥佣佬佡佮 佑併佩佧佬佥佹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估伮 佒佡佦佡佥佬 佒佥佰併佬佬佯 佌佡佢佲佡佤佯佲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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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佡佭佥 佐佨佄佳 佯佦 佌体佅 体佥佮佡佴佥 佈佯併佳佥 佌佩佢佲佡佲佹 体佥佡佲佣佨佡佢佬佥

伸伱伮 佊佡佩佭佥 佃佨佲佩佳佴佯佰佨佥佲 佊佥佲佥佭佹 佒佥佹佮佯佬佤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伲伮 佃佨佲佩佳佴佯佰佨佥佲 佊佯佨佮 佒佨佯佤佥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伳伮 佌佩佶佩 低佡佮佣佹 位佡佲佹 佒佯佤佲佩佧併佥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伴伮 但併佲佩佯 佃佡佭佩佬佬佯 佒佯佳佡佴佩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伵伮 低佩佣佯佬佡 佒佯佳佳佩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伶伮 体佴佥佰佨佥佮 佒佹佡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伷伮 余佶佯佮佮佥 佊佡佮佳佤佯佴佴佥佲 佒佹佤佩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伸伮 佅佬佬佩佥 佅佬佩佺佡佢佥佴佨 佊併佬佩佡 体佣佲佩佶佥佮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伸伹伮 体併佳佡佮 佊佡佮佥 体佥佡佦佯佲佤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估伮 佌佡佮佣佥 佈佩佬佡佲佹 体佥佣佲佥佴佡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伱伮 佐佡佲佴佨佡 体佥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伲伮 佃佨佡佲佬佯佴佴佥 佃佯佮佳併佥佬佯 体佥佹佭佯併佲伭体佭佩佴佨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伳伮 位佩佣佨佡佥佬 但佲佡佮佣佩佳 体佭佩佴佨 佌佡佷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伴伮 佋佥佮佮佥佴佨 佁佬佬佥佮 体佴佡佮佴佯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伵伮 佒併佴佨 佔佡佰佬佩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伶伮 佐佡併佬 佔佥佡佧併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伷伮 位併佮 佈佥佮佧 佔佯佨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伹伸伮 佉佮佧伭佗佥佮 佔佳佡佩 佌佡佷 佬佩佮佫 低佯
伹伹伮 佇佥佯伋佲佥佹 佔佷佥佥佤佡佬佥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估估伮 佈佡佲佢佡佮佳 佌佡佬 佖佡佩佤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估伱伮 佗佥佳佬佥佹 佋佥佮佮佥佴佨 佗佡佲佫 佁佲佴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估伲伮 佌佩佮佤佡 佗佥佩佳佳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估伳伮 佅佤佧佡佲 佗佥佩佳佳佥佮佢佥佲佧佥佲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估伴伮 佁佮佮 位佡佲佧佡佲佥佴 佗佩佬佳佯佮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估伵伮 位佩佣佨佡佥佬 佐佡佴佲佩佣佫 佗佯佯佤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估伶伮 佊併佮佥 佗佹佥佲 佁佲佴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伱估伷伮 低併佡佬佡 佂佡佲佢佡佲佡 佚佡佨佥佤佩佥佨 佅佣佯佮佯佭佩佣佳 佬佩佮佫 余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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