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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評

  最近美國前司法部部長雷姆西･克拉克（Ramsey Clark）以

84歲的高齡飛越太平洋到台灣，停留四天，主要的行程就是到

桃園龜山的台北監獄探視阿扁總統。克拉克部長呼籲讓阿扁總

統保外就醫，否則掌權者就是慢性謀殺。他也在返美之前拜訪

法務部。但是對於克拉克保外就醫的呼籲，法務部長公開嗆聲

說：「他是依法行政，如果有人不喜歡這樣的司法體系，而喜

歡他國的司法體系，這些人應該搬去哪個國家居住。」

  偉哉斯言也！一個司法高官自以為是統治者，竟然對他執政

不滿意的人民下驅逐令。台灣哪裡是一個民主國家？政治人物

請以後別再胡說八道了。由此可見台灣現有的司法是多麼的獨

裁與官僚。在既有的司法體制下，人民甚麼時候是國家的主人？

台灣雖然有選舉，但是碰到強有力的政治異己，就強加罪名後

關進牢裡；看到選舉競爭對手聲勢大漲可能領先，就製造抹黑

冤案，打擊對手；受到舉發，檢察官可以完全不加調查而結案。

有些人在官司勝利之後，喜歡對外強調「司法還他清白」。台

灣社會長期以來普遍流傳「有錢判生、無錢判死」及「辦綠不

辦藍」的評語，要說這樣的司法可以還給任何人清白，除了官

司勝利的一方會說之外，恐怕沒有人會相信。

  台灣民主的發展，在1980及90年代以解放人民的政治權力為

主軸。1979年高雄非暴力抗爭起義，訴求「解除軍事戒嚴、開

放黨禁報禁」；野百合學生運動訴求「總統直接選舉、國會全

面改選」；教授與學生組成的「100行動聯盟」訴求「廢除刑

法第一百條」的言論叛亂唯一死刑的刑罰。1987年戒嚴令解除

了、1996年舉行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2000年政黨輪替了。這

個過程讓許多人認為台灣已經完成民主的寧靜革命。

  台灣社會要從獨裁體制走到民主體制，之間的各種轉型正義

必須落實。人民的部分政治權力被解放了，但是公民投票的權

利還是有名無實，處處受到各種門檻的限制而無法實際進行。

在落實轉型正義的過程中，最關鍵的司法獨立性卻從未受到社

會的重視而停留在軍事戒嚴時期的獨裁狀態。新設立的「特偵

組」也處處可見為統治者服務的痕跡，更強化民眾認為「司法

是統治者壓迫人民、打擊政治異己及袒護統治權貴之工具」的

惡劣印象。台灣的民主雖有選舉範圍的進展，但是碰到獨裁的

司法體制，激烈的政治鬥爭手段無法得到獨立公正的裁判，民

主的深化遭到嚴峻的破壞。

  司法本來就是獨裁統治體制的統治權力來源之一。對於目前

這樣的司法獨裁，要依賴體制內的修法改革來達到民主的司法，

恐怕會遙遙無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人民的力量，利用非暴

力抗爭的方式，直接提出「打破司法獨裁、立法陪審制度」的

訴求，壓迫司法、立法、及行政部門順從民意，才能夠讓台灣

的民主有機會大步往前邁進。

打破司法獨裁才能深化台灣民主

圖 ↑ 美國前司法部部長雷姆西･克拉克（Ramsey Clark）以84歲的高

        齡飛越太平洋到台灣，到台北監獄探視阿扁總統。克拉克部長呼

        籲讓阿扁總統保外就醫，否則掌權者就是慢性謀殺。(圖翻攝自網路)

圖 ↑ 台灣的民主雖有選舉範圍的進展，但是碰到獨裁的司法體制，激

        烈的政治鬥爭手段無法得到獨立公正的裁判，民主的深化遭到嚴

        峻的破壞。(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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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聯於1957年10月4日成功地發

射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潑尼克一

號(Sputnik I)，開啟了太空時代，

也揭開了美國和蘇聯的太空競賽。

  史潑尼克一號是低軌衛星，繞地

球一周約需96.2分鐘，在地球上空

運作了22天。當時引發了全球各地

許多人和組織興奮地收聽衛星廣播，

並在夜晚追蹤史潑尼克。緊接著，

蘇聯又於11月3日發射史潑尼克二

號(Sputnik II)，上面還載了一

隻母狗「來咬」(Laika)。2002年

10月俄羅斯透露的資料顯示，預計

存活10天的來咬，無法抵擋太空艙

內的熱度與緊張，不幸只活了幾小

時，並非如外界所猜測的窒息死亡

。史潑尼克二號在地球上空環繞了

162天。

  美國的衛星計畫早在1954年就開

始。在史潑尼克的刺激下，美國也

趕著發射衛星。經過幾次失敗，終

於在1958年1月31日將「探險者一號」

(Explorer I)衛星送上天空。探險

者一號運作到5月23日才停止發送

信號，但環繞地球上空12年後才墜

毀。

  蘇聯在太空競賽的領先地位一直保持到1967年。1969年7月

21日。美國的阿波羅十一號經歷40萬公里的長征，帶著三位太

空人抵達月球上空，讓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和艾德林

(Buzz Aldrin, Jr.)乘著「老鷹號」（Eagle）成功地登陸並

踏上月球表面。阿姆斯壯的左腳踏上月球的那一刻，留下了不

斷被重播的名句：「這是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當天全球估計有六億人收聽、觀看登月的新聞，成為有史以來

觀眾最多的單一事件。這場太空競賽的勝負到此已經底定。不

過，雙方的競賽仍繼續到1975年7月17日才結束。當日，美國

的阿波羅(Apollo)太空船和蘇聯的聯盟號(Soyuz)太空船在太

空會合。雙方的太空人進入對方的太空船互訪，象徵友誼、善

意和合作。阿姆斯壯登上月球的時候才39歲。他於2012年8月

25日因冠狀動脈阻塞併發症辭世，享年82歲。

  二次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發展出兩個對立的陣營。一方是

以美國、英國為首的民主國家或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另一方是

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集團。由於共產主義理念含有顛覆

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兩個陣營對另一方都極端不信任。雙方

積極進行諜報、滲透和宣傳戰。1950和1960年代，又逢亞、非

殖民地國家紛紛尋求獨立，兩個陣營為了各自的利益或為了爭

取友幫，更陷入各地區的戰亂糾纏，在文化、科技、經濟和理

念上互相較勁。

太空競賽
台灣民族同盟總召  劉重義

  太空科技包括運載火箭及科學載

具或太空船兩大部分，人造衛星是

太空船的一部分。因此，可以由發

展人造衛星的科技和應用來得到更

廣泛的太空科技，或以人造衛星的

民生應用需求，進而帶動發展其他

太空科技。人造衛星所帶動的科技

發展和應用，無論是針對軍事佈署

的偵測、情報，或是發展長程火箭

攜帶核子彈頭所展現的阻嚇力量，

都具有實質積極的戰略效果，而且

還具有強勢國力的宣傳意義。

  美蘇冷戰結束後，經濟崛起的中

國加快腳步走前蘇聯的老路，邁向

準備在軍事上和美國抗衡的形勢，

以樹立其國際強權地位來穩固共產

黨的獨裁統治。中國發展航天戰力

的思維很早就開始蘊釀。毛澤東在

1958年就喊出：「我們也要搞人造

衛星」。

  但是，一直到2003年10月15日，

中國才成功發射「神舟五號」載人

太空船，成為繼美、蘇之後第三個

將人類送上太空的國家。

  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號」太空

船載著三個太空人飛行13天，其間

成功地與2011年9月發射的目標飛行器「天宮一號」進行

兩次交會對接。太空人成功進入到天宮一號內部。這是中國計

畫於2020年建立自主太空站的重要一步。

  美國則早在1966年3月就成功地執行了人類太空史上第一次

的載人對接實驗。美國火星探測器「好奇號」(Curiosity Rover)

從地球出發，旅行了八個半月，飛行5.67億公里後，於美國東

部時間2012年8月6日成功登陸火星，進行探測工作。這項成就

展示美國在太空發展上的領先地位。

圖 ↑ 美國火星探測器「好奇號」(Curiosity Rover)。(圖翻攝自網路)

圖 ↑ 蘇聯發射的史潑尼克二號(Sputnik II)，上面載運了一隻
       母狗「來咬」(Laika)的宣傳海報。(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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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osa Forum
台 灣 論 壇

本園地有條件開放
言論不代表本聯盟立場
來文以台灣獨立建國為中心
左傾45 ，右傾45  皆可採用
傾斜太多恕不刊登

。 。

  要推動改革運動，就像人生了病，必須先檢查病因。如果沒

有查出病因，就無法對症下藥。沒對症下藥，如何藥到病除？

  各位熱心教改的志士擬推動12年國教是正確的，但是、必須

先定調所謂「12年國教」的意涵，所謂國教，就是義務教育，

既是國教，就應該加註強制性義務教育(Compulsory)，亦即減

輕部份經濟能力比較拮据的家庭的負擔，千萬不能有了12年國

教，卻又增加了家庭教育的負擔，繼續由全民埋單。

  什麼錢都可以省，國民的教育經費絕不能省，花在教育的錢

可以苦大人，絕不能苦孩子，政府口口聲聲說沒錢，但是、很

多的歐美先進國家，從國民平均年所得美金八千元就實施12年

完全免費強制義務(Compulsory)教育，台灣國民的平均年所得

已接近二萬美金，政府怎能說沒錢呢？

  沒錢最大因素是出在政府每年所費不貲補助私立學校，全世

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把人民的納稅錢，拿去補助私人企業

(私立學校)，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內。

  如果私立學校可以動用全民的納稅錢予以補助，那一般私人

公司行號亦應比照辦理啊！學校本就屬於私人企業，理當自負

盈虧，適者生存，不適者自然淘汰，豈有拿全民的納稅錢去補

助。那是當初政府為了政治的考量，藉由補助私立學校作為綁

架全國教師忠於某政黨的目的。

  君不見全台灣的各私立小學，國中，高中，專科院校，技術

學院，大學，都是有權勢的份子在經營，我很簡單隨便舉幾個

例子，前副總統陳誠家的辭修高中，前副總統謝東閔家的實踐

家專(現已改制為實踐大學)，前行政院長李煥家的金甌商職，

前台北市議會議長林挺生家的大同大學，前台北市議會議長張

建邦家的淡江大學，前內政部長吳伯雄家的元培醫專，中華中

學等………難以計數的以賺錢為目的的私立學校，我所列舉的

不過是冰山一角，各位看官不妨自己花點時間去統計一下公私

立學校的比率，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敢這樣做。

  台灣私立學校多如過江之鯽，最不可思議的是，一個國家的

私立學校，竟然比公立學校還多，這些私立學校每次開學，就

會有「億來億去」，好幾億進到董監事們的口袋，您會相信台

灣的私立學校都只是一群熱衷教育，目的不在賺大錢的善心人

士嗎？加拿大人口比台灣大約多了八百萬，而全加拿大只有79

所國立大學，沒有私立大學，小小台灣就有168所公私立大學，

中華民國的憲法明文規定受教權應受保障，但是、多數的納稅

人卻享受不到公立大學的基本受教權，真是豈有此理。

  打從1994年四一○參與推動教改時，包括個人在內，就一再

質疑教育部，為何100個國中畢業生，只有30個有機會進到公立

高中？真不知人民納稅的目的何在？更令人諷刺的是，憲法明

為規定人民都有公平受教育的權利，所謂公平的受教權，就是

人人都有就讀公立學校的權利，除非有人放棄這個權利，逼迫

納稅人就讀私立學校沒有違憲之虞嗎？沒有違反公平正義嗎？

  很多在台灣的國中畢業生，在自己國家進不了公立高中，而

竟然可以到國外就讀外國的公立高中，這是極其諷刺的事情，

人民盡納稅義務，盡義務服兵役，卻沒機會就讀本國的公立高

中，說穿了，就是這個沒良心的政府，自從跑路來到台灣，為

了鞏固不義的政權，無所不用其極，昧著良知，設法擠乾人民

的荷包，從不為天下蒼生著想，這才是真正的原因，才是台灣

真正的病情。所以、要推動12年國教，最大的阻力是我們每年

龐大的預算，都拿去補助私立學校，這一定會有排擠的作用，

這個問題若沒能力解決，再多的理想，恐怕只會淪為空砲彈，

猶如緣木求魚。除非找到病症，對症下藥，否則難以藥到病除。

不廢除私校的補助，12年國教難成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主旨：給吳敦義先生的公開信

事由：吳先生以現任台灣副總統身分，在目前國內經濟空前蕭

      條，民怨沸騰，且自身弊案疑雲纏身之際，仍大陣仗出

      訪，花費大量公帑，做美其名為推廣外交宣慰僑胞之行。

      我們這些關心台灣的鄉親在其過境此間時，本應前往做

      面對面抗議，以表達不平和不滿。唯此間外事單位為防

      堵抗議人潮，仍選擇爭議性頗大的飯店為下榻處，且僑

      宴參加人員也是幾經篩選。我們迫於無奈，只好選擇以

      發表公開信的方式，讓吳先生看得到大家的聲音。

內容：

吳先生，

  我們都來自台灣，關心台灣現況，更對台灣前途有所寄望。

唯先生從行政院長到副總統以來，屢屢背離民意，言論天馬行

空，政策荒腔走板。在此，我們特舉下列事項就教於你。

  一、國內物價飛漲，民生問題嚴重，你為何仍不顧民間疾苦，

一意孤行推動油電雙漲，縮編福利預算。難道只為填補舉債過

高的黑洞而置百姓不顧？

  二、宇昌疑案現司法已簽結不成案還蔡英文清白。但據報導，

關係人劉億如指稱當初是奉上級，也就是時任行政院長的你所

指示才啟動的。我們要說的是當時你手握行政資源，又身兼副

總統候選人，竟不顧行政中立濫用權力，結合各單位從事偽造

抹黑。這是不是已符合選罷法「散播不實言論意圖使人不當選」

的條件。所以我們認為此選舉應該是當選無效。

  三、林益世弊案有無可能向上發展，牽出更多人涉案？各方

報導疑雲重重。尤其吳先生在撇清與若干關係人之來往時，幾

次說詞不一，啟人疑竇。是否真有難以啟齒的隱情？

  以上是目前我們認為比較迫切要向你傳達的信息。我們當然

了解你自恃辯才無礙，所以也不需要你做任何「諾貝爾獎」式

的硬坳。只希望藉此公開信讓所有人清楚大部分台灣人的心聲。

如果你看了以後能有所省思，知所進退，那就再好不過了。

發文單位：民主進步黨美西黨部

民進黨美西黨部給吳敦義先生的公開信民進黨美西黨部給吳敦義先生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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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蔡瑞月舞蹈研究社文化快遞 9月號「藝文櫥窗」

史明歐吉桑－革命百年的獨立台灣夢

聯絡人：張淯昇
聯絡電話：(02)2560-5724
手機：0982-710-602 
電子信箱：longan@dance.org.tw 
網址：http://www.dance.org.tw 

1 
活動名稱：史明歐吉桑－革命百年的獨立台灣夢
活動時間：9/21(五)，14:30；9/22(六)～9/23(日) ，13:00 
活動地點：蔡瑞月舞蹈研究社（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6巷入口）
票價：NT.250(全票)；NT.150(學生)；NT.100(20人以上團體)
演出：
舞碼《史明》－編舞家詹天甄
戲劇《史明歐吉桑－革命百年的獨立台灣夢》－導演　林志遠
簡介：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從林朝暉到史明，從《台灣人四百年
     史》到「台灣要獨立」，從誤信中國共產黨假社會主義到
     「叛亂第一司令」遭國民黨通緝，從流亡日本四十年到回
     歸台灣，革命了近百年的歲月，人稱「歐吉桑」的台灣英
     雄，竭盡一生的力氣為了他的獨立台灣夢，至今仍在奮鬥！

2 
活動名稱：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擁抱勞苦大眾的革命者－史明》
活動時間：9/22(六)13:00 
活動地點：蔡瑞月舞蹈研究社
票價：NT.250(全票)；NT.150(學生)；NT.100(20人以上團體) 
講題：「海外看史明」
主持人：謝若蘭
座談人：葉治平、黃界清、Felicia Lin 
講題：「青年讀史明」
主持人：張信堂
座談人：藍士博、鄭清鴻、張智程
簡介：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從林朝暉到史明，從《台灣人四百年
     史》到「台灣要獨立」，從誤信中國共產黨假社會主義到
     「叛亂第一司令」遭國民黨通緝，從流亡日本四十年到回
     歸台灣，革命了近百年的歲月，人稱「歐吉桑」的台灣英
     雄，竭盡一生的力氣為了他的獨立台灣夢，至今仍在奮鬥！

3 
活動名稱：第六屆蔡瑞月舞蹈節文化論壇《與史明對話》座談會
活動時間：9/21 13:00 
活動地點：蔡瑞月舞蹈研究社
票價：NT.250(全票)；NT.150(學生)；NT.100(20人以上團體) 
講題：《與史明對話》上
主持人：陳儀深
與談人：史明教育基金會－敏紅、車隊－廖大哥及葉大哥、
       林文德、李敏勇
講題：《與史明對話》下
主講人：史明
簡介：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從林朝暉到史明，從《台灣人四百年
     史》到「台灣要獨立」，從誤信中國共產黨假社會主義到
     「叛亂第一司令」遭國民黨通緝，從流亡日本四十年到回
     歸台灣，革命了近百年的歲月，人稱「歐吉桑」的台灣英
     雄，竭盡一生的力氣為了他的獨立台灣夢，至今仍在奮鬥！

  二次大戰後，勝敗意味著

諸列強主客易位。台灣人關

切的則是能否擺脫五十年來

的殖民地角色，迅速恢復

1895年10月以前的黃虎旗國

家主權和國威。同屬日本殖

民地的朝鮮於1945年8月16日

恢復獨立，沒有任何大國加

以阻撓。在台灣的日軍則須

剋期辦理受降才能撤退。怪

異的是在等待受降儀式期間，

日本竟然繼續掌有管理權，

排除台灣人成立自治組織的

權利。盟軍統帥這項指令或安排其實是違反國際法與人權的。

  1945年10月25日，協約國美英蘇中四強以波茨坦宣言為名，

各派代表一名(Lt. Col. Harry A. Berk、Albert J. Carr、

Micereal Lee李化民、陳儀)在台北市公會堂辦理本地日軍受

降儀式，顯示此四國比照美國對日採軍事佔領方式，將台灣置

於軍事佔領下。陳儀掛名為協約國盟軍辦理本地日軍受降主官

兼中國代表，同日向接受盟軍統帥指令的中國戰區總領蔣介石

提出一份報告說「接收台湾及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

軍事設施及資產」，附有四國共同接收代表出席名單。值得注

意的是，這項軍事佔領下的治權相當於管束(to establish 

authority)。

  美國代表Lt. Col. Harry A. Berk等四人共同主持協約國接

收台灣治權儀式。當日紀錄絕無涉及中華民國南京政府所謂開

羅會議(宣言)文件。陳儀面對美英蘇三國代表不曾提出該文件，

可見四國代表簽字為軍事佔領定調。依國際慣例，四國國旗及

代表並排於公會堂主席台上，分享有關台灣的軍事占領下治權。

無論如何，它並不涉及「台灣主權」。

  自從美英蘇中四國代表於台北公會堂簽結日據台灣殖民地時

代，台灣人的獨立權或復國機會竟被中華民國壓制。自1950年

以來，中國流亡政府蔣介石集團惡霸竊據台灣民主國疆域至今，

顯示「台灣主權」不但被忽略，也被踐踏。

  上述其他三個簽字國似乎忘了當日在公會堂帶著各自國旗所

為何事。我們要問，該四國是根據哪一項國際法如此處理戰後

台灣恢復獨立或復國的權利。

台北公會堂的紀錄：

盟軍四國代表接收台灣
黃虎旗復國黨籌備會 黃清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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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一覺醒來，全國各大媒體如果出現〈扁

猝死獄中〉的斗大標題，並不會教人太意外！

  如果有關方面仍然淡定以扁病情穩定，不符保外就醫條件，

繼續輕忽扁醫療小組柯文哲、郭正典、陳喬琪醫師的診斷與呼

籲，扁身心症嚴重，隨時可能有意外或生命危險，絕非危言聳

聽。

  一位前總統猝死獄中，一定會促使法務部矯正部門不得不面

對有關受刑人保外就醫的不合理規定。按《監獄行刑法》第五

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受刑人現罹疾病，在監內不能為適當之

醫治者，得斟酌情形，報請監督機關許可保外醫治或移送病監

或醫院」。法務部另以行政命令對保外就醫限縮必須達到癌末

瀕死條件，始克當之，以致保外就醫的良法美意形同具文，變

成病入膏肓，已經無藥可醫的受刑人才獲准保外醫治。這種「

保外」不是為了「就醫」，而是「等死」。其實保外就醫不是

提早出獄，也不是漫無限制，法律就規定，保外醫治期間不算

入刑期之內，保外醫治受刑人違反應遵守事項，監督機關得隨

時廢止保外醫治之許可。

  《監獄行刑法》第五十七條也規定，「罹疾病之受刑人請求

自費延醫診治時，監獄長官應予許可」。但將近七十年的獄政

實務，不准受刑人「延醫」，而是由獄方指定醫師，只是由受

刑人自負醫療費用，充作「自費延醫」的實施。直到今年七月

十二日扁申請自費延醫獲准，骨科醫師趙建銘入監看診並打針，

據說是獄政史上自費延醫的第一人。自費延醫不是法無明文，

卻是受刑人的健康醫療人權長期以來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一般受刑人都要下工場作業，有桌子有椅子可以使用，作業

之餘，有桌椅可以用餐，也不必趴在地上寫字。只有極少數必

須「加強戒護」的受刑人不得下工場，變相剝奪使用桌椅，連

放封運動也被禁止群體生活，永遠受到孤立。等到關出一身病

來，才提供桌椅限時使用，反而變成必須感恩戴德的無上恩惠。

馬偕醫院精神科資深醫師陳喬琪表示，過去四年，因為擔心特

殊身分引起不必要的困擾，必須加強戒護，只能留在牢房，不

能到工場活動，形同禁閉，是所謂「知覺剝奪」。由於知覺剝

奪產生意識的變化，合併出現幻覺與妄想，綜合診察結果，顯

示扁罹患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及「重鬱症」的精神疾病，

四年來沒有獲得適當的協助與處理。

  台大醫院創傷部主任柯文哲醫師也說，扁的確有嚴重的身心

症，「他要凝死，也不是我能醫治的，這樣拖下去，在未來四

年若獄中搞出需要急救甚至CPR之事，只是讓台灣更亂而已」，

希望不要一語成讖！

一位前總統之死
陳水扁

  天底下任何不可思議的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蔣介石打贏八年

抗戰，四年後丟掉中國大陸；世界首都紐約雙子星世貿大樓是

美國的精神象徵，成為國際恐怖攻擊目標，一下子消失在世人

的面前；莫拉克颱風來襲前，大官證婚的證婚，理髮的理理髮，

吃大餐的吃大餐，一夕之間奪走八百條人命，小林村慘遭滅村…。

人生無常，福禍相倚。扁小學時和同學到嘉南大圳戲水，不諳

水性，不會游泳，載浮載沉，差點溺水而死；一九七四年十月

七日扁到台南出庭後，搭乘遠航返北在嘉義上空遭劫機飛往廣

州的班機，機艙都已起火燃燒，差點墜機而死；總統任內有一

次搭乘「空軍一號」行政專機從台南飛回台北，連續二次要降

落桃園基地及松山基地，都在千鈞一髮之際緊急拉起，差點失

事而死；三一九槍擊案，子彈已經打到腹部，造成長十一公分、

寬二公分、深二公分的槍傷，差點中彈而死。任何一次的意外，

都有可能奪走生命，結果大難不死，卻死在獄中，死得其所，

死得其時，也讓馬總統完成他的歷史地位──關死一位前總統？！

  二位蔣總統都死在任內，在以黨領政的強人時代，總統之死

如同帝王駕崩。國葬時靈車所經之處沿途悼祭民眾的組織動員，

全國軍民同悲，不得看電影，電視一律黑白節目，禁止綜藝性

的娛樂，無不來自執政黨的政策決定。為追念二位蔣總統的德

澤，還實施二次全國性的全面減刑。但蔣氏父子死後迄未入土

為安，仍暫厝大溪和頭寮「陵寢」。

  蔣介石總統夫人宋美齡女士是在二○○三年過世，扁還親至

紐約宋美齡女士靈前致祭，並送上總統褒揚令及覆旗用的國旗。

二○○四年三月二十日大選後的小軍談，國防部湯曜明部長拿

出一份由經國先生夫人蔣方良女士領銜代表兩蔣家屬的信件，

表達擬遷葬二位蔣故總統到汐止五指山國軍公墓，盼政府能全

力支持。基於對家屬意願的尊重，扁特別批示依《國葬法》同

意辦理，用示尊崇。國防部和內政部隨即撥款三千萬元規劃設

計興建新的墓園，並做二度國葬的準備。詎蔣家庶出的蔣孝嚴

跳出來反對，一說是不讓我主持遷葬的國家大典，一說遷葬浙

江奉化。馬總統上任亦逾四年，顯然蔣家之後是有人不願兩蔣

葬在台灣。跟誰做總統一點也沒關係。

  《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一度有「兩蔣夫人條款」，是

扁主動提議。之前國民黨政府對遠在美國的宋美齡女士及繼續

住在大直官邸的蔣方良女士，國安單位是有提供安全維護與醫

療照顧的，但沒有法律依據，扁交待國安局提案修法，將卸任

總統遺孀的安全與醫療照護，納入《卸任總統副總統禮遇條例》

完成法制化。直到蔣方良女士也過世後，藍委立即修法取消，

所謂「兩蔣夫人條款」也走入了歷史。

  無關風水，只因對台灣的摰愛與認同。生為台灣人，死為台

灣魂，燒成灰也要化成台灣土。一位前總統死了，化為台灣的

塵土，毋寧是必然的。不要什麼「國葬」，也不必土葬或入塔，

將骨灰遍撒台灣國土，讓一位台灣人總統永遠與心中的台灣國

家同在。化作泥土肥料，滋養大地萬物，就像一粒麥子落地後，

長出更多的麥子，「一邊一國」的種籽終將萌芽長大、開枝散

葉，代代傳拓！

  生就是死，死就是生，死而後生。苟活一甲子也夠精采了，

死在獄中是上天的賜予，也是命中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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