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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評

八掌溪之春

  台灣醫療界正面臨「五大皆空」的危機，亦即內科、外科、

婦科、兒科傳統四大科和急診共五科都有找不到醫師的窘境，

有後繼無人的隱憂。台灣醫療界為什麼會有這個危機呢？

  導致這個崩盤危機的原因主要有三個。首先是台灣是世界唯

一，也常態性地用刑法處置醫療爭議事件的國家。這種做法讓

醫事人員有被糟蹋和羞辱的感覺，也讓醫療爭議無法用民事保

險的方式予以妥善地處理。五大科別的醫師已經很努力地在診

治病人了，但是等在醫事人員前面的是把醫師當罪犯的刑事纏

訟和越來越重的懲罰性賠償。於是，容易發生「犯罪行為」的

五大科如其所願地被嚴刑峻罰嚇止了，醫師們果然不太敢從事

「高風險犯罪行為」，紛紛轉到較低風險的科別去了，所以有

「五大皆空」的結果。把救人的醫師當成隨時準備犯罪的人在

對待，把神聖的救人行為當作準犯罪行為，台灣人這樣扭曲醫

療行為，有慢性自殺之嫌。

  其次，全世界只有台灣人把看病當作消費行為，而且曲解消

費者保護的理論和法令，把本質上是社會保險的「不論對錯的

補償 (no-fault compensation)」扭曲成「沒有過失也要賠償」。

換言之，醫師有錯就要用刑法科刑，沒錯就要用法律課醫院及

醫師以無過失責任，且要被求償者自證無過失！醫療消保法後

來因為醫療法第82條的修正而暫時中止，但之後一些有關醫療

糾紛的法案草案都不約而同地要求醫界負起相當大的補償責任。

台灣人出門旅行時都知道要買旅遊平安險，但去接受重大醫療

行為時卻不投保或無法投保，只想用法律把風險轉由醫院及醫

師承擔，好像台灣的醫師每個人都開了一家不收保費的保險公

司，可以在病人因病致殘或死亡造成其家庭困境時即時提供大

筆賠償給病人和家屬似的。這樣的立法顯然會讓醫界替病人承

擔過大的風險，當然有為淵驅魚之效，高風險的科別遂招不到

醫師，醫師替病人執行高風險的醫療行為時也會三思而後行。

  第三是全民健保把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險兩種不同的觀念混在

一起，乃有違反保險原理的設計。健保如果是一種保險的話，

台灣醫療的危機

 

耗用健保資源越多、風險越高的急重難症病人應該繳納的保費

必須越多才對。但健保的設計剛好相反，越是重病的病人越不

需要繳納費用，所以健保有「重大傷病卡」讓罹患重大傷病者

免除各種費用、住加護病房者減免病房費及其他費用、保費的

收取只和被保險者的身分有關而和疾病無關等。由於這些「違

反保險原理」的設計，所以醫院及醫師治療急重難症的病人所

得的給付遠不足以支應治療那些病人所需承擔的風險，也無法

將醫療風險轉由整個社會來承擔，五大皆空甚至六大皆空遂成

必然的結果。

  若不從以上三點病因下手，台灣恐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目前所

面臨的醫療崩壞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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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少關心台灣社會運動的朋友很羨慕印度國父甘地帶領印

度人從英國殖民統治之下獨立，但是對在台灣要以非暴力抗爭

來改變台灣的殖民統治權力結構都抱著很大的質疑。若是進一

步提到要以非暴力抗爭的手段來面對中國獨裁政權的侵略，幾

乎大部分的人都抱著絕望的態度，認為面對一個草菅人命的共

產黨獨裁體制，除了軍事武裝革命之外別無他途。我反問質疑

者為什麼有這樣的結論，大多數人都說英國人比較紳士，而共

產政權是冷血殘暴的異物。這話聽起來很像有道理，其實不然。

  根據吉恩夏普博士 (Dr. Gene Sharp)對非暴力抗爭的解析，

大約在相同時期，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殖

民統治，印度人在甘地的領導之下可以成功，而阿爾及利亞的

反抗殖民行動沒有成功，主要的原因不是因為英國人比法國人

更紳士，而是因為印度的反殖民運動所採用的方法是不合作與

不服從的非暴力抗爭，而阿爾及利亞選擇的方法是武裝革命的

軍事抗爭。夏普博士進一步分析說，甘地的非暴力抗爭最後讓

英國人即使在自己的經濟損失之下（甘地帶頭紡紗抵制進口英

國的紡織品，受到影響相關生產棉花產品的農民與工人相當多）

都不認同自己政府的殘暴殖民統治，而阿爾及利亞的武力抗爭

卻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法國殖民政府以軍事力量敉平。他說，

這是選擇反殖民統治之抗爭方法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結果，不是

哪一個殖民統治政府比較仁慈的問題。

  夏普說，所有的獨裁殖民統治者考量的依據，都不是他們的

良心道德，而是他們是否能夠掌握政治權力來進行經濟剝削。

英國政府如此，法國政府如此，中國政府也如此，中華民國流

亡政府在台灣更是如此。這些殖民統治者甚麼時候自己良心發

現，主動放棄殖民統治的權力而讓被統治者自由一些？他又說，

要終結任何壓迫體制，就必須了解統治者的統治權力來源是甚

麼，才能夠正確地規劃睿智的總體戰略來推翻它。

  夏普在他的書中一再重複提醒：千萬不要因為非暴力抗爭的

進度緩慢就情緒反應，錯誤地認為軍事武裝革命比較快而且比

較容易成功。他提醒，殖民統治者最具優勢的權力使用就是警

察與軍隊，及大量而且先進的武器。所以反抗殖民統治的成功

與否不是在比較哪一個殖民統治者更有涵養，關鍵是在反抗運

動是否選擇使用正確的抗爭知識，做出睿智的總體戰略及規劃

有效的戰術方法。

  反省台灣人民反抗流亡政府殖民統治的抵抗運動，到現有僅

在政治權力上的選舉權利上稍所進展，而無法完全成功地打破

司法獨裁、民意壟斷（立委選制）及媒體霸權。主要的原因是

台灣的反對運動領導者缺乏對流亡政府殖民體制正確的認知，

而陷入殖民統治者在台灣人民反抗而逐步退讓權力過程中所設

計的圈套。這種錯誤，只要及時修正而採取正確的作為，就可

以很快地收到效果。我們實在不需要在碰到瓶頸挫折的時候，

就匆匆忙忙急著做出失敗主義的結論，認為不得已只好認同流

亡政府殖民體制的憲法。

  我也必須嚴肅地提出警告，但不是暗示針對任何人：在這個

台灣人民反抗流亡政府殖民統治的低潮期，也是緊鄰中國霸權

政府最想併吞台灣的關鍵期，任何主張武裝抗爭的念頭都是對

台灣人民追求建立自由民主法治主權國的抵抗運動不利的；任

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  蔡丁貴

  台灣釣權會、陳亭妃、許添財立委代表，李文正、蔡旺詮、

林美燕等議員及數拾位關心漁民一同出席「我要出海」、「為

什麼國家主人不能出海」、「禁止出海違憲」「開放出海漁業

轉型」、「開放出海帶動休閒觀光」記者會，大家表示政府如

再違背民意不排除採取更激烈抗爭手段。

  李議員表示目前要出海必須坐娛樂漁船，像交通船之類，否

則就要有船隻或舢筏申請船員證，要繳交四千元保證金，要受

訓，一年內要出海90趟。如此嚴苛條件一般人根本辦不到，就

不能出海，等於剝奪人民權利，不利漁業轉型，海洋資源保護，

休閒觀光發展，百害無一利。難怪台灣只能靠廉價勞工，汙染

工業來維持經濟發展。如今這些優勢已被其他國家取代。台灣

禁止出海全世界唯一無二，比獨裁國家還不如，連帶也影響經

濟發展。

  釣權會游理事長表示，為何外籍漁工沒有船員證都可以受雇

上船，為何自己國家的人民卻不能，實在一大諷刺。還有上至

總統，下至一般官員，甚至記者採訪沒有船員證也可以出海，

為何國家主人卻不可以出海實在講不過去。

  台南市漁會漁民代表陳明川先生表示，他們長期生長在海邊，

與海為家，叫他們不能出海等於切斷他們和海的感情，就好像

原住民在山上卻不能在山上活動一樣，他們很支持今天的訴求。

  出席漁民表示長期以來他們只能靠捕魚或釣魚維生。如今海

洋資源日漸枯竭，油價高漲，成本增加。如果開放出海不但可

以幫忙漁業轉型，對海洋資源的保護也會有幫助。政府實在不

該成為三贏的阻礙。

何武裝抗爭行動都有可能授予馬騜引入中國解放軍的藉口。台

灣人想要終結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殖民統治已經夠辛苦了，如

果在一時情緒衝動下，又因為做出錯誤決定而造成後代子孫的

千古遺恨，那台灣就萬劫不復了。

  其實，台灣對殖民統治的抵抗運動是台灣民族的自我解放運

動，也是台灣人的獨立建國運動。這個獨立建國運動表面上是

陷入低潮，但事實上原本分散的人民力量正在醞釀集結。夏普

說，社會力的運動規則與物理力的運動規則是一樣的，有壓力

的地方一定會有反作用力。社會權力結構的改變是一個動態的

權力平衡（Dynamic balance of powers）。只要台灣人民的力

量能夠強化，殖民體制的統治權力自然就會萎縮。這樣的改變

與平衡不是靠乞求統治者的施恩或是統治者的良心仁慈，而是

要依靠人民自己集結的力量。人民沒有力量，統治體制的社會

權力結構是不會改變得更好的。非暴力抗爭所涵蓋「人民自我

解放」的真義就在這裡。

台灣四面都是海，海禁還存在

統治者的紳士會仁慈嗎？

還在戒嚴？



2012/09/13(四)

台灣守護聯盟周刊 Alliance for Safe-guarding TAIWAN  WEEKLY  No.036P-3-

  1951年9月8日，49個國家簽署舊金山和約，其位階比1945年

7月26日中英美蘇四國領袖所發表的波茨坦宣言高，更比1943

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領袖所發表的開羅新聞公報高。

  舊金山和約是台灣地位位階最高的國際法。日本宣佈放棄台

灣主權，沒有白紙黑字將台灣主權轉移任何國家，台灣主權當

然不屬中國，更不屬於已經不是國家的中華民國，或中國台北，

是屬於咱全體台灣住民。9月8日就是台灣主權獨立日，舊金山

和約是台灣主權獨立的出生紙。今年咱台灣主權已經獨立61年

了。咱每年9月8日下午要在凱道舉辦升旗典禮，慶祝台灣主權

獨立日，一直到建立台灣國為止。

  60年前國共內戰的結果，共產黨趕走中國黨的中華民國政府，

於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與被趕

出來非法佔領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爭取聯合國的中

國代表權。最後於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以2758號決議文通

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進入聯合國，等於宣告註銷中華

民國在國際的身分。中華民國從此寄生在台灣這塊土地拖老命

過日子。伊若離開台灣，就換穿「中國台北」這件「殭屍衫」，

流浪國際街頭。昨日馬英九也是穿那件「殭屍衫」登陸彭佳嶼，

說是宣示釣魚台主權。馬英九把馮京當馬涼，彭佳嶼當做釣魚

台，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就是自己打手槍，自己喊爽。

  流亡的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國家，當然不敢在中國或國際場合

面前拿出那面「殭屍旗」。咱要強烈警告中國黨與流亡的中華

民國政權，都是吸台灣的奶水來活命。為了維持流亡政權，公

然白賊，向台灣住民說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平時把那面

「殭屍旗」藏起來，選舉時就拿那面「殭屍旗」出來揮舞騙選

票，嚴重誤導台灣住民，認為中華民國是國家，那面「殭屍旗」

是國旗，誤導台灣住民，尤其是青年朋友，消耗資源浪費愛國

心去保護那面「殭屍旗」，白白做工，作功德做到墓仔埔。

  中國黨的馬英九要瞭解主張獨立建國的民調已經超過五成，

是多數民意。要坦白面對中華民國或中國台北已經不是國家的

908台灣國運動總會長  王獻極

  台灣的經濟已掉出四小龍之外，甚至是亞洲排名倒數第一，

就連菲律賓都要迎頭趕上。在台灣的外籍勞工薪資都比當屆新

鮮人還要來得高，這是怎麼一回事？失業率節節攀升，且因為

油電雙漲之故，很多店家及公司已無法生存，就連一般的家庭

開銷都比以前多出好幾倍，為什麼政府到現在都沒有任何策略

來抵制這樣的情況？政府甚至卸責說是因為歐債導致經濟風暴，

那別的國家都不會受到影響？

  在我們拮据的每一分錢，換來的是不是都存到政府官員的口

袋裡？放個煙火花掉上億元，陸委會拍個廣告 (門打開，阮顧

厝) 花掉上億元，台電人事新增也花費上億，這些不都是人民

辛苦的納稅錢嗎？原來國家一直都是壓搾人民的機器，好來填

補這些無底洞。政府能對得起那些投票給他的選民們？抑或是

已無連任壓力，所以一概不管？當初不是說苦民所苦嗎？這跟

晉惠帝「何不食肉糜」又有何區別？

  近日來台灣發生太多事，但我們卻沒看見馬蝗出面說明，如

林益世案件 (原來真的只辦到林益世)、劉憶如偽造案簽結、外

 

事實，看是要穿那件「殭屍衫」回歸中國投降，或是退守金門

馬祖。最好是落地生根，認同台灣，就地解散流亡政權，脫掉

那件「殭屍衫」，帶領台灣住民，共同面對目前台灣的危機處

境，與第二次戰後獨立國家一樣，在聯合國的監督下，舉辦住

民投票自決建國。建立一個新而主權獨立的台灣國，台灣國旗

自然能飄揚於國際社會。確立台灣海峽，一邊中國，一邊台灣

國。一人一家代，公媽隨人栽。中國人栽中國，台灣人栽台灣

國。只有如此，台灣才有出路，政黨才有前途，台灣人才能真

正當家做主人，出頭天。如果中國黨馬政權不尊重民意，不讓

台灣住民表達集體意志，一昧要傾中賣台，台灣國將於2013年

9月8日，發動十萬台灣住民，站出來凱道抗議馬政權。必要時，

咱就用人民的力量拉馬下台。台灣人讚，台灣國讚，讚、讚、

讚。

圖 ↑ 9月8日908台灣國在凱達格蘭大道第八年的升台灣旗活動，總會

      長王獻極在活動中致詞，並希望明年有更多的群眾參加。

台灣海峽在中間，中國 ，台灣國一邊 一邊

Leann Ho

交官秦日新涉貪污案簽結。台灣的司法顯然是非常不公正，而

且是非常明顯的辦綠不辦藍。自家人犯罪簽結無事，跟他們不

同顏色的就罪加一等或是打入地牢。台灣不是民主國家嗎，怎

會落到這步田地？前兩天英明的馬蝗甚至要“通過”一項法案，

讓中國的律師、建築師及會計師等進來台灣執業，這個目的是

什麼？中國人是不講人權的，中國的律師只忠於他的黨，何來

人權？講一句簡單的，就是共產黨說了算。台灣是人權國家，

要是以後開放中國律師來台，我想人人應該要自危了吧！這種

危害到國家的層級之高，又未經過立法院通過，請問台灣現在

是皇帝君臨天下還是民選總統執政？以後若是跟泛藍不同調，

他叫你死你不得不死，還得叩謝吾蝗萬歲！

  馬蝗民調新低只剩21%，傾中問題只會越來越明顯 (如NCC四

人小組審核旺中案)。日子過不下去導致失業率攀升，只會帶來

更高的犯罪率。21%的民調會不會再更低，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當一股民怨再也無法忍受時，這蝗帝之路必定笈笈可危！

馬蝗，君臨天下



2012/09/13(四)

台灣守護聯盟周刊 Alliance for Safe-guarding TAIWAN WEEKLY  No.036P-4-

  就算一百次戒護就醫亦是無濟於事，無論基於法律規定、醫

學專業、或者社會民意，保障陳總統生命健康，只有保外就醫

一種方式。

  陳總統於11日清晨前往署立桃園醫院戒護就醫，歷時三個多

小時，進行七個項目檢查，本辦公室除了感謝署桃醫療團隊協

助，亦公開感謝不辭辛苦到場聲援的鄉親父老以及全國眾多關

心支持陳總統的民眾。而包括新北市在內的四都以及其他六個

縣市議會陸續通過呼籲保外就醫提案，陳總統內心相當安慰，

並表達由衷感謝之意。

  惟令我們相當擔憂與難過的是，今日之戒護就醫只是返院追

蹤攝護腺附近三顆腫塊以及其他病症的既定計畫（本應於七月

中返院，但不明原因延宕至今日），事實上並無助於改善陳總

陳水扁辦公室：一百次戒護就醫也無用，
陳前總統生命健康唯保外就醫一途。

  見到陳水扁總統，他的情況比我一個多月前見到他還要糟糕。

一早他到署立桃園醫院時約莫是早上六點十五分。他下車時眼

神相當渙散，呈現呆滯的狀況。出來時才十點二十五分。

  其實署桃安排的動線不錯。一早許忠信立委到達時約莫早上

五點五十五分。最早到的是郭長豐醫師與張葉森醫師，後來陳

致中與江志銘議員到場，陪同陳總統進入放射科做初步檢查。

後來許清順議員到場（民進黨唯一地方公職）。近兩百位的長

輩連夜守候，相當的配合指揮，尤其我在台南要趕夜車時，許

多台南各地的媽媽集結到統聯客運。我們（鄭羽秀與番薯台攝

影）提早於十一點半出發，他們是十二點半出發。他們的手握

在我手心，說看你們的節目我們才趕來。到南崁時遇到許多臺

中來的支持者說同樣的話。坐計程車到醫院要二百七十五元，

他們總是自己掏出腰包。到現場時已經有些長輩與警察。其實

這次戒護就醫我看到許多生面孔，令人感動與佩服。我看到總

統的後腦勺掉了許多頭髮，那是憂鬱症的重要傾向，心中就發

現不對。而後看他眼神渙散沒有任何表情，他就這樣的虛弱，

台灣草根運動協會召集人 張銘祐

統目前快速惡化之生理及心理的病情。

  平心而論，可以說甚至毋須醫師判定，任何探視過陳總統的

訪客都明顯感受到其健康狀態相當嚴重，與去年相比，今年實

在變差太多，即便只是透過電視螢幕，亦可觀察到陳總統面色

暗沈、目光無神、步履蹣跚、體力虛弱、身形極端憔悴之病軀。

  綜合陳總統醫療小組（由台大醫院創傷醫學部主任柯文哲醫

師召集）所診斷之醫學證據以及相關病歷資料，均顯示陳總統

的身心受到重創，生理上呼吸窘迫、胸悶、胸痛、通氣障礙、

冠心症等情形非但沒有改善，反而日復一日惡化，在監亦曾發

生突然呼吸困難之危急狀況；而心理上陳總統長期遭受「重度

憂鬱」以及「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令人無法想像的痛苦折磨，

亟需接受專業監測及精神醫學治療，業經台灣精神醫學界大老

陳喬琪醫師（馬偕醫院精神科資深主治醫師、台北醫學大學教

授）親自診斷無訛，長庚醫院較資淺之精神科醫師亦認同前輩

之結論，近日署桃精神科主任入監診治也憂慮地表示陳總統「

病情複雜」，或因一時難以評估，復囿於戒護就醫之短時間限

制，是以今日院方並無安排精神科為陳總統看診。

  由於陳總統病情具有多重面向且身心交互影響，故不能僅從

表面數值觀之，必須整體檢視其身心生病程度，才能精確對症

治療。法務部今就陳總統就醫檢查結果表示情形均已改善，完

全悖離醫學證據及客觀事實，無異公然說謊，欺騙社會大眾，

本辦公室強烈譴責。另有媒體報導，北監事先請署桃進行精神

科檢查，認一切正常，毋須進一步檢查，更屬荒謬無稽。

  本辦公室嚴正重申，就算一百次戒護就醫亦是無濟於事，無

論基於法律規定、醫學專業、或者社會民意，保障陳總統生命

健康，只有「保外就醫」一種方式，我們也籲請法務部儘速委

由各大醫學中心專家組成醫療小組，就陳總統身心健康情形作

深入完整之檢查評估，更歡迎與台大柯文哲醫師等進行專業對

話及意見溝通，方能對社會上超過半數支持陳總統保外就醫之

民意有所明確交代。

圖 ↑ 陳水扁前總統日前戒護就醫，健康情況更惡化，眼神相當渙散，

       呈現呆滯的狀況。                                                    (圖翻攝自網路)

也多了驚恐。我崩潰哭泣（其實男孩子這樣很丟臉），看到許

多長輩也跟著哭泣。一個貢獻良多的人被這樣對待，當下我荒

蕪與無助，想著誰能救他，他要被出賣到什麼時候。

  到總統離開前我們聽到醫院在討論評估，我們燃起希望，他

能多躺在病床。無奈陳雲林來警方無法部署而要發回北監。在

跟許忠信立委訪問時，他的眼淚無奈的掉下，心頭又是一陣酸，

如同刀割切心之痛。我們決定躺下不讓他通過，看是否能讓總

統在醫院躺一下柔軟的病床，這是很卑微的請求。後來妥協是

因為怕他走其他門。我們配合醫院，走回封鎖線。

  總統要回去，群眾的心糾結在一起往前衝，警方把電動門關

上，直到總統離開。救不出一個被虐待的老人，我們的心情相

當無奈，那種心酸就像我的眼淚、許立委的眼淚，還有長輩的

眼淚。栽培大pp這麼多人，沒有一個到場。許立委要趕飛機，

他邊哭著說他到歐洲一定要報告一個元首被如此對待。我真的

無語問蒼天。

陳總統戒護就醫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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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Release美國華盛頓的人權行動中心新聞稿》

An international and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team to 
review the case of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team will arrive in Taipei the week 
of September 15th to review the human rights case of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d the conditions of his imprisonment.
   Team leader, Jack Healey is the director of Washington DC based
 Human Right Action Center (HRAC), and team members include, 
Hans Wahl, a human right activist and educator based in Paris, and
Harreld Dinkins, a human rights advocate based in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The team will undertake many fact-finding missions including 
visiting President Chen in the prison and meeting with AIT officials,
DPP leaders, government officials, medical and legal teams of 
Chen, and grassroot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in Taiwan.  
  Mr. Healey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President Ma on July 20, 2012
to express concerns regarding Chen's imprisonment and health 
conditions. 
  In the letter, he pointed out“univers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should remain constant, even for those who are incarcerated. 
“Healey decided to follow up with his open letter by leading
this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team to visit Taiwan as there is a 
grave concern of Chen's death while in custody.
   Jack Healey founded Washington DC based Human Right Action 
Center (HRAC) in 1994.  HRAC rebuilt a factory in Bosnia
for war widows and raised funds for many human rights
missions, in particular the support for Aung San SuuKyi of
Burma, through albums, concerts, and videos, in collaboration
with many famous artists, including Pavoratti, Jim Carrey, 
Rhino, U-2, Clapton, etc. Mr. Healey was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from 1981 to 1994.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membership of AI USA grew from 30,000 to
400,000 and the budget grew from $3 million to $26 million.
  Mr. Healey has received seven honorary doctorates for his 
life long human rights work. He is also a recipient of several
 awards including Dr. ML King Jr. Award and Bill Graham Award. 
  He was called “Mr. Human Rights” by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and featured as “Person of the Week”of ABC by 
Peter Jennings, the famed News anchor.  Mr. Healey is a
spokesperson for human rights and he appeared on almost 
all national TV and radio shows in the US and travelled on
numerous missions fo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Haiti, Swiss, Mexico, Guatemala, Thailand, to name a few.
Hans Wahl is Austrian-American and holds a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rom Columbia University. Currently, Mr. Wahl is the
director of INSEAD Business School'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 in Fontainebleau, France.  He has more than 35 years
of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over 40 countries.   He recently designed and led
a series of programs to prepare teams of paralegals to work in
post-conflict countries in Africa; developed a training program
for prison officials in Bangladesh.He also promoted innovative
teaching methods at a government academy in the Ukraine, 
and a high-impact staff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the Prison 
Department in Sudan.  Previously, Mr. Wahl led UNESCO's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Program and held senior staff positions at Amnesty
International.
    Mr. Dinkins has researched, consulted, and written for dozens of 
human rights group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He has a
considerable portfolio of experience with the diverse peoples and
ecosystems of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where prisoner rights are 
one of his many longtime concerns. He has recently established a

 

  九月十五日，一個獨立國際人權工作小組將來台關心陳水扁

總統的人權及其監禁狀況。這個國際人權小組是由美國華盛頓

的人權行動中心http://www.humanrightsactioncenter.org/dyr/

主任傑克希利(Jack G. Healey)發起。成員包括漢斯華爾(Hans

 Wahl)，一位駐法國巴黎的人權與教育人士；以及哈瑞丁勤時
 ( Harreld Dinkins)，一位駐華盛頓與紐約人權熱心人士。

這個國際人權小組來台探求真相，將訪問獄中的陳水扁總統、

美國在台協會官員、民進黨高層、台灣政府當局、陳總統民間

醫療小組與律師團，以及台灣的草根人權運動團體。 

  希利先生在今年七月二十日曾對馬英九先生發表一封公開信，

關切陳水扁總統的監禁與健康狀況。在信中，他指出〝人權是

普世價值恆久不變，即使是被監禁的犯人，他們的人權也不容

被剝奪。〞希利得知陳總統很可能在獄中喪生後，決定親自來

台推動他公開信的後續動作。

  傑克希利在1994年創立駐華盛頓的人權行動中心 (Human 

Rights Action Center, HRAC)。HRAC在全世界進行各項人權救

援，較著名的包括在波希尼亞重建工廠安頓戰後遺孤以及製作

演唱會、唱片、影片來募款聲援翁山蘇姬。與他合作的藝人包

括男高音Pavorrati, 影星Jim Carrey, 歌星Rhino，U-2，與

Clapton。希利在1981-1994年間擔任美國國際特赦組織的執行

主任，在他的領導下特赦組織美國分部會員人數從三萬暴增到

四十萬人，預算從三百萬美元增加到二千六百萬美元。希利終

生從事人權運動，他的傑出貢獻舉世推崇。他獲贈七個榮譽博

士學位以及數項獎座包括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獎(Dr.ML King 

Jr. Award) 以及比爾葛瑞佈道家獎(Bill Graham Award)，美

國權威雜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 World Report)

稱他為〝人權先生〞。美國ABC電視台著名的新聞主播彼得‧詹

寧斯(Peter Jennings)封他為〝星期人物〞。希利是人權運動

的重要代言人，美國各大電視、廣播電台都曾報導他的人權救

援工作。他參與非政府人權任務足跡遍及全世界，包括海地、

瑞士、墨西哥、瓜地馬拉、泰國等等。

  漢斯華爾先生是奧地利/美籍人權工作者，他擁有哥倫比亞大

學國際事務碩士學位，目前擔任設在法國巴黎INSTEAD學院的社

會創業科學系主任。過去三十五年，他幫助四十餘個國家發展

教育、管理、經濟與政治制度。最近工作包括規劃課程訓練法

律專業助理，服務困在戰爭衝突的非洲國家。幫助孟加拉訓練

監獄管理人員，推動烏克蘭國立學院創新教學方法，以及建立

蘇丹矯正署的人員培訓計劃。華爾曾任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

織UNESCO領導人以及國際特赦組織資深幹員。 

  丁勤時先生提供人權與非政府組織諮詢、研究與撰述服務。

他擁有獨特與豐富經驗支持東南亞少數民族及其生態系統。他

長期關注這個地區的受刑人權。最近他創立一個新的組織專門

從事河川與水流文化的保育工作。丁勤時在中國昆明、雲南以

及東南亞居住多年，擔任難民營救援工作。

new NGO (Initiatives For Asiawww.facebook.com/initiativesforasia)
which works on protecting rivers and the communities they 
support. Mr. Dinkins spent several years living in southwest China 
studying (primarily in Kunming, Yunnan) and southeast Asia (mostly
doing outreach work with refugees).

《華文翻譯》

傑克希利人權救援小組來台關心陳水扁總統健康與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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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訊   息

如何建立和諧的兩性關係
日期：2012年9月15日(六)下午2:00~3:30

地點：台灣心會會議室（台北市光復南路102號11樓）

主辦: 台灣心會總會、台北市台灣婦女會 

講者：黃越綏女士（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發展第一？產業轉型與勞動正義的可能空間」
時間：9 /15日（六）下午15:00開始

地點：紫藤廬（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主辦：殷海光基金會

合辦：紫藤文化協會

主持：顏厥安教授（台灣大學人權暨法理學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辛炳隆教授（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林宗弘教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柳嘉峰主任（台灣智庫研究部）

      龔明鑫副院長（台灣經濟研究院）

報名：02-23637375；02-23639459

環保署勿護航六輕進行違法通訊投票
六輕環評核算量非實際排放量，六輕致癌性有機揮發物VOCs

排放已超過環評核定每年4302噸，要求環保署重開環評大會

並撤銷六輕擴廠 記者會

時間：9月17日(一)上午:10:00

地點：立法院中興樓106室

主辦：劉建國立委、田秋堇立委、雲林環保聯盟

      彰化環保聯盟、彰化醫療界聯盟、雲林淺海養殖協會

      雲林野鳥學會、雲林生態保育協會籌備處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說明：本月11日雲林縣政府發出新聞稿指出雲林縣政府在本

      月7日於環保署召開之六輕四期4.7環差申覆會議中，

      縣府所提出六輕致癌性有機揮發物VOCs量每年3739噸

      乃是依據六輕四期環評所通過的自廠係數所核算(核

      定計算)的值，並非實際排放值。而該核算值也並未

      包含六輕異常排放及2011年5月12日後工廠遭縣府停

      工處分及經濟部工業局要求之分區分期停工檢修之排

      放量。環團復查環保署的報告(EPA-100-FA12-03-A058，

      中部及雲嘉南空品區汙染減量推動計畫，2012年1月)，

      其中查核燃燒塔異常排放有機揮發物VOCs量每年有達

      約1800噸。據此，推估六輕的排放量已達5539噸以上，

      遠超過六輕環評核定總量每年4302噸。因本月7日環

      評大會後沈世宏署長公開宣稱可能不再召開環評會議，

      將以通訊投票表決，故環團特召開記者會，要求環評

      會需針對雲林縣政府新聞稿內容重新召開環評大會審

      議，請環保署(環評委員)勿違法逕行通訊投票，

      敬邀採訪。

聯絡：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02-25596662

      彰化醫療界聯盟 張小姐 0911757521          

      台南辦公室 林小姐 06-3363763

「中國霸權vs.民主人權：

從圖博人自焚抗議談起」座談會

時間：2012年9月23日(日) 上午10：00~12：00

地點：台大校友會館3樓A室(台北市濟南路一段2-1號)

主辦：台灣教授協會、台灣圖博之友會

主持：張炎憲（台教會會長）

與談：周美里（台灣圖博之友會會長）

凱度頓珠（前圖博流亡政府國會議員）

札西慈仁（AI理事、前圖博青年會台灣分會會長）

林淑雅（AI副理事長、靜宜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分享：圖博之友會2012達蘭薩拉青年訪問團＋秋季團成員

聯絡：台教會秘書處

電話：02-2362-8797

傳真：02-2362-8798

e-mail：taup@seed.net.tw

活動現場接受「台灣共和國志工護照」的申請及登錄。

『救扁義勇軍』招募中
  請化悲憤為力量！公投盟蔡丁貴教授正在召募(救扁義勇軍)，

準備為臺灣的民主人權做更有效的長期非暴力抗爭！中華民

國在臺灣的非法殖民體制已不是政黨可以為臺灣人解開的奴

化緊箍咒。尤其是司法體系，60幾年來透過中國黨的黨國思

想，愚民政策下的奴化教育荼毒，已成為中國黨鬥爭異己的

私法工具！今日臺灣的民主假象在扁案中展露無遺！不管你

喜不喜歡阿扁總統，臺灣人捍衛民主人權的決心將因您的一

念之間而轉變臺灣人的自主性未來，無需依賴政黨。臺灣人

自發展現團結，臺灣才有未來！今日臺灣人不爭，明日臺灣

人將更難翻身！

報名請洽：立法院旁濟南路側的公投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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