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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掌溪之春

  2012年6月11日帶領

兩位美國人權醫師(Drs.

Yoneda & Whitcomb)自

費來台到台北監獄探視

陳水扁總統的美國人權

教授 Prof. Joseph Lin

在 Yahoo的電子信箱日

前被駭客入侵。

駭客用他的電子信箱向

信箱裡的人發出一封求

救信，大意是說 Prof. 

Joseph Lin目前在某處

落難，身上沒有錢、沒

有信用卡也沒有任何證

件，希望收到求救信的

人趕快匯款給他，他以

後會還錢等等。這封信

一看就知道是有問題的

信 。 果 然 一 兩 天 後

Prof. Joseph Lin用他

的Gmail信箱發信向大家

澄清，說他的Yahoo電子信箱被駭客入侵，收信匣被駭客阻斷

而無法收信，且收信匣裡面從8月 9 日到 31 日的信件全部都

被刪除，而整個送信匣裡面的信則全部被刪除了。Prof. Joseph

Lin 希望收到他這封信件的朋友把以前所收到來自他的檔案儘

量寄還給他，讓他有機會重新建檔。

  雖然我們沒有具體的證據可以知道誰當駭客去破壞 Prof. 

Joseph Lin的電子信箱，但直覺告訴我們這個駭客入侵事件可

能和Prof. Joseph Lin的強力挺扁，且找了兩位加州大學戴維

斯分校的醫師千里迢迢地從加州飛到台灣來替阿扁總統向國際

發聲有關，主要的理由是這不是Prof. Joseph Lin第一次受到

這種不正常的騷擾。

  今年6月11日當Prof. Joseph Lin和Yoneda醫師及Whitcomb

醫師飛抵桃園國際機場要通關時，Yoneda醫師及Whitcomb醫師

都沒事，順利地通關入境。但Prof. Joseph Lin就沒那麼幸運

了。Prof. Joseph Lin被海關官員帶到一個小房間內問東問西，

查這查那，又把他拍照存證。Prof. Joseph Lin馬上打手機給

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才得以脫身入境。當初 Prof. Joseph 

小心被駭
公開支持阿扁總統的人要注意自身及網路安全

Lin要飛來台灣時就擔

心會受到馬政府的騷擾，

所以他打電話向擔任美

國國會議員的友人備案，

希望萬一有事時美國政

府能介入幫忙。美國國

會議員給了 Prof. Jo

-seph Lin 美國在台協

會官員的手機號碼，以

備萬一。沒想到那個手

機號碼果然派上用場，

讓 Prof. Joseph Lin

得以順利入境台灣。

  如果馬政府可以不顧

國際觀瞻地在 Prof.

Joseph Lin當初入境台

灣時直接給予人身安全

上的威脅，讓他不得不

向美國在台協會的官員

求救，則在Prof. Jose

-ph Lin 回到美國後繼

續用駭客騷擾的方式干擾他、破壞他的電子信箱，又有何不可？

馬英九以前在美國讀書時就是一個專門打台獨異議分子小報告

的職業學生，現在他主政下的區政府用點駭客手段去打擊台獨

異議分子，又有何值得大驚小怪之處？因此，我們合理懷疑強

力挺扁的Prof.Joseph Lin信箱被駭一事很可能和馬政府有關。

  沒想到到了21世紀的今天，台灣的異議分子和台裔美國異議

分子還需要美國政府和國會議員的保護，才能安全地進出台灣

的國門。也沒想到台灣在馬英九的執政之下，最大尾的異議分

子陳水扁總統會被馬區長用各種非法的司法手段關進大牢裡、

李登輝總統會被特偵組起訴、蔡英文和蘇貞昌會被監察院調查、

蘇嘉全會被彈劾、陳明文和張花冠會被特偵組大動作偵查…。

甚至於絲毫不具政治野心，只因為基於人道理由而到處嚷嚷，

呼籲讓阿扁總統保外就醫台大醫師柯文哲，也會被監察院以不

成理由的理由予以彈劾！看來台灣是越混越回去，已經實質倒

退回到戒嚴時期了。果真如此，則所有公開挺扁，強力替阿扁

發聲的人士都應該小心自身的安全及網路安全了，以免哪一天

被不測的風雲掃到，連喊救命都來不及了。

圖↑電影駭客任務海報。(照片為電腦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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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曾法務部長 勇夫閣下鈞鑒

  前總統陳水扁先生因涉嫌機密費等案目前尚在訴訟中，其中因收賄罪被判17年徒刑收押獄中。據台灣7月22日的新聞

報道，前總統陳水扁的健康情勢不但非常嚴重而且獄中環境之惡劣更令人擔心。

   我們是一群有志之士，遠在1970年代，得知台灣在戒嚴令下被逮捕監禁的政犯多數面臨死刑危機，乃設立「台灣政治

犯救援會」，主張廢除戒嚴令並呼籲當局釋放所有的政治犯，經過多年來的努力，幸好連續遇上兩任英明叡智的總統：

李登輝與陳水扁，台灣終於實現解嚴與釋放所有的政治犯，我們感到台灣開始邁向民主化，組織已經完成任務，所以放

心地宣布解散並終止我們的活動。

 沒想到2008年馬英九選上總統之後，不但對集會，遊行嚴加取締，而且發動強權逮捕在野黨政治家，台灣的民主化

呈現倒退擼現象，使我們不得不再度出面宣布成立「聲援台灣民主化之友會」。 

    有關前總統陳水扁的審判引人矚目，有許多人提出質疑。去年底在網路曾經傳出驚人的消息，說是陳水扁先生多次遭

到毆打、還有人故意把痰與小便加在他的食物裡等等，聽到這種令人無法想像的野蠻行為時，驚恐和嫌惡之感久久無法

釋懷。

   此次，透過長庚醫院的健康檢查得知陳水扁先生患有冠心症、高脂血症、關節炎、自律神經失調症以及重鬱症，他的

健康情勢極為嚴重。7月12日兩名美國下院議員在他們報告書中指出：陳水扁先生在長期監禁下，身心雙方都受到影響，

應該立即尋求保外就醫途徑。但是我們認為當務之急除了要求盡快改善獄中環境之外也應同時聲請保外就醫。

   本來，所謂的挪用機密費與洗錢本身的問題，在未查明確切證據就匆卒作出判決， 有關程序與過程疑點重重。之後，

因特殊動機的需要，濫用司法權對前前總統李登輝先生的機密費挪用事件起訴所引發的存疑異議也是眾所週知的事。

   一個既不是獨裁國家的領導人，也非因長期鎮壓人民而被民眾起義反抗拉下台的人，他透過選舉，剛從最高權力的位

置上退下來，在和平交接權力之後就馬上被新的領導人惡意詆毀，這種行為應該如何看待？ 

    歷史告訴我們，那些清算前朝的動作只發生在一黨獨裁的共產黨政權與落後國家的獨裁者身上，現代化的民主國絕對

不會走這條路。歐美各國對歷任總統、首相都表示敬意與尊重，不可能把他們關到監獄去折磨侮辱他們的人格。日本以

前有一個叫田中角榮的首相，他曾因收賄罪嫌疑被判4年徒刑，各界對他走過的足跡雖然褒貶不一， 但是對於他從貧困

努力向上終於登上首相寶座的過程還是給予相當高度的評價。

   大家對司法權力的最高要求是公正、公平。那些恣意妄為地判斷、濫用權力對特定勢力刻意保護的作法，可說是自絕

於民主主義的根本大義。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賴， 就等於鼓勵大家漠視法律體制的存在，這種風氣潮流一旦漫延將不

堪設想。

   「縱然有朋友支持，但一切要靠自己努力」。歷史將會證明「自助者天助也」這句話。

   最後，我們強烈要求司法當局鑑往開來作出明智判斷，盡快實現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保外就醫事宜。

                                                                   「聲援台灣民主化之友會」敬上

                                                                               2012年8月20日

  我們是「憂慮臺灣民主化倒退之日本友會」與「救援臺灣政治犯」的團體，8月31日當日為了要

求釋放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保外就醫的請求書寄給法務部部長曾勇夫先生。另外很多日本人和在日

臺灣人參予簽名，要求把陳水扁先生保外就醫的明信片各自寄給法務部部長。我們非常擔心陳水扁

先生身心已經很嚴重的出現狀況。

  現在我們信件內容希望借由你們的刊物來披露。

                                                                                                                                        三宅清子敬上

日本友人公開信

促請儘速批准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保外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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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請註明真實姓名，文長以500~1000字為宜

    本刊有修改權。來稿請寄至：formosaforum@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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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月22日是流亡政府行政院環保署的成立紀念日。一方面今

年是該署成立25周年，另一方面，明年元旦起環保署將與其他

相關政府部門合併成立新的「環境資源部」，主事者自認是環

保署的提升，許多參與慶典的人也都預祝現任署長高升新部長。

我因曾經在陳水扁總統任內代理過短暫一個半月的署長職務，

也許主事者認為這一次是環保署的畢業典禮，所以我也在受邀

之列。

  收到邀請函之後，我猶疑了很久，非常不希望在現場碰到「

那個人」，所以第一次接到電話邀請出席確認時，我沒有立即

答應。我請聯絡人確認「那個人」是否會出席。在這期間，我

細想在這個難得的機會，我去參加這個周年慶有甚麼意義？這

個政府確實是流亡政府，但是在這個機關上班的同仁卻不一定

都支持流亡政府不公不義的行政作為。從非暴力抗爭的理論來

看，行政部門的人力資源是統治者權力來源支撐的一個很大支

柱（supporting pillar of power sources），反對運動者的

努力目標就是將統治者的支持者中立化，甚至轉化為反對運動

的支持者。在這個思維之下，當第二次接到電話確認出席與否，

而我也確認不會碰到「那個人」的情況下，我就答應了。聯絡

人很客氣，說要派車來接，我回說不必客氣，搭捷運很方便。

  周年慶當日才知道歷屆的署長都受到邀請。我雖然是代理署

長性質，也許是綠營色彩的歷任署長出席比較少，所以我也被

邀請致詞。我被安排在陳水扁執政期間的末任署長陳重信之後

講話。自由時報報導說這次藍綠署長齊聚，也是媚俗的看法。

除了趙少康與郝龍斌的新黨色彩鮮明之外，其他多屬行政官僚

的背景，實無將第三者（Third party）推開（Push out）劃入

統治者行列的必要。

  因為在我前面的致詞者幾乎都使用北京話，因此我臨時決定

來個完全台語的平衡（確實是意識形態的思維，但這也是我在

環保署工作期間公開使用的語言）。首先，我感謝環保署的同

仁在我服務期間的努力及給予我的合作，讓我在環保署任內的

工作沒有虧欠社會的期待。這是中國黨復辟以來我第一次有機

會回到環保署向大家表示感謝。我告訴同仁，在環保署的工作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清除垃圾，特別是颱風之後。也因為這樣的

深刻印象，我告訴同仁，我現在帶領「公投護台灣聯盟」在立

法院周邊長期抗爭，警察都很放心我這個曾經在環保署工作過

的反動運動者，不會有製造垃圾、環境不清潔的困擾。進一步

我告訴同仁，也因為我在環保署建立對清除垃圾的信心，所以

除了清除「環境垃圾」之外，我正在做清除「政治垃圾」的工

作，歡迎同仁從「清除環境垃圾」的工作退休之後，一起來清

除政治垃圾。我只記得這句話贏得滿場的鼓掌與笑聲。我甚至

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  蔡丁貴

當場跟台北市長郝龍斌對於路權申請保證金扣留退回的時間太

長表示不合理，並且確認他聽得懂我的台語而能有所改善。事

後午餐時，另一位署長告訴我，市長聽得懂我的問題。

  有台灣反對運動的多位前輩在網路提出對我的質疑，說我暑

假在美國大聲指控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回到台灣就去參加流

亡政府的周年慶，自失「體制外」運動的立場。就我學習到西

方有關反對運動的社會革命理論，路線方法上確實有「體制內」

與「體制外」的概念分類，但並無兩者實際切割分頭並進的實

務做法。成功的反對運動都是兩者兼具，同時並進，不是一分

為二，再來強調分進合擊。這也讓我覺得，將反對運動區隔為

「體制內（Within the system）」與「體制外（Outside the

 system）」的兩種運動社團屬性，互不往來，互相指控抵制，

可能是造成台灣反對運動長期被統治者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是造成反對運動者畫地自限的原因之一。抵抗壓迫統治之反

對運動的唯一目標就是要推翻既有的壓迫體制，不必區分使用

戰略與戰術的方法。為了目的而勇敢超越既有體制的法律限制

就是「體制外」，而在既有體制法律許可範圍之內可以瓦解體

制的不公不義就是「體制內」。這也是我在理解社會革命理論

之後，提出「超體制（Beyond the system）」的翻譯取代「體

制外」的翻譯，以避免許多人對「體制外」這個漢譯名詞的曲

解與濫用。目前台灣的反對運動還是有很多人拘泥於「體制內

與體制外」的自我限制，而無法靈活運用社會的資源，無法擴

大接觸社會不同層面民眾的空間，實屬可惜。

  在學習吉恩夏普博士 (Dr. Gene Sharp) 的非暴力抗爭的理

論與技術之後，我在街頭上抗爭時，勸導民眾不要將警察錯誤

地當作假想敵，因為他們只是一群在體制內上班的人力資源，

應該讓他們了解抗爭的正當性、訴求的合理性並且保證他們的

安全性。我發覺警察大多數是台灣的子弟兵，並不是流亡政府

殖民體制的傭兵。幾年抗爭下來，有少數的警察在街上抗爭的

場合看到我都還會自動向我敬禮打招呼，印證吉恩夏普對社會

力分析的正確性。這次大膽走入環保署25周年慶的場面，就是

一方面要訓練自己行動的勇氣，另一方面也是要再一次檢驗吉

恩夏普博士非暴力抗爭的理論分析。

  從環保署同仁對我演講反應的笑聲與掌聲，及在餐會舉杯致

意中有同仁一再表示會跟我努力來清除政治垃圾的親切握手中，

我對吉恩夏普的社會力分析及受壓迫者自我解放的戰略規劃有

了更進一步的正面確認，這是我最大的收穫。對於網路上的質

疑，我建議反對運動者要能夠成功，就要學習新知並且謙虛地

檢討過去，才能讓台灣的反對運動成功地走向我們的戰略目標

---台灣民族獨立建國。

環保署25周年慶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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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8台灣國運動總會長王獻極與9月8日出生的壽星及志工等

人於9月3日下午在凱道台北賓館側舉辦第八屆升台灣國旗預

告記者會。記者會公佈今年設計的T-恤。T-恤前胸印有908台

灣國運動LOGO旗，旗下印有Taiwan Go。Taiwan Go與台灣國

諧音，也隱含台灣加油之意。後背頸下，在圓形內，印有908

台灣國，Taiwan Republic，作主人及拇指按「讚」字樣，意

思是說，台灣人唯有建立自己的國家名叫台灣國，才能真正做

主人。王獻極呼籲全體台灣人於9月8日下午2點都站出來，參

加第八屆升台灣旗典禮，為台灣國按讚，早日建立主權台灣國，

脫離外來殖民體制中華民國的枷鎖。

  908台灣國自2005年9月8日起，為推動9月8日是台灣主權獨

立日，每年9月8日在凱道舉辦升旗典禮。今年，凡是9月8日生

日的朋友參加升旗活動者，王總會長將贈送王獻極簽名T-恤一

件。記者會現場為台灣主權獨立61週年及壽星慶生，準備蛋糕

及61個壽桃擺成台灣圖形，大家吟唱台灣主權獨立及壽星生日

歌。王獻極同時宣佈呂秀蓮前副總統將參加9月8日升旗典禮並

致詞。

口號：搧走中華民國 迎接台灣國

生日歌

祝您生日快樂  祝您生日快樂 

祝您生日快…樂 祝您生日快樂

獨立生日快樂  獨立生日快樂

獨立生日快…樂 獨立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aiwan  Happy birthday Taiwan

Happy birthday to….Taiwan 

908第八屆升台灣國旗
黃虎旗複國黨籌備會執行長  黃清雄

從四強對台軍事接收論臺灣復國之道
　戰後美英蘇中四國決以軍事佔領治權處理台灣。依金山和約

第六條，1952年7月28日應結束並撤離佔領軍。從而即可恢復

台灣民主國。

　世局變化雖如海上風雲莫測，戰後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並非

全無脈絡可循。上(8)月19日黃虎旗復國黨籌備會同僚及台中

聲援人士一行到台北賓館參觀「中日和約展」，發現展覽品含

陳儀所撰1945年10月25日向盟軍統帥層峰報告－台灣軍事接收

實況(中國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國34年10月25日署部字第一

號命令)。陳儀掛名為盟軍辦理日軍受降主官兼中國代表。他

向盟軍統帥麾下中國戰區大軍頭蔣介石機關(行政院)提出的報

告說：「接收台灣及澎湖列島之領土、人民、治權、軍事設施

及資產」，附有同盟國美英蘇中四強共同接收代表名單 Col. 

Harry A. Berk、Albert J. Carr、Micereal Lee李化民、陳儀。

　受降與軍事接收同步舉行儀式，地點在台北市公會堂。會場

並列美英蘇中四面國旗，顯示多國軍事介入。此係依據1945年

7月26日波茨坦宣言辦理。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第一號指令明確，

儀式簡化，陳儀向盟軍統帥層級報告文書當列為同盟國軍事佔

領台灣的直接證物。就國際法來說，此種多國軍事佔領下之治

權相當於四強共同託管。彼等應如何輔導台灣自主或自治組織，

亦可比照美國戰佔領日本模式，卻未進行任何協商。四強軍事

接收儀式結束，蔣某即竊據蹂躪台灣，假言光復台灣，構成侵

犯罪。

　六年後，才出現金山對日和約第六條「佔領結束」，明定「

自本條約生效後，所有同盟國佔領軍應儘速自日本撤出，此項

撤軍不得晚於本條約生效後90日」。此處日本一詞應包括台灣，

意在一筆勾消軍事佔領治權。金山和約第二條乙項台澎規範的

法理基礎應為台灣舊邦。 

　檢視粗劣的軍事佔領，查察台灣地位的遞變脈絡，總覺不甚

清晰，因非戰時國際軍事介入忽略了1895年台灣民主國的權利。

朝鮮戰前同屬日本殖民地，戰後(1945.8.16)即恢復獨立。台

灣復國則好事多磨。蔣介石渲染的開羅宣言台澎部分及1952年

台北和約第十條，這二件皆缺依據而無效。

　回顧中日甲午一戰後，北京政府一面在馬關和約漢文約本上

供認將台澎管理權讓給日本，一面默認台灣民主國，不反對唐

景崧率萬名清軍歸順民主國，效忠黃虎國旗，光耀我海國。這

凸顯中國與台灣回復平行的國際關係。台南憲政政府積極發展，

因大清政府陰謀瓦解民主國的主力棟軍以助倭軍，我義勇國軍

乙未抗日大戰達六個月，終遭重創滅亡。

　今日復國之道，就是各社團一致恢復台灣民主國黃虎國旗，

使國人重視我舊邦史蹟真相，剷除中國流亡政府體制，撥亂反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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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公投巡迴說明會」貢寮場
  非核公投聯盟將於9月8日 (六)上午在貢寮區澳底公有市場，

舉辦首場「非核公投巡迴說明會」，敬邀所有關心核安問題的

新北市市民一同來瞭解，如何運用公投來表達人民的心聲。

  今年6月，新北市議會通過「公民投票自治條例」，新北市市

民對新北市內重大公共事務，可以透過公民投票來作決定。

核四廠是一隻恐怖的怪獸，它是由完全外行的台電公司統包之

後，再外包給十數家廠商，拼拼湊湊20年，不斷出錯、不斷追

加預算，下一步就要裝填燃料棒運轉。我們必須全力阻止，才

能避免另外一場核災浩劫。

  當政府繼續陷人民於核災威脅與恐懼之中，台灣能否朝著「

非核家園」的目標前進，人民意志的展現絕對是最重要也是最

關鍵的一股力量。希望大家把握最後一次機會，全力阻止燃料

棒裝填！

  本聯盟由綠色21台灣聯盟、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宜蘭人文基

金會、908台灣國運動、台灣心會全國總會、台北市玉蘭花婦女

協會、臺灣輻射安全促進會，等多個團體共同推動。誠摯歡迎

您的參與！

時間：2012年9月8日(六) 上午09:00

地點：貢寮區澳底公有市場二樓 (新北市貢寮區仁愛路79號2樓)

非核公投聯盟召集人呂秀蓮；台灣心會總會理事長林福順敬邀

活動聯絡人：黃心怡 (02)2778-9155#117；0936-463-853

阿米巴新文化講座-

柯文哲一一個重症醫學專家之心路歷程
2012年9月9日14:30 至 16:30

地點：台中福華大飯店五樓(504) (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路129號

                              @近中港交流道)

講題：白色巨塔之省思 (一個重症醫學專家之心路歷程)

演講者：柯文哲醫師

洽詢專線：04-2463-2323 (福華飯店) (演講全程免停車費用) 

林恆立敬邀

聯合國、台灣與永續發展座談會
時間：9月15日（六）9:00報到，9:30～12: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三樓B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之1號）

  台灣長期被聯合國政治隔離，普及深化對聯合國的瞭解與認

識，是爭取台灣人民普遍參與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的重要事。

台灣爭取加入聯合國，攸關整體人民福祉、權益與台灣的永續

發展。

保台？保釣？從舊金山和約說起
  最近馬政府一直操弄釣魚台主權議題，包括佇台北賓館所展

示ê台北和約（in講是中日和約）lóng烏白亂舞講臺灣主權是中

華民國所有，實際上台灣主權論述佇舊金山和約內面有清楚交

代，但是咱建國運動者本身罕得深入研究舊金山和約，造成中

國黨有機會分裂咱台派建國目標，希望藉舉辦舊金山和約座談

會，深化台灣意識。

主辦單位：台灣教師聯盟

合辦單位：台獨聯盟台南分部

協辦單位：台灣教會公報社

地點：台灣教會公報社─台南市青年路334號4樓禮堂

時間：2012年9月9日（禮拜日）下晝2點至5點20分

邀請講師：陳儀深教授 

※台灣教師聯盟秘書處：台南市70142東區東門路一段342號

               電話：206-2377811

秘書：潘靜竹0982214747 

◎盟員參加與會者可得

  ─《活路》復刻版台灣教會公報社限量發行乙份◎

圖←1951年9

月8日，《舊

金山和約》簽

署。(圖翻攝自

網路)

圖←日華合約

內容。(圖翻攝

自網路)

淡海二期徵收案「民辦說明會」：

徵收實況提醒與淡海發展願景
時間：9月15日週六下午2點

地點：聖約翰科技大學藝文中心（電機資訊大樓地下一樓）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四段499號)

專家陣容：詹順貴律師、徐世榮教授、農陣許博任研究員、

          Ours代表

並有多位土地徵收受害者現身說法。

歡迎淡海被徵收戶參加，也歡迎各界提供生態發展意見。

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台灣教授協會會長（2009-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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