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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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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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人考試時作弊被抓到，那科的考試成績一定是以零分

計算，作弊的考生也會被校規處罰。反過來說，如果一個人被

指摘為考試作弊，但事後卻發現指摘者的指控毫無根據，甚且

是被教唆去作虛偽指控的，則還當事人清白是所有人都會同意

的事。這兩個簡單的道理人人都懂，但我們的馬英九終統及中

華民國司法院的法官們卻不懂，豈不怪哉！

  馬英九把首長特支費流入自己的薪資戶頭裡當作對首長的私

人補貼，這是罪證確鑿的犯行。但是馬英九在貪污特支費被抓

到後，連夜把錢捐給他自己的基金會當作公益，就被中國黨的

法院判無罪了。這好比考試作弊被抓到後，只要把作弊時所寫

的答案全部塗掉，就是沒作弊一樣的荒謬。

  同樣荒謬，但情節相反的是陳前總統被判有罪的龍潭購地案。

該案判決的主要根據之一是辜仲諒的偽證。照道理，如果根據

偽證所做的判決在偽證被公諸於世後，那個判決就該被揚棄，

以還當事人清白了。但是我們中國黨的法院不僅用違背憲法的

總統職權實質影響說判處阿扁有罪，在辜仲諒承認做偽證後也

沒有絲毫動作以修正錯誤的判決。這就好比被指考試作弊的人

在被發現遭人誣指後仍不得翻身，還需要背負作弊惡名一輩子

一樣荒謬。

  最近陳前總統是否該保外就醫一事引起舉國甚至國際社會的

關注。雖然阿扁總統在台北看守所和台北監獄已被關出一身疾

病，但馬政府似乎鐵了心，絲毫不考慮讓身心狀況已惡化到不

適宜再關在監獄中的陳前總統保外就醫。有鑑於全世界叫得出

的判決
的執法

名字的國家都沒有一個國家敢用那麼惡劣條件的監獄去關押一

位卸任總統，何況還是一位被作偽證、換法官、司法院長被摸

頭、違背憲法規定等方式強加罪名的總統，我們不禁要懷疑，

那個在首長特支費案有明確貪污事證的”總統”憑甚麼繼續關

押受偽證迫害的陳前總統？他有何資格不僅不平反當事人，還

拒絕讓已被關出一身疾病的當事人保外就醫？

  洪英花法官早在2009年9月就為文指出扁案的判決自始無效。

有良心和正義感的檢察官和法官看到同為法律人的洪英花法官

指出扁案的判決是枉法裁判之後，早就該主動循法律途徑改正

錯誤才對。但我們由中國黨豢養的檢察官和法官們不僅不反躬

自省，儘速改正錯誤，還裝呆裝傻，一副聽不懂洪法官在說甚

麼的樣子。扁案從2009年9月到現在的2012年10月，已經都滿3

年了，但被枉法裁判的陳前總統還繼續被關在極不人道的監獄

中。台灣的法官和檢察官到底還有沒有是非感和人性啊？一個

人可以被枉法裁判後關押在地牢中幾個3年？

  扁案中被宣判有罪其實是那一票教唆作偽證、換法官、摸司

法院長的頭、故意曲解憲法有關總統職權的檢察官、法官、及

背後的影舞者。被關在監獄中的陳前總統就像一面鏡子，映照

出那些蓄意曲解法令及操弄司法去判他有罪者的醜陋犯行。中

國黨的檢察官、法官和背後影武者雖然大權在握，可以殘害忠

良，但歷史的千秋之筆會把這一幕「無恥的判決，無恥的執法」

完整地記錄下來，讓後人永遠恥笑那一批狂妄的無恥之徒。

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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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瘋的社會
美國洛杉磯執業律師 江建祥(Max C. Chiang)

     正義必須符合公平原則，並且對追求幸福有助益，是人們在

行使自由、平等權利時所必須遵守的限制。正義就是對賞罰分

明的堅持。獎賞也好，處罰也罷，正義原則在確保每一個人得

到他所應得的。

     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裝置了一套辨識是非的軟體程序。

任何良心還沒有泯滅的人見到不公不義的事情，心中那套程式

就會自然啟動，引發連帶的生理和心理反應。不公或不義的心

理反應瞬間會讓人的腎上腺素急劇分泌、血管收縮、凝血素增

加，宛如突然遭受兇猛的野獸侵襲一般，隨時準備致命性的濺

血反擊。

     對不公不義採取強而有力的抵制或對抗帶給人自我肯定、掌

控現狀的權威感以及自傲。這種快感是破除不公不義的附加價

值，何樂而不為？可是，在不正常的社會裡，面對不公義的事

情，能有勇氣起而抗爭或破除改革者倒是頗為罕見。因為這一

類的社會長久受不公不義的折磨，大多數的人，包括施行壓迫

的加害者，為了維繫對自己有利的不公義的制度，或受壓迫、

虐待的被害人，為了苟延殘喘，都已經逐漸地產生敏感神經鈍

化的症狀。像患了痲瘋病的人一般，他們都有嚴重的末端神經

萎縮病變。一個痲瘋的社會缺乏應該享有的快感，怪不得木炭

最終會變成管制品！

     誘導性麻痺或心臟長繭是一種情緒反應的鈍化，是面對不想

面對的事情的一種心理應對方式。臨床心理治療上，讓患有恐

懼症或焦慮症的病患不斷地面對引發恐懼或焦慮的誘因，藉由

頻繁的接觸，讓病患逐漸對發病的誘因而失去敏銳的反應。通

常人對凶殺現場血腥的場面都會有極其不適的反應，有的人甚

至會產生噁心或嘔吐症狀。但是，一般的法醫或刑事調查人員

則因為長期曝露在類似的狀況下，逐漸產生具有自保作用的情

緒鈍化。收視率頗高的CSI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影
集裡，常常可以看到刑事調查局的工作人員坐在屍體旁邊，一

手拿著洋芋片往嘴裡塞，一手邊翻動著屍體，邊撰寫驗屍報告。

雖然有些戲劇性的誇張，但是這些影像所要傳達的信息就是心

理反應鈍化的現象。

    在不正常的社會裡，這種心理反應鈍化的現象到處充斥。從

不公不義的壓迫裡獲得利益的加害人通常對不公不義的存在缺

乏認知。這種認知的缺乏有時是因為加害人在潛意識裡對事實

認知所可能帶來的罪惡感的趨避，有時卻是因為對可能的報復，

內心產生恐懼，故意視而不見的鴕鳥心態，或者是對現狀改變

的無力感所造成的無奈所導致。但是，大部分的加害人卻都故

意地把過錯歸諸於被害人，藉此來保留對自己的正面評價。馬

英九把228屠殺定義為『官逼民反』。他的重點不在不當、不重

人權的『官逼』，而在不該、不識相的『民反』。這種『自我

感覺良好』的心理常常是加害人繼續維持邪惡制度，抵制改革

的主因。

     這種保持對自己的正面評價或者所謂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

在加害者和被害人的身上有不同的反應。加害人為了能夠自我

感覺良好，便盡量將自己對不公義的責任降到最低程度，即使

在無法完全推卸責任的狀況下，至少也要盡量將不公不義所造

成的結果小量化。 反之，正常的受害人面對不公不義，為了保

持對自己的正面評價，不至於有『咎由自取』的自我譴責，便

會將不公不義的結果反射回到加害者的身上，藉此對加害者進

行極力的反抗。 然而有一些『反常』的被害人，為了維持自我

感覺的良好，藉著對不公不義的存在的視而不見，用麻木不仁

來欺瞞自己。最糟糕的是，還有一種被害人面對不公不義，完

全不顧自尊，充分表現奴婢的心態，把所有責任往自己身上攬，

認為自己之所以受到不公不義的待遇，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你

覺得台灣人是屬於那一種的被害人呢？

     此外，台灣到處充斥熬成公婆的醜媳婦。這些原本的被害人

受制於加害者的淫威，不敢表達自己憤怒的情緒，壓抑日久，

因此形成對加害者認同的奴婢心態。這一類患有斯德哥爾摩症

的被害人，會用睜眼說瞎話的方式拒絕承認他們內心對不公義

的不滿和憤怒。更甚者會接受加害人對他們的鄙視和侮辱，並

將之內化形成一種自卑感。 更離譜的是，當這些默然接受鄙視

和侮辱的人在認同加害人之後，自卑轉化成自大，居然產生一

種鄙視其他受害人的心態，並且在他們欺侮其他被害人的同時，

病態式地感到莫名的權威快感。受過虐待的人，為人父母後反

而轉過來虐待自己的子女，或唯唯諾諾的女人對敢於主張自主

權利的女人的鄙視和怒罵，都是同樣的心理。

     處於強勢的加害者通常可以肆意地透過他們對公權力或整個

社會體制的控制，對正義做對他們有利的詮釋。相對地，這些

加害者靠他們所掌控的媒體或教育機構的支撐，又進一步被他

們自訂的正義標準所迷惑。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這些加害人

已經對不公不義的事情失去了敏銳的感受。

     2012年四月五日馬英九又到桃園慈湖去哭墓。對此，段宜康

隔天在立法院質詢時質問號稱歷史良心、社會燈塔的龍應台有

關台灣白色恐怖的歷史責任歸屬，公開要求龍回答蔣介石是否

是應負起最大責任的人。龍應台的回覆竟然是：『個人不能免

於這個責任之外，但怎麼判斷哪個人的責任多大，是整個社會

要探討的問題，社會需要有共識。』『社會共識』到底是什麼

                                    (本文未完接續下頁)

圖 ↑ 每年總要去慈湖哭墓一兩次的馬英九，甚至於流淚哽咽。

                                                                                          (圖翻攝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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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痲瘋的社會」)
碗糕？是掌權者的盾牌還是遮羞布？龍應台的上述推卸責任的

回應難道不正突顯這些掌權者的痲瘋已經病入膏肓？

     結構性的壓迫透過政治、經濟和文化等組織不斷地、系統性

地循環複製。因為問題存在於社會結構，所以除滅惡質的領導

人或制定新的法律都無法改變結構性的問題。

     紅衫軍的倒扁行動可以造成獨派的分崩離析。有人忙著切割，

有人等不及地喊：『我準備好了』，就是因為獨派並未形成任

何具有永續性的結構。反之，獨派社團的倒馬活動無法對統派

的結構有任何撼動的作用。雖然和缺乏政黨奧援有所關聯，但

是統派壓迫者六十多年來在台灣這個殖民地上已經建立了一個

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共犯結構體。這個牢靠的結構不會因為一

個一時的領導人的傾倒而崩潰，倒是主要的原因。事實上，統

派裡頭毋需任何人呼喊『鞏固領導中心』，散佈在各處的壓迫

者共犯適時地便會群起抵制任何改變現狀的力量。他們的目的

在維護他們既得的權利——他們可以不顧是非的擁護他們的狼

頭，也可以順勢推翻威脅到他們權利維繫的阿斗。時機成熟時，

更可以另外樹立一個可以足以迷惑被壓迫者的新的傀儡。

     社會上許多的不公不義沒能受到預期的抵制或抗衡，和人們

『心肝長繭』的痲瘋現象有緊密的關係。治病除了要治標，適

時的疏解病痛之外，更要能治本，將導致疾病的原因一併根除。

麻木不仁的台灣人病得不輕。光靠像貼OK繃般的政論性節目或

偶爾的街頭嘉年華會是絕對無法發聾振聵。而統治者所設計用

來維繫政權的充滿弊端的選舉制度，只會加重麻痺，延宕治癒

的時效，對潰爛的痲瘋毫無助益。這種痲瘋症狀需要長期的治

療和呵護，包括適當的公民教育，提升『病』人對真、善、美

的慕戀和追求，培養他們對正義、自由和平等的認知和尊重。

這些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艱鉅工程。播種的人很可能看不

到收成。做這種基礎工程的人常常被人誤會、辱罵為西裝筆挺，

坐在冷氣房裡喊『台灣人站起來』的蛋頭。台灣人裡有多少人

願意參與如此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還是，我們得等待下一個馬

偕？

  「聯合國」創立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終後的當年，即

1945年10月24日，

因此每年10月24日

被訂定為「聯合國

日」(United Nati

-ons Day)。

  為了把台灣跟聯

合國連結起來，喚

醒台灣人民要繼續

推動台灣加入聯合

國，民進黨陳水扁

總統執政時，2007

年由行政院宣佈每

年10月24日為國定

的「台灣聯合國日」，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

就聯繫各個本土社

舉辦「台灣聯合國日大會」的意義

圖 ↑ 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在美國舊金山簽署，於1945年10月24

       日生效。聯合國正式成立。1947年10月，聯合國大會把10月24日

       定為聯合國日。                                                         (圖翻攝自網路)

團，於當年10月24日下午在台北市福華文教會館卓越堂舉行

「慶祝台灣聯合國日大會」，以“UN for Taiwan, Peace

Forever”(台灣入聯國，世界永和平)為主題。

  當時行政院長張俊雄親自蒞臨大會，在致詞中簡潔有力地說

明制定「台灣聯合國日」之原由與目的，這首次慶祝大會有近

八百位民眾參加，而且也有11位各國駐台灣使節出席，加上動

人心弦的音樂節目，整個會場場面熱絡，令人印象深刻。從

2007年開始，台灣聯合國協進會以及各社團合作持續每年10月

24日舉辦「台灣聯合國日大會」，到今年已經是第六屆了。

  2008年馬英九執政以來，搞外交休兵，入聯也休兵，一昧向

中國傾斜，企圖逐步把台灣鎖入中國。然而台灣是咱台灣人的

國家，上天賜予我們的祖先及世代子孫在這塊美麗的海島

Formosa上居住與生活，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在這美麗島上，

建立民主自由，且充滿公義和平的美麗國家台灣。台灣國像一

艘巨型的航艦，我們要駛向東邊旭日東升，陽光普照的太平洋，

並且駛向在紐約的聯合國，千萬不要讓國民黨馬英九政府把台

灣駛向西邊夕陽西下、民主自由日趨黑暗的強權中國之下。

  為此，今年10月24日(週三)下午7:30起繼續舉辦台灣聯合國

日大會，在台北市林森北路60號，與長安東路交叉口的中山教

會禮拜堂。主題是:「推展公義和平運動，把台灣與聯合國連

結起來!」敦請協進會的顧問蔡同榮、陳唐山、吳釗燮、許世

楷、謝志偉、羅福全、高英茂等短講勉勵，也有台北安和合唱

團、愛莉思弦樂團的演唱與演奏名曲；更有此次台灣加入聯合

國宣達團的視訊簡介等…。歡迎大家踴躍出席，互相鼓勵，手

牽手繼續向聯合國前行!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秘書長  羅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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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大家都知道，依據美國移民法規定，自取得美國永久居

民(PR俗稱綠卡)的那一刻開始，必須累積在美國境內居住長達

約五年時間(一般人稱為移民監)，才能提出申請歸化為美國公

民。美國移民局在受理申請歸化後大約一年左右的時間完成審

查歸化人資格確認無誤後，才依歸化作業流程請相關當事人依

指定日期地點，在美國法官面前完成公開宣誓儀式。其宣誓之

誓詞的其中一段聲明是從此效忠於美國為終身唯一的國家，善

盡美國公民應盡之義務，方能取得美國公民身份。從取得美國

公民的那一刻開始，才能享受美國憲法所賦予的權利與各項社

會福利。

  像胡忠信和沈富雄先生等，不僅妻小都長居美國，其本身亦

或曾經擁有美國公民護照，更曾經公開向美國政府宣誓效忠過，

這是成為美國公民的基本要件。這些人有本事理當回到美國去

關心美國政治和美國社會公共事務，因為目前美國本身除了政

治經濟，亦是有諸多自顧不暇的包括伊拉克、北韓、伊朗等極

棘手的諸多公共議題。這兩位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所謂媒體

「名嘴」有傳聞說是要不到官做，惱羞成怒，轉而不斷怪責民

進黨執政後的種種缺失，嚴厲批判執政當局把經濟搞成這麼差，

政治有多麼的敗壞。假使台灣經濟真的如此低迷不振，胡先生

和沈大老為何不願回到那個集全世界科技人才，遍地黃金的美

國？特別是你們的妻小眷屬也都在美國。請別忘了那是您曾經

宣誓效忠過的國家。相信您們還未曾公開向台灣宣誓效忠過吧！

若非台灣錢淹腳目，加上台灣目前存在違反公平正義的雙重國

籍讓您們享盡所謂「華僑」雙重國籍之特權，憑什麼讓您們這

些美國人成天在台灣欺大罵小，賺取每天在數個不同 Call in

節目的通告費，撈盡台灣人的錢，行干預台灣內政？你們有一

點點羞恥心嗎？

  類似胡忠信和沈富雄這些持有雙重國籍的人在台灣可以說比

比皆是。這些持有美國公民的台灣人不僅在美國可以合法工作，

享盡美國各種遠優於台灣的社會福利和種種的好處，回到台灣

亦可以合法工作，更是享盡一切特權。扛著華僑的身份，可以

享受返國投資獎勵優惠條例，子女可以享受回國加分就讀優惠

特權，亦可享受比台灣公民更廉價的台灣健保。對於沒有外國

身份的您我，則只能在台灣合法工作。若是單純以觀光客的身

份到美國工作，就成為非法勞工。超過入境時移民官同意給予

的停留天數，就成為逾期非法居留，嚴重者馬上被軀逐出境。

請問胡忠信先生和沈富雄先生，這合理公平嗎？

  請教胡先生和沈大老，您們每天公開在台灣各大媒体大言不

慚地標榜公平正義，您們的公平正義標準又在哪裡？您們長年

將妻小安置在美國，您們有履行為人妻為人父的基本責任嗎？

每一個人應先要有能力齊家，才能治國「評」天下。您連齊家

都未能盡到基本的責任和義務，又有什麼資格成天唱衰台灣？

您曾在某地下電台接受Call out訪問時，有聽眾問您是否有美

國護照？您說您持用美國護照與愛不愛台灣並沒有衝突。如果

這個理論和說法可以成立，那豈不表示您若是在台灣搞外遇，

和您愛不愛您的太太亦不衝突呢？這是什麼邏輯？

  奉勸兩位媒體寵兒，台灣錢雖然真好賺，台灣人則不一定那

麼好欺負，讓人看衰。虧您們還自稱是讀書人，什麼專業的媒

體人，且不斷強調媒体人應有一定的良知。您們的良知又在哪

裡？難道您們不認為台灣現行的雙重國籍是違反公平正義嗎？

您們滿嘴仁義道德和您們長期棄妻兒於外國的作法，您們有盡

到起碼的為人夫、為人父的責任嗎？您們不曾感到內疚嗎？您

雙重國籍縱容胡忠信、沈富雄等人在台灣大小聲？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我個人覺得重點不在單薪，雙薪，或更多的薪水。重點應該

放在符合全民公平正義之原則，依不同年度的國民平均所得，

以及每一個人的年度所得高低，作為合理扣稅比率標準。所得

越高的人，必須以百分比的所得遞增稅率扣之，讓超過年度平

均所得一定比率的人(肥貓)，在一定的標準年所得，必須支付

更高的稅，就沒有所謂多少份薪資的爭議。

  每一個國家的社會裡，都有各種不同幸與不幸的族群比率。

最符合公平正義的做法就是，讓有能力、四肢健全、腦力優質

的人，憑藉其特別傑出的能力賺取更多的錢，繳交更高的稅，

幫助先天就有手腳身體殘缺不幸的人，以期達到均富的境界。

就像許多文明的國家，每年都有非常多的富豪大力捐助諸多弱

勢者，有效的幫助政府解決了社會福利支出的排擠功能。包括

不動產，也都應該學習文明國家，以房屋數的多寡逐筆遞增扣

稅的方式，讓擁有大量土地和房子的人，繳交更多的房屋稅、

地價稅、增值稅等，國外叫做不動產稅(Property Tax)。在台

灣的諸多政府官員名下動輒幾十筆，甚至百筆以上的土地，和

幾十棟房子，實在是世界級大笑話。稅率若不改為遞增扣稅，

當然就富者越富，貧者越貧。台灣諸多紛紛擾擾之爭，其實都

是因為不公不義所致。因此、領雙薪，或是多薪，房子幾棟，

土地多少筆，都不是重點。最大的爭議在於凡事都違反公平正

義。

  個人最感到遺憾與不解的是，全台灣的納稅人，每年流血流

汗繳了那麼多的稅，供那麼多擁有碩博士高學位卻欠缺良知的

官員民代出國考察，不知到底在考啥咪碗糕？這不用跟國家頭

家的納稅人交待嗎？另外最令人不解的是，自從國民黨被共產

黨打到落花流水，跑路逃到台灣逾67年以來，立法院每年都依

「預算法」編列年度預算，卻沒有決算法。導致政府各機關每

年所編列的預算到了年終預算花不完時，都以到處索取發票收

據，作為消化預算的目的。請問負責幫人民看緊荷包的朝野立

委、縣市議員諸公們，有誰願意摸著良心說一句良心話，這樣

做算不算貪污？

  台灣話有一句俗語：話吶要講透天，目屎就撥未離。台灣的

政府官員，號稱是全世界學歷最高，但卻是最沒良心的政客。

像所謂的國務機要費、首長特支費、主管辦公費、關關交際費

等，全都是巧立名目的私房錢。請問全世界有哪一個文明的國

家敢這樣自肥花錢？政府的一分一毫全都是來自國家雇主的原

始納稅人繳的血汗錢。不管你的職務多高，多麼重要，全都必

須具有正當性實報實銷，違者就是貪污。可惜每年有那麼多的

朝野官員民代出國考察，卻好像沒人知道，抑或是不願意公開？

也可能不敢公開，寧願放縱一代傳一代，讓這種不公不義的事

繼續惡性循環。反正別人家的孩子死不完。可以這樣嗎？

們這種有嘴講別人，無嘴講自己的行徑，您們不覺得這是有雙

重標準的前後矛盾嗎？況且貴(美)國亦有國家安全、政經、社

福、環保等極待解決的許多棘手問題，奉勸您們若有點本事，

就回到您們曾經宣誓效忠過的美國去評論時政。否則，就請您

們全家都放棄美國國籍，再回台灣和您們一起唱衰的台灣，共

同打拼。那豈不更能夠撈到更多的好處嗎？

台灣小留學生家長協進會秘書長  黃育旗

我對禁雙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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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台灣聯合國日大會邀請函
  今年10月24日是聯合國成立67週年的紀念日。在民進黨陳

水扁總統執政時，為促進台灣加入聯合國，由行政院宣布每

年10月24日為「台灣聯合國日」(Taiwan-UN Day)要把我們

的國家台灣與聯合國連結起來。但自2008年國民黨馬英九執

政以來，就搞外交休兵，入聯也休兵，企圖一步步把台灣鎖

入中國，然而，在民主自由的時代，我們台灣人民才是國家

真正的主人，我們有權利也有責任繼續推展偉大又艱鉅的台

灣加入聯合國公民運動，直到成功勝利之時。

  近來釣魚台主權問題，引發中國與日本的緊張，在今年聯

合國大會中，雙方代表互嗆，更令人憂心的是釣魚台是否將

成為中國與日本、美國之間的衝突點甚至爆發戰爭，威脅東

亞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處於釣魚台邊，我們2300萬台灣國人

更有責任關切東亞地區的公義和平，維護我們共同的生命安

全，因之，在今年10月24日(週三)台灣聯合國大會中，我們

將以「推展世界公義和平運動，把台灣與聯合國連結起來」

為主題，與全體台灣國人互勉。

時間：2012年10月24日(週三)晚上7:30－9:15 

地點：台北中山基督長老教會禮拜堂(台北市林森北路62號)

節目：

①理事長涂醒哲致開會詞
②敦請本會顧問吳釗燮、高英茂、許世楷、陳唐山、蔡同榮、

    謝志偉、羅福全…等短講，互相鼓勵。

③推展世界公義和平運動的意義---短講(羅榮光)

④台北安和合唱團(演唱台灣歌曲)、愛莉思弦樂團(演奏名曲)

⑤2012年台灣加入聯合國宣達團視訊簡介 (鄭英兒團長、黃

  哲彥牧師、Ms. UN for TAIWAN 莊慧瑜、Mr.UN for   TAIWAN謝

　啟洋之心得分享等)2012年台灣加入WHO宣達團活動簡介介

  (涂理事長、廖林麗玲常務理事)

大家手牽手共同為台灣加入聯合國，促進世界公義和平祈禱。

                               台灣聯合國協進會敬邀
                                       2012年10月8日

「台灣近代戰爭史」（1941~1949）

第二屆國際學術研討會
緣起：去年10月第一屆研討會，出乎意料的讓我們感動和震

      撼。被刻意埋藏60幾年不見天日，台灣人胸中的一口

      氣，終於開了一小口、噴洩一些些。盛裝來自全台的

      台籍日軍、內戰國軍、台籍解放軍，抬頭挺胸說：他

      們的人生光彩奪目。政治閃邊，藍綠免談，台灣孩子

      正大光明，不論當日本兵、打國共內戰、解放軍韓戰、

      守金馬前線……埋骨赤道雨林，沉溺馬尼拉灣，棄駭

      華北凍土，血染朝鮮雪原……。我是台灣人，我的家

      鄉在那魯灣！

主辦：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台灣歷史學會

時間：2012/10/28(日) 09:00~17:50

地點：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21號)

交通：【捷運】善導寺5號出口，往紹興南街走，至徐州路左轉；

      【公車】222、253→北商學院、297→成功中學

線上報名：
https://www.myregie.tw/registration!input.htm?id=331e6ff9-1fc9-4b7b-8018-4567b20dd89b

2012/10/21全民捉狂保台救扁大遊行

黃昭堂主席逝世週年紀念音樂會(本活動免費)

時間：2012年11月10日 (禮拜六)晚上7：30(7點入場)

地點：台北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卓越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3段30號（電話：02-8369-1399）

主辦：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協辦：寶島聯播網、現代文化基金會

索票專線地點：(索票前請務必先來電預定確認謝謝!!)

台獨聯盟電話:02-23576656

地址: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27號2樓或

寶島聯播網電話:02-2579-0000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一段3號2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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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國籍宣示登記」啟 動會議
時間：2012年10月20日(六)下午14:00~16:30

地點：台灣北社會議室(台北市青島東路5號2樓之2)

事由：啟動「台灣國籍宣示」登記運動 (參見附件推動文宣)

出席：「台灣國籍宣示登記運動」發起社團、「台灣國籍宣

      示登記運動」諮詢顧問、及受邀請之其他本土社團。

召集人：劉重義代表「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召集會議

  「台灣國籍宣示登記運動」由超過25個本土社團發起。此

運動基本上是仿愛沙尼亞本土社團從1985年到1991年促成國

家獨立的一個重要推動模式，來推動台灣民族要求台灣國籍，

並宣示台灣主權的獨立建國步驟。由其中8個發起社團所組成

的「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已經在10月14日正式批准「台灣

國籍宣示登記案」的啟動。此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向所有發

起社團、諮詢顧問、以及關心台灣獨立建國行動的本土社團

報告「台灣國籍宣示委員會」的決議，以及參與推動國籍宣

示登記運動必須瞭解的事項。謹誠懇邀請所有收到本邀請郵

件的本土社團代表和諮詢顧問撥工來參加。

公投盟4周年感恩募款餐會
敬愛的支持者及參與者，大家平安、大家好：

  「公投盟」成立四週年了。回顧這四年，中國黨以ECFA進

行經濟收買、瞞騙民心，以宇昌案抹黑、污衊對手，以扁案

製造內部矛盾與分化，擊潰本土力量在總統選舉中的氣勢。

繼而在騙取政權後，更是變本加厲，步步朝向與中國共產黨

政權進行政治協議，割讓台灣主權，掏空台灣經濟，大幅傾

斜。在一個無能、無效、無感、無心的流亡政府殖民體制下，

台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情勢不但更加危殆險峻，人民的生活

痛苦指數更是與日俱增，空前未見。台灣的未來將會變成何

種模樣，實在令人難以樂觀預想，更不敢往下預想。

  台灣再窮再弱，總是咱台灣人的台灣。台灣再苦再悲，永

遠還是咱台灣人的台灣。當生命被逼到了最後的臨界點，唯

有面對才能改變現狀，唯有反擊才有新的活路。「公投盟」

認知在此時刻，必須先突破台灣本土勢力在殖民體制下發展

的瓶頸，解決本土陣營內部的矛盾，更要集結人民自身的力

量。

  「打破司法獨裁，終結媒體壟斷」是我們亟需面對與解決

的二大課題，所以，公投盟下個階段的首要工作重點，就是

募集5000名「救扁義勇軍」，在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發

起長期的非暴力抗爭，要求「釋放陳水扁總統」作為突破點，

打破流亡政府以司法為工具進行壓迫台灣人民，打擊政治異

己及袒護統治權貴的邪惡殖民體制的重要權力支撐。

  「公投盟」之所以有韌性可以堅持、有信心可以前進，有

勇氣對母親台灣盡一點守護的責任，都是海內外各位台灣鄉

親無私的贊助與投入。個人再一次代表「公投盟」表達最深

重的感謝，也再一次誠懇呼籲「同胞須團結，團結真有力」，

台灣人民的非暴力抗爭力量就是台灣新民主體制的基礎，也

是守護台灣最實在的依靠。願以此攜手努力共勉。

敬祝闔家喜樂平安

公投護台灣聯盟總召蔡丁貴敬邀

＊餐會時間：2012年10月26日（五）晚上18:00開始進場

＊餐會地點：一郎餐廳 

            (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樓，第二果菜市場樓上）

＊公車：47、49、76、222、286、527、642、643

        (在「台北魚市」站牌下車)

＊餐券每張2,000元

＊發售地點：

1.公投盟建國基地（台北市中山南路、濟南路口）

2.公投盟辦公室（台北市青島東路5號2樓之2）

電話：（02）2392-7590傳真：（02）2392-7597

●需要素食者請先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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